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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高交会

有关第二十届高交会最新资讯，

敬请留意高交会网站www.chtf.com

关注高交会微信，
展会资讯一手掌握

下载高交会APP，
体验全新的观展模式

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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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由中国商

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至今已在深圳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九届，是目前

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

一展”之称。

高交会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项目招商、

合作交流于一体，重点展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节能环

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

中国科技第一展

新型显示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经过多年发展，高交会

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

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

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十届高交会将于2018年11月14-18日在深圳会展中

心及相关分会场举行，安排有展览（含国家高新技术展、综

合类展和专业类展）、论坛、专业技术会议、配套活动、人

才与智力交流会和海外分会等六大方面内容。20周年之

际，精彩升级，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前来参加！

第十九届  2017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聚焦创新驱动 提升供给质量

第十八届  2016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创新驱动 质量引领

第十七届  2015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创新创业 跨界融合

第十六届  2014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绿色发展

第十五届  2013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十四届  2012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推进科技创新 提升发展质量

第十三届  2011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促进国际创新合作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第十二届  2010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科技引领转型 创新驱动发展

第十一届  2009年11月16日-21日

主题：创新·创业·发展

第十届  2008年10月12日-17日

主题：科技改善民生 创新改变世界

第九届  2007年10月12日-17日

主题：推进开放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 创建和谐社会

第八届  2006年10月12日-17日

主题：自主创新 循环经济 知识产权保护

第七届  2005年10月12日-17日

主题：自主创新

第六届  2004年10月12日-17日

“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五届  2003年10月12日-17日

着力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展会环境

第四届  2002年10月12日-17日

国际证券交易机构首次大规模在中国聚会

第三届  2001年10月12日-17日

组织实力更强，专业主题更突出

第二届  2000年10月12日-17日

扩大规模，积极探索

第一届  1999年10月5日-10日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99-2018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20年发展历史回顾

技术风向标 / 行业风向标 / 创新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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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高交会。他们莅临高交会参观指导，充分肯定了高交会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促进国内外新技

术的推广和交流、深化国际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平台作用。高交会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汇集创新资源，提升国际化水平，积极组织卓有成效的展

览展示及会议论坛交流活动。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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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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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出席高交会论坛

 这是中国的精粹，也是中国的未来。正如我看到的，中国的高新技术正日新月 

 异地发展。

◆ 匈牙利前总理久尔恰尼·费伦次出席高交会匈牙利分会

 通过高交会在匈牙利的海外分会，深圳和中国的企业通过这个平台进入欧洲。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路甬祥出席高交会论坛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科技创新是核心动力，创新创业人才是第 

 一资源，自主创新、设计创造引领技术与产业创新。创新国家引领世界，创新 

 企业引领行业。

◆ 墨西哥央行副行长曼纽尔·桑切斯出席高交会论坛

 我非常荣幸来到深圳这个美丽的城市参加2014年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我们知  

 道深圳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中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大都市。

◆ 美国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博利出席高交会论坛

 很荣幸来到2016年高交会并参加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我们期待能深化与中国  

 合作伙伴们的合作关系，共同携手打造包括5G在内的移动互联网未来，支持  

 中国的“互联网+”战略。

◆ 华尔街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出席高交会论坛

 中国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国家，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  

 就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中国现在正在改变世界，并且它将不断地改变世界。

◆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出席高交会论坛并接受记者采访

 在1999年，我们参加了第一届高交会，才有这样一个机会接触到资本市场，  

 能够第一次融资，这让腾讯有了腾飞的基础。

◆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出席高交会论坛

 我们知道进一步的工业化，和进一步向高新技术转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任务。

◆ 思科系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徐启威出席高交会论坛

 在过去的20年科技的创新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使我们进入了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时代。给我们的生活、娱乐、学习都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国家级科技盛宴 国际大咖云集

◆ 第十六届高交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出席并宣布开幕

◆ 第十八届高交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宣布第十八届高交会开幕

◆ 第十五届高交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出席并宣布开幕

◆ 第十届高交会，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为高交会题词

◆ 首届高交会，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出席并宣布开幕

◆ 第十九届高交会，

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

共同启动开幕仪式



04 05

◆ 高交会拥有“中国科技第一展”的良好品牌形象，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在世界上也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

◆ 高交会拥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由多个国家部委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多位国家领导人先后莅临高交会参 

 观指导。国家部委局院以设立专馆或专区的形式参与高交会，国内省市高校组团参展。

◆ 高交会为众多企业带来良好收益。微软、IBM、索尼、高通、三星、惠普、西门子、东芝、甲骨文、LG、日立、松下 

 等60多家跨国公司先后多次参展，腾讯、同洲电子等一大批优秀中国民营企业从这里走向世界。

◆ 高交会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每届展会有近200家海内外媒体的约15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不仅包括中国媒体， 

 也有来自海外的主流平面媒体，以及众多网络专业媒体。

◆ 高交会有优质的专业观众群体。举办十九年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专业人士的热捧，每年来自约100个国家的参观人数 

 超过了50万人次。

缘何全球瞩目 缘何参展

◆ 高交会吸引了众多有技术需求的中外企业、中介机构和数千家投资商，将为专利、技术持有者寻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合作伙伴！

◆ 高交会每年拥有一万多个高新技术项目参展，将为投资商寻找到最新的专利、技术、项目以及大量的投资合作机会！

◆ 高交会汇集了来自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大量采购需求，将为高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生产商寻找到产品快速进入 

 中国市场的渠道！

◆ 高交会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产品和大量“中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将为采购商完成一站式的采购！

◆ 高交会汇聚了各类创新创业资源，通过卓有成效的项目路演、资本对接、技术交流、经验分享等活动，将为各类创业 

 者提供展示、分享、交流的平台！

◆ 高交会上各种权威机构举办的高端发布会和各种论坛会议、酒会等活动，将为所有参会者提供各种资讯，各种商机！

参与高交会报道的部分媒体 部分高交会的参展商

LG



精彩回顾

第十九届高交会总展览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共有包括46个国家及欧盟在内的49个外国组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8
个省市团组、27所知名高校团组、3049家展商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10020项，涵盖了物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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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和光

电显示等领域。来自102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万人次参会。专业观众人气指数达到242，即平均每天每个展位共接

待了242位专业观众。本届高交会论坛会议总场次超过252场，有1704项新产品和539项新技术首次亮相，共63
家企业举办了专门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超过250家海内外媒体的1500余名记者参与报导了大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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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参展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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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参展商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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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IT（含通信、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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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专业观众职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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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 贸易 / 代理 / 经销商

7.26% 金融与投资



展区设置 / 国家高新技术展、综合类展

第二十届高交会将聚力专业内涵打造，进一步全面提升专业化水平，重点展示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

行业的产品和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能家居、第五代移动通信技

术、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智慧城市、智能汽车、云计算、运动健康、3D

打印及材料、绿色建筑、治水提质、储能、石墨烯、军民融合、新型显示等行业

领域的科技创新技术和产品。其中：

◆ 国家高新技术展

 国家级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由国家部委局院组团展出，按照主题明确、 

 专业领域清晰的思路组展布展，突出展示各部委局院的科技重点发展方向、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绿色发展所涉及的重点领域。

 联系电话：0755-82848887，82848785

 电子邮箱：tangying@chtf.com、yaolei@chtf.com

◆ 创新与科研展

 本届高交会创新与科研展将由省市及港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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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示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技术领域、未来产业及前沿、高端、关键性的科研成果、技术和产品，是 

 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最佳平台。

 省市及港澳台将展示高端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绿色低 

 碳、数字创意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

 联系电话： 0755-82848892，82848961

 电子邮箱： dongsz@chtf.com、1114507435@qq.com

 高校、科研院所及创新中心将展示与企业研发中心合作、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 

 的技术创新成果及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研究、产业融合相关的研究成果。

 联系电话：0755-82848785 ，82848887

 电子邮箱：yaolei@chtf.com、tangying@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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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

 将重点展示国际先进技术与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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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2848652，82848650，82848695

 电子邮箱：selenaxie@chtf.com、hecs@chtf.com、yangd@chtf.com

● 初创科技企业展

 汇集初创科技企业，展示初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搭建初创科技企业与 

 创投机构的交流平台，增强大会对科技初创企业成长的全程服务功能。

 联系电话：0755-82848884，82848889

 电子邮箱：zzpin@chtf.com

● 高技术服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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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2848884，82848889

 电子邮箱：zzpin@chtf.com、grjs123@126.com

● 创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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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6533594，82848889

 电子邮箱：maker@makercas.com、grjs12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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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高交会专业展包括信息技术与产品展、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

展、新材料展、先进制造展、智慧城市展、智慧医疗健康展、光电显示展、航空

航天科技展、军民融合展、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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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人工智能、

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家居、运动科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3D打印及材料等专

业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62，82848851，82848852，82848869   

电子邮箱：ljk@chtf.com、fang@chtf.com

节能环保展

重点展示水治理、垃圾处理、空气净化、电力节能等环境保护和节能领域的热点

技术与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新能源展

重点展示太阳能、核能、储能、新能源概念车、充电桩及动力电池等绿色能源方

面的最新产品与技术，体现新能源产业的新发展、新趋势。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绿色建筑展

重点展示绿色建材、绿建施工、装配式建筑技术、建筑信息模型（BIM）、绿建

规划设计、物业运营管理、楼宇智控、生态园林、可再生资源利用及其他建筑先

进技术和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新材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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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等最新产品、技术等。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航空航天科技展

集中展示商业航天及北斗应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及装备、无人机系统、通用航

空服务及装备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

联系电话：0755-25831502，25832962

电子邮箱：ygd@szaia.org、ygj@szaia.org

军民融合展

重点展示民参军的科技成果和产品，涉及网络安全、智能穿戴、复合新材料、安

防产品、卫星通信、无人机、三防产品、军民两用产品等领域。

联系电话：17098982013，0755-36607891

电子邮箱：1974627512@qq.com

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

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是最新传感技术，及传感技术在通讯层、云平台、大数

据、应用方案等方面应用成果展示的垂直领域精品展会，是“深圳智造”企业、

技术、产品的集中展示平台。

联系电话：0755-26059696，0755-82848891

电子邮箱：25194480@qq.com、353986040@qq.com

先进制造展

落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集中展示智能

装备、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工业制造的个性化定制和信息化融

合、激光产品及激光系统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联系电话：0755-82848961

电子邮箱：1114507435@qq.com

智慧城市展

汇集城市规划和管理、通讯和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物联网、人工智

能、智能硬件、移动应用等多个新ICT领域技术与产品，全面展示新型智慧城市

当今全球前瞻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网络等创新

应用技术、优秀研发成果和成功智慧城市建设案例，以及“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建设概念和新兴技术，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景式的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755-23996193 ，83663892

电子邮箱：Yolanda_Chi@idg.com.cn、Karvin_Wen@idg.com.cn

智慧医疗健康展

紧跟医疗行业热点，全面展示智慧医疗全产业链技术、产品及服务;打造华南医

疗行业内专业的医疗采购贸易平台、极佳的企业形象发布地以及专业信息集散地

和学术、技术交流平台;汇聚医疗行业知名品牌及全球买家;是了解中国大健康产

业发展的最佳窗口。

联系电话:0755-88315633  

电子邮箱:Joney.He@ubm.com

光电显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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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产业中最尖端最前沿的液晶面板模块（LCD），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OLED），量子点显示技术（QLED），Micro-Led

显示技术,大屏幕激光投影显示技术等显示技术以及上下游相关的应用材料和相

关设备，助力中国及全球显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联系电话：0755-86149990，86149086

电子邮件：lidianfei@chinafpd.net

展区设置 / 专业展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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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为高端人才交流提供平台,包括三大部分内容：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人力资源

服务博览会、人才高交会论坛活动。

联系电话：0755－82122054

电子邮箱：zhaopinsz@126.com

本届高交会专业展包括信息技术与产品展、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

展、新材料展、先进制造展、智慧城市展、智慧医疗健康展、光电显示展、航空

航天科技展、军民融合展、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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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人工智能、

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家居、运动科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3D打印及材料等专

业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62，82848851，82848852，82848869   

电子邮箱：ljk@chtf.com、fang@chtf.com

节能环保展

重点展示水治理、垃圾处理、空气净化、电力节能等环境保护和节能领域的热点

技术与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新能源展

重点展示太阳能、核能、储能、新能源概念车、充电桩及动力电池等绿色能源方

面的最新产品与技术，体现新能源产业的新发展、新趋势。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绿色建筑展

重点展示绿色建材、绿建施工、装配式建筑技术、建筑信息模型（BIM）、绿建

规划设计、物业运营管理、楼宇智控、生态园林、可再生资源利用及其他建筑先

进技术和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新材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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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等最新产品、技术等。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853，82848781

电子邮箱：sjx@chtf.com、mmz@chtf.com、sws@chtf.com

航空航天科技展

集中展示商业航天及北斗应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及装备、无人机系统、通用航

空服务及装备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

联系电话：0755-25831502，25832962

电子邮箱：ygd@szaia.org、ygj@szaia.org

军民融合展

重点展示民参军的科技成果和产品，涉及网络安全、智能穿戴、复合新材料、安

防产品、卫星通信、无人机、三防产品、军民两用产品等领域。

联系电话：17098982013，0755-36607891

电子邮箱：1974627512@qq.com

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

传感技术及物联网应用展是最新传感技术，及传感技术在通讯层、云平台、大数

据、应用方案等方面应用成果展示的垂直领域精品展会，是“深圳智造”企业、

技术、产品的集中展示平台。

联系电话：0755-26059696，0755-82848891

电子邮箱：25194480@qq.com、353986040@qq.com

先进制造展

落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集中展示智能

装备、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工业制造的个性化定制和信息化融

合、激光产品及激光系统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联系电话：0755-82848961

电子邮箱：1114507435@qq.com

智慧城市展

汇集城市规划和管理、通讯和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物联网、人工智

能、智能硬件、移动应用等多个新ICT领域技术与产品，全面展示新型智慧城市

当今全球前瞻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网络等创新

应用技术、优秀研发成果和成功智慧城市建设案例，以及“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建设概念和新兴技术，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景式的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755-23996193 ，83663892

电子邮箱：Yolanda_Chi@idg.com.cn、Karvin_Wen@idg.com.cn

智慧医疗健康展

紧跟医疗行业热点，全面展示智慧医疗全产业链技术、产品及服务;打造华南医

疗行业内专业的医疗采购贸易平台、极佳的企业形象发布地以及专业信息集散地

和学术、技术交流平台;汇聚医疗行业知名品牌及全球买家;是了解中国大健康产

业发展的最佳窗口。

联系电话:0755-88315633  

电子邮箱:Joney.He@ubm.com

光电显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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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产业中最尖端最前沿的液晶面板模块（LCD），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OLED），量子点显示技术（QLED），Micro-Led

显示技术,大屏幕激光投影显示技术等显示技术以及上下游相关的应用材料和相

关设备，助力中国及全球显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联系电话：0755-86149990，86149086

电子邮件：lidianfei@chinafpd.net

展区设置 / 分会场
● 

● 

● 

● 



相关活动

◆ 专场技术会议

 由各展区承办单位、各省市高校、行业协会、产业联盟、技术联盟、国内外知名企业等机构举办，涉及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会议。

◆ 专业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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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邀请海内外重要机构、企业和嘉宾，以及展商、专业机构等利用高交会平台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标准的发布。

专业技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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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中国高新技术论坛 

 围绕第二十届高交会的主题，以及当前科技前沿发展动态、国际交流合作的最新趋势等，邀请国外政府高级官员、权威科 

 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科技领军企业高管、企业家展开演讲。

◆ 国家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

 由国家各部委局院举办的高层次、权威性专业论坛和活动。

◆ 国家级重大信息发布

 国家部委局院对国家级新政策、新标准、重大成果等信息的发布或宣讲。

◆ 项目融资培训会

 通过嘉宾成功融资经验的分享、风险投资家的演讲（商业模式的讲解、投资项目和团队的选择）和成功案例分析等方 

 式，为初创企业等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方提供培训、辅导和咨询，提高初创企业的融资能力。

◆ 项目融资路演会

 为了向有融资需求的初创企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导向、产业化条件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项目定向推介投资商而举办的路 

 演会，为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资机构搭建面对面交流、快速对接的平台。

◆ 项目配对洽谈活动

 为条件和意愿相匹配的项目方与投资方组织的一对一配对洽谈活动，并开展融资方案梳理、商业模式梳理、互联网+营销 

 辅导和团队搭建建议等多项免费增值服务。

◆ 海外买家现场采购洽谈会

 为高交会展商和世界知名国际买家进行精准匹配并举办的一对一洽谈活动。

◆ 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为庆祝高交会二十年，从当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项目中评选一批优秀创新产品，并设立独立展示区进行宣传展示，组织 

 媒体采访、领导视察参观、专业买家重点项目推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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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验区活动

 根据本届高交会的展览热点在展会现场设置体验区，在体验区举办的各类极具科技、互动元素的趣味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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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活动

成果交易服务：全年开展项目征集、技术评审、融资咨询、重点项目网上推介及撮合等成果交易服务工作。

联系电话：0755－82848892，82848884 

网上展会：继续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对高新技术项目进行全年不落幕的展示、洽谈、交易，促进与专业买家进行网上撮合。

◆ 海外分会

海外分会是高交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高交会在国外策划举办的最重要的品牌活动。高交会海外分会自2005

年起已在英国、俄罗斯、德国、芬兰、比利时、匈牙利、巴林、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以色列等国家举办, 旨在推动中国企业实

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促进中外企业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分会期间举办开幕论坛，中外企业配对洽谈，高

层会见，中外企业家对话，在知名企业、高等院校、产业园区、研发机构等单位考察、交流与座谈等，涉及信息技术、节能

环保、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智慧城市、风险投资、金融贸易等领域，已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海外分

会现已发展成为外国企业在中国扩展商业网络的重要平台和中国科技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

联系电话：0755-82848652，82848695

观众参观方式
◆ 预登记专业观众

 10月31日前通过高交会中文网站、高交会微信公众号进行专业观众资料预登记，经大会审核确认后，可获免费入场参观资 

 格，入场办法请见大会通知，详情可登录www.chtf.com。

 联系电话：0755-82849990，82849991

◆特邀团体观众服务计划

 欢迎海内外各类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相关的协会、商会、学会等组织团体参观，团体成员须不少于10家企事业单位（非深 

 圳地区）人员参与，且所有成员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进行登记，经大会审核确认后，可成为高交会特邀团体观众，即可获 

 得如下礼遇：

 1、团体成员可免费办理团体参观证，多次入场参观；

 2、团体成员免费获得大会全方位资讯，包括参展商及参展产品信息；

 3、组团单位可免费获得开幕式及其他重要活动邀请，相关增值服务以大会实际发出的参会通知内容为准。

 联系电话：0755-82848885

 相应申请表格可登录www.chtf.com下载

◆国内普通观众

 购票入场，敬请留意高交会售票公告。

 联系电话：0755-82848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