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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在津连创佳绩

365 天
“永不落幕的展会”开创国际领先新模式
苏莉鹏

投资参股高端科技产业，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在不久前落幕的 2019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
会上，投资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中共有 48 个大项目、
好项目集中落户天津市，投资总额约 509.35 亿元。
其中，有 12 个项目为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
的招商引资项目。
据了解，
全国首家以交互理念和科技创新为核心
内容的 ICID 国际交互产业（京津冀）365 体验馆自
2017 年 4 月落户天津以来，
以
“6 个 100”
的亮点呈现，
全年 365 天为国际及国内知名品牌企业、
产品进行展
示、
交易、
融资、
落地、
合作搭建了高端综合服务平台，
受到国内各地方政府、
企业、
科技创新团队的青睐，
并
入选《2017中国天津中小企业发展报告》白皮书。
自 2018 年正式开馆以来，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
验馆共接待来自北京、浙江、河北、云南、江苏、江
西、黑龙江、山东等地政府、园区、企业、投资机构参
观访问、项目洽谈 2000 余人次。收集、筛选国内外
知名企业中最优秀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1000 余项，评
选自主研发专利技术含量属国际国内领先的生产
型“千里马”项目 200 余项。投资参股 8 家企业，为
天津市实现招商引资 3.6 亿元。被称为“永不落幕
的展会”的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成为展会中的一匹
“黑马”，不但引入了国外全方位服务的展览新模
式，也在国内首创了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增
长点的新模式。

投资参股是 365 运营的终极目标。截至
目前，
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已投资参股尚
法科技、中国网安、中植联合生物技术研究院
等 8 家企业，其推出的项目均在国际国内具有
领先水平。其中，中植联合生物技术研究院
（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机构，
旨在进行生物
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
是国内领先的专业运用
克隆、
多倍体育种等技术，
研发、
培育中药材及
相关经济作物的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团队在
植物，
特别是药用植物细胞遗传学及分子育种

“目标导向”角度解决产品设计的理念为产品
带来的高附加值，
受到越来越多如谷歌、
苹果、
奔驰、
卡特等世界顶级企业的追逐。国际交互
设计目前已成为贯穿高新科技、
工业 4.0、
互联
网+、智能硬件、服务体验等热门行业的全新
领域。交互设计的核心在与要求设计师跳出
为
“产品”
做设计的前提局限，
将设计的出发点
还原到消费者使用它的整个过程之中。
为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天津
市河北区人民政府、
天津市交互企业商会、
《中
国企业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中科国技交互
产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ICID 国际

在区域合作、引资引智、创新创业、商品贸易
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2018 年，为响应中央精准扶贫工作号召，
中植联合生物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特
向宁夏、河北、山西等贫困、农村地区提供国
家级道地中药材——1500 亩高抗逆性聚能丹
参种植苗，以发展道地中药材生产，促进终止
单位增收增效。目前。此批次种苗的扶贫育
植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2018 年共释放种
植 400 亩，即丹参 12600 余亩。得到各地政府
扶贫工作的高度评价。

体验馆收集、筛选国内外知名
企业中最优秀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1000 余项，评选自主研发专利技术
含量属国际国内领先的生产型“千
里马”
项目 200 余项。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园选址规划

国内首家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被誉为展馆界
“黑马”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
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让创
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
正是
在共享经济时代，
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一次
跨越性尝试。
据介绍，国际交互设计理念产生于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其范围涵盖人机交互、虚拟交
互、工业交互、服务交互，是高端科技、人性化
需求、个性化创意、人文元素相融合的高科技
先进设计理念，
有
“德国人思维”
之称。因其从

学方面具有雄厚研究基础。先后承担了包括
国家 973 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在内的 30
多个科研项目，
在国内外重要 SCI 及核心期刊
上发表了 200 多篇原创性研究论文，获得了植
物遗传学及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多项研究成
果。成功研发出三倍体丹参、
红景天、
金银花、
太子参、
铁皮石斛等数种中药材。
自开馆运营以来，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
验馆积极投入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扶贫开发等方面，积极
对接重点项目，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努力

交互产业（京津冀）365 体验馆。体验馆专设
人机交互、虚拟交互、工业交互、服务交互等
专业体验区。以 6 个 100“亮点”——100 个城
市、市长加盟，100 个国家级园区提供最优政
策，100 所知名大学、交互大师技术支持，100
家金融投资机构，100 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100 项“千里马”企业项目选址落户，为各地政
府招商、
企业优化、
投资创业、
科技成果转化和
开展双创活动，
实现多方共赢而搭建的综合服
务平台。此外，
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在线
下展览交易的同时也实现了线上功能，
为传统
企业转型提供一站式服务，
为高科技项目提供

全方位、保姆式的发展战略。每年扶植 1 家上
市公司，推选 1 家行业龙头企业，为 1 家“千里
马”
企业在全国拿到订单。
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的日常工作，
是
由十大工作委员会负责筛选 100 项“千里马”
项目，并在 100 座城市巡展，进行考察投资。
十大工作委员会就经筛选确认的国内百强、
行
业领先的“千里马”项目在全国 100 座重点城
市进行巡展活动，
考察投资，
与地方政府、
园区
就“千里马”项目、品牌落地进行直线对接，
并
从中发现潜在的
“千里马”
项目，
与地方政府深
度合作，
投资参股。

自 2016 年以来，
“ICID 交互中国”国际峰
会已成功举办三届，峰会发布年度榜单：国家
级“千里马”项目 100 项，全国最具投资潜力
城市、园区各 100 家；邀请百位著名国际交互
大 师 、名 牌 院 校 进 行 交 互 前 沿 领 域 专 业 论
道。交互产业也因之在国内有了全新的发
展。其中，首届“ICID 交互中国”国际峰会展
系列活动推出了国际行业 100 强 ICID 交互体
验展、
“交互中国·应用未来”高峰论、
“ICID 交
互中国”双创大奖赛。去年，应津洽会组委会
邀请，由天津市商务委、天津市河北区政府主
办，天津市河北区商务委、ICID 国际交互产业

（京津冀）365 体验馆承办的第三届“ICID 交
互中国——千里马项目发布”国际峰会系列
活动在海河之畔的天津市河北区开幕。作为
本届津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三届“ICID 交
互中国——千里马项目发布”国际峰会以“开
放共享，创新共赢”为主题，是融合全国各地
政府、企业、信息资源和行业优势倾力打造的
代表国际高端水平的活动。本次发布会从全
国 26 个省市中的 480 余家行业龙头企业中，
遴选出代表国际、国内领先科技水平的“十
大千里马项目”。在活动现场，十大“千里马”
企业项目进行了签约和路演。

ICID“交互中国”国际高端峰会：一年一度的交互产业盛事

在体验馆的基础上，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园正在规划中。体验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30 亿元，一期为 30000 平方米 ICID 国
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园；二期建设国际交互产
业总部大楼、
“ 千里马”企业项目落户办公及
交 易 结 算 中 心 、中 企 智 库 专 家 楼 及 部 分 厂
区。技术产品年交易额计划实现 30 亿元，每
年推出一个上市公司，推荐一家行业老大，为
一个“千里马”企业拿到全国订单。ICID 国际
交互产业 365 体验园助推中国实体经济、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为政府搭建创新型的招商引
资平台；为“千里马”企业提供技术攻关、资金
投入、市场订单等贴身服务；为真正的高端技
术、产品做一站式渠道拓展。

【记者手记】

ICID 交互产业体验馆
让一切皆有可能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园

【数字 ICID】
◆ 6 个 100“亮点”——100 个城市、
市长加盟，100 个国家级园区提供最优政策，100 所知名大学、
交互大师技术支持，100 家金融投资
机构，
100 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100 项
“千里马”
企业项目选址落户。
◆收集、筛选国内外知名企业中最优秀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1000 余项，评选自主研发专利技术含量属国际国内领先的生产型“千里
马”
项目 200 余项。投资参股 8 家企业，
为天津市实现招商引资 3.6 亿元。
◆每年扶植 1 家上市公司，
推选 1 家行业龙头企业，
为 1 家“千里马”
企业在全国拿到订单。

ICID“交互中国”国际峰会现场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办公区、
结算中心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人机交互展厅

走进 ICID 国际交互产业（京津冀
京津冀）
）365
体验馆 ，这里的讲解员会说到一句话
体验馆，
这里的讲解员会说到一句话：
：
“你
的品牌，
的品牌
，我的舞台
我的舞台。
。 365 天永不落幕的展
会 ，让一切皆有可能
让一切皆有可能。
。”这是这家体验馆的
宣传语。
宣传语
。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一切皆有可
能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能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但在了解过
ICID 国际交互产业体验馆
国际交互产业体验馆，
，你会真切感受
到，
在这里，
在这里
“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
是可能的。
是可能的
。
之 所 以 能 将 可 能 变 为 现 实 ，是 因 为
ICID365
ICID
365 体验馆展现了智能时代产品从技
术到应用的新模式。
术到应用的新模式
。 关键共性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
引领技术、
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
新 ，这四类技术创新是中国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根本支撑，
济体系的根本支撑
，既与当代科技发展规
律高度契合，
律高度契合
，又全面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需求。
重大需求
。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
馆，
正是在共享经济时代，
正是在共享经济时代
，
以创新引领经济
发展的一次跨越性尝试。
发展的一次跨越性尝试
。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怀进鹏在评价 ICID 交互产业体验馆项
目时说，
目时说
，
当今世界，
当今世界
，
大数据、
大数据
、云计算
云计算、
、移动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
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
，社会生产和消
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
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
、智能化转变
智能化转变，
，围绕
“智能
智能”
”
的创新竞争日趋激烈。
的创新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在推动新兴市场的发展，
产业变革在推动新兴市场的发展
，互联网
引发的云计算、
引发的云计算
、大数据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3D 打印
等新技术正在发生变化，
等新技术正在发生变化
，一个产品从技术
到应用的新模式正在形成。
到应用的新模式正在形成
。
为企业解决难题，
为企业解决难题
，助政府招商引资
助政府招商引资，
，帮
创业者提供孵化空间，
创业者提供孵化空间
，为高科技产品打开
市场……ICID
市场……
ICID 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
体验馆，
，将一
个看似空中楼阁般的概念变为现实，
个看似空中楼阁般的概念变为现实
，以点
石成金的魔力，
石成金的魔力
，
化平庸为神奇。
化平庸为神奇
。这一切
这一切，
，
是
基于创新的思维、
基于创新的思维
、实干的态度
实干的态度，
，
以及向往的
未来！
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