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届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CHINA HI-TECH FAIR 2021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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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影响力广泛的“年度科技盛事”

     高交会在推动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

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高规格的权威演讲嘉宾备受瞩目，尽显世界科学

技术、金融投资等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前沿思潮。 

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于一体，

高交会聚集了政产学研资介等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所需的各种要素。

每届高交会均有超过50个国家的客商参加展

示与交易，参观人数超过50万人次。

高端智慧碰撞与交流的著名讲台

高新技术成果合作与转化的有效平台

最新高科技产品展示与交易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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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

出席高交会论坛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出席高交会论坛

未来学家托马斯·弗雷

出席高交会论坛

------畅想10年后的科技世界，是“未来影响现在”而不是
“现在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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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觉得热门的东西是前沿，事实上那只是当时的前沿。
而我要做的，是未来的前沿。

------FDI是中国近期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苹果在
深圳有制造工厂，现在有很多财富500强企业都非常看重中国
市场，把新的技术带到中国。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联合承办单位

展览组织合作伙伴

有关第二十三届高交会新资讯

敬请留意高交会网站 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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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科技部机关服务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中心、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

共服务平台、中科院广州分院、国家信息中心、国际数据（亚洲）集团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亚威会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绿色

建筑协会、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会、深圳市投

资商会、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中科创客学院有限公司广东省

激光行业协会、汉诺威米兰星之球展览（深圳）有限公司、广东省机器人

协会、深圳市创明展览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高交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邮编：518048

电话：0755-82849990  82849991

传真：0755-8284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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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高交会参展商性质

参会媒体

      高交会吸引了众多有技术需求的中外
企业、中介机构和投资商，每年拥有一万
多个高新技术项目参展，汇聚了来自中国
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大量采购需求,参
展名企有：英特尔、微软、IBM、华为、联
想、三星、华硕、戴尔、佳能、松下、惠普、
腾讯、索尼、格力、摩托罗拉、创维、中兴、
海尔、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网通、海信、夏普、百度、新浪等。

专业观众人气指数

专业观众职业属性

       专业观众主要为采购商（专业采购人员）、生产厂商
/制造商、贸易/代理/经销商、研发机构、供应商。

注：人气指数值表示平均每天每个展位接待了多少位专业观众
或采购商。

      历届高交会都有超过250家海内外媒
体的1500余名记者参与报导大会盛况，参
会名媒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网、
人民网、凤凰网、腾讯网、新浪网、网易、
搜狐、亚洲电视、大公报、广东卫视等。

分会场

会议与论坛

高新技术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应急安全科技展

人才与智力交流会为高端人才交流提供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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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人才园等地举办。

联系电话：0755-82122116
电子邮箱：ljc@szhr.com 

联系电话：0755-88127142
电子邮箱：heyt@szst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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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项目融资培训会、项目融资路演会、
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海外买家采购洽谈会、各
省市团组举办的活动、创客活动、体验区活动、
线上活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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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5G、VR、3D虚拟等新的前沿技术，在线
展示高新技术项目、产品，为专业观众提供观
展和交流的平台。

      包括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国家部委举办的高层次论坛、国家级重大信息发布论坛等。
专业技术会议包括：与展区配套的专场技术会议、专业沙龙活动、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企
业举办的专场技术会议等。

相关活动

     诚邀海内外各类与高新技术领域
有关的投资、采购协会、商会、学会、
科技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组织
组团前来参观。

联系电话：

专业观众登记常年开放：
               cis.chtf.com

0755-82848885
0755-82848883
0755-82849990

观众服务

人气指数 246

人气指数 77

专业观众

境外

202

57 20

44

采购商

境内

12.59 %

5.45%

7.83%

25.88%

12.03%

17.06%

16.92%

2.24%

研发机构

政府事业单位

金融与投资

采购商/专业采购人员

供应商

生产厂商/制造商

贸易/代理/经销商

其他

扫一扫

关注高交会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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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展览包括国家高新技术展、综合类展和专业类展三部分内容。其中国家高新技术展

由国家部委局院组团展出，展示各部委局院重点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等；综合类展是由省市、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中心、外国团组、创业团体及个人、投

融资机构、高新园区等组成的综合性展区；专业类展由国内外企业按行业参展，集中展

示某一行业的产品、技术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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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科技专项以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方面所涉及的重点领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tangying@chtf.com 

                yaolei@chtf.com

0755-82848887
0755-82848785

创新与科研展
创客展
外国团组展区和
“一带一路”专馆
初创科技企业展
高技术服务展

国家高新技术展 综合类展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环保与能源展
航空航天科技展
建筑科技创新展
新材料展
先进制造展
光电显示展
智慧医疗健康展
智慧城市展

专业类展

综合类展 专业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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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与科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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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

先进技术。

联系电话：0755-82848892，82848894

电子邮箱：dongsz@chtf.com

              mengting@chtf.com

      高校、科研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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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展紧扣行业热点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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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展展示领域还包括5G商用、物联网、区

块链、数字技经济、大数据、信息安全、云计

算等技术及产品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热点

技术、产品与服务。

联系电话：0755-82848854， 82848853

电子邮箱：zhangl@chtf.com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汇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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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等信息化技术在生态环保建设和治理中的应

用）、环保材料，以及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

储能、充电桩、智慧电力、节能应用等领域最

新产品、技术及应用。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781， 

              82848952，82848836

电子邮箱：sjx@chtf.com sws@chtf.com 

              gp@chtf.com fanyg@chtf.com

环保与能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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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科技企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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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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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82848781，

              82848952 ，82848836

电子邮箱：sjx@chtf.com sws@chtf.com

             gp@chtf.com fanyg@chtf.com

建筑科技创新展

      专注于智慧医疗、致力于个人健康、

打造“家庭-医疗机构-社康-医院”生态

医疗圈，重点展示AI+医疗、科技+中医、

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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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等。

联系电话:0755-88312781 

电子邮箱:shubai.zhang@ubm.com

智慧医疗健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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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6149990，86149086

电子邮件: 409781219@qq.com

光电显示展

      汇集城市规划和管理、通讯和信息、安

防和应急、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物联

网、移动应用、智能硬件等多个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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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3994025

电子邮箱：Linda_cao@idgchina.com.cn 

智慧城市展

      落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聚焦“中国

制造2025”重点领域，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智

慧工厂、工业机器人、工业制造的个性化定制、

工业和信息化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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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ya@chtf.com

先进制造展

      重点展示新材料行业新产品、新技

术，包括石墨烯、电子信息材料、新能

源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生物医用材

料、材料检测与研发设备等新材料技术

和产品。

联系电话：0755-82848857

               0755-82848781

               0755-82848952

               0755-82848836

电子邮箱：sjx@chtf.com 

              sws@chtf.com 

              gp@chtf.com 

              fanyg@chtf.com

新材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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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技术服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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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82848652，82848763，

              82848764，82848695，

              82848864

电子邮箱：selenaxie@chtf.com

              xjhuang@chtf.com

              cathy_cui@chtf.com

              yangd@chtf.com 

              elaine.xinlihe@chtf.com

外国团组展区和“一带一路”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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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25832263

电子邮箱：182268019@qq.com

航空航天科技展

展会名企云集，观众人气指数高

聚焦全球先进技术 多方媒体争相报道

热门论坛与沙龙活动，洞察产业先期机会

国际化水平高，外国展商收获大

创新要素深度融合，促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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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86392091，82848889

电子邮箱：maker@makercas.com

               244923542@qq.com

创客展

扫一扫，获取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