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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册
MANUAL FOR JOURNALISTS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展

2020年11月11-15日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NOVEMBER 11-15,2020/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Futian)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WITH TECHNOLOGY 
AND DRIVING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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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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走过二十一年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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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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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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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前，应按本届高交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要

求，主动配合大会核验“疫情防控行程卡”和“公安要素码”（展会现场可扫相关二维

码），并提供相关的健康证明。 

一、第二十二届高交会组委会新闻发布会 

11 月 11 日 16:30-17:15 在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举行。（请从会展中心北门乘

8、9、10、11、12、13号 电梯至五楼中厅转乘手扶电梯入场） 

二、开闭馆时间 

11 月 11日 8:30-12:00（专场） 

12:00-17:30（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12-115 日 9:00-17:30（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15日 9:00-17:00（16:00观众停止入场） 

三、深圳会展中心乘车指南 

● 免费乘坐深圳地铁 

深圳地铁各线路（商务车厢除外，仅限进出会展中心站） 

● 免费乘坐指定线路公交巴士如下: 

深圳会展中心会场： 

3、64、71、80、229、235、316、337、338、369、371、M588、E25、M182、M223、M224、

M329、M390、M459、M463、M500、M519、M520 

人才园分会场： 

竹子林：21、235、26、223、101、204、B968、113、M123、70、222、M165、M391、M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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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38、M191、M183、M413、M448 

深圳人才园：324、222、395、101、204、113、223、M132、79 

福田交通枢纽：377、M115、M137、M221、322、M417、E6、M447、E4、64、303、B611、

M173、M520、M599、M559、M392、E26、202、73、M213、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分会场： 

会展地铁接驳专线、会展机场接驳专线 

四、为方便记者采访，本届高交会新闻中心将为到会采访的记者提供免费午餐。

记者可凭本人采访证，于采访当日11:40－12:30之间，到新闻中心领取餐券， 到

指定地点就餐。每证限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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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介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由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是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平

台，自 1999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一届。第二十二届高交会于 2020

年 11 月 11-1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及相关分会场举行。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我国设立经济特区 40 周

年。本届高交会紧密围绕我国“十三五”期间重大科技专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典型成果，并根据“十四五”规划布局，充分发挥高交会汇聚创新

资源、推进国际科技经济合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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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等将参展参会，展览总面积达到 10 万平方米以上。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共安排有三大方面内容：展览、论坛会议活动和分会场。本届高

交会还将利用 5G 等信息化手段为不方便实地参加展览的展商提供远程参展的服务，作

为实体展览的有效补充，丰富展览的内容和形式。 

一、展览 

包括国家高新技术展、综合类展和专业类展。 

（一）国家高新技术展 

商务部专馆位于 7 号馆，以“科技兴贸，稳外贸、稳外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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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馆

将设置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展区和综合展区两个部分。 

中科院专馆位于 5 号馆，以“科技服务湾区，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中科

院实施“率先行动”以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促进中科院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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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大湾区转化，实现创新开放合作。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将参展。 

工业和信息化数字中国专题馆位于 4 号馆，总结“十三五”、布局“十四五”，展品涵

盖通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等技术及相

关成果，并新增数字化助力疫情防控与复产复工展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参展。 

科技部展区位于 8 号馆，重点展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 

农业农村部展区位于 8 号馆，将重点展示原创性科技成果，涉及生物遗传改良、

农业绿色投入品、农产品加工、智慧农业等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等，中国农业科学

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深圳市农科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将参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展区位于 8 号馆和二楼展区，围绕“平台+机构+资本+产业+人

才”五位一体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理念，以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为核心内容，搭

建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沟通平台。 

（二）综合类展 

创新与科研展位于 8 号馆和 9 号馆，由省市、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中心、孵化

中心等组团参展，重点展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未来产业、疫情催生

的新业态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以及恢复经济方面的新进展。吸引了北京、上海、广东

等 30 家省市团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26 所知名高校组团参展。 

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位于 1 号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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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为无法现

场参展的外国企业和团组提供远程参展的服务。截至目前，共有 3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展商参展本届高交会，包括阿根廷、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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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埃及、德国、希腊、匈牙利、伊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乌拉圭、

欧盟等。 

高技术服务展位于二楼展区，国内外投融资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中

介机构参展，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深创新投、深高新投、

中国科技开发院、大亚湾科创中心等展商将参展。 

初创科技企业展位于二楼展区，展示初创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促进初创

科技企业与创投机构的项目对接。西马人、华澎科技、鹰驾科技、深圳闪博科技有限公

司等约 50 家初创科技企业参展。 

创客展位于 5 号馆二楼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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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PIXMOVING、魔数智擎、北斗楠柏

软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近百个创业团队参展。同期将举办创客之夜项目路演活动。 

（三）专业类展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位于 1 号馆，展示物联网、区块链、数字经济、大数据、信息安

全等领域的热点技术、产品与服务。重点打造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智能制造、智能家

居等亮点主题展区，新设“IT 抗疫科技专区”和“5G 商用专区”。富士、平安科技、兄弟、

研祥、国显、极视角、韶音、新良田等一批业内知名企业参展。 

节能环保展位于 2 号馆。重点展示水治理、水净化、空气净化、垃圾处理、环境监

测、环保材料等节能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热点技术与产品，并将重点打造“水务高新

技术主题展”。中国电建、深圳水务集团、泉恩、天泉、新宝盈等企业参展。 

新能源展位于 2 号馆。重点展示太阳能、核能、储能、充电模块、充电桩及其监控

系统、动力电池及其电池管理系统、电源、电控等绿色能源方面的最新产品与技术。中

广核等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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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科技创新展位于 2 号馆，重点展示装配式技术、智慧建造（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BIM、5G 等信息化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中的应用）、绿色施工等

方面先进技术和产品。中建科技、宝能、骧腾、中邦、振天生物环保等企业参展，并策

划亮点项目“绿色之家”。 

新材料展位于 2 号馆，重点展示石墨烯、电子信息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纳米材

料、高分子新材料等。有烯旺、兴旺环保、增孚、格雷特、百奥降解材料科技、佳明等

展商参展。 

智慧医疗健康展位于 2 号馆，全面展示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医药电商、中医

诊疗）、智慧防疫、5G+医疗、物联网+医疗、康复理疗大健康等全产业链最新技术、

产品及服务。科瑞康、恒康泰、德技、沸腾时刻、金亿帝、深圳金森川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将参展。 

光电显示展位于 3 号馆，主要展示产业中最前沿的液晶面板模块（LCD）、有机电

致发光技术(OLED)、量子点显示技术（QLED）、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MICRO-LED）、

大屏幕激光投影显示技术、柔性显示、商用显示等显示技术以及上下游相关的应用材

料、设备等。吸引了伯恩、联得、富信、路加精工、和科达、惠科股份等知名企业参展。 

智慧城市展位于 6 号馆，以“智启未来，慧联万物”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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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录、四川九洲、正元地理、深圳市微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亚晔实业有限公司、中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美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参

展。 

航空航天科技展位于 2 号馆，集中展示商业航天及北斗应用、通用航空服务及装

备、无人机系统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等企业将参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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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展位于 9 号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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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极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优尔鸿信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等企业

参展。 

二、论坛、会议及活动 

本届高交会会议活动体系包含中国高新技术论坛、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与展览

主题配套的专业技术会议、专业沙龙及活动、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企业举办的专场技术

会议、项目融资培训会、创客活动、评奖活动、优秀创新产品展示等一系列论坛会议活

动。 

（一）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设有开幕论坛、“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主题论坛、“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主题

论坛、“创新引领未来”主题论坛等。国内外政商学界权威人士将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目前确定出席的嘉宾包括：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皮特•萨赫逊，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刘韵洁、吴志强、李培根、张平，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郭爱克、薛其坤、

俞大鹏，经济学家王一鸣、曹远征，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钦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来自爱立信、富士、博世、富士通、华为、京东、美团、华大基因等中外领军企业

管理层等。 

（二）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 

国家部委局院对本届高交会高度重视，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等将举办

高层次论坛。 

（三）专业技术会议 

本届高交会将举办与展区配套的专业技术会议、专业沙龙及活动、新产品新技术发

布等专业技术会议，以及国内外的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将举办各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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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议。 

（四）活动 

本届高交会组织与主题相关的活动，有分享融资经验的项目融资培训会、为企业提

供快速交流平台的项目融资路演会和项目配对洽谈活动、创客活动，以及从当届展览项

目中评选出一批优秀创新产品，设立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三、分会场 

（一）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12 日在深圳人才园、罗湖区粤港澳大湾

区人才创新园举办。主要包括高端人才招聘会、人力资源相关展览、人才发展相关论坛

等活动。 

（二）应急安全科技展 

应急安全科技展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13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举办。汇

聚全球最先进的应急与安全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展览展示、成果发布、论坛会

议、科普活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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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高交会日程安排表 
（本信息截止时间为 10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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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方 

11 月 11 日 

9:0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13:30-17: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新时代、

新技术、新经济”主题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14:00-17:00 未来科技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高交会组委会 

14:00-17:0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论

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亚威会展 

14:00-17:00 
202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标

准化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 

14:00-17:00 “创新引领”院士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中科院广州分院 

10:30-17:00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1 号馆

（1A55）、2 号馆（2J56）4 号馆
（4A15、） 

高交会组委会 

10:3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1A39、

1A41） 
高交会组委会 

晚间 
创响中国·2020 高交会中国科

学院创客之夜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茶花厅 深圳市中科创客学院 

11 月 12 日 

9:0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改变世界
的新兴科技”主题论坛（一）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9:00-12:00 
创新驱动 天使先行 中国·深

圳天使投资峰会暨深港澳天使
投资人联盟第二次会员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天使母基金 

9:00-12:00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
论坛-主题论坛：智启未来，

慧联万物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国家信息中心、IDG Asia 

9:00-12:0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显示大会主

旨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亚威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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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 
第二届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立体

绿化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9:00-12:00 “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国际部一带一路论坛 

9:00-12:00 
面向新基建的网络安全技术论
坛与中国无人系统发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9:00-12:00 
2020 高交会智慧医疗健康专

题发布会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国际信息发布

厅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

限公司 

9:00-12:00 
绿色建筑产品与技术路演一：

室内空气净化 
深圳会展中心 2 展馆绿色之家展位

（2B62）现场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14:00-17: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改变世界
的新兴科技”主题论坛（二）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14:00-17:00 
中关村-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

新交流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北京中关村信息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0-17:00 
创新驱动 天使先行 中国·深

圳天使投资峰会暨深港澳天使
投资人联盟第二次会员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天使母基金 

14:00-17:00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
论坛-主题论坛：智慧城市·新

基建时代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国家信息中心、IDG Asia 

14:00-17:00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培训

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深圳市投资商会 

14:00-17:00 2020“激光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馆内会议区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14:00-17:0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显示大会主

旨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亚威会展 

14:00-17:00 
面向新基建的网络安全技术论
坛与中国无人系统发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14:00-17:00 以色列路演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厅 2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10:30-17:00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1 号馆

（1A55）、2 号馆（2J56）4 号馆
（4A15、） 

高交会组委会 

10:3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1A39、

1A41） 
高交会组委会 

11 月 13 日 

9:00-12: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创新引领

未来”主题论坛（一）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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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
论坛-主题论坛：智慧城市·数

字生态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国家信息中心、IDG Asia 

9:00-12:00 
第二届“5G+智慧城市智慧杆”
产业国际（深圳）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深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会 

9:00-12:00 5G 互联网商用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深圳市金子展览有限公司 

9:00-12:00 智能硬见开发者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博闻创意会展 

9:00-12:00 
2020 第五届中国人工智能领

袖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9:00-12:00 
中关村-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

新交流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
务有限公司 

9:00-12:00 2020 物联网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馆内会议区 展博会展 

9:00-12:00 
绿色建筑产品与技术路演二：

垃圾分类及处理 
深圳会展中心 2 展馆绿色之家展位

（2B62）现场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13:30-17:00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创新引领

未来”主题论坛（二）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高交会组委会 

14:00-17:00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

会（国际专场）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厅 3 深圳市投资商会 

14:00-17:00 
“智能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先进

制造业创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馆内会议区 深圳创明展览 

14:00-17:00 
第五届中国深圳·航空航天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会 

14:00-17:00 
第二届“5G+智慧城市智慧杆”
产业国际（深圳）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深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会 

14:00-17:00 5G 互联网商用大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深圳市金子展览有限公司 

14:00-17:00 
2020 第五届中国人工智能领

袖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14:00-17:00 
2020 第八届中国智慧园区创

新大会暨新经济新基建推动园
区产业发展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会 

14:00-17:00 重点新材料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新材料协会 

14:00-17:00 投资家网·GPLP 投资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茉莉厅 投资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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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7:00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1 号馆

（1A55）、2 号馆（2J56）4 号馆
（4A15、） 

高交会组委会 

10:3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1A39、

1A41） 
高交会组委会 

11 月 14 日 

9:00-12:00 
2020 深圳市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发展研讨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9:00-12:00 2020 中国绿色经济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中国低碳网、北京产融汇

通咨询有限公司 

9:00-12:00 
前沿科技  协同创新——2020
第一届国际高科技协同创新高

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福田区科创局 

9:00-12:00 
2019 智慧农业应用与数权经

济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绿色农业/农创智慧顾问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9:00-12:00 
2020 中外工程师大会—科技

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9:00-12:00 
绿色建筑产品与技术路演三：

智慧家居生活 
深圳会展中心 2 展馆绿色之家展位

（2B62）现场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14:00-17:00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

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深圳市投资商会 

14:00-17:00 
2020 深圳市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发展研讨会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梅花厅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14:00-17:00 2020 中国绿色经济峰会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中国低碳网、北京产融汇

通咨询有限公司 

14:00-17:00 
互联网+企业财税服务研讨峰

会 
深圳会展中心馆内会议区 

爱奇会展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14:00-17:00 
前沿科技  协同创新——2020
第一届国际高科技协同创新高

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桂花厅 福田区科创局 

14:00-17:00 
2020 中外工程师大会—中国
（深圳）人工智能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10:30-17:00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1 号馆

（1A55）、2 号馆（2J56）4 号馆
（4A15、） 

高交会组委会 

10:3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1A39、

1A41） 
高交会组委会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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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 
2020 第六届中国硬件创新创

客大赛全国总决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深圳华秋电子有限公司 

9:00-12:00 
粤港澳大湾区电子竞技联赛启

动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厅 3 

越竞（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 

9:00-12:00 中国科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簕杜鹃厅 深圳科普企业协会等 

14:00-17:00 中国科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厅 3 深圳科普企业协会等 

10:30-17:00 专业沙龙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1 号馆

（1A55）、2 号馆（2J56）4 号馆
（4A15、） 

高交会组委会 

10:30-17: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1A39、

1A41） 
高交会组委会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展区解读 

1 号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展示内容：中国最大的信息技术及产品进出口专业化交易展览会之一，紧扣行业热点趋

势，重点设立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智能制造、智能家居四大亮点主题展区，同时，为

展示 IT 行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出色作用，以及 5G 应用热点和趋势，今年新设

了“IT 抗疫科技专区”汇聚 IT 抗疫技术产品，和“5G 商用专区”展示最强 5G 技术热点。IT

展展示领域还包括物联网、区块链、数字经济、大数据、信息安全、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领域的热点技术、产品与服务。 

展商推荐：富士、兄弟、平安科技、云天励飞、大族激光、一清创新、烯旺、安印、维

格智数、知存、绘王科技、探迹、宇数、暖芯伽、极视角、华捷艾米、韶音、高巨创新、

赛为、丝路视觉、元戎启行、湃方、普渡科技、京东方、虹软、英飞拓、思必驰、光启、

神州云海、天源迪科、鳍源科技、研祥、迪文、华佳彩、嘉楠、瑞立视、福昕、舒糖、

立体通、国显、新良田、天河国云、迈步机器人、全天智能等代表性企业。 

亮点展品：烯旺科技的石墨烯应用产品、绘王科技的原笔迹书写输入设备、探迹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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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销售云平台、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湃方科技的机器状态监测诊断仪、一清创新

的低速无人驾驶物流车、赛为智能的系留旋翼无人机、普渡的配送机器人、韶音的骨传

导蓝牙耳机、鳍源科技的水下机器人、舒糖的无创血糖智能穿戴检测、极视角的算法商

城、全天智能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迈步机器人的康复外骨骼机器人、研祥智能的工

业产线智能化等。 

 

1 号馆：“一带一路”专馆和外国团组展区 

展示内容：重点展示国际先进技术与产品及国际重要科技合作交流项目，展示“一带一

路”沿线优势产业与投资机遇，搭建国际科技经贸合作平台。参展展商有来自阿根廷、

澳大利亚、埃及、巴西、伊朗、美国、日本、埃及、德国、希腊、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俄罗斯、韩国、瑞典、瑞士、欧盟、奥地利、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班

牙、英国、法国、巴林、保加利亚、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新加坡、斯洛文尼亚、

乌拉圭、加拿大共 34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其中包含了 28 个“一带一路”国家。 

重点展商： 

以捷 VTS 创新团队：以捷 VTS 创新团队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均有出色的研究项目

和科技成果。团队结合城市道路交通和人工智能，提出了 VTS 城市交通流控制理论并

且解决了混行交通环境下的车路协同难题。 

国际仪表制造者及信息通信技术联盟：国际仪表制造者及信息通信技术专家联盟

是一个专业性社会组织。成员主要有仪表制造、无线电电子、信息技术、程序工程和通

信系统方面的专家。联盟代表着俄罗斯的生产企业、科研所、大学、中小型创新公司等

各种不同性质企业事业单位的利益。在企业方面，联盟为企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和对

公司以及其创新项目提供科技评审和支持。在研究方面，联盟会寻找创新思想并提供支

持，和实施科研创新和实验设计项目。在科研活动方面，联盟会向国际高科技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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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技术、为俄罗斯单位参加国际高科技展会提供服务，以及在俄罗斯和国外举办

科技展会、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匈牙利 e-Strip 公司：e-Strip 主要致力于医疗设备的研发、制造以及销售。其涉及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多个先进领域并在近几年荣获许多国际项目奖项，不仅是

在匈牙利参赛获胜，在中国美国的一些创新大赛上也屡获佳绩。 

日本 nextEDGE Technology.KK 公司：nextEDGE Technology K.K.于 2003 年在日本

筑波市成立，旨在提供多种服务改善客户的 IT 生活。 致力于生产 3D USB 相机和非接

触式界面，使客户可以通过向 3D 相机展示手势来与 PC 进行交互。 

波兰 innomus 公司/ prodromus：该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它实施了一个项目，将

自动步态训练器与步态分析软件集成，以便将其引入美国市场。坚持设计和交付有效、

安全、高质量和低成本的设备，不断努力确保我们的设备能帮助尽可能多的病人。 

亮点展品：虚拟轨道系统、康复热疗仪、非接触式接口、步态复健系统设备等。 

 

2 号馆：节能环保，新能源展 

展示内容; 重点关注节能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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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净化、空气净化、垃圾处理、智慧环保（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移动互联、BIM、5G 等信息化技术在生态环保建设中的应用）、环境监测、环保

材料等节能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热点技术与产品；重点展示太阳能、核能、储能、充

电模块、充电桩及其监控系统、动力电池及其电池管理系统、电源、电控等绿色能源方

面的最新产品与技术，体现新能源产业的新发展、新趋势。 

展商推荐：节能环保站已吸引深圳水务集团、中电建、深能环保、东江环保、科莱环保、

福能达、天泉智能、新宝盈、泉恩管业、众远环保、博铭维、华远环境等公司参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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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已吸引了中天和、中广核等企业及单位参展。 

节能环保展亮点展品：电子束辐照处理工业废水技术、等离子体气化熔融技术、自来水

直饮智能安全卫士、罗芳厂除臭全流程模型、天泉空气制水设备、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高科技新型材料管材、圆环式干燥机系统、官网检测机器人、高清无线潜望镜、动力声

呐检测机器人、超远距离高清无线潜望镜、固戍再生水深度处理先导工程实验项目等。 

新能源展亮点展品：中广核的华龙一号，核电机器人、中天和的 USB 循环充电锂电池

等产品。 

 

2 号馆：建筑科技创新展 

展示内容：紧扣发展潮流，全面地展示建筑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展示装配式技术、

智慧建造（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建筑信息模型 BIM、5G 等信息化技

术在建筑设计、施工中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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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推荐：中建科技、骧腾科技、振天、中邦、微空间、摩天氟碳、观讯、现代营造、

瀚兰、鼎德电、华捷、晶宏等企业。 

亮点产品：中建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平台、智慧建造机器人以及渣土透水砖、骧

腾的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和下沉式景观分类垃圾桶、振天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中邦的流

动水质监测站、微空间的智慧环保移动公厕、摩天氟碳的保温装饰一体板、观讯的 BIM

运维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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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馆：新材料展 

展示内容：重点展示新材料行业里的石墨烯、电子信息材料、3D 打印材料、高性能复

合材料、纳米材料、高分子新材料等最新产品、技术等新材料技术成果，为行业打造专

业的商贸推广平台。 

展商推荐：烯旺、兴旺环保、增孚、格雷特、百奥、佳明、优代尔、苏纳米、新协力、

麦力西、欧世盛等企业。 

亮点产品：烯旺科技的石墨烯应用产品、兴旺环保的代塑“绿能粒子”、增孚的石墨烯散

热无机浆料、格雷特的精密钣金构件、百奥的讲解 PVC 材料、佳明的磁性笔、优代尔

的洁能魔方、苏纳米的滚塑箱移动照明系统、新协力的塑料包装盒、麦力西的恒温重力

式直空搅拌装饰、欧世盛的在线傅里叶红外检测器等产品。 

 

2 号馆：智慧医疗健康展 

展示内容：智慧医疗健康展主要展示移动医疗、AI+医疗、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康复理

疗大健康、智能养老、医疗机器人、健康检测、医疗电子配件、生物医药、医疗大数据

等。 

展商推荐：绿食宝、科瑞康、优尼康通、腾飞、极展、裕茂桦、思尔、金森川等企业。 

亮点产品：绿食宝的 GREENTEST ECO 6 检测设备、科瑞康的家庭健康整体智能解决方

案、优尼康的智能空气消毒机、腾飞的心律衣、极展的消毒包、裕茂桦的纳米净化设备、

思尔的智能健康手表、金森川的呼吸类测试仪等产品。 

 

2 号馆：航空航天科技展 

展示内容：集中展示商业航天及北斗应用、通用航空服务及装备、无人机系统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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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技术和产品。 

展商推荐：深圳东方红等企业。 

 

3 号馆：光电显示展 

展示内容：中国光电显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展示光电显示产业上下游产业链

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与产品。重点展示液晶面板模块（LCD）、有机电激光显示(OLED)、

触控（TP）、柔性显示、全息显示、量子点显示、Micro-LED、3D 裸眼显示、半导体显

示、LED 显示、电视屏、透明屏、手机屏、终端电视、手机、数字标牌商用显示以及上

游显示材料、中游显示设备、下游终端应用等显示行业中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与产品，

助力新一代显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展商推荐：劲拓、富信、美兴视听、大塚电子、晶向、巴科、雷凌显示等企业。 

亮点产品：劲拓的显示模组封装设备、富信的基站恒温系统、美兴视听的无纸化一体机、

大塚电子的在线面扫描膜厚仪、精密 TFT 玻璃切割机、巴科的会议一体机、雷凌显示的

自然系列-橡树、 

 

4 号馆：国家高新技术展之工业和信息化数字中国专题馆 

展示内容：总结“十三五”、布局“十四五”，展品涵盖通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车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等技术及相关成果，并新增数字化助力疫情防控

与复产复工展区。 

展商推荐：中国广电、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驭龙电焰、蓝鲸智能等企业。 

亮点产品：5G 超高清、移动云 VR、云观众、云包厢、视频彩铃、AI 拍机、5G+慢直播、

5G+全息互动、5G+远程医疗、5G+娱乐互动、5G+智慧党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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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馆：中国科学院专馆 

展示内容：中科院专馆以“科技服务湾区，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促进中科院科技成果

在大湾区转化，实现创新开放合作，集中展示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以来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 

展商推荐：深圳先进院、空间中心、沈自所、上海光机所、理化所等。 

亮点产品：虹膜识别系统、芯片级热界面材料 TIM1、5G 通讯用微型热电制冷控温器

件、磁流变减振器、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探索 4500”自主水下机器人、宇航级

直流高压电源、液态金属柔性电子印刷等。 

 

5 号馆二楼平台：创客展区 

展示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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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的众创空间参展，为创新者提供自由开放的协作环境，鼓励跨界的交流，促进创

意的实现以至产品化。 

展商推荐：PIXMOVING、魔数智擎、蓝因机器人、北斗楠柏。 

亮点产品：无人驾驶通用底盘、端到端可解释可溯源的 AI 机器学习平台、高效运输机

器人、楠柏软件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系统、AI 拍照量体、新型高分子环保聚氨酯材料

的制备与应用 

 

6 号馆：智慧城市展区 

展示内容：高交会智慧城市展聚焦于智慧城市领域的科技发展及城市规划，以“智启未

来，慧联万物”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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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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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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学技术的价

值。  

展商推荐：微空间科技、亚晔、中正信息、四川九洲、中国华录、易马达、美象、正元

地理等。 

亮点产品：微空间科技的 T-BOX、亚晔的智慧养老系统、中正信息的楼掌门 LZM-IBE

生态平台、易马达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美象的交互式平台、中国华录的再生资源服务平

台等。 

 

7 号馆：商务部专馆 

展示内容：商务部专馆将以“科技兴贸，稳外贸、稳外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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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馆将设

置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展区和综合展区两个部分。 

展商推荐：明锐理想科技、海卓生物、中天网景、重庆赛力盟等。 

亮点产品：生物医药、新零售软硬件展示、以及智能家居、3D 打印、移动智能终端等

领域的高新技术。 

 

8 号馆：科技部展区 

展示内容：科技部展区将围绕“清洁能源 智能交通”，进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

的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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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号馆：农业农村部展区 

展示内容：本届高交会农业农村部展区将重点展示原创性科技成果，涉及生物遗传改

良、农业绿色投入品、农产品加工、智慧农业等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等，组织部属

三院、有关省市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展示、交流、交易等方式，宣

传农业科技成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民族品牌竞争力。 

展商推荐：农科院、热科院、水科院、深圳农科、燕塘、中农绿源、悟牛智能、巴比仑

庄园、金禾佳农等。 

亮点产品：中农绿源的自动化植物工厂、悟牛智能的采摘机器人、淡水中心的鱼稻综合

种养技术研究与示范、东海所的遥感大洋渔场渔情信息服务系统业务化应用等。 

 

8 号馆及二楼：国家知识产权展区 

展示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展区以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为整体展示内容，围绕“平

台+机构+资本+产业+人才”五位一体的知识产权运营理念，搭建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沟通的平台，带动服务需求不断升级。同时突出商标、地理标志等其

他知识产权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广地理标志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规划综合展示

方案。 

展商推荐：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八月瓜（知识产

权创新服务平台）、北京隆源天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崇礼彩

椒、中宇恒泰地理标志科技、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联盟绿色建筑专委会、中国知识产权发

展联盟专利价值评估专委会、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联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委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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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号馆：创新与科研展区 

展示内容：创新科研展由省市及港澳台、高校、科研机构及创新中心、孵化中心围绕特

定主题展示相关高新技术产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技术领域、未来产业、疫情

催生的新业态等前沿、高端、关键性的科研成果、技术和产品，以及恢复经济方面的新

进展。 

展商推荐：北大、清华南科大、上海交大、北京交大、西安交大、复旦、理工氢电、华

工激光、穆特科技、黑旋风锯业、鲲云科技、迈格钠、中科金绮、一清创新等。 

亮点产品：X 射线应力测定仪的研发及示范应用项目、负压净化消毒系统、六自由度机

器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产业化、智能交通数据采集仪、新型降噪消音金刚石

锯、高功率高精度高响应三维多轴切割头、定制数据流 AI 芯片 CAISA、永磁传动技术、

特种高性能 PBO 纤维、多功能无人车等产品 

9 号馆：先进制造展区 

展示内容：先进制造展重点展示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工厂、

个性化定制、激光产品、高端装备等相关领域的优秀行业代表提供的高尖端产品，最新

技术和解决方案。 

展商推荐：佳顺智能、极创科技、优尔鸿信、正隆伟业、立三机电等。 

亮点产品：顺佳机器人、无线激光跟踪仪、五轴联动检测仪、激光干涉仪、五菱镜 API

无线球杆仪、3D 扫描仪、履带式机器人、线控轮式底盘、全方位检测及失效分析解决

服务、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伺服驱动、滚轮丝杆电机、磁编等。 

二楼展区：高技术服务展区 

展示内容：组织投融资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参展，为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该展涉及投资、高技术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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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技术咨询评估、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证券、

会计审计、工业设计等领域。 

展商推荐：深创投、深高新投、中开院、大亚湾区科创中心、赛创未来、答税科技等。 

亮点产品：南邦创电的 C40 红外在线监测机芯、信安科技的移动应用安全漏洞·扫描及

风险评估系统等。 

 

二楼展区：初创科技企业展区 

展示内容：汇集初创科技企业，展示初创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促进初创科技

企业与创投机构的项目对接，为科技前沿技术、创业投资资本提供交流合作平台。 

展商推荐：西人马、华澎科技、鹰驾科技、视研智能、闪博、威康龙、创链数据、栩峰、

天鹰、智臻寰宇、前海汉视、奇智科技、蝙蝠云、合众合一、利新泰奇、棠极星、华海

科研、依蒙科技、飞速智能、本应科技、喜圈、中科云图、海创光电、期顿电子、易通

联、火音智控、盟云全息、传优云、智国互联等。 

亮点产品：航空类 /消费类传感器、磁力技术项目、360 全景驾驶辅助系统、3D 无序

抓取系统、LED 马桶杀菌仪、多参数监护仪、创链支付、无人值守机器人、无人机气动

弹射器、智慧物联网、光学产品、智养家 AI 手表、体能团体训练管理系统、旅途任意

躺-箱拖床、洒脱新型环保水基型灭火器、RoseGo 3D 打印机、实用创新技术合作开发、

智能门锁、消费领域小型协作机器人、科技企业全景评估系统、医疗数据检测座圈、无

人化空中自动巡检系统、迷你脉冲激光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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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人才高交会分会场 

展示内容：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以下简称人才

高交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12 日在深圳人才园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举

行。 

本届人才高交会将按照高交会总体方案要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创新展

会服务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借助 3D/VR、线上直播等信息技术手段，创建

一个拥有 3D 虚拟展馆、在线直播、视频互动等功能的线上大会平台，通过图、文、音、

像等多媒体形式展现大会内容，打造永不落幕的人才高交会。 

大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配套论坛：名校校长论坛、人才驾到年度论坛、2020（深圳）首届人力资源数字化科技

大赛、深圳优秀技能人才展、广东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博览会、人力资源创新博览会、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人才云聘会和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分会场；共 3 个展览、2 个论坛、

1 个比赛、1 个招聘会、1 个分会场（受疫情影响，本届人才高交会线下论坛等活动缩

小参加人员规模，每场线下活动参加人数控制在 100 人以内。但大会内容与往届相比

并无丝毫减少。） 

应急安全科技展 

展示内容：展示应急安全应用场景下的先进科技、产品装备及解决方案，打造展览展示、

论坛会议、户外展演、线上展会的立体化会展盛事。 

大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  

配套论坛：应急安全信息化、消防救援装备、水域救援装备、应急医疗等多场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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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举行数十场国内国际（线上）采购需求对接会。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论坛解读 

一、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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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18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100 多位中外政府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400 多位跨国公司总裁、企业家、

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历届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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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将紧密围绕第二十二届高交会“科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

展”这一主题，秉持紧扣科技经济热点、展现高交会“技术风向标”、“行业风向标”、“创新

风向标”的品牌功能并与高交会相关展览、活动进一步匹配、融合。 

本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分别开设开幕论坛、 “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主

题论坛、 “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主题论坛、 “创新引领未来”主题论坛等专题论坛进行

交流。 

为期三天的论坛将邀请国外政府高级官员、权威院士、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国内

外科技领军企业高管、知名企业家等众多业内重量级意见领袖和杰出人士与会，积极利

用主题演讲、嘉宾对话等多种形式展开科技与经济领域的思想碰撞，使论坛成为充分揭

示未来科技创新趋势、诠释本届高交会主题的高端平台。 

（一）开幕论坛介绍 

11 月 11 日上午举办的开幕论坛初设两大议题：“合作创新，发展共赢”、和“全球疫

情冲击下的新格局、新挑战、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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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论坛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华为公司副总裁 郑叶来、京东集团副总

裁 周伯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 等。 

（二）“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主题论坛 

11 月 11 日下午于簕杜鹃厅举办的“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主题论坛将围绕“‘新

基建’引领发展新浪潮”、 “从信创到创新”、 “金融业全面开放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等主题，邀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一鸣、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 杜鹏、埃

森哲大中华区企业技术创新事业部运营与交付总裁 贾缙、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院长 樊建平、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副行长 莱斯利·米斯多普、 中国银河金

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李梅、 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 潘光伟、 中银国际研

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等，就当前市场、产业化创新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解

析，从而传播科学精神、启蒙科学思想。 

（三）“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主题论坛 

11 月 12 日全天举办的“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主题论坛以促进科技走向应用为己

任。初设“你好 2030”、“AI+ — 算力、认知与深度学习”“颠覆未来的通信技术”“生命

科学的加速与突破”“太空经济与民用航天”等五大主题展开讨论，邀请到知名未来学家 

罗希特·塔尔瓦、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马钦、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物理

系讲席教授 俞大鹏、 IBM 副总裁、大中华区 CTO 谢东、 深圳量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项金银、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陈宁、 嘉楠科技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张楠赓、 丁香园创始人 李天天、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 

龚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墨子号”量子卫星工程常务副总

设计师、卫星系统总指挥 王建宇、 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 张同须 等，分享智能领域

的新趋势和实践应用，引领产业变革。 

（四）创新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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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未来”主题论坛作为对数字时代、未来生活的分析和展望，将于“中国高

新技术论坛”同期举办。议题包括“后‘疫’时代的未来工作”与“后‘疫’时代的未来生活”。

主要嘉宾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李培根、 德国国家科学与

工程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 皮特·萨赫逊、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汉堡大学信息

学科学系教授 张建伟、同济大学副校长 吴志强、 海尔集团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周云

杰、 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赫尔曼、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 张宇峰、 三一重工

总裁 向文波、 富士通（中国）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薛卫、 博世中国副总

裁 刘敏、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记录媒体事业总经理 骆琤、北京值得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隋国栋、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CEO 吴甘沙 等人。 

 
专业技术论坛  

 

  第二十二届专业技术论坛日程  

 （本信息截止时间为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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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活动名称   活动主办方   时间   地点 

5G 

第二届“5G+智慧城市智慧杆”产业国际
（深圳）高峰论坛 

深圳市智慧杆产
业促进会 

13 日上午 9:30-12:00 5 楼梅花厅 

第二届“5G+智慧城市智慧杆”产业国际
（深圳）高峰论坛 

深圳市智慧杆产
业促进会 

13 日下午 14:00-
17:00  

5 楼梅花厅 

光电
显示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显示大会 亚威会展 12 日上午 9:30-11:30 6 楼桂花厅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显示大会 亚威会展 
12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桂花厅 

2020“激光论坛” 
广东省激光行业

协会 
12 日下午 14:00-

17:00  
1 楼１D 会议

区(1E05) 

国际
合作/

“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 
国际部一带一路

论坛 
12 日上午 9:30-12:00 6 楼水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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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
一路 奥地利高新技术推介交流会 

奥地利驻广州总
领事馆商务处 

12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郁金香厅 

以色列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项目对接会 

以色列驻广州总
领事馆商务处，
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深圳市
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中心 

12 日下午 14:00-
17:00  

5 楼玫瑰厅 2 

航空
航天 

第五届中国深圳·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 

深圳市航空航天
产业协会 

13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水仙厅 

节能
环保 

第二届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立体绿化大会 
深圳市绿色建筑

协会  
12 日上午 9:30-12:00 5 楼菊花厅 

2020 中国绿色经济峰会 
中国低碳网、深
圳市科学技术协

会 
14 日上午 9:30-12:00 6 楼郁金香厅 

2020 中国绿色经济峰会 
中国低碳网、深
圳市科学技术协

会 

14 日下午 13:30-
17:30  

6 楼郁金香厅 

人工
智能 

202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标准化论坛 
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 
11 日下午 13:30-

17:30  
5 楼菊花厅 

2020 第五届中国人工智能领袖峰会 

深圳市南山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人工智能
行业协会 

13 日上午 9:30-12:00 6 楼桂花厅 

2020 第五届中国人工智能领袖峰会 

深圳市南山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人工智能
行业协会 

13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桂花厅 

因 AI 而能 聚光先行 
——坎德拉科技 2020 新品发布会 

坎德拉(深圳)科
技创新有限公

司、深圳市人工
智能行业协会 

14 日上午 9:30-12:00 5 楼菊花厅 

2020 中外工程师大会—中国（深圳）
人工智能高峰论坛 

深圳市科学技术
协会 

14 日下午 14:00-
17:00  

5 楼簕杜鹃厅 

双创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大会 亚威会展 
11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桂花厅 

“创新引领”院士论坛 中科院广州分院 
11 日下午 13:30-

17:30  
6 楼茉莉厅 

创响中国·2020 高交会中国科学院创客
之夜 

深圳市中科创客
学院 

11 日晚间 18:30-
21:40 

5 楼茶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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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天使先行”中国·深圳天使投
资峰会暨深港澳天使投资人联盟会员大

会 

深圳市天使投资
引导基金管理公

司 
12 日上午 9:30-12:00 5 楼梅花厅 

科技引领 智汇珠海 珠海高新技术产品
推介会 

珠海市科技创新
局 

12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玫瑰厅 2 

“创新驱动 天使先行”中国·深圳天使投
资峰会暨深港澳天使投资人联盟会员大

会 

深圳市天使投资
引导基金管理公

司 

12 日下午 14:00-
17:30  

5 楼梅花厅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培训会 深圳市投资商会 
12 日下午 14:00-

17:00  
5 楼菊花厅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国际
专场）   

深圳市投资商会 
13 日下午 14:00-

17:30  
5 楼玫瑰厅 3 

投资家网·GPLP 投资论坛 投资家网 
13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茉莉厅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 深圳市投资商会 
14 日下午 14:00-

17:30  
5 楼菊花厅 

2020 深圳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
展研讨会 

深圳市软件行业
协会、深圳市南
山区科技创新

局、深圳市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联

盟 

14 日上午 9:30-12:00 5 楼梅花厅 

2020 深圳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
展研讨会 

深圳市软件行业
协会、深圳市南
山区科技创新

局、深圳市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联

盟 

14 日下午 13:30-
17:30  

5 楼梅花厅 

2020 线上产业发展论坛 
国际数据（亚

洲）集团（IDG 
Asia） 

14 日下午 14:00-
17:00  

1 楼１D 会议
区(1E05) 

前沿科技 协同创新-2020 国际高科技
协同创新高峰论坛 

深圳市福田区科
技创新局、深圳
市高科技企业协
同创新促进会 

14 日上午 9:30-12:00 6 楼桂花厅 

前沿科技 协同创新-2020 国际高科技
协同创新高峰论坛 

深圳市福田区科
技创新局、深圳
市高科技企业协
同创新促进会 

14 日下午 14:00-
17:50  

6 楼桂花厅 

2020 第六届中国硬件创新创客大赛全
国总决赛 

深圳华秋电子有
限公司 

15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牡丹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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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电子竞技联赛启动仪式 
越竞（深圳）科

技有限公司 
15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玫瑰厅 3 

中国科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科普企业协

会 
15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簕杜鹃厅 

中国科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科普企业协

会 
15 日下午 13:30-

17:30 
5 楼玫瑰厅 3 

物联
网 

面向新基建的网络安全技术论坛与中国
无人系统发展论坛 

中国机电产品进
出口商会 

12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牡丹厅 

新基建，新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论坛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第五研究所 

12 日下午 13:30-
17:30  

5 楼牡丹厅 

“拥抱数字经济 发掘 IOT 机会”2020 物
联网高峰论坛 

深圳市展博会展
有限公司、深圳
市先进技术转化
应用促进会、深
圳市智能制造产
业促进会、深圳
市智能制造商会 

13 日上午 9:30-12:00 
1 楼１D 会议

区(1E05) 

新材
料 

2020 重点新材料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深圳市新材料行

业协会 
13 日下午 14:00-

16:30  
6 楼郁金香厅 

知识
产权 

2020 中外工程师大会—科技创新与知
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 

深圳市科学技术
协会 

14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簕杜鹃厅 

智慧
城市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IDG 12 日上午 9:30-12:00 6 楼茉莉厅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IDG 
12 日下午 14:00-

17:30  
6 楼茉莉厅 

2020 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IDG 13 日上午 9:30-12:00 6 楼茉莉厅 

2020 第八届中国智慧园区大会暨新经
济新基建推动园区产业发展创新峰会 

中国开发区协
会、中国智慧城
市建设投资联

盟、中国智能终
端产业大会组委

会 

13 日下午 13:30-
17:30  

5 楼菊花厅 

智能
制造 

2020 硬见开发者论坛 
造物工场、博闻

创意会展 
13 日上午 9:30-12:00 6 楼水仙厅 

5G 互联网商用大会 
深圳市金子展览

有限公司 
13 日上午 9:30-12:00 5 楼牡丹厅 

5G 互联网商用大会 
深圳市金子展览

有限公司 
13 日下午 14:00-

17:30  
5 楼牡丹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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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智能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中国先进
制造业创新论坛 

广东省机器人协
会、 东莞市智
能制造产业协

会、深圳市工业
机器人标准联

盟、深圳市机器
人标准检测技术

学会 

13 日下午 13:30-
17:00  

1 楼１D 会议
区(1E05) 

区块
链 

中国安全产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会员大
会 

中国安全产业协
会 

14 日上午 9:30-12:00 6 楼水仙厅 

2020 中国安全区块链产业论坛 
中国安全产业协

会 
14 日下午 14:00-

17:00  
6 楼水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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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沙龙 
专业沙龙活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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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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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讨科技最前沿

话题。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专业沙龙活动排期 
（本信息截止时间 10 月 24 日，最终安排以组委会在高交会官网 http://www.chtf.com/发布为准） 

领

域  
日期 时间  分享题目  地点  分享嘉宾  

人

工

智

能 

11 日下午 

13:00-14:00 
脑机共生智能与脑科学技术重塑的未来教育

/健康与人文 

1A 会议区（1A41） 

博士后在线副总欧阳梦应 

14:00-15:00 
⼈⼯智能与脑科学技术赋能终⾝成⻓ 与⽣

存健康 

蔡凯博⼠，联合创始⼈，脑机共⽣智能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 

15:00-16:00 本征教育与智能科学技术 
邵波，⾸席教育官，智汇链（深圳）科技

有限公司 

16:00-17:00 
⼈⽂、艺术与智能科学技术之间关系的新思

考 

徐坦，⾸席艺术家，脑联网智能脑科学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 

11 日下午 13:00-14:00 
北斗商业化应用与室内精准定位开发场景创

新 
4A 会议区（4A15） 

芯鼎（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力

民 

12 日 15:00-16:00 人工智能智能社区如何才能更加有效落地 

1A 会议区（1A41） 

深圳市欧法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增

瑞 

13 日 14:00-15:00 智慧路灯产品汇聚+5G 云平台 深圳市小智智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冯汉云 

12 日 16:00-17:00 数字化时代产品新赋能 1A 会议区（1A55） 洛客科技有限公司 郑晓凤  

13 日 14:00-15:00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火灾探测设备中的应用 1A 会议区（1A55） 深圳波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忠彪 

13 日 15:00-16:00 让智能餐饮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J 会议区（2J56） 
深圳市邂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洪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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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11:00-12:00 
新冠疫情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工智能

市场分析 
4A 会议区（4A15） 

深圳宇联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深创院 安防行业移动互联网研究中心 主

任 

14 日 15:00-16:00 智能书写 2J 会议区（2J56） 
金考拉（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文立 

CEO 

信

息

技

术 

11 日下午 

14:00-15:00 产业大数据创新与应用 

4A 会议区（4A15） 

深圳合纵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美

英 

15:00-16:00 产业大数据赋能科技创新 博士后在线运营副总经理  李妍 

16:00-17:00 分子模拟与数据处理 深圳元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小享 

12 日 13:00-14:00 《智慧农服》 

1A 会议区（1A41） 

天天学农 CEO  赵广 

识农 CEO  谢秋发 

FN 品牌中心总经理  邱威霖 

13 日 15:00-16:00 智慧路灯产品汇聚+5G 云平台 太龙智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4 日 11:00-12:00 
便民利企惠政，电子签章引领后疫情时代新

机遇 
深圳市安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张宇 

12 日 10:00-12:00 深圳科技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政策分享沙龙 

1A 会议区（1A55） 

深圳百盈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园区运营经理 

李蒙 

14 日 16:00-17:00 科技类展厅的设计建造思路 深圳市超维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刚 

14 日 

13:00-14:00 网络身份安全及企业特权账号安全管理 

4A 会议区（4A15） 

登录易（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刘文印 

14:00-15:00 微盟删库事件的易解之道 广东工业大学 WISLab 刘文印 

12 日 

13:00-15:00 
《中国专利地图》、《互联网+知识产权平

台》 

2J 会议区（2J56） 

合肥智慧龙图腾知识产权股份有限公司 林

惠美 

15:00-16:00 深圳太古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AI 行为识别技术与落地分享 赵礼春 

13 日 

10:00-11:00 
中俄高科技孵化基地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发

展 

中能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申志强 

11:00-12:00 中俄高科技合作项目分享 深圳富林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彦芳 

13:00-14:00 新一代云计算——六度共识云 
广州六度共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文华秀 

14:00-15:00 
能源电力行业应用 AI 进行安全生产的探索

与实践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周雪 

14 日 14:00-15:00 
区块链赋能产业转型浪潮涌起，实体企业应

该何去何从 
2J 会议区（2J56） 蓝波（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陈阳 总经理 

科

技

服

务 

13 日 10:00-11:00 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运营价值 1A 会议区（1A41）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广豪 

14 日 

14:00-15:00 
高端人才之“中鱼战略”--中小企业跨越式发

展新路径 
1A 会议区（1A55） 

深圳创新创业研究院 院长杨宪东 

15:00-16:00 如何为科技企业体系化打造 IP 
许云雷 深圳红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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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15:00-16:00 民办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研究与实践探索 

4A 会议区（4A15） 

《广东新关注》栏目主编、中国教育学会

会员、教育专栏作家、微博签约自媒体  

肖彦坛 

16:00-17:00 
民办本科院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探究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执行

院长、广东省辅导员年度人物  谢鸿憬 

区

块

链 

12 日 16:00-17:00 新基建浪潮下，区块链数字资产新风口 1A 会议区（1A41） 
成都商通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庞

剑飞 

11 日下午 

13:00-14:00 区块链发展趋势 

1A 会议区（1A55） 

WDEA 数字经济学家百人会发起人  王学

宗 

14:00-15:00 数字经济发展机会与挑战 
WBA 中国联席会长、WBA 商学院院长  

赵猛 

15:00-16:00 分布存储与新基建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WBA 中国联席会长  

陈朝晖 

16:00-17:00 数字矿业的发展 新三板教父、博士  程晓明 

12 日 

13:00-14:00 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 

4A 会议区（4A15）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  

陈晓华 

14:00-15:00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教育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管理中心副主任  朱

幼平 

15:00-16:00 区块链人才竞争战略 
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家、33 复杂美创始

人  吴思进 

16:00-17:00 产业区块链落地应用发展 
密码学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

会委员  高承实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13 日 11:00-12:00 “十四五”与新材料产业的碰撞 1A 会议区（1A41） 
深圳市玖壹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万圣 

13 日 16:00-17:00 
智能用电安全技术（全球最前沿的科学技

术） 
4A 会议区（4A15） 

深圳市仝森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伟

文 

智

慧

城

市 

13 日 

11:00-12:00 

5G+工业互联网 驱动数字化转型升级 

1A 会议区（1A41） 

深圳市玖壹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陈佳雯 

TME LIVE 超现场是对 5G 时代音乐新物种的

探索 

深圳市玖壹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张林 

13:00-14:00 智慧路灯产品汇聚+5G 云平台 智慧路灯协会秘书长 严奔 

16:00-17:00 德恩照明 德恩照明（深圳）有限公司 蒋银贵 

14 日 15:00-16:00 
新一代“5G+AIOT”智慧园区如何赋能高科技

企业发展 
碧桂园深莞区域总经理 赵明 

智

能

制

造 

12 日 14:00-15:00 
边缘计算在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创新和行业应

用落地 

1A 会议区（1A41） 

深圳市海能达通讯有限公司  周莹 

14 日 

13:00-14:00 
机器联网与工业应用为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 

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南方科技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双华  

14:00-15:00 5G+IoT 如何正确应用在企业场景 富士康科技集团掌工知总经理   宋忠堂 

16:00-17:00 
新基建，新赛道：5G+边缘集团赋能工业互

联网 

荣乐天 电脑工程博士、深圳艾灵网络有限

公司 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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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13:00-14:00 AI 芯片助力产品智能化 

1A 会议区（1A55） 

安徽聆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李

逸卿 

15:00-16:00 
智能用电安全技术（全球最前沿的科学技

术） 

深圳市华城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胡陵

江 

14 日 13:00-14:00 “智能制造”产业板块定位及升维发展模式 长沙三一集团产业发展中心 总经理熊俊 

生

物

医

疗 

12 日 11:00-12:00 i 黑密智能激光生发 

4A 会议区（4A15）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尹燕蛟 

13 日 

14:00-15:00 健康风险检测特点与风险防控技术 
深圳市国联健康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  易龙 

15:00-16:00 人用高效消毒剂—二氧化氯 
深圳市国联健康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  易龙 

11 日下午 

15:00-16:00 
抗衰老前沿技术 NMN 在护肤品中的应用实

践 
2J 会议区（2J56） 

博士、执行董事、首席科学家  李保健 

博士、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博士后、 

玉莱漫公司研发部主任  卢坤 

16:00-17:00 抗性淀粉与中国大众的健康 
深圳硒基营养原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  

巩明 

节

能

环

保 

11 日下午 

13:00-14:00 路口自动导流技术——紧凑型自动导流系统 

2J 会议区（2J56） 

深圳市华海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

世华 

14:00-15:00 空气源动力及发电技术 
深圳市浩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温

全金 

13 日 13:00-14:00 

高效，兼容，环保-颠覆式超氧消毒科技创

新 

4A 会议区（4A15） 

健丽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创院超氧消毒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聂江 

颠覆式创新超氧消毒科技创新 

 颠覆式创新专家 

广州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校聘副教授  张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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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场次安排 
（本信息截止时间 10 月 24 日，最终安排以组委会在高交会官网 http://www.chtf.com/发布为准） 

11 月 11 日（星期三）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3:30-14: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田书籍高拍仪 BS3000P 

14:00-14: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摩天氟碳科技有限公司 内装洁净板 

14:30-15:00 1B 会议区（1A39） 甘肃梦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链农宝”农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物理系统 

15:00-15: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瀚兰区块链地产有限公司 兰房链 

15:30-16:00 1B 会议区（1A39） 西安维度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头盔 HUD 

16:00-16:30 1B 会议区（1A39） 金考拉（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书写 

11 月 12 日（星期四）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0:30-11: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烽炀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新国货，更能扛》烽炀科技空气悬浮技术及产品发

布 

11:00-11: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otter-s 动力声呐检测机器人 

11:30-12: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亚晔实业有限公司 智能防疫综合消毒系统 

12:00-12: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绚图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变色颜料 

12:30-13: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微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建总院) 智慧环保公厕 

13:00-13: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思泉软件低代码快速开发平台 

13:30-14: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矽赫科技智能光电新品 

14:00-14: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魔数智擎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端到端可解释可溯源的 AI 机器学习平台 

14:30-15:00 1B 会议区（1A39） 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慧乡村生活污水治理与资源化系统 

15:00-15: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曼顿科技有限公司 曼顿 A5 系列智慧用电产品 

15:30-16: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立三机电有限公司 绝对值磁编码器和伺服驱动 

16:00-16:30 1B 会议区（1A39） 广东中微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气发酵废气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硝化菌/石油降解菌

/土壤修复 

11 月 12 日（星期四）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0:30-11:00 1C 会议区（1A41） 深圳市儒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固态纳米孔基因测序仪 

2、安全空气健康监测预警系统 

11:00-11:30 1C 会议区（1A41） 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坎德拉机器人 

11:30-12:00 1C 会议区（1A41）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 绿食宝便携式检测仪 

12:00-12:30 1C 会议区（1A41） 深圳市一个玉米科技有限公司 纯粒 NFC 玉米汁 

11 月 13 日（星期五）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0:30-11: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花儿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编码分布式 NCDS 存储系统 

11:00-11:30 1B 会议区（1A39）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讯 5G 新消息平台 

11:30-12:00 1B 会议区（1A39） PIXMOVING PIXMOVING 3D 打印无人驾驶通用底盘 

13:00-13: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现代营造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营造“砼的”牌机械加工灌浆套筒 

13:30-14: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前海点一八科技有限公司 3D 全息广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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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1B 会议区（1A39） 湖州慧声科技有限公司 肺部 AI 听诊器 

14:30-15:00 1B 会议区（1A39） 恒泰艾普（盘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原油储罐红外测量仪 

15:00-15:30 1B 会议区（1A39） 哈尔滨爱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VR+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15:30-16:00 1B 会议区（1A39） 广东全影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R 大宋宝船动感 6 人版 

16:00-16: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航天华拓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应用系统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0:30-11:0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创想三维新品发布会 

11:00-11:30 1B 会议区（1A39） 郑州和合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一株具有抗炎症、抗肿瘤的专利菌株约氏乳杆菌 LBJ 

456 

11:30-12:00 1B 会议区（1A39） 浙江鼎信空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预警危险微生物系统 

13:00-13:30 1B 会议区（1A39） 金禾佳农（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微衣®微生物种衣剂 

13:30-14:00 1B 会议区（1A39） 巴比仑庄园（广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工厂-设施农业水耕果蔬项目 

14:00-14:30 1B 会议区（1A39） 河南科技大学 芯片封装用 BGA 锡球 

14:30-15:00 1B 会议区（1A39） 北京中农绿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的西红柿识别分类 

15:00-15: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云际通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最高密度最高并发处理 eSIM 卡池_2048 

15:30-16:00 1B 会议区（1A39） 全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全爱科技&华为昇腾 Atlas 人工智能教育解决方案 

16:00-16:30 1B 会议区（1A39） 海博特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黑科技创新产品：不用电牙科热风吹干枪 

11 月 15 日（星期日） 

时间 地点 企业名称 发布内容 

10:30-11:00 1B 会议区（1A39） 石河子大学 口腔鳞癌早期诊断试剂、试剂盒及其应用 

11:00-11: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新亮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4m|7m 360°激光扫描雷达 B1 

11:30-12:00 1B 会议区（1A39） 动能趋势（广东）运动康复有限公司 高端康复及运动器械生产研发 

12:00-12:30 1B 会议区（1A39） 深圳市华海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万向手机单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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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十大人气产品”70 强企业 

序号 产品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所属展区 

1 临床全数字 PET/CT 湖北锐世数字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 
高功率高精度高响应三维多轴切

割头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3 裸视三维智慧膜 深圳市立体通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4 玻璃基 Mini LED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 FIFISH V6 深圳鳍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 
亿航智能自动驾驶飞行器 AAV 
(Autonomous Aerial Vehicle) 

广西祥云亿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7 
固态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

设备 
成都沃特塞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8 玉柴国六新能源发动机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9 超声软组织切割止血系统 深圳市世格赛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0 Aliego 四足机器人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11 FWD1509 深圳福沃药业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2 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机器人 万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3 CB6318 通讯模组芯片 广西芯百特微电子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4 微生物投影仪 深圳闪博科技有限公司 初创科技企业展 

15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 武汉理工氢电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16 石墨烯复合陶瓷耐蚀树脂及涂料 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展 

17 
PIX 无人驾驶通用底盘和 AI 柔性

制造产线 
PIXMOVING 创客展 

18 
体外诊断全血处理芯片与检测系

统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国家高新技术展 

19 漂流式胶囊机器人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新能源展 

20 烽炀气浮搬运便携箱 深圳市烽炀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展 

21 芯片级热界面材料 TIM1 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 国家高新技术展 

22 六自由度机器人 穆特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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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超高速工业相机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4 
新型降噪消音金刚石锯片基体系

列产品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5 鲲云定制数据流 AI 芯片 CAISA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6 飞子智能厨师 深圳飞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27 
启梦 MXT2702 车规级多模多频

高精度基带芯片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28 便携式智能超声辅助诊断仪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29 激光雷达 B1 深圳新亮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0 IBS 五轴联动检测仪 深圳市正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展 

31 亿级像素阵列相机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32 CELLOMICS CTC100 细胞分选仪 晶准生物医学（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3 UMindSleep 迷你脑电睡眠仪 深圳创达云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34 
SARS-CoV-2 主蛋白酶与紫草素复

合物晶体结构 
深圳晶蛋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5 鲲云星空加速卡 X3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36 贴片机、插件机 深圳市滨江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37 便携式移动计算平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国家高新技术展 

38 
人群稠密空间病原体快速捕获系

统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39 5G 全功能巡保无人船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新能源展 

40 
思泉软件 OA&CRM 低代码快速开

发平台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41 洁能魔方 深圳市优代尔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展 

42 
特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等人感染

冠状病毒的多肽药物 
复旦大学 创新与科研展 

43 V2X 车路协同通信终端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44 N 类细胞药物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45 非接触多体征参数监测仪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46 AI 路侧感知边缘计算终端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47 
基于高温电解水蒸气制氢技术的

绿色加氢站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家高新技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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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智能井盖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新能源展 

49 铝钢结构过渡接头 湖南方恒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50 DeepReal 深度伪造内容检测平台 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51 司机室前窗电热玻璃 明盾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52 “丰科-W-247”白玉菇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53 智能导航机器人 武汉市众向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54 颈挂式蓝牙耳机音箱 深圳市率先电器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5 
悟牛智能坦克系列无人驾驶农业

机器人 
青岛悟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56 Tnirpd3-X5 LCD 光固化 3D 打印机 深圳市光立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创客展 

57 国产化网络安全平台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8 CAR-T 细胞药物 深圳普瑞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59 类陶瓷超散热涂料 中科金沅（广东）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60 永磁动力智能路灯 绿源智拓 （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创客展 

61 可拉伸柔性电子 深圳极展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健康展 

62 UDrone 意念无人机 深圳创达云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展 

63 EP30 新能源乘用车-哪吒 U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创新与科研展 

64 贝拉送餐机器人 深圳市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5 instax robot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6 虹软视觉开放平台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7 智慧灯杆管理平台 深圳市海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8 
新基建-城市智脑社会治理 AI 算法

服务平台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69 英飞拓智能综合网关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70 打孔屏关键技术研发 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注：以上产品按专家评分由高至低排序。） 

 



第二十二届高交会主题参观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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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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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二十条主题参观路线。 

路线一：抗疫科技路线 

以拥有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抗疫技术与产品的企业或展团为展示单位。 

相关企业 

1． 复旦大学（8A04） 

新型冠状病毒荧光免疫层析快速检测系统 

2． 通用空气（9A16） 

移动式空气消毒机 

3． 南开大学（9A09） 

智能防疫遥操作机器人 

4．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5C04） 

THUNDER 轮式静音消毒机器人、智能测温门岗机器人 

5．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B38） 

V2722 智慧工地智能分析终端、V3073-32K-1R 智能人脸抓拍分析设备 

6．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A22） 

“深迹”智慧安防社区系统 

7． 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1A20） 

智能穿戴式头盔 



8．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1A56） 

富士银离子抑菌膜、富士银离子抑菌喷雾、富士银离子抑菌湿巾等多款产品 

9．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1B46） 

人脸识别红外测温一体机 

10．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1A58） 

坎德拉烛光消毒机器人 

11．贝乐（广州）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B32） 

 负离子电动口罩、红外体温计 

12．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2D23） 

 脉博血氧饱和度仪 

13．广西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C26）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产品 

14．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2G26） 

 红外测温仪 

 

路线二：优秀创新产品路线 

以第二十二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参评项目中评选出的一批优秀创新产品的获奖企业为

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9B09） 

高功率高精度高响应三维多轴切割头 

2． 广西祥云亿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9B07） 



亿航智能自动驾驶飞行器 AAV(Autonomous Aerial Vehicle) 

3． 深圳市世格赛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9B02-02） 

超声软组织切割止血系统 

4． 万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9B02-09） 

高压输电线带电作业机器人 

5． 深圳闪博科技有限公司（10D18） 

微生物投影仪 

6．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9C02-6） 

体外诊断全血处理芯片与检测系统 

7． 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5C） 

芯片级热界面材料 TIM1 

8．复旦大学（8A04） 

便携式智能超声辅助诊断仪 

9．深圳市光立三维技术有限公司（5H10-019） 

Tnirpd3-X5 LCD 光固化 3D 打印机 

10．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9C06） 

EP30 新能源乘用车-哪吒 U 

11．深圳市立体通技术有限公司（1A57） 

裸视三维智慧膜 

12．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G57） 

 石墨烯复合陶瓷耐蚀树脂及涂料 

13．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1H17） 

 超高速工业相机 

 



14．深圳飞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D42） 

 飞子智能厨师 

15．深圳晶蛋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1E01-22） 

 SARS-CoV-2 主蛋白酶与紫草素复合物晶体结构 

16．深圳市滨江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C02-02） 

 贴片机、插件机 

17．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2B36） 

 5G 全功能巡保无人船 

18．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1H23） 

 思泉软件 OA&CRM 低代码快速开发平台 

19．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A38） 

 虹软视觉开放平台 

20．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1A68） 

 打孔屏关键技术研发 

（注：排名不分先后，更多展商详情介绍请访问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官网） 

 

路线三：智能家居路线 

以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智能家居日用生活用品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

企业。 

相关企业 

1．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9C12） 

创维智能人居控制中心 



2． 深圳大学（9A01） 

基于地震检波器的家居型智能感知系统 

3． 上海浦东复旦大学张江科技研究院（9B08-14） 

家庭智能能源与储能系统 

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A12） 

BD Cell, Mini LED, OLED,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BOE 画屏... 

5．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A26） 

提亚数据可视化应用展示大屏（简称提亚大屏） 

6． 深圳市立体通技术有限公司（1A57） 

3D 相机 

7． 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1B40） 

思必驰智能车联网解决方案 

8．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1C43） 

Xtrainerz 骨传导游泳 MP3 

9． 深圳曼顿科技有限公司（1D40） 

曼顿智慧空开 

10．北京华捷艾米科技有限公司（1D39） 

华捷艾米 3D 摄像头－A200（mini）摄像头 

11．深圳飞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D42） 

飞子智能厨师 

12．广州富港万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B48） 

 智能烹饪橱柜、人机两用智能餐具检测 

 



路线四：5G 商业应用路线 

以 5G 智慧杆、5G 智慧交通、5G 微站、5G 远程医疗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4A02） 

广电 3GPP 标准推进展示 

有线、无线协同组网优势及网络环境现场部署 

协同组网环境下多终端融媒体服务及服务交互 

广电 5G 终端商用及通话展示 

广电 5G 试验网创新应用展示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4B03） 

1.5G 超高清 

2.移动云 VR 

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4A06） 

5G+慢直播、5G+全息互动、5G+远程医疗、5G+娱乐互动、5G+VR 智慧党建 

4． 富华科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9C10） 

新世代 5G 工业互联网系统方案 

5． 深圳市海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1A02-01） 

动环监控设备、智慧灯杆管理平台 

 

 

 



路线五：AI 路线 

以无人驾驶、自动驾驶、AI 芯片、算法、人脸识别、虹膜识别、图像/语音识别、服务

机器人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复旦大学（8A04） 

人工智能化气溶胶富集系统的毒性检测仪 

2．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5B03） 

基于人工智能的企业风险监管系统 

AI 路侧感知边缘计算终端 

3． 中国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5A04） 

基于地空 AI 机器人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4． 青岛悟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8B02-E03） 

悟牛智能坦克系列无人驾驶农业机器人 

5．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5C11） 

特种机器人智能巡检系统 

6．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5B04） 

中科心研谛听人因智能监测系统 

 



路线六：先进制造路线 

以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社区、智能交通、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激光产品、个

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复旦大学（8A04） 

亿级像素阵列相机： 

2． 深圳大学（9A01） 

基于 EtherCAT 的工业物联网 

3． 深圳一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9B02-6） 

一清夸父系列多功能无人车 

4． 万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9B02-9） 

KRV 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检修机器人 

5． 全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9B08-6） 

视觉智能人形机器人 

6． 深圳市正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9C01-1） 

 HabdySCAN 3D 扫描仪 

7． 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9C02-1） 

自然导航 AGV 

8． 深圳市烽炀科技实业有限公司（9C02-6） 

便携式涡旋空压机 

9．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5B02） 

“探索 4500”自主水下机器人“、“深海热液探测 AUV 系统” 

 



10．蓝鲸智能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4B02） 

赤兔通用自主移动 AGV 

路线七：新材料路线 

以石墨烯、电子信息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领域的企业或科研院所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深圳大学（9A01） 

新型混合光催化材料制备技术 

2． 深圳技术大学（8A13） 

高效高通量油水分离滤膜 

3． 深圳市绚图新材科技有限公司（9C10） 

光学变色颜料 

4． 清华东莞创新中心（9C12） 

多功能智能涂料 

5．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5A04） 

细旦高导电率石墨烯-聚乙烯醇纤维 

6． 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5B01） 

纳米超散热材料 



路线八：智慧医疗健康路线 

以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医院信息化、健康检测、智能穿戴设备等运动、健康 IT 产品及

解决方案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湖州慧声科技有限公司（9C06） 

肺部 AI 听诊器 

2． 郑州轻工业大学（9C07） 

医疗康复型下肢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 

3． 数智医疗（深圳）有限公司（9C10） 

Ortiz 新生儿窒息风险监测仪 

4．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5A04） 

凝视 3D 层析医疗影像设备 

5．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5C09） 

体外诊断全血处理芯片与检测系统 

6． 上海沈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9B08) 

新一代相控“磁波刀”精准无创治疗系列产品 

7． 湖北锐世数字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9B09） 

临床全数字 PET/CT 

 

 



路线九：建筑科技创新路线 

以装配式技术、智慧建造、绿色施工、绿建规划设计、绿色建材、防疫集成房建造、建

筑智能化与智能家居、智慧住建、既有建筑改造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深圳技术大学（8A13） 

组栅式光伏玻璃 

2．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5A04） 

混凝土造型用特种聚氨酯材料 

路线十：创新创业路线 

以初创科技企业展、创客展的展商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湖北南邦创电科技有限公司（10C03） 

红外机芯模组基于热分辨率为 384×288 像素非制冷氧化钒探测器 

2． 贵州雷姆斯汽车工程有限公司（10C03） 

雷姆斯液力缓速器 

3． 深圳市润诚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C03） 

7KW 单枪交流桩、14KW 双枪交流桩、30-360KW 直流充电桩、电单车充电桩 

4． 深圳闪博科技有限公司（10D18） 

闪博微生物投影仪 

5． 深圳市火音智控科技有限公司（10D24） 

火音智能太阳能控制器 



 

6． 深圳创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10D28） 

一起盘可信招商加盟平台、资产记账清分系统、资产交易 BAAS 系统 

7． 西人马联合测控（泉州）科技有限公司（10D30）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8． PIXMOVING（5H10-003） 

无人驾驶模块化底盘 

9． 深圳市北斗楠柏软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5H10-008） 

楠柏软件隐患排查系统(RHIS)、楠柏软件智能仓储系统(WMS) 

10．深圳市魔数智擎人工智能有限公司（5H10-006） 

端到端可解释可溯源的 AI 机器学习平台 

11．绿源智拓 （深圳）科技有限公司（5H10-001） 

永磁动力智能路灯 

12．中科（深圳） 能源物联网有限公司（5H10-004） 

 综合环境监测终端 

13．深圳蓝因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5H10-007） 

 柔性运输移动机器人和柔性运输叉车机器人 

14．广东易百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5H10-058） 

 无线动能开关基于微能量采集技术 

 



路线十一：航空航天路线 

以商业航天及北斗应用、通用航空服务及装备、无人机系统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9B09） 

MXT906 系列 RTK 厘米级导航定位模块：MXT906 系列模块 

2．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9C12） 

穿越者 P2-X -超视距长航时远程侦察机 

3． 成都大公博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9C08） 

CNS 航空业务专用无线电监测系统 

4． 成都美奢锐新材料有限公司（9C08） 

航空难加工材料及复材高效切削刀具 

5． 长春长光睿视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9B11） 

轻型大面阵航摄系统 

6． 上海旦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9B08） 

高增益导航天线、微型北斗惯性导航模块、高性能 BDS/GPS 双模导航模块 

7． 长春通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9B11） 

轻小型光电云台、机载光电吊舱、小型光电吊舱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8A05） 

高性能大载重垂直起降无人机 

9． 海南热作高科技研究院股份公司（8B02） 

大载重长航时无人机 

10．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5B02） 

纤维素生物航油与高值化学品多联产关键技术 



 

11．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5B01） 

UDrone 意念无人机 

12．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5A04） 

 飞行器（无人机）引擎控制单元 FECU 

13．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5B01） 

 北斗位移形变监测预警系统（毫米级） 

14．大湾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集群专区（2B01） 

包括深圳东方红、银英航空、鹏锦科技、九天未来、深圳通航、森德教育等 

路线十二：节能环保路线 

以节能环保（重点展示水务高新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5B02） 

生活垃圾资源-能源化利用系统 

2．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5A01） 

可移动式多功能热泵干燥机 

3．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5A02） 

高温电解水蒸气制氢技术（HTSE） 

4．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9B08） 

E160F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5． 长沙蓝锂科技有限公司（9A14） 

大型储能高压锂电管理系统（BMS） 



 

6． 武汉理工氢电科技有限公司（9B09）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产业化 

7． 深圳易马达科技有限公司（6A31，6A33） 

换电绿色智慧能源网络平台 

8． 深圳市德立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6A40） 

德立信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9． 深圳市微空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6B05） 

室内移动公厕 T-BOX D 产品 

 

路线十三：智慧城市生态圈路线 

以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各行业智慧化升级和全领域智能解决方案等领域的企业为展示

企业。 

相关企业 

1．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5B03） 

智慧城市物联网综合管理平台、校园食品安全智能监管系统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5B04） 

智慧健康服务系统 

3．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B02） 

智慧城管 

4． 广州博士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6B18） 

全要素、全端口的生态化运营服务平台。 



 

5． 深圳市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6B15） 

智能化、无人化政务服务 

6．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C15） 

九洲云物联平台 

7．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6B26） 

城市交通大脑 

8．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A19） 

智慧园区运营指挥中心 

9． 浙江美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6A28） 

美象 MxData2.0 数据可视化 CIM 平台 

 

路线十四：光电显示路线 

围绕整个行业产业链，以新型显示、平板显示、显示材料、设备及检测仪器等领域的企

业为展示企业。 

相关企业 

1．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9B11） 

CMOS 图像传感器 

2． 深圳大学（9A01） 

高光谱成像技术 

3． 浙江纳晶科技有限公司（9C06） 

量子点舒眼显示 



路线十五：创新科研路线 

以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中心、技术平台为展示对象。 

相关企业 

1． 复旦大学（8A04） 

便携式智能超声辅助诊断仪 

2． 上海交通大学（9A05） 

桌面级陶瓷 3D 打印机及耗材 

3． 深圳技术大学（8A13） 

光纤超荧光光源 

4． 华中科技大学（8A08） 

单目线结构光 3D 相机 

5． 广东省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9C12） 

仪纳米粒度电位仪 

6． 广州地理研究所（9C12） 

无人化空中自动巡检系统 

7． 广东省焊接技术研究所（广东省中乌研究院）（9C12） 

金属增材制造用丝材 

8． 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9C12） 

重离子微孔膜 

9． 深圳大学（9A01） 

精准摄影测绘无人机路径规划系统 

10．郑州轻工业大学（9C07） 

玻璃钢专用膨胀阻燃树脂 



11．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9C07） 

VOC 治理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12．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8B02-A13） 

 外来入侵植物无人机智能监测技术 

13．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8B02-C01） 

 天然胶乳低氨及无氨保存新技术 

14．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5A02）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 

15．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5B04） 

 皮肤胆固醇无创检测系统 

路线十六：智慧交通路线 

以智慧公共交通、自动驾驶、交通信息采集设备、车联网、被动安全技术、智慧停车等

领域的企业为展示对象。 

相关企业 

1．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A19） 

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2． 深圳大学（9A01） 

单比特智能成像识别雷达 

3． 浙江沃得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C06） 

高清全景摄像头 

4． 湖北九感科技有限公司（9B09） 

千感畅行智能交通数据采集仪 



路线十七：“一带一路”路线 

以国际展商远程展示中心+实地展商代表为展示对象。 

相关企业 

1． 奥地利 FerRobotics Compliant Robot Technology GmbH（1A83） 

柔性机器人技术 

2． 比利时 North Stone 公司（1A100） 

Onebonsai-VR 场景产品 

3． 巴西 Fidelity 移动（1B77） 

数字电信平台（移动和网络） 

4． 巴西 Agricef-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1B77） 

COMPACTA 预发芽甘蔗播种机 

5． 巴西 MASTERPLANTI（1B77） 

管理集约化或专门的作物的软件提供解决方案 

6． 匈牙利 E-Fasli 公司（1A100） 

e-Strip 热疗仪 

7． 匈牙利 Heatventors（1A100） 

Heatventors 加热罐 

8． 匈牙利 SmappLab（1A100） 

预测害虫周期数据采集系统 

9． 伊朗 Linkap (Rahbaran Internet Ashya Co)（1A89） 

Linkap 智能 App 

10．伊朗 Samanehaye Dama Nour Energy SEDNA（1A89） 

智能恒温器 



11．日本 Next Edge Technology.KK 公司(1A100) 

远程位置的非接触式手势交互系统 

12．巴基斯坦 National Wireless 公司（1A100） 

 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的 Web 门户 

13．巴基斯坦 Safe&Smart Solutions Pakistan 公司（1A100） 

 Iylus-最终的家庭/办公室智能管理器 

14．波兰 Innomus 公司（1A86） 

 自动步态训练器 

15．韩国 BA Energy 有限公司（1C91） 

 ESS 安全管理系统 

16．韩国 SG 有限公司（1C91） 

 智能消防员头盔视频传输 

17．乌拉圭 GEOCOM 公司（1A100） 

 专用服务器、云计算系统 

18．乌拉圭 Marvik.ai 公司（1A100） 

 定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19．北欧 Optea AB 公司（1A100） 

 非接触式接口 Aero TAP 开发 

20．以捷 VTS 创新团队（1A87） 

 VTS 虚拟轨道系统 



路线十八：智慧农业路线 

以智慧农业相关领域的企业为展示对象。 

相关企业 

1．北京中农绿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8B02） 

自动化植物工厂 

2．青岛悟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8B02）  

悟牛智能采摘机器人 

3．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8B02） 

遥感大洋渔场渔情信息服务系统业务化应用 

4．中国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5A02） 

基于地空 AI 机器人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5．广东中科卫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C03） 

海洋渔业卫星综合应用服务系统 

6.甘肃梦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9B05-07） 

“链农宝”农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物理系统 

7．巴西 Agricef-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国际远程展示中心） 

Compacta 高端播种机、Absoluta 高端农业机械 

8．广西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9B07） 

耘眼 AI 农技服务平台 

9．巴比仑庄园（广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8B02-E07） 

植物工厂设施农业水耕种植项目 

10．哈尔滨工程北米科技有限公司（9A06-06） 

水稻适度加工及智能检测系统 



路线十九：玩转科技路线 

以吸睛度强的新产品或现场互动性强的展商作为展示对象。 

相关企业 

1．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1D08） 

VR 系列产品体验以及展示 

2．北京的卢深视科技有限公司（9B15-001） 

高精度 RGBD 相机 

3．视境技术（深圳）有限公司（1E01-07） 

视境 SVR 虚拟博物馆 

4．广东全影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D30） 

VR 大宋宝船 

5．湖北九感科技有限公司（9B09） 

千感畅行智能交通数据采集仪 

6．深圳市中科美城科技有限公司（5H10-012） 

“仿人脑 ”人工智能科技 

7．复旦大学（8A04） 

亿级像素阵列相机 

8．邦联发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C40） 

TIMAX 无人机手表，MOBOX 移动智能空间 

9．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C11-12） 

长城 A1020 5G 平板 

10．千玺机器人集团（1A25） 

集装箱煲仔饭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