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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安 防 职 业 教 育 联 盟

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

暨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

预 通 知

自联盟成立以来，安防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

如浙江省持续聚力打造数字安防世界级产业集群，重点培育数字安防

为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重点打造数字安防为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在服

务数字经济、平安城市、智能生活，服务平安亚运、智慧亚运，服务

疫情防控大应急、公共卫生突发重大事件，服务公安科技信息化与数

据化建设和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和重要经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编织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

社会安全网……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发布了《中国安防行

业“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指引与推动安防产业未

来发展。

为践行国家数字化改革战略部署，推动数字安防产业链、创新链

和人才链有效对接和深入融合，应用数字安防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培育高素质安防专业技术人才和职业技能人才，促进安防职业教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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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与应用创新，兹定于 2021 年 9 月 16-18 日，在浙江警官职业

学院召开“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暨安防产教融

合创新发展研讨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题和主要内容

会议主题：产教融合•数字安防——新技术•新思路•新模式

主要内容：召开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讨

论联盟章程修订、成立联盟常务理事会、计划联盟产教融合建设项目、

吸纳联盟新成员等；召开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分享联盟成

员在产教融合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研讨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展示

安防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合作项目，深化职业教育融合安防产业前沿技

术及应用。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1.会议时间：2021 年 9月 16 日-18 日，16、17 日报到及参加 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18日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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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离会。

2.会议地点：浙江警官职业学院锦苑钱潮大厦，浙江省杭州市下

沙高教园区二号大街 688 号

四、会议内容与议程

1. 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第十二届中国(杭州)国

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展会时间：2021 年 9月 16-18 日

展会地点：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

具体展会信息参见附件 2

2.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暨安防产教融合创

新发展研讨会

日期 时间 内容 说明

9月 16

日、17

日

8:30-17:00
全天报到、第十二届中国(杭州)国际社

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观展

报到地点在锦苑钱潮大厦

一楼大厅

学院与展会间有定时班车

9月 17

日
13:30-17:30 安防知名企业参观 需遵循企业防疫要求

9月 18

日

8:30-10:30 2021 年度会议大会、理事会议题讨论 钱潮大厦大会议室

10:30-12:00 联盟产教融合创新发展项目路演推广 钱潮大厦二楼

12:00-13:30 午餐 钱潮大厦餐厅

13:30-17:30 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

每次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

期间安排一次茶歇，最后

为半小时的问答交流时间

17:30- 晚餐 钱潮大厦餐厅

9月 19

日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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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活动征集

1.“布局十四五——推进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征文活动

为更好展示联盟成员在安防职业教育中的最新成果，分享近年来

取得的成功经验，本次研讨会特向所有成员征集优秀论文及会议主题

发言，内容主要集中在安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安防领域 1+X 证书试

点工作、产业变革下的安防职教改革等方面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模

式，主题自拟，征文要求具体如下：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兼具亮点，聚焦安防职

业教育发展热点，作品宜突出实践性和开创性，注重人才培养实效，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

（2）为统一征文规范，征文采用如下格式：

文章编排顺序为：标题、正文。征文标题为宋体二号加粗，各级

小标题为仿宋三号加粗，正文为仿宋三号，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行间

距为固定值 28磅，注释采用脚注。

（3）投稿者应当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

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

合法权益。

（4）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12 日止。

（5）投稿作品请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征文通知所列联系人，邮

件主题栏注明[“布局十四五——推进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征稿]

字样，文内请附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单位、详细通信地址、邮箱等

信息，以便联系。

（6）作品一经投递，即视为同意和授权联盟公开发表、宣传推

送、展览展示等权利。优秀作品将优先安排本次研讨会主题发言，并

在联盟网站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合作公共媒体同步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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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征稿活动为公益性质，不支付稿酬，本征稿活动解释

权属于本次研讨会承办单位，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2.征集优秀安防产教融合项目及师生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为促进联盟成员间互助合作，共同发展，促进联盟企业成员推出

更多增益安防职业教育的合作项目，也促进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安防领

域创新创业活动，本次研讨会聚焦数字安防产教融合主题，将遴选一

批优秀的合作项目举办专场路演，研讨会将邀请浙江省安防头部企业、

高校院所、安防协会以及相关科技和产业主管部门参会，并向大型公

共媒体推广。

六、报名与费用

1.为便于接待安排，敬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8 月 15 日 17：00 前，

将参会回执表发送至会务组联系人邮箱 lichao@zjjy.com.cn，或者

通过二维码网络填写报名表。

2.本次研讨会无需参会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安全防范系

李超，158 8882 2117，lichao@zjjy.com.cn

李特，137 3549 8102，lite@zjjy.com.cn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附件 2：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参会指引

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年 7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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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会回执表

方式一

会议回执

方式二

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 2021 年度会员大会

暨安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职称 手机号

电子邮箱

住宿要求 □单人间 □双人间 □无需会议安排

是否作会议主题发言 □是 □否

发言主题（如选“是”请填写）：

路演展示项目（选填）：

是否参加 9月 17 日下午到安防知名企业参观 □是 □否

请参会代表将8月15日前将回执表发电子邮箱：lichao@zjjy.com.cn

mailto:lichao@zjj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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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参会指引

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

第十二届中国（杭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会

主办单位：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杭州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杭州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展会介绍

2021 年，浙江省、杭州市安防协会以及钱江新城投资集团强强联手，采取

“以会带展，以展促会”的形式，共同主办“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

会·第十二届中国(杭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本届安防展与

北京、深圳等地举办的安防展差异性发展，以杭州安防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应

急产业为基础，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中国(杭州)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

品与技术博览会品牌为保障，以“产业化、品牌化、生态化”为导向，通过创新

产业综合展示、科技多元应用、社群垂直构建的办展模式，将安防展打造为产业

重要交流平台。

二、项目概况

(一)活动名称

2021 中国(杭州)数字安防生态大会·第十二届中国(杭州)国际社会公共安

全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二)展会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 年 9 月 16-18 日

地点：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

(三)活动规模

预计参会代表 6000 人左右；展览面积 20000 平米，参展企业约 300 家。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拟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应急管理

厅、杭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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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杭州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杭州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拟邀)：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滨江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浙江省警察协会、浙江省保安协会、浙江省应急产业技术联盟、

浙江无人机产业联盟、浙江光电学会、浙江省自动化协会、浙江省电力行业协会、

厦门文广集团、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杭州市建筑业协

会、全国安防职业教育联盟、北京、上海、广东、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福建、江西、青海、甘肃、新疆、海南、重庆、陕西、广西、安徽、成

都、南京、苏州、南通、石家庄、济南、青岛、阳泉等全国 26 个省、市安全技

术防范协会

承办单位：杭州市会展旅业有限公司、杭州钱唐会展有限公司

三、活动定位与目标

秉持创新、协同、开放、共享理念，汇聚行业领袖智慧的思想盛宴(主题论

坛、高峰论坛、专题论坛等)；打造行业成就展示的高端平台(展览展示、成果发

布、互动体验等)；构建行业交流合作的资源高地(线上展会、洽谈合作、国际交

流等)。“数字安防生态博览会”将成为国内集“高峰论坛、展览展示、交流合

作、互动体验、品牌宣传等于一体的最具前瞻性、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的安

防行业盛会。

四、数字安防生态大会

本届数字安防生态大会将由主题论坛、高峰论坛、专题论坛、专业研讨会、

高端培训班等 20 余场活动组成。

(一)主题论坛

论坛名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30-12：30

地点：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白马宴会厅

会议形式：高峰论坛

会议规模：1000+人

参会对象：政府部门领导、商协会领导、科研院所领导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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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峰论坛、专题题论坛及配套活动(拟定)

•数字安防合作伙伴大会暨“中国安防产业十四五规划”宣贯会；

•应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浙江省应急救援(公益)联合总队成立大会；

•公安视频专网规范与安全建设研讨会；

•亚运会场馆赛事安全保障高峰论坛；

•安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研讨会；

•城市智慧停车产业发展与安全研讨会；

•数据安全高峰论坛；

•全国安防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

•长三角区域无人机低空安全管理一体化研讨会；

五、展区规划及展品范围

(一)四大展区：智慧城市、安全防范、应急消防、建筑设备管理与节能

1.智慧城市

城市大脑、轨道交通、智能家居、智慧灯杆、智慧照明、未来社区、智能楼

宇、超清视频、无人系统、访问控制、充电桩、升降柱、无人工厂、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AI 芯片、AI 技术与应用等；

2.安全防范

视频监控、入侵报警、可视对讲、出入口控制、防盗报警、楼宇对讲、门禁

一卡通、公共广播，安防元器件、防盗门锁、人体安防设备、安全检查设备、监

控设备、存储录像设备、中控与显示设备、车载监控、摄像头、光学镜头等；

生物识别：指纹识别系统、声纹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静脉识别系统、

虹膜识别系统、智能检测系统、智能跟踪系统、智能识别系统、无线锁定系统等；

机器人/无人机：消防机器人，巡逻机器人、救援机器人等；

3.应急救援

城市应急通讯、探索检测设备，安防救生设备，破拆设备，医疗急救装备，

个人防护设备,消防设备，防盗报警、防爆安全检查、防雷产品、电线、电缆、

防灾、减灾设备；

4.建筑设备管理与节能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能源管理、智能照明、智能遮阳、系统集成、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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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方案等。

六、展位收费标准

1.标准展位 9㎡(3m×3m)：8800 元/个/展期，双开口展位加收 10%；

标准展位配置：三面展板(角位两面)、一桌两椅、两盏射灯、一条楣板(角

位两条)。

光地展位(36 ㎡起租)：880 元/㎡/展期。

七、目标观众

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军民融合相关企事业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内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应急产业园区、招商局(投促局)、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

产业园区/基地、救援队伍、终端用户及科研/生产/设计单位和用户、建设施工

单位、工程商、代理经销商、房产开发商、物业、机场、石油化工、造船、矿山、

电力、建筑设计院等。

八、宣传推广

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自制印刷品、宣传片；百度、今日头条、抖

音、360；安防展览网、慧聪网安防网、中国安防网、安防英才网、河姆渡、中

安网、太平洋安防网、OFweek 安防网、天下安防网、智慧安防网、易展安防网、

中安防商盟网、安防交易网、安防网-建材网、河北安防网、深圳安防网、全球

资源网、安防知识网、千家安防网、中国安防招商网、RFID 世界网、中国安防

展览网、CPS 中安网、中国设计师网以及其他各地区安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