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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简称“政法装备展”）是在中

央、地方政法系统有关部门支持下，由法治日报社主办，北京法安网络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安网）承办的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政法智能化建设领

域科技应用成果和成熟方案的创新型展会。旨在搭建政法智能化建设应用

成果宣传平台、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展示平台、政法机关与科技企业

信息化建设交流平台。自2017年以来，政法装备展每年在北京举办一届，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为服务全面深化智能化建设任务，充分发挥科技

信息化对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支撑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22,000余平方米

25,000余人次

230余家

智慧治理·经验分享

智慧法院·经验分享

智慧检务·经验分享

智慧警务·经验分享

智慧司法·经验分享

智慧监狱戒毒·经验分享

2021科技法治建设峰会

“科技向善·智慧治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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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
         装备及成果展综述

同期活动



在中央、地方政法系统有关部门支持下，由法治日报社、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主办，法安网承办的2021政法

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于2021年7月27日-28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二、2021年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
         及成果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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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开幕式现场还集中发布了“2021政法智能化

建设创新案例及论文征集活动”结果。

湖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周彩娟，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王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巡视员李丹，湖

北省人民检察院二级巡视员徐福新，安徽省公安厅党

委委员、副厅长张国锋，黑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刘

勇，四川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李灿，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春，甘肃省天水市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天波，兰州铁路运输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磊，湖北省武汉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罗平，腾讯高级专家徐龙刚，中国电信集团政

法公安事业部总裁徐军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举办本届展会旨在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集中展

示新的科技应用和成熟方案，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同政

法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助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一是展会得到中央政法单位支持 

展会活动继续得到中央政法单位支持，中央政法

委宣传教育局副局长侯召迅、基层社会治理局副局长

李军带队出席装备展开幕式并观展；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刘喆、司法部信息中心副

主任姚雄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高泽波、

司法部戒毒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信息中心规划管理处处长黄国栋带队出席展会并进行

经验分享；公安部一所副所长余兵出席智慧警务经验

分享并观展。

二是地方政法单位首次组团搭建展台进行
展示

三是企业首次在展会期间举办主题论坛

山东、贵州、天津、深圳、嘉兴等省市政法系统

首次组团搭建展台进行展示，辽宁高院、浙江高院、

四川省司法厅、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政法委、贵阳市检

察院、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宿迁检察院、青岛黄

岛区检察院等政法单位单独搭建展台展示智能化建设

成就。

展会期间进行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

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司法”“智慧监狱戒

毒”主题经验分享。此外，展会期间，中国电信主办

了“2021科技法治建设峰会”、腾讯主办了“科技向

善·智慧治理”论坛。

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原组长、司法部原党组成

员、中国监狱工作协会会长韩亨林，中央政法委宣传

教育局副局长侯召迅，中央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局副

局长李军，中国司法行政戒毒协会会长肖义舜，法治

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邵炳芳，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

会理事长单志刚，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蒋熙辉，贵

州省委政法委副厅长级干部徐文山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22000余平方米，展位数量244个，其中特装展141个，标展103个。海康威视、浙江大华、

视联动力、天阙科技、华宇、浪潮、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230余家知名企业，山东、贵州、天津、深圳、嘉兴等

省市政法系统，以及辽宁高院、浙江高院、四川省司法厅、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政法委、贵阳市检察院、成都铁路运

输第一法院、宿迁检察院、青岛黄岛区检察院等26家政法单位组团、单独搭建展台展示智能化建设成就。两天时间

里，共有25000余人次观展参会。

本届展会按照展示内容，分别设置了智慧治理展区、智慧法院展区、智慧检务展区、智慧警务展区、智慧司法

展区、智慧监狱戒毒展区、自主可控和网络安全展区、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展示区、政法单位成果展示区等九

大展区。展示范围涵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互联网+、电子政务、指挥通信装备、政

法综治大数据装备、法院业务技术装备、检察业务技术装备、公安科技信息化装备、司法行政科技装备、政法干警

发明创造装备、公共法律服务产品、智慧安防装备、智慧监狱戒毒装备、社区矫正装备、综合保障装备、智能办公

系统、涉案管理软件和设备、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系统、安检系统、办公办案执法相关的技术装备等。

（一）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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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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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对新的科技应用和成熟方案进行成果展示，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实现科技创新成果

同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为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力量，法治日报

社举办了“2021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及论文征集活动”。

2021政法装备展对本次评审结果进行了

发布，对入选单位和个人颁发了证书，并对智

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

慧司法创新案例、创新方案、创新产品进行了

集中展示，并对入选的创新案例、创新方案、

创新产品及获奖论文编辑成册。

集中发布现场

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原组长、司法部原党组成员、中国监狱工作协会会长韩亨林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二）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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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理事长单志刚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春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周彩娟为入选单位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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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分享

2021政法装备展集中举办了智慧治理·经验分享、智慧法院·经验分享、智慧检务·经验分享、智慧警务·经验分享、

智慧司法·经验分享、智慧监狱戒毒·经验分享等六大主题经验分享活动。

智慧治理·经验分享 

分别于7月27日下午、28日上午举行的智慧治理·

经验分享活动由法治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黄洁、法治

日报社湖南记者站站长阮占江主持。

7月27日下午的智慧治理·经验分享上，北京市石

景山区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夏鹏程，广州

都市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行业总监江晖，浙江省嘉兴

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少平，杭州天阙

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副总裁吴天议，中共湖南省委政法

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信息化工作专班负责人潘

鹏程，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斌，中共

吉林省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刘振威，中共

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信息化处处长张英晖，北京互联

网法院审管办（研究室）副主任、四级高级法官李文

超分别作了题为《智治支撑、数据赋能⸺构建'1 4'市

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新格局》、《市域社会治理数

字化探索与实践》、《民有所呼　我必有应⸺微嘉

园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天阙数智科技服务激

活市域社会治理全盘棋》、《加强顶层设计　提升创

新能力⸺着力推动政法系统智能化转型升级》、

《数据赋能、多维协同，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

模式》、《以问题为导向　以智能增效能⸺扎实推

进吉林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有效开展》、《打造智慧政

法平台　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深圳推进政法跨部门

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做法与成效》、《区块链技术在

数据治理中的应用场景及进阶路径》的主题演讲与经

验分享。

7月28日上午的智慧治理·经验分享上，中共武汉

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罗平，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中心执行副总经理王康，甘肃天水的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天波，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智慧城市方案部总经理袁野，中共宿州市委政

法委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赵学东，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

特约研究员、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应

用事业部副总经理谭成国，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城市网格工程中心总经理张成，数字平安北海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北海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政委

罗信科，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域社会治理中心副主

任麻平分别作了题为《超大城市智慧社会治理的武汉

探 索 》 、 《 自 主 协 议 打 造 安 全 的 市 域 社 会 治 理 系

统》、《智能联动，纵横覆盖，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撑

市域社会治理综合应用平台》、《双线融合以基层治

理服务平台提升基层能力，建设务实推进市域治理现

代化》、《微智治的宿州实践与思考”》、《数字赋

能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市域社会治理空间治理

路径探索》、《科技赋能，智慧治理，‘自治’与

‘智治’深度融合》、《市域社会数字化治理的乌海

实践》的主题演讲和经验分享。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

业协会专家、北京欣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敏

学也就相关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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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洁
法治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

7月27日下午智慧治理·经验分享 

主持人：

 夏鹏程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政法委

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

 江 晖
广州都市圈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行业总监

 朱少平
浙江省嘉兴市委副秘书长、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吴天议
杭州天阙科技有限公司

战略副总裁 

 潘鹏程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办公室二级调研员、信息化

工作专班负责人

 朱 斌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文超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管办（研究室）

副主任、四级高级法官

 刘振威
中共吉林省委政法委员会

执法监督处副处长

 张英晖
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

信息化处处长

演讲嘉宾:



 阮占江
法治日报社湖南记者站站长

7月28日上午智慧治理·经验分享 

主持人:

 罗 平
湖北省武汉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

 王 康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中心执行副总经理

 刘天波
甘肃天水的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

 袁 野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智慧城市方案部总经理

 赵学东
中共宿州市委政法委委员会

常务副书记

 谭成国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慧

城市应用事业部副总经理

 麻 平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域

社会治理中心副主任

 张 成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网格工程中心总经理

 罗信科
数字平安北海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北海市公安

局监管支队政委

 梁敏学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专家、北京欣博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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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7日下午举行的智慧法院·经验分享活动

上，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规划管理处处长黄国栋，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

春，科大讯飞智慧城市副总裁雍文渊，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级巡视员李丹，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

的王赓，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徐尔旻，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行业解决方案专家王峻安，北京市昌平区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幼亭，来也科技政务解决

方案负责人张青，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数据处副处

长李金铭分别作了题为《十四五”时期智慧法院建设

思考》、《十个一键”到“一键通”⸺海南法院智

慧审判系统的跨越》、 《从智能语音到认知智能的智

慧法院应用探索》、《立足新发展阶段　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贵州智慧法院建设高质量发展》、《打

法领域网站全方位内容安全实时监测体系》、《四川

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智慧法院建设情况

汇报与分享》 、《聚焦智慧法院业务场景，打造主动

安全防护体系》、《金融纠纷化解智能路径进阶》、

《法院数字助理平台，助力法院数字化转型 》、《建

设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推动整体智治与数字正义的全

面实现》的主题演讲和经验分享。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余景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技术处副处长李国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处副处长杨崇华分别就相关内容作了总结发言与经

验分享。

该经验分享活动由法治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张亮

主持。

经验分享

智慧法院·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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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
法治日报社河南记者站站长

智慧法院·经验分享 

主持人：



演讲嘉宾:

黄国栋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规划

管理处处长

黄胜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事

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李 丹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级巡视员

雍文渊
科大讯飞智慧城市

副总裁

徐尔旻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

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 赓
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

副总经理

潘幼亭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峻安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行业解决方案专家

李金铭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大数据处副处长

张 青
来也科技政府解决方案

负责人

余景峰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技术室主任

李国新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

副处长

杨崇华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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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的智慧检务·经验分享由法治日报山

东记者站站长姜东良主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刘

喆，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劲

松，深圳市华云中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顾正，湖

北省人民检察院二级巡视员徐福新，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政法解决方案部总经理张彪，贵

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魏金兔，甘肃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技术信息处处长张恒，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产品经理陈晓宇，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

部副主任霍卫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

处三级调研员樊志平，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王建华分别作了题为《聚焦数据应用，助力智慧

司法》、《数字赋能、精密质控，“案件码”助推办

案质效新升级的经验》、《分享“汇聚社会力量，携

手“未”爱护航”的经验 》、《画好三张图、强化执

行力⸺优质高效推进智慧检务建设》、《检务数字场

景、安全最佳实践”的经验分享》、《贵阳市人民检

察院在检察智能化工作上的思考》、《甘肃省检察机

关移动办案应用系统建设工作思路探索”》、《科技

引领 助力新时代法律监督扎根实践”的经验》、《坚

持科技引领，推进智慧检务创新发展”的经验》、

《智慧检务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创新、《践行“枫桥经

验”，共建数字化平台⸺破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

难题》的主题演讲与经验分享。

智慧检务·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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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魏金兔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陈晓宇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樊志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技术信息处三级调研员

杨劲松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徐福新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二级巡视员

姜东良
法治日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

智慧检务·经验分享 

主持人：

张 彪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公司

政法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张 恒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

信息处处长

 王建华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霍卫国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技术部副主任

刘 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

息研究中心主任

顾 正
深圳市华云中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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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举办的智慧警务·经验分享活动由中

国警察网短视频中心王一伊主持，中国警察网董事

长、总编辑关清在会上致辞。

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车丽

华，安徽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刘涛，欧科云链

副总裁张超，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销售总监王

经验分享

冬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照管理大队大

队长张士宇，杭州中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海峰，

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伟，北京汉

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云鹏，江苏省盱眙县

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毛小松，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科

技信息化科民警金陶分别作了题为《创设永州“快反

135”机制、提升基层平安治理能力水平》、《坚持

实战实用导向、打造护校安园利器》、《数字货币监

管及犯罪分析》、《政法领域网站与新媒体第三方内

容纠错与意识形态问题排查服务》、《用智慧警务破

解发展难题提升服务水平》、《数智赋能智慧警

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华建设的诸城探索与

实践》、《公安档案数字化建设方案》、《实施四中

心合一改革、开辟县域社会治理新路径》、《以数字

化驱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发展》的主题演讲与

经验分享。

智慧警务·经验分享 

142021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展后报告



15 2021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展后报告

演讲嘉宾:

王一伊
中国警察网短视频中心

智慧警务·经验分享 

主持人：

车丽华
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刘 涛
安徽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

主任

张 超
欧科云链集团副总裁

王冬梅
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

销售总监

张士宇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

队证照管理大队大队长

陈海峰
杭州中奥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毛小松
江苏省盱眙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主任

卢 伟
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李云鹏
北京汉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金 陶
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

科技信息化科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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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7月27日下午举办的智慧司法·经验分享活动由法

治日报社编委、融媒体编辑部主任马岳君主持，司法

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姚雄森首先作了主旨演讲。

黑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刘勇，北大软件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君福，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副厅

长张军，北大法宝产品总监郭璐，四川省司法厅二级

巡视员李灿，北京小鱼易连科技有限公司全国政法行

业总监韩旭，江西省司法厅党组成员政治部（警务

部）主任胡水明，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

法产品研发部总经理石佩，贵州省司法厅信息技术处

处长林红梅分别作了题为《科技引领　创新驱动⸺

以智慧司法赋能高质量发展》、《数据智能科技助力

智慧法治》、《打造广西法规规章数据库，助力全面

依法治区》、《全面依法治国视角下法治数据运行机

制及业务衔接》、《搭建远程视频会见探访系统，架

设亲情帮教沟通“桥梁”》、《云视频为司法行政赋

能，让法律服务零距离》、《推进“法务通”平台建

设，努力打造移动法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贵州“智慧法治”

体系，助力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

智慧司法·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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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马岳君
法治日报社编委、融媒体

编辑部主任

智慧司法·经验分享 

主持人：

姚雄森
司法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刘 勇
黑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

张君福
北京北大软件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张 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副厅长

郭 璐
北大法宝产品中心总监

李 灿
四川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

韩 旭
北京小鱼易连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政法行业总监

胡水明
江西省司法厅政治部

（警务部）主任

石 佩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公司执法

产品研发部总经理

林红梅
贵州省司法厅信息技术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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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7月28日上午举办的智慧监狱戒毒·经验分享活动

由法治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邢东伟主持。

司法部监狱局二级巡视员高泽波，司法部戒毒管

理局二级巡视员李晓，江西省戒毒管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万念炯，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法行

业产品总监祝子鉴，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

书记、所长何俊峰，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政法解决部技术总监武远东，湖南省永州监狱监狱长

雷建华，河北省唐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刘振国，

山西省女子监狱范育林分别作了题为《稳步推进智慧

戒毒建设，持续提升戒毒科学化水平》、《智慧戒毒

建设经验分享》、《强化安全底线思维，构建管理新

模式》、《人员数据分析系统在智慧监狱落地实践与

探索》、《擘画智慧新蓝图  开启戒毒新征程》、

《构建中台化的数据安全能力赋能监狱戒毒建设》、

《智慧评估与矫正　助力监狱绝对安全》、《智慧处

方 赋能新生》、 《智慧监狱建设的思想》的主题演讲与

经验分享。

智慧监狱戒毒·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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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晓
司法部戒毒管理局

二级巡视员

祝子鉴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司法行业产品总监

武远东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

政法解决方案部技术总监

刘振国
河北省唐山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所长

演讲嘉宾:

邢东伟
法治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

智慧监狱戒毒·经验分享 

主持人：

高泽波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二级巡视员

万念炯
江西省监狱管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何俊峰
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党委书记、所长

范育林
山西省女子监狱

雷建华
湖南省永州监狱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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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下午，中国电信举办了2021科技法治建设

峰会，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政法公安行业事业部

副总裁李红平主持，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中国电信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桂清分别为本次峰会致辞。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国务院参事室特

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政法公安行业事业部总裁徐军；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治蓝皮

书》主编田禾；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黄

卫平；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志远；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练育强；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室助理研究员栗燕杰分别作了

题 为 《 法 治 中 国 建 设 与 科 技 创 新 》 、 《 新 就 业 形

态⸺网约劳动权益维护》、《科技法治探索与实

践》、《为法治插上科技翅膀》、 《司法行政科技创

新发展思考》、《创新司法智慧凝练技术，提升社会

公平正义》、《行政公益诉讼信息化、智能化路径展

望》、《科技助推法治第三方评估视角下的检务公开

的成效与展望》的主题演讲与经验分享。本次峰会还

进行了智慧法治护航行动环节，发布了中国电信护航

计划。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科技法治建设峰会
践行智慧法治  共筑法治中国

2021.7.27

（四）2021科技法治建设峰会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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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平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政法公安行业事业部副总裁

2021科技法治建设峰会

主持人：

邵炳芳
法治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

刘桂清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显明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

杨志明
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

中国劳动学会 会长、原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万桂荣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部 总经理

徐 军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政法公安行业事业部总裁

田 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

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法治蓝皮书》主编

黄卫平
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

栗燕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法治国情室助理研究员

王志远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副院长

练育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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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下午，腾讯主办了“科技向善·智慧治

理”论坛，腾讯云副总裁汤锦淮、法治日报社副社长

周秉键分别致辞，腾讯云社会治理行业高级总监王清

峰作了题为《探索“以人为本”，科技赋能未来智慧

社会》的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市域社会治理研究

院院长黄文艺，北京市石景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夏鹏

程，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刘宝旭，腾讯

安全副总经理、灵鲲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杜

明灯，腾讯企业微信政府行业总监赵楠，腾讯云未来

社区高级产品架构师朱银良，腾讯云一网统管高级产

品架构师索飞飞分别作了题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新形

势和新方向》、《构建“1+4”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建

设新格局》、《产学研结合构建社会治理的网络安全

“底座”》、《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治理和综合服务实

践》、《基于微信三端互联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基层治理之“寓管理于服务”的社区治理实践》、

《融合通信技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的主题演讲。

（五）“科技向善·智慧治理”论坛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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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下午“科技向善·智慧治理”论坛 

汤锦淮
腾讯公共政策副总裁

周秉键
法治日报社副社长

王清峰
腾讯云社会治理行业

高级总监

朱银良
腾讯云未来社区

高级产品架构师

索飞飞
腾讯云一网统管高级产品

架构师

杜明灯
腾讯安全副总经理、灵鲲

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实验室

主任

夏鹏程
北京市石景山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

刘宝旭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赵 楠
腾讯企业微信政府行业总监

黄文艺
中国人民大学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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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政法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北

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燕城监狱及天津、河北、贵州、湖南、黑龙江、嘉兴等省市政法系统组团参观了本次展会。

参观观众25000余人次（数据分布如下图）

（六）专业观众



法治日报社报、网、端、微等全媒体平台对今年的展会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报道。《法治日报》刊发开幕

消息、配发两篇展会侧记，刊发4个整版经验分享发言摘登；融媒体编辑部推出原创微信作品20篇、微博稿件11

篇，并用短视频、Vlog、图片产品和文字产品进行了多形式、多角度报道。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累计阅读量15万+，

微博话题“聚焦2021政法装备展”阅读量近137万，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近2万人次，较上届整体走高。此外，现

场设置的法制网、中国警察网采访间，对部分参展企业进行了专访，还有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长安网、人民

日报、经济参考报、科技日报、北京电视台、搜狐网、海外网、长安杂志社、人民法院报、人民公安报、民主与法

制时报、中国安防杂志、中国安防行业网等众多主流及行业媒体，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央视频、腾讯视频、优酷

视频、UC视频等多家新媒体视频平台对本次展会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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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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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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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不断改进、完善政法装备展PC端网上展厅、线上3D全景展厅、手机端小程序，将政法装备展更多精彩内

容搬到网上，使更多政法系统观众继续通过线上展厅参观了解政法装备展。敬请期待！

三、网上展厅

本届展会有230余家科技企业参加，并且首次吸引了26家政法单位前来参展，一大批政法领域高新技术

装备亮相，25000余人次专业观众观展参会，唱响了政法智能化建设的“大合唱”，受到业界一致好评。

与会代表表示，非常感谢法治日报社搭建的这一高效互动平台，通过观摩学习、交流探讨，大家开阔

了眼界，交流了经验，在有效提升自我的同时，也为政法智能化建设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参

考建议。

活动取得的卓越成绩，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帮助，正因为有无数行业同仁的默默支持与推

动，才造就了政法装备展的辉煌与荣耀。2022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加强与中央政法系统有

关部门的沟通联系，争取更多中央政法单位的支持和参与，使展会的专业性、学术性更强、规模更大、规

格更高、展出效果更加卓著。

四、结束语

pc端网上展厅 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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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参展企业

顺泰伟成

中长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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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参会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QINGHUA  IT



组委会联系方式
电话：010-67046081
传真：010-67046081
邮箱：195024562@qq.com
网址：www.faanw.com

展会微信公众号

与您相约 

智慧治理展区

智慧法院展区

智慧检务展区

智慧警务展区

智慧司法展区

智慧监狱戒毒展区

自主可控和网络安全展区

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展示区

政法单位成果展示区

智慧政法   科技盛宴

期待您的莅临!

2022
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线上政法装备展PC端和手机端小程序将陆续上线

敬请期待！

2022年7月19-20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