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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Dear Journalists

致记者朋友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如期而至。

高交会自 1999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走过二十二年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是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交易的重要平台。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正努力朝着打造世界级展会的目标

迈进。

历届高交会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记者朋友们的辛勤劳动，新闻中心由衷感谢

各位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为媒体朋友的采访报道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

祝各位记者朋友在深圳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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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新闻中心在组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为记者朋友提供采访预约、咨询、

手机短信提醒采访等服务。   

新闻中心为媒体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备有电脑、复印机、传真机和市内电话，

为记者提供工作便利。

新闻中心地址：深圳会展中心五号馆 2 楼

采访预约及咨询电话：82842195，82842196 

新闻中心网址：https://www.chtf.com/meitizhiyin/ 

高交会新闻中心网站免费向媒体提供本届高交会活动期间的所有新闻图
片，并及时发布相关采访信息，记者请登陆高交会新闻中心网站获取详细
信息。

02 Introduction of Press Center

高交会新闻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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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Special Note

特别提示

采访高交会的记者必须佩戴由新闻中心发放的采访证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备

查。采访证仅限本人使用，遗失不补。

一、防疫要求

根据《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参展参会新冠疫情防控指引》的要求，所有人员满足

以下防疫要求方可参会：

1、健康码

粤康码绿码。

2、行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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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码绿码（无 * 号）。

3、核酸检测

每次入馆时需提供 48 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会场外设有核酸检测点，

为参会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

4. 如有以下任一情况的，谢绝参展参观：

1) 入馆前 21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本地阳性病例的地级市旅

居史；

2) 入馆前 28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

3) 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和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

和腹泻等症状之一的；

4) 目前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及密接的密接；

处于出院后的医学隔离观察期 ; 无症状感染者处于解除隔离治疗或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后的医学观察期；处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以及纳入社区健

康管理的；已康复的既往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二、开闭馆时间

1、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会场

12 月 27 日 7:30-12:00（开幕活动）

12:00-17:30（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2 月 28-29 日 8:30-17:30（16:30 观众停止入场）

2、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会场

 12 月 27-29 日 8:30-17:30（16:30 观众停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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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车指南

（一）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免费地铁公交 

本届高交会为到会人员配发免费电子地铁公交乘车票，按办票办证时注册的

手机号进行配发，可免费乘坐抵离深圳会展中心站、塘尾站的地铁或指定线路

公交巴士。具体请参考大会官网（www.chtf.com）公告相关指引使用。

免费乘坐抵离深圳会展中心站的地铁

即出发站点或抵达站点为会展中心地铁站或塘尾站地铁站，该行程可凭乘车票

享受免单优惠（商务车厢除外）

免费乘坐公交巴士时请使用免费电子乘车票，指定线路如下

（蓝色为各公交站名）:

 1、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途经会展中心南门 ( 滨河路 )

皇岗村北 ( 南 1 门 )：229 路、337 路、369 路、M182 路、M463 路、M559

路

会展中心南 ( 南 2 门 )：229 路、337 路、369 路、M182 路、M463 路、M520 路、

M559 路

途经会展中心西门 ( 益田中路 )

益田中路：71 路、80 路、M390 路、M500 路

途经会展中心北门 ( 福华三路 )

会展中心：80 路、316 路、371 路、M390 路、M500 路、M519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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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华三路：80 路、371 路、M390 路、M500 路

途经会展中心地铁站 ( 福华路 )：3 路、64 路、M224 路、M329 路、M459 路、

M588 路、E25 路

2、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途经国际会展中心南入口

会展湾音乐广场：615 路

途经国际会展中心南、北登录大厅

会展南站 ( 近南登录大厅 )：会展地铁接驳专线（往返会展中心与塘尾地铁场站）、

会展机场接驳专线（往返会展中心与宝安机场场站）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M515 路、会展地铁接驳专线（往返会展中心与塘尾地铁

场站）、会展机场接驳专线（往返会展中心与宝安机场场站）

3、“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分会场

途 经 深 圳 人 才 园：101 路、113 路、204 路、222 路、223 路、324 路、

M132、M520 路

途经竹子林：21 路、26 路、70 路、320 路、M165 路、M191 路、M312 路、

M391 路、M392 路、M413 路、M447 路、M448 路、B968 路

途经福田交通枢纽：64 路、73 路、202 路、303 路、322 路、377 路、M115 路、、

M173 路、M213 路、M221 路、M392 路、M417 路、M447 路、M520 路、

M559 路、E4 路、E6 路、E26 路 

（二）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专线巴士线路

1、直线快达：面向参展商，开通点对点直达快线，每日往返各一趟，上午开展

前由酒店直达展馆，下午闭展后由展馆直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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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1（福田馆）：鹏威酒店 - 深圳会展中心

路线 2（福田馆）：金碧酒店 - 深圳会展中心

路线 3（宝安馆）：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路线 4（宝安馆）：深圳德金会展中心酒店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团体预约服务专线：面向高交会参展团组和外地来深大型参展参会机构，开

通个性化的预约交通服务。

3、环线：面向外地来深客商，开通环线，每天中午各沿环线运行一圈，并停靠

沿线酒店接送参观者。

路线 1（福田馆）：会展中心—金碧酒店—鹏威酒店

路线 2（宝安馆）：会展中心—深圳德金会展中心酒店—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三）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两馆点对点穿梭巴

士

便捷参展参会人员往返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两展馆。

专线巴士具体线路及运行时刻表请详见高交会官网（www.chtf.com）相关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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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 , 却是不容错过的科技盛宴。由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

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

题的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将于 2021 年 12 月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和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宝安）同时举办，其中线下展会 12 月 27 日 -29 日举办，展期 3 天；线上

展会 12 月 27 日 -31 日举办，展期 5 天。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将汇聚创新资源，围绕“十三五”规划成果、“十四五”规

划布局和重点发展领域，集中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着重展示

生命健康、智能装备、机器人、可穿戴设备、量子科技、氢燃料电池、增材制造、

微纳米材料等前沿技术创新领域，并展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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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积极组织卓有成效的展览展示、会议

论坛、交流活动等，进一步打造专业化、国际化、便利化、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交流

交易平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新的力量。

本届高交会设有国家高新技术展，包含商务部展区、中国科学院展区、工业和

信息化数字中国专题展、农业农村部展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展区；综合类展包含创

新与科研展、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初创科技企业展、创客展；专业

类展包含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环保与能源展、建筑科技创新展、智慧医疗健康展、

智慧城市展、先进制造展。国家相关部委局院、国内各省市、研发中心、知名高

校、海内外知名企业、国际商政学界权威人士、媒体等届时将参展参会。其中，第

二十三届高交会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主要展示外国先进技术及国际重

要科技合作交流项目等，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产品、技术和项目。展

区重点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智慧城市、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

与产品，采取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汇聚全球科技企业、初创企业、科研机构、

产业园区、孵化器和高校等创新资源，集中展示最新科技成果。截至目前共有 37

个国家确定参展，其中 12 个国家现场参展，25 个国家线上参展，参展国家包括：

法国、德国、俄罗斯、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希腊、日本、波兰、瑞士、

瑞典、阿联酋、巴林、智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挪威、葡

萄牙、西班牙、新加坡等。同时，本届高交会搭建了一个洞悉未来科技、行业走向

的窗口，科技创新力量将围绕时下最热门的关键词“新时代、新经济”“碳达峰、

碳中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国‘智’造”“后疫情时代”“元宇宙”等

纷纷亮出硬核产品与最新技术。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作为高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演讲嘉宾的高规格和权威性

而备受瞩目。论坛每年邀请权威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充分展

示了世界科学技术、金融投资等领域最新的前沿动态和思潮，成为汇聚中西方科技、

经济最新动态，加强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第二十三届高交会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已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倪光南、吴志强、吴汉明，中

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俞大鹏，思爱普（SAP）全球高级副总裁柯曼、爱立信 ( 中国 )

总裁赵钧陶等近五十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领军企业高层出席本届中国高新技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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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更多重量级嘉宾正在陆续邀请中。届时，他们将在现场分享自己在相关领域的

真知灼见，并带来最前沿的权威解读。

本届高交会将开通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两馆间

点对点免费穿梭巴士，并面向外地来深大型参展参会机构开通个性化的预约交通服

务。

为了避免无法入场，请广大观众一定留意高交会疫情防控要求。参展参会人员

除了按历届要求携带票证、身份证，入场必须满足以下防疫条件，缺一不可：21 天

内无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28 天内无国外旅居史；粤康码为绿码；48 小时内

新冠病毒核酸阴性证明；行程卡绿卡且不带“*”号。为了确保防疫保障落实到位，

高交会及时制订防疫方案、发布参展参会指引，并严格执行各项防疫实施，推出了

核酸检测服务、防疫消杀、防疫巡查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现场人员、物品、场地卫

生防疫安全，并持续密切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动态与形势，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能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处置点将负责发热异常人员的体

温复测、信息登记及报告、人员转送等工作。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及防疫政策要求，

结合大会情况，为本届高交会的安全防疫筑起坚实的防线。

本届高交会专业观众预登记已启动，在高交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同时进行，预

登记专业观众可获免费观展资格。为了进一步提高展商和观众的参展体验，本届高

交会将提供现场运行、票证服务、入场服务、交通服务、展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更

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更多参展参会详情，敬请关注高交会官网 www.chtf.com（PC 端）/m.chtf.

com（手机端）。



page13

CHTF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简介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安排有以下内容：

展览、论坛、专业技术会议、活动、线上展会和分会场。

一、展览

本届高交会展览包括国家高新技术展、综合类展和专业类展。

1. 国家高新技术展

位于深圳会展中心（福田）3、4、5 号馆，由国家相关部委局院组团展出，按

照主题明确、专业领域清晰进行组展布展，着重展示“十三五”规划成果、国家科

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

其中，商务部展区位于 3 号馆，以“科技兴贸转型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为主题，展示我国通过科技兴贸，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

争新优势等方面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展区位于 5 号馆，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自

立自强”为主题，组织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十三五”规划以来，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中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参展；工业和信息化数字中国专题展位于 4 号馆，

展示通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技术、“智

能 +”等技术及相关成果；农业农村部展区位于 4 号馆，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为主题，展示农业原创性科技成果、高科技农业生产投入品、特色农业以及新装备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展区位于 3 号馆，以“知识产权助力高质量发展，智慧驱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为主题，展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个维度的技术

和产品。

2. 综合类展

（1）创新与科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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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由省市及港澳台、高校、科研机构及

创新中心、孵化中心等单位，围绕“十三五”成果、“十四五”规划展示相关高新

技术产品 , 重点展示高端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

（2）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9 号馆，展示外国先进技术及国际重要科技合

作交流项目等，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产品、技术和项目等。

（3）初创科技企业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展示成立 5 年以内的有融资需求的初

创企业的技术和产品。

（4）创客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展示创客团体以及创客、大学生、个

人发明者的创意产品和项目，并邀请有代表性的众创空间、“双创”示范基地参展。

3. 专业类展

（1）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9 号馆，紧扣行业热点，设立人工智能、智能

家居、智能制造、运动健康四大展区和 IT 抗疫科技、5G 商用两个专区，并以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物联网、车联网、8K 超高清、区块链、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

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领域为重点，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最新应用和发展趋势。

（2）环保与能源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9 号馆，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汇聚

符合环保和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服务于绿色生活、绿色发展的相关应用，重点

展示水治理、空气净化、水净化、垃圾处理、智慧环保（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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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5G 等信息化技术在生态环保建设和治理中的应用）、环保材料，新能源、

储能、充电桩、智慧电力、节能应用等领域的最新产品、技术及应用。

（3）建筑科技创新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9 号馆，展示装配式技术、智慧建造、绿色施工、

绿建规划设计、绿色建材、绿色物业、抗疫集成房建造、建筑智能化与智能家居、

海绵城市、既有建筑改造等领域的建筑先进技术和产品。

（4）智慧医疗健康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展示互联网医疗、智慧防疫、5G+ 医

疗、科技 + 中医、物联网 + 医疗、医疗机器人、智能穿戴、健康管理、智能养老、

康复理疗、大健康等智慧医疗健康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及服务。

（5）智慧城市展。

位于深圳会展中心（福田）4 号馆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整合

全球前瞻性的互联网、物联网、AI、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智慧城市领域的创新应用技术，

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6）先进制造展。

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11 号馆，拟设立先进制造激光展、智能制造、

工业机器人和工业互联网四个专区，重点展示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工厂、

个性化定制、激光产品、高端装备、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高尖端产品、最新技术和

解决方案。

二、论坛

本届高交会论坛包括中国高新技术论坛、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等。活动、优

秀创新产品展示等一系列论坛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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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围绕当前科技前沿、国际交流合作、“十四五”规划等主题，邀请海内外权威

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科技领军企业高管、企业家出席并演讲。

2. 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

由相关部委局院围绕“十四五”规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的发

展战略、相关政策和重点产业等内容举办高层次、权威性专业论坛和活动。

3.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本活动线上举办。邀请重量级机构、重点企业、重要嘉宾，利用高交会线上展

会平台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政策的发布。

三、专业技术会议

1. 与展览主题配套的专业技术会议

由各展区承办单位、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机构举办，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与展览内容相配套的专业技术会议。

2. 专业沙龙及活动

邀请与高交会主题相关领域的企业、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举办各类专业沙龙活

动。

3.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本活动线上举办。邀请重量级机构、重点企业、重要嘉宾，利用高交会线上展

会平台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政策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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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

1. 创客活动

邀请全球创客、创客团队、众创空间、“双创”基地等参加为创客设置的各类

交流活动。

2. 评奖活动

针对参展商、参展项目和产品举办“优秀产品奖”“优秀展示奖”“优秀组织奖”

等奖项的评选活动。

3. 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本活动线上举办。为加强对优秀产品的宣传力度，本届高交会将围绕技术创新，

从本届展览项目中评选出一批优秀创新产品，在高交会线上展会进行宣传展示。

五、线上展会

本届高交会线上展会于 12 月 27-31 日举办，集展商展品呈现、活动直播、国

际展示交流、线上洽谈等功能于一体，为展商提供图文、视频等多媒体展示，对重

大活动进行线上直播，提供线上预约洽谈等接口，为海内外客商搭建线上线下有机

融合的科技成果交流交易平台。

届时，请登录高交会官网 www.chtf.com 观展。

六、分会场

本届高交会设有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分会场，在深圳人才园等地举办。举办高端

人才招聘会、人力资源相关展览、人才发展相关论坛等活动，为高端人才交流提供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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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日程安排表
Schedule of Major Events

（本信息截止时间为 12 月 17 日，最终安排以组委会在高交会网站 www.chtf.com 上公布的内容为准）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活动主办方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 月 26 日

9:00-12:00
2021 年深圳虚拟大学园联

席会议暨深圳湾校长论坛
深圳海景嘉途酒店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申杨

26551550

18028778833

9:00-9:50

2021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与发展论坛（开幕式）

《2022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报告》发布仪式

深圳五洲宾馆西厅 中国工程院、深圳市科创委
陈璐怡

13774202570

9:00-17:30
“2021 战略性新型产业培

育与发展”论坛
深圳五洲宾馆五洲

厅
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家开发银行、国家信息中心

陈玮

13823382995

14:00-

16:00
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
合作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

深圳五洲宾馆长江
厅

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
陈玮

1382338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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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30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开幕式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2 楼中厅
高交会组委办

刘俊

18926083892

10:00-11:30 中国高新论坛 - 开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13:30-

17:3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

“驶入智能汽车新赛道”主
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13:00-

17:00
区块链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2 楼中厅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13:30-

17:30
5G 扬 帆 车 联 畅 行 ——5G

时代车联网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菊花厅

主办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承办单位 :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
院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技司、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
市通信管理局、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政府

沈浩涛

13602631527

14:00-

17:05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应急安全
科技展开幕式暨超大型城市

应急管理创新高峰论坛

深圳市应急管理监
测预警指挥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 大 道 1006 号 国
际创新中心 C 座 3

楼）

主办单位：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承办单位：深圳市城市公共安
全技术研究院

施新宇

13801284302

13:30-

17:30

科学与中国

院士专家巡讲活动

生命与健康院士论坛暨第二
届“率先杯”未来技术创新

大赛启动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勒杜鹃厅

由中科院、中宣部、教育部、
科技部、工程院、中国科协共

同主办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深

圳理工大学

协办单位：深圳中国科学院院
士活动基地

章诵兰

86392071

13244745460

高瑞文

18603069425

14:30-

16:30
《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碳排

放计算标准》发布会

深圳虚拟大学园重
点实验室平台大楼

二楼报告厅

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有限
公司

金江滨  

13923894695

郑鑫 13510302360

14:30-

18:00
西丽湖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

深圳麒麟山庄二楼
麒麟厅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9:0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线上举办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活动主办方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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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

“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

主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9:30-11:00 “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
深圳南山区留学生创
业大厦一期 3 层多功

能厅
高交会组委办

张考 

18806658897

9:00-12:00
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主论坛：数聚驱动，智慧赋

能

深圳柏悦酒店 5 楼宴
会厅

国家信息中心

亚洲数据集团

陈海露

13686406416

9:00-12:00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南方科技大学国际会

议中心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9:30-12:00 绿色科技发展论坛 深圳市人才研修院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10:00-12:35
应急安全科技信息化创新高

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5 楼菊花厅

主办单位：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承办单位：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
技术研究院

施新宇

13801284302

11:00-12:00
新品发布会

国际项目路演交流会

深圳南山区留学生创
业大厦一期 3 层多功

能厅

深圳市华亚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

张考

18806658897

13:00-17:00 商用机器人产业发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6 楼郁金香厅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深圳市新一

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
周军

13713954787

13:30-17:3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

“创新引领未来”主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活动主办方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 月 28 日

19:00-

21:30
湾区之夜

深圳湾人才公园求
贤阁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19:00-

22:00
2021 高交会中国科学院创

客之夜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兰花厅

高交会组委办、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深圳理工大学（筹）

王梓莹

1880431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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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50
城市公共安全综合应急救援

装备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5 楼菊花厅

主办单位：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承办单位：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
技术研究院

施新宇

13801284302

14:30-17:00
CHTF 俄罗斯生物技术对接

会会议
线上举办

主办单位：俄罗斯仪器制造和
信息通讯国际联盟、哈尔滨市
科学技术局、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

承办单位：燧石星火 V-Next、
哈尔滨市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协

会

支持单位：深圳市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罗丽 

17502156149

15:00-16:00

“Brusa 无线充电系统全国
首发发布会”

“NexGen 首次发布使用垂
直电流技术的氮化镓功率器

件产品”

暨企业落户深圳签约仪式

福田区新一代产业园
4 栋 801

晶瑞（深圳）科技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福田投资推广署 （支

持单位）

廖颖婕

13590389094

13:30-17:00
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主题论坛一：数据要素赋能

智慧城市新发展

深圳柏悦酒店 5 楼宴
会厅

国家信息中心

亚洲数据集团

陈海露

13686406416

16:00-18:00
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同期活动：项目对接会
深圳柏悦酒店 5 楼沙
龙厅（沙龙壹 + 贰）

国家信息中心

亚洲数据集团

陈海露

13686406416

14:30-17:30 大湾区创新生态论坛
深圳麒麟山庄二楼麒

麟厅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14:30-17:00 科技金融论坛
资 本 市 场 学 院 A317

教室
科学技术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张康康

15062262581

王晓云

15880261715

18:45-20:30
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论坛
同期活动：2021 亚太智慧城
市评选颁奖典礼暨答谢晚宴

深圳柏悦酒店 5 楼宴
会厅

国家信息中心

亚洲数据集团

陈海露

13686406416

10:00-17:00
区块链、信息技术、双创、

人工智能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2 楼中厅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9:0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线上举办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活动主办方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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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12:00
共筑城市智能体，点亮孪生
新未来 - 华为城市智能体峰

会 2021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
店二层大宴会厅

深圳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华
为公司

刘陵梅（华为）

13911381025

9:3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碳中
和元年 : 科技产业的机遇与

使命”主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9:00-12:00
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论
坛主题论坛二：智慧城市·数

字生态

深圳柏悦酒店 5 楼
宴会厅

国家信息中心

亚洲数据集团

陈海露

13686406416

13:30-

17:3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

“生命科学与医疗生态”主
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福
田）5 楼梅花厅

高交会组委会
罗小姐

82848654

10:00-

17:00
人工智能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2 楼中厅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9:0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线上举办 高交会组委会
洪小姐

82848756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活动主办方 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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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f Display Categories

国家高新技术展

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科院、工信部国合中心继续在深圳

会展中心设立展区；其中商务部展区以“科技兴贸转型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为主题，展示我国通过科技兴贸，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

争新优势等方面的成果；农业农村部展区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为主题，展

示农业原创性科技成果、高科技农业生产投入品、特色农业以及新装备等；国家知

识产权局以“知识产权助力高质量发展，智慧驱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题，展示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个维度的技术和产品；中科院展区以“创

新驱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组织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十三五”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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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参展 ; 工信部国合中心继续组织“工

业和信息化数字中国专题展”，展示通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

人工智能、5G、区块链技术、智能 + 等技术及相关成果。

综合展区

1. 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

① 展示内容

展示国际先进技术及国际重要科技合作交流项目等，聚焦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航天航空等行业领域，重点展

示新产品、新技术和国际合作项目。 

② 线下参展 12 个国家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希腊、日本、波兰、俄罗斯、韩国、

瑞典、阿联酋。

③ 线上参展 25 个国家

巴林、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

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葡萄牙、

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英国。

④ 配套活动和服务

1. 举办“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邀请政策专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官员、

领军企业代表参与研讨、对话和交流。

2. 设立远程展示中心，采用智慧屏幕播放图文视频的方式，在会期时，展区现

场展示线上展商的产品和技术。 

3. 举办国际商务洽谈会，为线上、线下展商提供精准配对，采用现场洽谈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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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视频洽谈的方式，提升服务水平，提高配对实效。

4. 组织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等，外国展商发布新技术和新产品，国际合作项目

签约等。

2. 创新与科研展

创新与科研展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北京、湖北等 9 家省市团组，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4 家高校团组参展。此外，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继续

设立“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展 "，展示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项目。

3. 初创科技企业展

初创科技企业展是展示初创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搭建初创科技企业

与创投机构的交流平台，促进资本与技术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等，为科技前沿技术、

创业投资资本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展区初创企业，来自北京、江苏、河北、浙江、

广东等地，涵盖移动互联、智能家居、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

新能源等多个行业领域。

4. 创客展 

本届创客展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设立了创客集结号、大学生创新创业展区、

个人发明展区、SIATER 展区、大湾区青少年创新科学教育展区等。涵盖机械加工、

医疗健康、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安防监控、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多个行业领域。

同期还将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2021 高交会中国科学院创客之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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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展

1. 先进制造展

先进制造展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重点展示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

智能工厂、工业个性化定制和高端装备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智卫安机器人、福美信自动化等展商参展。

2. 智慧城市展

本届高交会智慧城市展“数聚驱动，智慧赋能”为主题，汇集新 ICT 领域技术

与产品，集中展示优秀研发成果和解决方案。展区分别位于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和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11 号馆。参展企业包括华为、中兴、九洲、中电金信等行业龙头

企业将继续参展。展期将举办“2021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2021 亚太智

慧城市评选、智慧城市项目对接会等会议活动。

3.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下文简称“IT展”）

本届高交会 IT 展共吸引了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的数
百家展商参展。本届 IT 展紧扣行业热点趋势，重点展示人工智能（含智能驾驶）、
智能制造、智能家居、IT 运动健康四大亮点主题展区，还将展示芯片技术、大数据
与云计算、信息安全、区块链、数字经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热点技术、产品。
同时，为展示 IT 行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展示 5G 应用热点和
趋势，今年继续设立 IT 抗疫科技专区、5G 商用及物联网专区。

有来自日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跨国公司、行业领军
和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等报名参展。其中包括深投控、兄弟、日本电石工业集团

（NCI）等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大族激光、福昕等国内外上市公司；思必驰、普渡、
灵伴等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深圳天使母基金、国显、高巨创新、韶音、一清创新、
乐动等知名企业；香港科技展团、香港智慧城市展团等展团已参展。“IT 运动健康展区”
中，韶音、慕思等一批行业内知名企业集中亮相。

其中，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实践的展出成为本次高交会一道靓丽风景。以深投控、



page27

CHTF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展区解读

深圳天使母基金为首的科技金控平台，带来了深圳特色的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需要
的金融服务体系。展示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国家部署扩大科技和金融融合试点，
科技金控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成长、打造新兴差业集群的成果。深
投控作为深圳市级科技金控，携控股国信证券、高新投集团、深圳担保集团、国任
保险、深圳资产、投控资本、天使母基金、投控东海、力合科创等证券、担保、保险、
资产管理、产业投资基金多个领域的等一批行业领先企业和优质金融机构参展，展
示深投控构建的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驱动，
必然要求天使投资先行。深圳天使母基金携投出的最优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项目，展示深圳天使母基金从投资融资、战略、管理、人才政策等，为初创企
业提供服务整套的体系平台。

连续 23 年参展高交会的展商 -- 大族激光作为国内激光设备占有率全国第一的
激光企业，今年高交会展示的主要产品包括：激光打标机系列、激光焊接机系列、
激光切割机系列等多个系列工业激光设备及其配套产品。

在线上展会方面。吸引了包括平安科技、京东方、日本富士、希捷、英飞拓、
丝路视觉、寒武纪、奥比中光、算丰科技、优锘等一批跨国公司上市公司和独角兽
企业参与高交会线上展会。

4. 环保与能源展

本届环保与能源展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汇聚符合环保和能源产业的
发展趋势以及服务于绿色生活、绿色发展的相关应用。重点展示水治理、空气净化、
水净化、垃圾处理、智慧环保（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5G 等信息化
技术在生态环保建设中的应用）、环境监测以及储能等热点领域最新产品、技术及
应用。其中，重磅打造“水务高新技术主题展”亮点展区，展示水净化、污水污泥
处理、防洪排涝、治水材料设备等治水技术和提升水质的热点技术与产品。

聚焦时下政策和行业热点、黑科技频频亮相，本届展会吸引中电建生态环境、“一
带一路”环境技术转移中心、市环境水务集团、水规院、广汇源、广东国研、百欧
森环保、深态环境、捷晶能源等海内外知名企业和“生态·环境展团”以及市生态环
境局、市水务局等政府机构参展。其中，中电建生态环境将展出水下无人潜航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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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自带动力的排水管网水下声呐检测机器人及流域一体化管控平台；深创谷
带来国内首创采用专利地磁传感器 + 地声探头采集地质大数据：AETA 项目；广东
国研带来中国工程院潘复生院士团队科研成果落地项目：高性能镁离子电池、太阳
能制氢 - 固态镁基材料储氢 - 燃料电池发电集成示范系统。我们不但线下黑科技满满，
为了满足大家在线观展的需求，我们还开设了环保与能源线上展会，线上参展企业
纷纷展示出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例如，福能达的空气制水机、旋依科技的无线充
电技术；熙暖的大功率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碧昇公司的免喷涂、高硬度、耐刮擦
塑料等。

5. 建筑科技创新展

重点展示智慧建造（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建筑信息化管理
BIM、5G 等信息化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中的应用）、绿色施工、绿色建材、建筑
智能化与智能家居、既有建筑改造等建筑先进技术和产品。吸引了包括中建科技（线
上）、中建科工（线上）、特区建工（线上）、宝能（线上）、中邦、源中瑞、海
辰科技、摩天氟碳、瑞智信通知名企业参展，并带来建筑科技领域最新的产品和技
术亮相高交会。其中线上展示，例如中建科技带来点云扫描机器人；瀚兰公司带来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兰房链”；北新建材带来鲁班万能板等。线下展览，其中，中
邦带来脑控无人船”，能在人脑的操控下准确执行各种目标指令；源中瑞带来行业
领先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等。

6. 智慧医疗健康展

智慧医疗健康展全面展示智慧医疗全产业链技术、产品及服务，展示范围包括
健康防护、智能医疗、医疗大数据、科技 + 中医、人工智能 + 医疗健康、医疗服务等。
线上展会：本次线上展汇聚乐普医疗、康泰医学、健康 160、贝乐智能、携康医疗、
倍泰测量、邦健医疗、资福医疗、康尚医疗、宏强兴电子、腾飞科技等众多国内外
医疗行业生产企业展商，专注于移动医疗、致力 于个人健康、打造“家庭 - 企业 -
医疗机构”生态医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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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07

时间：2021 年 12 月 27-29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梅花厅

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组织机构

1. 高交会共同举办单位：

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

2. 论坛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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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12 月 27 日

10:30-12:00  开幕论坛 五楼梅花厅 

13:30-17:30
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

驶入智能汽车新赛道
五楼梅花厅

12 月 28 日

09:30-12:00 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 五楼梅花厅

13:30-17:30 创新引领未来 五楼梅花厅

12 月 29 日

09:30-12:00 碳中和元年：科技产业的机遇与使命 五楼梅花厅

13:30-17:30 生命科学与医疗生态 五楼梅花厅

二、论坛日程

二、议题及嘉宾

12 月 27 日  10:30-12:00

【开幕论坛】

>> 开放合作构建新发展格局，自主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 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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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深圳市领导

发言嘉宾：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薛其坤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曾     毅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蔡新发  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

      发言题目：《“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下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探索与展望》

樊    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题目：《重视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

12 月 27 日  13:30-15:30

【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

>> 数字新基建，赋能新未来

主持人：余  健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原副司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工业 5G 创新联盟理事长

发言嘉宾：

杜  鹏  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集团智慧城市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智慧

办主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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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  15:30-17:30

【驶入智能汽车新赛道】

>> 跨界入局 ——“新造车”

>> 汽车产业发展新格局、新使命 ——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 开放合作，技术赋能 —— 打造汽车未来新生态

主持人：余  健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原副司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工业 5G 创新联盟理事长

发言嘉宾：

原诚寅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总经理，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

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徐   杨  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BCG 营销、销

售和定价专项中国区负责人

      发言题目：《汽车软件化筑梦未来》

杨    洪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元承  福建中科云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 CEO

封小韵  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

刘云鹤  爱立信全球技术和新兴事业群东北亚区物联网总监，车联网技术专

家

文君培  英飞凌大中华区高级总监，汽车电子事业部車身与智能网联业务单

元负责人

      发言题目：《半导体赋能汽车更环保、更安全、更智能》



page33

CHTF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12 月 28 日  09:30-12:00  

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

>>AI+5G —— 让智能无所不及

>> 万物皆“云”——重塑 IT 边界

>> 量子计算 : 应用、布局与未来

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发言嘉宾：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发言题目：《拥抱 RISC-V 开源芯片新潮》

刘韵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

俞大鹏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院长

      发言题目：《量子计算 任重道远量子行动在深圳》

吕台欣  准时达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张旭东  华控清交信息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顾凌云  冰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发言题目：《人工智能应用向纵深推进》

林建明   萨摩耶云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贾    缙   埃森哲大中华区企业技术创新事业部运营与交付总裁

      发言题目：《埃森哲技术展望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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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13:30-17:30

【创新引领未来】

>> 工业互联网的全局智能生态

>> 智能制造与数字化工厂

>> 数字科技赋能未来生活

主持人： 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发言嘉宾：

黄    维  中国科学院院士、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吴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电子工艺技术专家

柯    曼  SAP 全球高级副总裁、SAP 全球研发网络总裁，大连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团彻太郎    引能仕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

      发言题目：《ENEOS 集团为实现碳中和及构建绿氢供应链的战略举措》

姚滨晖  美的集团首席数字官

贾睿萌  博世互联工业中国区总裁

雷文成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发言题目：《用低代码开发平台，全新演绎 OA CRM 等管理软件》

杜登斌  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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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题目：《多源数据融合认知计算应用与实践》

王    皓  富士通 ( 中国 )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制造业及零售业事业总部总经理

兼华南分公司总经理

时     帅  罗兰贝格合伙人 

      发言题目：《出行终局下的产业创新》

12 月 29 日   09:30-12:00

【创新引领未来碳中和元年 : 科技产业的机遇与使命】

>> 助力碳中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 碳中和驱动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发言嘉宾：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李留彬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朱骁洵  西门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

黄晓军  威立雅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

      发言题目：《生态转型 :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黄志军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page36

CHTF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胡春池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罗仕宽  广东中微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俊强  宁波瑞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2 月 29 日   13:30-17:30

【生命科学与医疗生态】

>> 生命科学的加速与突破

>> 技术驱动下的医疗生态

主持人：王海东  深圳卫视主持人

发言嘉宾：

郭爱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郑凌霄   深圳睿心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姚智清  飞利浦大中华区副总裁、大中华区研发及上海创新中心负责人

徐    鹏    美宝集团董事局主席

      发言题目：《技术赋能未来》

许四虎   深圳医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会长、华大基因首席医官

      发言题目：《精准医学与基因组学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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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标   甲骨文生命科学业务部北亚区总经理

      发言题目：《数字化创新助力药物研发》

黄庆春   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高级总监

      发言题目：《生命科学 数字化创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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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f Display Categories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专业沙龙及活动排期表08

一、专业沙龙

专业沙龙活动是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为高新技术

领域的企业单位和专业机构提供行业分析、专家分享的交流服务平台。活动采用的

是嘉宾分享、互动交流、专家点评、研究讨论、演示体验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将高

科技领域的企业、产品与技术分享给广大观众和媒体。历届活动均吸引了多家企业

及上万名观众、数十家媒体的到场参与，对参与的企业单位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专业沙龙活动拟从人工智能、智慧医疗、智能制造、节能环

保及新能源、新材料、AR/VR/MR、5G 通信、物联网、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双

创等当下热门领域进行招募，并筛选行业有代表性的企业举办专业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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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时间 分享题目 地点 分享嘉宾

区块链

27 日

13:00-14:00
元宇宙与未来的财富机遇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福建省区块链

应用商会会长 陈朝晖

27 日

14:00-15:00
8 年探索推开元宇宙大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移动微世界 ( 北京 ) 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 王兴灿

27 日

15:00-16:00
国内如何合规做 NFT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海南文交所 NFT 发展中心执行总裁 

肖烟雨

27 日

16:00-16:30
打开元宇宙财富之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元宇宙亚洲区块链学会 蔡志川会长

（香港）

27 日

16:00-17:00
元宇宙技术基础与生态属性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元宇宙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区块
链技术研究院院长 黄连金（美国）

28 日

13:00-14:00

走进宗族，探索科技

+ 文化深度融合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区块链技术研究资深研究员 潘军伟

区块链技术研究院（深圳）有限公
司研究员 梁汝翔

信 息 技
术

28 日

10:00-11:00

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平台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深圳源中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陈建

锋

28 日

11:00-12:00

数字经济下的

创新创业发展交流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深圳市数柯邦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林

炜力

28 日

14:00-15:00

珠三角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成功案例实践经验研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深圳市水木深研教育公司

双创 28 日

12:00-13:00

从融应对

——投资知识分享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中证国业（广东）控股集团邮箱公
司副总 李其书

深圳市众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监 
闫耀中

人 工 智
能

28 日

15:00-16:00
韩端非学科综合实践项目之人
工智能创新教育整体解决方案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韩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教研负
责人 陈明明

韩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发总
监 伍大智

28 日

16:00-17:00
全民直播时代，如何打造你的

互动直播电视台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深圳卡多希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联合创始人 张武

29 日

10:00-11:00
AI+ 行业应用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29 日

11：00-12:00
气象环境监测硬件解决方案发

布暨气象 + 行业应用分享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二楼
深圳矽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

营销总监 崔明

二、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专业沙龙活动排期
（本信息截止时间 12 月 18 日，最终安排以组委会在高交会官网 http://www.chtf.com/ 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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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n Companies for Innovation Excellence Showcase 

“优秀创新产品”入选企业09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1 XRM32UL051 极低功耗微处理器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2 商业化高分辨率、轻型化、低成本卫
星图像详查相机

季华实验室 创新与科研展

3 自主可降解支架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4 3D 线光谱共焦传感器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 微铸锻铣复合增材制造系列专利技术 武汉天昱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6 AutoScan 系列自动化三维测量设备 武汉惟景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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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接触电梯控制系统 深圳市汎瑞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8 超散热类热陶瓷涂料 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
新与育成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展

9 新一代磁控溅射卷绕镀膜设备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10 磷锡合金材料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11 长航时油电混合动力旋翼无人机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12 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13 碳纳米管导电导热膜 深圳烯湾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4 新型手部外骨骼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15 弹性蛋白肽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创新与科研展

16 Goldwasser- 基 于 GPGPU 的 创 新
AI 芯片加速器

上海登临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17 基于绿色氢能生态系统的一站式出行
服务

瑞 士 STOR-H Technologies 公
司

一带一路专馆

18 高通量石墨烯导热膜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19 Go1 四足机器人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0 5G SAR 深圳曦华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1 用于 5G 光通讯光模块精准温控的国
产高性能微型半导体温控器件

广西自贸区见炬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2 高性能燃料电池电堆及发动机技术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创新与科研展

23 纳米孪晶铜互连电镀技术 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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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 于 RISC-V 指 令 集 高 效 能 低 功 耗
Pygmy 芯片

睿思芯科（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5 改性微生物膜载体 大连宇都环境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6 PeakDo 4K 毫 米 波 无 线 HDMI 拓 展
坞投屏器

深圳市西微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7 动态智能视觉传感器 Speck 瑞士 SynSense 公司 一带一路专馆

28 航空用高硬耐磨耐蚀涂层技术及应用 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创新与科研展

29 高性能 GPU 芯片 沐曦集成电路 ( 上海 ) 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0 脑机接口关键技术及软硬件产品 华南理工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31 英腾处理器
墨芯人工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2 柔性机器人制鞋生产线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33 FWD1509 深圳福沃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4 碳化硅半导体功率件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35 “珠海一号”卫星星座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36 TeraNDT 全方位自动化太赫兹无损检
测装备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初创科技企业展

37 高性能超级电容器批量化制备技术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38 硒诺唯新 - 贵金属吸附回收剂
湖北硒诺唯新功能化硅胶材料有限

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39 赫尔墨斯多楼层运动机器人平台 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40 转炉煤气全干法显热回收工艺与装备
技术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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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纳米纤维微纳 3D 打印机 佛山轻子精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42 天然抗糖大米 华升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43 虚拟工厂规划软件 杭州芯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44 大圣 ® 磁控胶囊式内窥镜系统 深圳市资福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健康展

45 TH-300B 大气环境挥发性有机物在
线监测系统

武汉市天虹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46 基于介孔半导体技术的超灵敏智能气
体传感器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47 智能感知的毫米波传感器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48 TeraComm® NPR 超快脉冲激光装
置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初创科技企业展

49 胶原蛋白软骨再生载体 康膝生物医疗（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0 微型高光谱成像 MEMS 芯片研发及产
业化

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
新与育成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展

51 大尺寸单晶铜箔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创新与科研展

52 HY-M600 金属 3D 打印设备 深圳市华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3 面向车路协同应用的交通参与者融合
感知系统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54 洁能魔方 深圳市优代尔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展

55 海芝浇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56 “墨子号”量子密钥高精度跟瞄地面
轻量化收发系统

季华实验室 创新与科研展

57 “EVO Lite 系列无人机
深圳市道通智能

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展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page44

CHTF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优秀创新产品”入选企业

58 晶圆盒搬运机器人 深圳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9 斑兰叶高通量种苗繁育及槟榔林下高
效栽培技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
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60 电解海水制氢技术 清华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61 免疫 / 核酸单分子诊断全集成系统 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62 玉龙人工智能芯片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63 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第八代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64 ZBBN-003 脑控无人船
深圳市中邦（集团）建设总承包有

限公司
建筑科技创新展

（注：以上产品按专家评分由高至低排序。）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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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主题参观路线
Exhibition Highlights Tours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专业的参展体验，为了给媒体、投资商提供更贴心的指引服

务，第二十三届高交会结合当下科技热点以行业划分，并涵盖高交会的中国高新技

术论坛、专业技术论坛、沙龙及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特设 19 条主题参观路线。

对应展商将带来各自的新产品新技术，带您领略科技的魅力。

更多主题路线详情，敬请关注高交会官网

www.chtf.com（PC 端）/m.chtf.com（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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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历届高交会情况介绍
Information of Past China Hi-Tech Fairs

一、综述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 简称：高交会 )，1999 年经国务院批准每年在

深圳举办。以“国家级、国际性、高水平、大规模、讲实效、专业化、不落幕”的特色，

成为中国及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展会品牌。 高交会以“成果

交易”为特色，以“促进成交”为核心，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产品展示

与交易、项目招商、高层论坛、人才服务、信息交流于一体，为参加高交会的海内

外客商提供寻求项目、技术、产品、市场、资金、人才的便捷通道。 自举办以来，

高交会一直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朱镕基、吴邦国、李长春、

吴仪、曾培炎等国家领导人分别莅临了历届盛会。同时，高交会也得到了海内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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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的认可和欢迎，历届高交会均有美、英、德、法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团

和微软、IBM、英特尔、西门子等数十家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数十家著名高校组团参加展示交易洽谈，

数百家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逾千名记者到会采访，参观人数达 30 万人左右，自第六

届高交会移师深圳会展中心后，参观人数更达到 50 万人次以上。 随着高交会的不

断成功举办，高交会在海内外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展览规模不断扩大，内容逐

渐完善丰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各项指标屡创新高，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最富实效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平台，在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

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出重要的促进作用，被广大海内外客商视为展示实力、获取

信息、加强交流、寻求合作的重要舞台。

 

二、历届高交会情况介绍

首届高交会

1999 年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99 年 8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做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 年 10 月 5 日－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在深圳成功举办，成为继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厦

门）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交易盛会。从此，中国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有了一个

卓有成效的转化平台。 

首届高交会于 1999 年 10 月 5 日－ 10 日在新建成的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在

首届高交会开幕式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出席并宣布“为了促进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 

首届高交会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

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新落成的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由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以“国际计算机、通信、网络产品展”为主题的高新技术产品展示交易、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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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三大部分内容构成。 

首届高交会以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为鲜明特色，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与专业产品

展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创造性地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在促进科技成果和项目成交中

的作用，在探索新型交易机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率先提出了“成果交易与风险

投资相结合”的交易形式，不仅组织了万余项高水平的参展项目，而且邀请具有技

术需求的境内外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参会，设立了投资商展

和中介服务机构展，并为技术供需双方建立了网上交易系统，提出了实现高交会“永

不落幕”的愿景，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取得了重大成效。高新技

术论坛亦成为我国高新技术领域最高端的论坛之一。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202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2856 家，参展项目 4150 个，

到会投资商 955 家，5 个外国政府团组，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86 个代表团，32 家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22 所

著名高校、4 个国家部（院）组团参加了展示交易洽谈，成交额 64.94 亿美元。有

30 多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风险投资及金

融专家在内的重量级人士在高新技术论坛发表演讲。

第二届高交会

首届高交会的成功举办，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全国各地和海外客商积极

踊跃地参加第二届高交会。为了满足参展商的参展需求，高交会展览中心进行了扩建，

使第二届高交会的规模更大，高交会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也迅速提高，高交会推

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的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第二届高交会于 2000 年 10 月 11 日－ 17 日在扩建后的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二届高交会的内容由高新技术成

果展示与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高新技术论坛三大部分构成。除 IT 展外，专

业产品展新增了“生物技术专业产品展”和“新材料专业产品展”两个专业展，更

大规模地吸引了跨国公司参展。 

第二届高交会进一步突出了成果交易特色，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多种途径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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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历届高交会情况介绍  100  面进行了更积极的探索，尝试性地举办了高新技术成

果拍卖会，在国内首创了高新技术项目配对洽谈活动，并成立了“高新技术产权交

易所”，建立了网上常设交易系统，使日常的项目征集、评审、包装、撮合交易与

会期的展示、交易、洽谈互为补充，高交会“落幕”与“不落幕”交易的结合机制

进一步完善。活跃的风险投资商依然是第二届高交会的一大亮点，为此，高交会进

一步加强投融资中介服务，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联盟。为了规范风险资

金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行为，第二届高交会期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创业资本

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创业投资行为的政府规章。第

二届高交会上，大量海外留学生项目参加了展示，高交会为海外留学生项目回国创

业建立了便捷的通道。高新技术论坛的专业性和涉及领域得到扩大，国际地位进一

步提高。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36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2968 家，参展项目 15000 个，

到会投资商 1300 家，9 个外国政府团组，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86 个代表团，44 家

跨国公司，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 个计划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26 所

著名高校、6 个国家部（院）组团参加了展示和交易，成交额 85.4 亿美元。有 30

多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著名跨国公司总裁在内的知名人士在

高新技术论坛发表演讲。 

第三届高交会

连续两届高交会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1 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

的出口大幅增长，有力地拉动了全国的外贸增长。第三届高交会的成功举办，对进

一步促进我国高历届高交会情况介绍  101  新技术产品出口，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和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1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三届高交会在高交会展览中心和深圳市市民中

心举行。时任国务委员吴仪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三届高交会的内容由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示与交易、高新技术论坛三大部分构成。 第三届高

交会新增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主办单位，农业部、中国工程院为协办单位，使



page52

CHTF 历届高交会情况介绍

高交会组织实力更强，展览规模更大，专业主题进一步突出。第三届高交会除使用

高交会展览中心外，还使用了建设中的深圳市市民中心作为展览场地。除原有的三

大专业展外，又新增了农业高新技术及产品展。 

第三届高交会在前两届成功交易的基础上 , 不断完善成果交易形式，创新推出

了创业型企业投资洽谈活动，积极探索“高交会——技术产权交易——创业板市场”

一条龙科技创业新模式，以形成以技术产权交易与创业投资为核心的新型资本市场，

构筑符合国情并具特色的中国科技成果交易体系。同时，将高交会的优势与各省市

的科技、人才、信息资源结合起来，并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延伸，分别于 4 月、6

月在北京、湖北等地举办了异地项目配对洽谈活动。初步确定了“商业运作与政府

推动相结合，成果交易与风险投资相结合，技术产权交易与资本市场相结合，落幕

与不落幕的交易相结合，成果交易与专业产品展相结合”的高交会五大原则。高新

技术论坛层次进一步提高，包括英国科技部长、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外

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及政要登台演讲。

为了便于参展商安排参展事宜，高交会组委会决定，从第三届起，高交会的举

办时间固定为每年的 10 月 12 日至 17 日。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50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3320 家，参展项目 15404 个，

到会投资商 1661 家，11 个外国政府团组，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个代表团，41 家

跨国公司，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 个计划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30 所

著名高校，7 个国家部（委、院）组团参加了展示和交易，成交额 104.18 亿美元。

论坛演讲人数超过 60 人。另据智诚友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调查，本届高交会的参

观者中，专业观众比例达 41.87%。 

第四届高交会

第四届高交会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举办的第一届高交会，既面临机遇也面

临挑战。如何帮助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把高交会进一步与我国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结合起来，让高交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第四届高交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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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四届高交会在高交会展览中心和深圳市市民中

心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四届高交会

依然由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示与交易、高新技术论坛三大部分

内容构成。专业产品展保持了上届的四个专业领域。

第四届高交会创新推出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咨询洽谈活动，吸引纳斯达克、新

加坡、伦敦、东京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证券交易机构聚集鹏城开展咨询推

介活动，这是国际证券交易机构首次大规模在中国城市聚会。这项活动不仅为中国

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进入全球经济圈提供了快车道，而且也由此形成了“高新技

术项目配对洽谈——创业型企业投资洽谈——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咨询洽谈”的高交

会梯次“产品”，满足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需要。 

第四届高交会还首创了菜单式服务的“super-SUPER 专题活动”，加强国内

省、市、院、所、企业与海外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招商引资

和科技成果转化；“留学生系列活动”为留学生提供与资本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帮

助留学生寻找合作良机，吸引了许多高学历留学生携带高技术项目参加高交会，并

成为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桥梁。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50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3691 家，参展项目 7749 个，

到会投资商 1124 家，17 个外国政府团组，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8 个代表团，42

家跨国公司，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 个计划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27

所著名高校，国家 7 个部（委、院）组团参加了展示和交易，成交金额 121.6 亿美元。

有 62 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要在内的知名人

士高新技术论坛登台演讲，有 6 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在 “院士论坛”发

表演讲。

第五届高交会

具有阶段性纪念意义的第五届高交会，克服了“非典”造成的影响，本着隆重、

热烈、务实、简洁的原则，着力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展会环境和更加适宜洽谈、交流、

合作的氛围，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当年中国会展业的一大亮点。 2003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五届高交会在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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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五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

术专业产品展”、“中国高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及“不落

幕的交易会”五大部分。从本届起，教育部加盟高交会主办单位，使高交会的主办

单位数增加到 7 个。专业产品展包括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生物技术与产品展、新能源、

新材料技术与产品展三部分。 

第五届高交会为纪念高交会举办五周年特设了“历届高交会优秀成交项目展”，

从一个侧面回顾和总结了高交会在推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面

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高新技术论坛之一的多国部长论坛上，中、埃、英、俄等四国

科技部长出席并共同签署了《深圳宣言》；“super-SUPER 专题活动”在本届细

化成具有个性化的“菜单式”服务，成为高交会独有的服务品牌；“中美 CEO 互

动对话”活动上，数十位来自中美双方的 CEO 以“面对面”的形式直接对话，在

国内尚属首次。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36000 平方米，18 个国家（国际组织）政府团组，4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90 个代表团、2930 家参展商、7857 个项目、1138 家国内外投资商，

全国 3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港澳台地区和 27 所高校，国家 5 个

部（院）参加了展示、交易和洽谈，成交总额达 128.38 亿美元。有包括中、埃、英、

俄等四国科技部长在内的 60 位嘉宾在高新技术论坛登台演讲。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中国 20 多个省市、30 多所重点高校的 400 多位高层人士参加了高级别的“圆

桌会议”和“super-SUPER 互动”系列活动，包括 5 家“全球十大证券交易机构”

在内的 10 家海内外证券交易所以及 400 多家海外创业投资机构参加了“中国企业

海外上市咨询洽谈活动”。据北京九鼎市场研究有限公司调查，专业客户人气指数

达 153。 

第六届高交会

第六届高交会在高交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仍使用高交会展览中心

的同时，第六届高交会主场成功移师新建的深圳会展中心，展览总面积比上届增加

了近 3 倍，达到 135500 平方米，为历届规模最大，同时参展的国家数量、参展的

跨国公司数量、全国各省市区参展面积、高校参展数量、专业展的专题数量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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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使高交会实现了由初创到成熟的跨越。 

2004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六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和高交会展览中心

同时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了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第六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世

界科技与经济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继第五届高交会教育部加盟高交会主办单位后，第六届高交会又有人事部、国

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工程院加盟到主办单位行列，高交会的主办单位增为十家，组

织力量更为强大。 

本届高交会上，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

联袂推出了“国家高新技术成果”展；首次设立了与高新技术相配套的“高新技术

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技术、资金、人才支持；专业

产品展方面新增“先进制造技术与产品展”、“光电子及平板显示技术与产品展”

两个专业展，使高交会的专业产品展总数达到 6 个，覆盖了更多的技术进步的热点

领域；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的“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升级为“世界科技与经济论

坛”，高交会论坛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同年，高交会“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获得了国际展览业协会的 UFI 认证，跻身国际高品质展会行列。同时高交会更加注

重实效，从本届起高交会不再对外公布成交额。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35500 平方米。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个代表团、62

家跨国公司参会，4041 家国内外参展商的 9674 个项目和 1882 家投资商参加了展

示、交易和洽谈。国外 21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中国 3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31 所著名高校均组团参展；10 家海内外著名证券交易所

以及 42 家国际知名的海外创投机构和中介机构参加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系列活

动”；47 名国际商政学界精英在“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发表了精彩演讲；首次推

出的“人才高交会”吸引了 9 万多名各类人才到场，1050 家海内外知名企业现场

招聘了 12000 余名高级人才。据零点调查公司调查，六天共接待 54 万观众，专业

客户人气指数达 252，比上届提高六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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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高交会

2005 年，胡锦涛总书记对我国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指出要把

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第七届高交会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更加突出了“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作为第七届高交会的主题。 

2005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七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和高交会展览中心

同时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七届高交会主要内容

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

“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

六大部分。 

第七届高交会呈现出“国际化有新突破、精品化有新内容、专业化有新举措、

市场化有新探索”的特点，并且“自主创新”色彩浓厚，参展国家数量、参展跨国

公司数量、专业展海外参展面积比例等均再次创下历史新纪录。展览方面集中展示

了科技、经贸、教育、信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我国自主创新的最新成果；高交会论

坛按照“少而精”的原则精简了论坛场次，重点把“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培育成

为高交会的精品论坛；“人才高交会”则集中优势把高级人才交流区办成精品区；

对专业产品展资源进行了整合，突出重点行业，取消“小而散”的专业展，集中优

势举办 IT 展、光电平板展和电子展，使已获得 UFI 认证的 IT 展在国际信息技术领

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光电平板展”、“电子展”在行业内的关注与重视程度明

显提升，使高交会专业产品展走上精品化的道路。 

第七届高交会首次实现了高交会的展览、会议和各项活动集中在一个场馆举行。

同时。继第六届高交会不再对外公布成交额之后，第七届高交会还取消了组委会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把主要精力放在更好地为参展各方服务和下大力促进项目落实服

务上。这一年高交会首次走出国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了海外分会。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35500 平方米。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个代表团、65

家跨国公司参会，3464 家国内外参展商的 8724 个项目和 1896 家投资商参加了展

示、交易和洽谈。国外 23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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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市和港澳台地区及 26 所著名高校均组团参展；11 家海内外著名证券交易所以

及 21 家国际知名的海外创投机构和中介机构参加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系列活动”；

49 名国际商政学界精英在“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发表了精彩演讲。据零点调查公

司调查，高交会六天共接待 53.8 万观众，专业观众比例高达 83.1％。 

第八届高交会

第八届高交会是我国“十一五”规划和全国科技大会做出自主创新战略部署和

十六届六中会会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决定后首度举办的高交会，它的成

功举办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化进程，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

重大。 

2006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八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吴仪出席了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第八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世界科技与经济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国

防科工委加入高交会主办单位行列，使高交会的主办单位增加到 11 家。专业产品展

依然延续上届的成功模式，集中全力打造 IT 展、光电平板展和电子展。 

第八届高交会紧扣科技和经济发展热点，突出“自主创新、循环经济、知识产

权保护”三大主题，着力强化四大功能，即：强化以自主创新引导发展模式转变的

服务功能，强化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各种创新资源的聚散功能，强化促进创

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交易功能，以及强化推动高端交流合作的平台功能。

本届高交会首开我国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大规模、高水平展览。国际化、专

业化再有新突破，外国政府团组数、投资商数、跨国公司数均为历届之最，“专业

产品展”海外展区面积比重达 39.6%，也创下了高交会的新记录；20 多位中外部

长级以上官员出席论坛，层模和层次再创新高 ; 专门开辟了“个人技术创新展”，

免费为民间创新人员的发明专利和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发布、展示和交易平

台 ; 首次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使高交会成为首个深入实施“蓝天会展行动”

的国际性大型展会，进一步发挥了高交会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作用，凸显自主知

识产权保护的主题；西门子公司的全球巡展活动“自动化之光——未来城”也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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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共有 42 个国家和地区、25 个外国政府

团组和国际组织、66 家知名跨国公司、8 家全球知名证券交易所及 15 家知名中介

机构，3278 家参展商、9765 个项目和 2690 家投资商参加了展示、交易和洽谈；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有关部委、全国 3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

27 所高校以“自主创新”为主题组团参加“高新技术创新成果展”；有 8 家中外

证券交易机构共赴高交会参加“全球证券交易所峰会”；包括科摩罗副总统在内的

11 个国家的 14 位部长级以上政府官员莅临高交会“部长论坛”。

第九届高交会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举办的第九届高交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指引

下，着力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突出“推进开放创新”、“保

护知识产权”、“创建和谐社会”三大主题，呈现出浓厚的“开放、创新、和谐”

特色，在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7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九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第九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

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第九届高交会首次推出了“1+3”系列活动，在“海外高新技术与产品馆”

设立“美国展区”，同期举办 “中美产业技术合作高峰论坛”、“外国产品采

购大会”、“国外产品采购政策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强化了高交会在进口高

新技术与产品方面的功能；国防科工委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国防科技

领域内的民用尖端技术，使高交会展示的内容更加丰富、涵盖的领域更为广泛；

高交会的 IT 展、光电平板展和电子展三大专业产品展海外展商比例进一步提高，

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由深港两地政府联手推出的“深港创新圈”

展区首度亮相，标志着深港创新圈的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开幕式首次在

夜间举行，将欢迎酒会、会见贵宾、开幕仪式、焰火燃放、首长专场等活动紧

密衔接、一气呵成；首次设立高交会“权益保障中心”，提供会期知识产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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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仲裁服务，这是高交会的首次尝试，在国内外各类展会也属首例；在深圳

首次成功举办了高交会专业产品展分会——2007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完全按“市场化”模式运作，创新了高交会分会的新形式、新内容，标志着高

交会沿着“专业化、市场化”道路又迈出了一大步；在巴塞罗那举办了高交会

西班牙分会，进一步扩大了高交会的国际影响。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 个代表团、

3527 家参展商、16067 个项目和 3487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

和洽谈，参会跨国公司达 72 家，海外参展面积达 1.37 万㎡，专业产品展海外

企业参展面积比例超过 40%。20 个国家和机构组团参展；中国内地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部组团参展，8 个国家

的 17 位部长级官员、7 家国际著名企业的高层莅临论坛发表演讲。本届高交会

参观人数共计 58 万人次，专业客户人气指数达 157.7。有 260 家海内外媒体、

近千名记者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届高交会

第十届高交会是高交会举办十周年纪念，又恰逢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我

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届承上启下的展会，高交

会组委会累十年之功，在总结前九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科技改善民生、

创新改变世界”为主题，再度实现新的创新与超越。 2008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第十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商务部蒋耀平副部长致辞，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宣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了开幕式。温家宝总理为第十届高交会做出批示，指出：“办

好高交会，推进高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对于自主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谨祝第十届高交会圆满成功。”第十届高交会主要内容

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第十届高交会关注“科技”与“民生”特色鲜明。在全国取得抗震救灾阶段

性胜利的背景下，集中展现高新技术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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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作用；设立的“科技奥运专展”，集中展示了参与北京奥运的科技企业带来

的运用于北京奥运的各种新技术、新成果；“国际机器人展”展出的各类机器

人更是为未来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创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本届高交会

首次成功举办了“中国创业家论坛”，全新开辟的“创业与上市专区”，展示

了与高交会共同成长的创业型企业发展历程。同时，各类重大科技活动向高交

会聚集的特色也更加鲜明，有近百项科技创新活动在第十届高交会举行。 

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高交会举办十周年，本届高交会以序厅的形

式对高交会十年成长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并推出“十大新闻”、“百名风云人

物”、“千家创新企业”、“万个高新科技产业化项目”等“高交会 10 年”系

列评选活动；国家各相关部委院联袂推出的“国家高新技术成果展”，对改革

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高交会举办的十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与辉

煌成就进行全面、集中的展示与检阅。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 个代表团、

3137 家参展商、14073 个项目和 2546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

和洽谈，参会跨国公司达 89 家。10 个国家和机构组团参展；中国内地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部组团参展，7 个国

家的 11 位部长级官员、9 家国际著名企业的高层莅临论坛发表演讲。本届高交

会参观人数共计 55.2 万人次，专业客户人气指数达 209.7。有 200 多家海内

外媒体、近千名记者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一届高交会

第十一届高交会是高交会新十年发展的开局之年。本届高交会深入贯彻科学发

展观，认真落实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精神，围绕“创新·创业·发展”主题，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彰显了高交会作为我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重

要窗口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重要平台的价值。 

2009 年 11 月 16 日至 21 日，第十一届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从本届起，

高交会的举办时间由原来的每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调整为每年的 11 月 16 日至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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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立忱致开幕辞。第十一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

术专业产品展”、“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

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第十一届高交会“创新、创业、发展”主题突出，展会内容紧扣时势，紧抓建

国 60 周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主创新、产业转型等热点，组织了与建国 60 周

年科技成就以及国家“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相关的技术成果进行展示；

专业展方面，在原有“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电子展”、“光电平板显示展”的

基础上，增设“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展区”；布展方面，各省市按照国家区域经济布

局进行布展，区域合作特点更加鲜明；提出了“倡导节能环保，打造绿色展会”的

号召，绿色展会特色更加明显。第十一届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洽谈海外分会于 5 月

分别在德国的纽伦堡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成功举办，规模空前，反响热烈，高交会

的国际化特征更加显著。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4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 个代表团、

3000 多家参展商、15000 个项目和 1800 多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

和洽谈。17 个国家和机构的 26 个展团参展；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部组团参展， 16 位部长级官员、多位国际著

名企业的高层莅临论坛发表演讲。本届高交会参观人数共达 50.6 万人次，专业观

众人气指数 212.5，200 家海内外媒体、近 1300 名记者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二届高交会

第十二届高交会的举办，正值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和为“十二五”

规划启动实施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国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调整经

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关键时刻。为此，第十二届高交会以“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

动发展”为主题，体现出“十一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成果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技术和成果突出、组织与服务更趋国际化、高新技术论坛主题鲜明等特色。 

第十二届高交会于 2010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高交会组委

会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致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

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第十二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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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业产品展”、“中国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人才

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本届高交会国家队阵容强大、主题鲜明。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

中科院以及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国家部委分别以组团或专馆形式参展，重点

展示中国“十一五”期间的重大科技专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民生科技、传统

产业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典型成果。内容上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突出展示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优势项目和前沿技术。新技术新产品精彩纷呈，新增了“三

网融合展区”和“互联网应用技术展区”，升级了“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展”。本届

高交会海外买家、投资机构、专业观众数均比往年有所增长，办展水平日趋国际化。

6 月在以色列和匈牙利举办的海外分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四省八市的 81 位中方代表、

120 多位以色列企业代表和 200 多位匈牙利企业代表，达成了一批合作协议，高交

会的国际化特色进一步增强。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4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 个代表团、

2775 家参展商、12793 个项目和 2438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和洽谈。

18 个国家和机构的 28 个展团参展；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部组团参展， 26 位中外部长级官员、多位国际著名

企业的高层莅临论坛发表演讲。本届高交会参观人数共达 52.5 万人次，专业观众

人气指数 219.3，150 家海内外媒体、近 1200 名记者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三届高交会

第十三届高交会是 2011 年深圳继成功举办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之后，

迎来的又一个重大国际性盛会。第十三届高交会的举办，正值中国实施“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第

十三届高交会秉承持续创新的理念，瞄准打造世界级展会的目标，以“促进国际创

新合作，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体现出“物联网技术引发新热点”、“权威

论坛拓宽国际化视野”、“最新技术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国际创新合作有新突破”

等特点。 

第十三届高交会于 2011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商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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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早致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第十三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中国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系列活动”、“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科院等 7 家主办单位组团参展，主办单位组团参展数再创新高；一大批物联网企

业云集，使本届高交会成为我国物联网行业一次权威的、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物

联网”成为本届高交会的最大热点；本届论坛邀请到了美国华尔街颇具传奇色彩的

顶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先生到会演讲，高交会论坛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本届展会上，有众多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吸引大批国内外采购商前来参观、洽

谈、采购。其中，台湾显示产业联合总会将率台湾 FPD 采购团前来大量采购。本

届展会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参展国家数和参展企业数均超过去年，专业展的海外

参展商和海外观众比例得到进一步提升，其中电子展海外展商展出面积超过总面积

的 60%。本届高交会海外分会在以色列和匈牙利召开并再次获得圆满成功，进一步

提高了高交会的国际影响力。欧美多个国家都表达了与高交会进行海外合作的意向。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05000 平方米。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 个代表团、

2928 家参展商、13164 个项目和 2504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和洽

谈。19 个国家和机构的 24 个展团参展；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全部组团参展，25 所知名高校组团参展。 8 位中外

部长级官员、多位国际著名企业的高层莅临论坛发表演讲。本届高交会参观人数共

达 53.6 万人次，专业观众人气指数 225，近 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 1500 多名记者

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四届高交会

第十四届高交会是一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精神，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盛会。

本届高交会以“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发展质量”为主题，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

和活动，突出展示我国以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也体现出“突

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成就”、“聚焦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成果”、“高端论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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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科技经济新趋势”、“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服务专业化取得新进展”等

特点。 

第十四届高交会于 2012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商务部党组

副书记、副部长姜增伟先生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先生出席开幕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先生宣布开幕。第十四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中国高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专题活动”、“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在本届高交

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

等 7 家主办单位组团参展，主办单位组团参展数再创新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亮点迭出、精彩纷呈；本届高交会外国团组数大幅提高，比上届增加了 37.5%，共

有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在内的 20 个国家的 33 个团组参展，其中印度、新

西兰、伊朗等国首次组织本国企业组团参展。高交会专业展国际展团数量较往年有

较大增长，仅 IT 展就有美国五大湖区展团、韩国 IT 展团等参展，进一步提升高交

会的国际高端品牌展会形象。此外，本届高交会在提高展会实效性上下功夫，加大

专业观众和买家的邀请及组织力度，海外买家预登记的数量较上届增加一倍；强化

重点展商个性化服务，增强专业观众、展商、投资商间的交流互动。除继续开展高

新技术项目配对洽谈外，现场还将举办海外买家采购洽谈会，并开辟专门场地为参

展单位举办新技术新产品信息发布活动提供平台。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1 万平方米。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1 个代表团、2976 家

参展商、15533 个项目和 3132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和洽谈。其中

89 家跨国公司参展，海外参展净面积近 10000 ㎡；入场人数达 53.8 万人次，专

业观众人气指数达 230，均比上届有所增长。近 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约 1500 名记

者参与报道了大会盛况。 

第十五届高交会

第十五届高交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举行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展会。

本届高交会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展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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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的最新成果，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更紧密结合，促进更广范围的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 

第十五届高交会于 2013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启动开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先生等出席开幕大会，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先生致辞。

第十五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中

国高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专题活动”、“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及“不

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在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等 10 家主办单位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国家级

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主办单位参展数再

创新高；三网融合、3D 打印、绿色建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物联网、

云计算、消费电子产品、现代农业、新能源、高端软件、新材料、智能化等十四个

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战略性新兴产业成果展示成为本届高交会“主角”及与会

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中国高新技术论坛邀请到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终身名誉会员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等到

会演讲，高交会论坛权威性和国际化得到进一步提高；除了打造与展览配套的行业

性、专业性会议，还重点强化信息发布活动，打造高端信息发布平台，一批业内权

威行业协会、学会、咨询机构、调查机构发布行业研究、趋势预测、产业指数等信息；

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简化了开幕式程序和环节，优化现场布置，并取消了高

交会闭幕式和高交会组委会第三次会议，相关奖项由获奖单位代表现场领取，不再

集中颁奖；首次开辟海外预登记合作平台，开展欧洲地区观众预登记，首次开辟港

澳台团体邀请通道，通过国合作机构邀请海外驻港澳机构的人士组团参观。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1.5 万平方米。7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个代表团、3012

家展商参展，16299 个项目和 3487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和洽谈。

其中，97 家跨国公司参展，海外参展净面积近 10500 ㎡；入场人数 54.1 万人次，

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 232，均比上届有所增长。近 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 1500 名记

者参与报到了大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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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高交会

第十六届高交会是一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的盛会。本届高交会以“坚持创新驱动，加快绿色发展”为主题，凸显如下特色：

紧扣创新驱动，重点展示科技创新在推动“三个转变”中取得的积极成效；突出绿

色低碳，集中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强化开放创新，积极主动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 服务创新创业，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平台； 

注重办会质量，持续提升展会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第十六届高交会于 2014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启动开幕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等出席开幕大会。

第十六届高交会主要内容包括“高新技术成果交易”、“高新技术专业产品展”、“中

国高新技术论坛”、“super-SUPER 专题活动”、“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及“不落幕的交易会”六大部分。 

在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农业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

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三网融合、

云计算、智能穿戴、物联网、移动互联、智能平板、绿色建筑、消费电子产品、现

代农业、新能源、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十多个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

移动游戏投融资对接会首次举办；国家部委局院、省市团组、高交会组委办以及各

专业机构共举办两百场各类论坛及发布、推介、洽谈活动，规格高、专业性强，5

位外国政府高级官员、39 位院士和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的机构和

跨国公司高层、海内外知名企业家参加论坛及相关活动，高交会高新技术领域“行

业风向标”的作用更加彰显；进一步在提升精细化服务上下功夫，创新推出更加贴

近参展参会者需求的个性化服务；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正式投入使用，实

现大会主办方、展商、观众、媒体等多方的互动交流；精心设计多条推荐参观路线，

对有需求的团体观众提供参展导览服务，提高参观效率和专业观众满意度。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1.5 万平方米。8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3 个代表团、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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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展商参展，16533 个项目和 3628 家投资商参加了高交会的展示、交易和洽谈。

其中，海外参展净面积近 10500 ㎡；入场人数 54.6 万人次，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

235，均比上届有所增长。近 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 1500 名记者参与报到了大会盛况。

第十七届高交会

第十七届高交会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举行的首个国内科技盛会。

本届高交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

新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于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创业 跨界融合”

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我国促进创新创业、加快产业融合等方面的成果，积极发挥推

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的平台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风向标”、“技术

风向标”、“创新风向标”的作用更加彰显。 

第十七届高交会于 2015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央政治局

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广东省委副

书记、省长朱小丹共同点亮科技魔方，启动第十七届高交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深

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商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童道驰分别致辞。第十七届高交会

主要内容包括“展区”、“会议论坛”、“专题活动”、“人才高交会及分会场”

及“不落幕的交易会”等部分内容。 

在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知识

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国家级高

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节能环保、智能穿戴、

互联网 +、无人系统、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智能家居、

光电平板、航空航天、智慧城市和现代农业等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国家部委局院、

省市团组、高交会组委办以及各专业机构共举办 215 场各类论坛及发布、推介、洽

谈活动，规格高、专业性强，5 位外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一大批院士、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相关领域的机构和跨国公司高层、海内外知名企业家参加论坛及相关活动；

进一步在提升精细化服务上下功夫，升级完善了展商和观众的自助服务系统（CIS），

全面推行现场扫描二维码查询展商信息的功能，高交会手机 APP 实现了现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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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的功能，推出观众电子票，扫描身份证即可入场，增加了便利性和安全性，同

时展会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观众服务与互动更丰富。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 15 万平方米。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8 个代表团、3686

家展商参展，带来的高新技术项目与产品数达 4441 项。来自 9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58.3 万人次参会，其中，共有 3812 家投资商参展参会，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

238，即平均每天每个展位共接待了 238 位专业观众。来自 214 家海内外媒体的

1496 名记者参与报到了大会盛况。

第十八届高交会

第十八届高交会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国内重大科技展会，是在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举办的一届展会。本届高交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于服务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创新驱动 质量引领”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我国促进创新创业、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成果，积极发挥了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的平台作用。 

第十八届高交会于 2016 年 11 月 16-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宣布了本届高交会开幕并考察了展会，全国政协副

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考察了展会，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高交会开幕论坛

上发表了主题演讲。第十八届高交会设有展览、高端论坛、新品发布、技术交流、

项目路演、创客之夜、投融资配对洽谈、海外买家采购洽谈等内容。 

在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

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AR 和 VR、

物联网、智能制造、互联网 +、大数据、节能环保、无人系统、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光电平板显示、现代农业等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

会期举办各种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技术会议等活动共 243 场，

外国政府部长级官员、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外院士、科学家、经济学家、跨国公司

高层等共 34 位权威人士参加了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并发表演讲；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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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提升展会服务，开发了高交会 APP，新设展会信息自助查询功能区，为

高交会的贵嘉宾、参展商、专业观众和媒体提供更加完备、便捷的信息服务，进一

步加强专业观众组织及服务，扩大邀请渠道，创新邀请方式，加大邀请力度，为专

业观众提供主题参观路线等服务举措，新增酒店至主会场的穿梭巴士服务。 

主要数据：展览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8 个代表团、

3533 家展商参展，带来的高新技术项目与产品数达 23334 项。共有来自 97 个国

家和地区的 58.9 万人次观众参会，其中，共有 5340 家投资商参展参会，专业观

众人气指数达 240，即平均每天每个展位共接待了 240 位专业观众。来自 331 家

海内外媒体的 2441 名记者参与报到了大会盛况。 

第十九届高交会

第十九届高交会不仅是“十三五”规划进行期间国内重大的科技展会，也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举办的一届展会。本届高交会将会继续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国务院改革攻坚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各项要求，以“聚焦创新驱动，

提升供给质量”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我国促进创新创业、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的成果，积极发挥高交会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

化和扩大国际科技和经济交流合作、改善民生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平台作

用。 第

十九届高交会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 -21 日在深圳市会展中心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国家科学技

术部部长万钢先生为本届高交会开幕并考察了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参观了

高交会。第十九届高交会主要设有“展区”、“会议论坛”、“专业沙龙及活动”、

“人才高交会及分会场”等部分。 

在本届高交会上，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

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物联网、智

能制造、人工智能、节能环保、AR/VR、互联网 +、大数据、无人系统、智慧城市、

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光电平板和现代农业等领域的知名企业汇聚一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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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部委局院、省市团组、高交会组委办以及各专业机构共举办 252 场各类论坛，邀

请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外院士、科学家、跨国公司高层、外国部长级官员等 70

名重量级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会议活动的质量数量、专业性较往届有明显提升。 

主要数据：展区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46 个国家及欧盟在内的 49 个外国团组

参加了参会，全国 3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含香港、澳门、台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团参展；27 所知名高校精心组织众多科研成果进行展示。

3049 家展商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与产品达 10020 项，有 1704 项新产品和

539 项新技术首次亮相，占展览项目总量的 22.4%；63 家企业举办了专门的新产

品新技术发布活动。共有来自 10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9.2 万人次观众参观了主会场

和分会场，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到 242，即平均每个展位每天接待 242 位专业观

众。吸引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及日本经济新闻社等一大批海内外媒体、

1000 多名记者参与报道了本届高交会。 

第二十届高交会

第二十届高交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汇聚创新资源，

进一步提升高交会的专业化水平、国际化水平和品牌影响力，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展会。

本届高交会紧密围绕新时代我国科技与经济方面的发展战略，以“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展览、论坛、专业技术会议、活动、人才与

智力交流会（简称“人才高交会”）等内容，发挥了高交会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强化高交会“行

业风向标”、“技术风向标”、“创新风向标”的作用。

第二十届高交会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8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在本届高

交会上，商务部、中科院、工业和信息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国

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发

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智能汽车、物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节能环保、AR/

VR、互联网 +、生物医药、大数据、无人系统、智慧城市、航空航天、新能源、新

材料、光电平板和现代农业等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国家部委局院、省市团组、

高交会组委办以及各专业机构共举办各种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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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议等活动 255 场。一大批国际商政学界权威人士包括各国政府高级官员、诺

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中外院士、经济学家、跨国公司高层出席并发表演讲。本

届高交会还组织项目融资培训会、项目融资路演会、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海外买家

现场采购洽谈会、创客活动、评奖活动，并围绕高交会 20 周年举办了优秀创新产

品展示等活动。 

主要数据：据统计，本届高交会展会总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共有 3356 家展商

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 11322 项。4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 141 个团组参

展本届高交会。北京、上海、广东等 32 个省市（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

组团参展。27 所知名高校精心组织众多科研成果进行展示。本届高交会共举办各种

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技术会议等活动 255 场。来自 103 个国家

和地区的 56.3 万人次观众参观了大会，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到 246，即平均每个

展位每天接待 246 位专业观众。

第二十一届高交会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第二十一届

高交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汇聚创新资源，进一步提

升高交会的专业化水平、国际化水平和品牌影响力，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展会。本届

高交会紧密围绕新时代我国粤港澳三地深度合作的发展战略，以“共建活力湾区，

携手开放创新”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展览、论坛、专业技术会议、活动、人才与智

力交流会（简称“人才高交会”）等内容。 

作为国家级科技类展会，高交会一直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积极吸引和对

接全球创新资源。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高交会又将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对外展示平台，对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成为一个活力的湾区、创新的湾区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十一届高交会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7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在本届

高交会上，商务部、中科院、工业和信息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国家部委局院，或设立专馆专区展示国家级高新技术成果，或组织、参与高端权威

发布活动和专业性论坛；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物联网、智能驾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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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车联网、5G 商用、8K 超高清、区块链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

计算、应急安全等领域知名企业汇聚一堂；国家部委局院、省市团组、高交会组委

办以及各专业机构共举办各种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技术会议等

活动 256 场。一大批国际商政学界权威人士包括各国政府高级官员、诺贝尔奖获得

者、科学家、中外院士、经济学家、跨国公司高层出席并发表演讲。本届高交会还

组织“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展商洽谈、人才招聘、项目路演、海外买家现场

采购洽谈会、创客活动、评奖活动，并举办了优秀创新产品展示等活动。 

主要数据：据统计，本届高交会展会总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共有 3315 家展商

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 10216 项。44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 148 个团组参

展本届高交会。北京、上海、广东等 33 个省市（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

组团参展。29 所知名高校精心组织众多科研成果进行展示。本届高交会共举办各种

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技术会议等活动 256 场。来自 108 个国家

和地区的 57.6 万人次观众参观了大会，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到 246，即平均每个

展位每天接待 246 位专业观众。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

本届高交会设有国家高新技术展、创新与科研展、外国团组展区、“一带一路”

专馆、初创科技企业展、创客展、高技术服务展、信息技术与产品展、节能环保展、

新能源展、建筑科技创新展、新材料展、智慧医疗健康展、光电显示展、智慧城市展、

航空航天科技展和先进制造展，以及人才高交会、应急安全科技展两个分会场，展

览总面积达 14.2 万平方米，共有 3349 家展商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 9018

项，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物联网、智能驾驶、车联网、5G 商

用、8K 超高清、区块链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应急安全等领域。

线下 24 个、线上 2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 109 个团组参展本届高交会。北京、

上海、广东等 30 个省市（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组，27 所知名高校团组精心组

织众多科研成果进行展示。经专家评审，144 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135 家单位获

优秀展示奖，685 个项目获优秀产品奖。同时，展期各项活动、参观人气保持良好

势头，共举办各种高层次论坛、专业技术论坛、行业沙龙、技术会议等活动 17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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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万人次观众现场参观了大会，现场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到 171，即平均每个展

位每天接待 171 位专业观众。近 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超过 1000 名记者参与了本届

高交会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