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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

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为此，我们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

际标准提高水平。同时，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工信部部长苗

圩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子信息业可以培养

发展，也有条件成为其中一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CITE 

2020将集中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新发展成就、促进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引领信息技术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推进打造属于中国的电子信息业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关于CITE 2020



2020年8月，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集中展示包括智慧家庭、智能终端、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高端芯片、新型显示、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智能网联汽车、5G和物联网等代表电子信息产业未来发

展的核心内容。通过CITE主题馆、新型显示馆、智能制造与3D打印馆、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馆、人工智能馆、5G和物

联网馆、汽车电子、智能驾驶与锂电新能源馆及电子元器件九个展馆等25个专业展区，为业界充分展示了智能时代电

子信息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趋势，打造国际化一流电子信息领域展示平台。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新基建”进行着重部署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

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第八届中国

电子信息博览会，将抓住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推动智能经济加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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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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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CITE主题馆：
智慧家庭展区、智能终端展区、人工智能、5G、
信息安全、集成电路展区

服务型机器人展区、工业机器人展区、
3C产业应用展区、本体/视觉/核心零部件展区

元器件、材料、设备、特种电子

新型显示馆

智能制造与3D打印馆

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馆：

电子竞技馆

5G和物联网、区块链馆
仪器、仪表、汽车电子、

智能驾驶与锂电新能源馆

仪器、仪表、汽车电子、

智能驾驶与锂电新能源馆

基础电子馆



1号馆——CITE主题馆：

智慧家庭展区、智能终端展区、人工智能、5G、信息安全、集成电路展区

2号馆——新型显示馆

3号馆——智能制造与3D打印馆

4号馆——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馆：

服务型机器人展区、工业机器人展区、3C产业应用展区、本体/视觉/核心零部件展区

5号馆——电子竞技馆

6号馆——5G和物联网、区块链馆

7号、8号馆——仪器、仪表、汽车电子、智能驾驶与锂电新能源馆

9号馆——基础电子馆：

元器件、材料、设备、特种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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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2020将联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企业展示国内、外最新发展成果。为进一步夯

实物联网应用基础设施，推进NB-IoT网络部署和拓展行业应用，加快NB-IoT的创

新和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就关于全面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的

通知。建设广覆盖、大连接、低功耗移动物联网（NB-IoT）基础设施、发展基于

NB-IoT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进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和“互联网+”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

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5G基建、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情况。

5G和物联网
势不可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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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到智慧家庭、智慧医疗、智慧教育，从宏观到微观，智慧

生活，扑面而来。无论从传统的2K电视、8K电视再到曲面电视的技术演变，还是

从传统家电产品生产到智慧家庭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CITE见证了电子信息产业对

传统家居的智能化的转型提升。“智慧生活”服务市场被视为下一个“蓝海”，吸

引着众多的系统开发商、电商、渠道商、传统家电生产企业、社会服务商和社会资

本的参与和竞争，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正在形成。

CITE 2020预计将上演智慧生活豪华展商阵容，包括海信、海尔U+、TCL、长

虹、康佳、创维国内七家主力家电厂商，以及系统级厂商，将全面打造未来智

慧生活的配套软件、硬件领域的展示区。

智慧家庭
群雄逐鹿颠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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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 2020人工智能主题馆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生态圈体系，展示量子通信 、虚拟现实等

炙手可热的尖端技术产品，不但有核心企业科大讯飞展示最新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同时汇

集更多优秀新锐公司最新产品和技术，涵盖机器人、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汽车、智

慧医疗等板块，探索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与产业发

展。CITE 2020，带你迎头赶上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

人工智能
开启未来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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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潜力、极具吸引力的政策优势，为汽车电子产品，尤其是新能源和智能汽车

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市场。《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

目标，到2025年，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80%以上，

并逐步实现车辆信息化、智能化，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区域试点。以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整车为

牵头，动力电池、充电桩、车联网参与的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展示的格局，业已成为

CITE2020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亮点。

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
通往未来世界的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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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第四次产业革命来袭

智能制造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 德国工业4.0、韩国制造业创新3.0、日本工业创新3.0等各

国相关战略，都是希望在新一轮全球制造业的分工和竞争中抢得先机。CITE 2020重点打造深

圳国际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博览会，将重点展示3C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两部分，包括机器人本

体、集成与应用、传动与控制系统、机器人相关零部件；以及医疗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机、智能硬件和可穿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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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信息安全
建设网络强国战略

建设网络强国，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

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CITE2019集中展示我国及国际企

业在信息安全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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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
5G+VR的追梦之旅

电子竞技已成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重要增长点。VR技术对游戏体验度的跨越式提升，将推

动电竞市场出现新的倍增。5G技术与VR的结合，也将使VR游戏有机会成为5G时代最先为用

户体验带来革命性改变的应用领域。5G+VR+电子竞技，为人类追逐梦想、体验与感知及驾驭

世界的方式打开全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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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集成电路
电子核心先导产业

集成电路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基础，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

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CITE2020汇聚半导体设计、制造、

封测、设备和材料的主力厂商，一场IC产业盛宴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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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为参展企业提供三大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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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最具价值的产业交流平台

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同期举办一场代表电子信息产业最新发展方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管分享最新产业发展趋

势。博览会还将评选出电子信息行业年度“创新产品与应用奖”。该奖由相关行业协会、顾问咨

询机构、权威媒体等30位专家按照技术的领先性、市场的竞争性、设计的新颖性等指标，进行严

格评审，将评选出多项创新产品与应用金奖与创新产品与应用奖。博览会还将同期举办还将举办

超过45余个主题、超150场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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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规模的展示发布平台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出面积超过100000平米，将吸引超过1800家国内外优秀企业现场参

展。展会现场将举行超过400场新产品系技术发布活动，发布首发首展新产品系技术超过

2000件。

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重点打造人工智能、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智慧

家庭、物联网、信息安全等电子信息产业热门展区，并将为电子信息行业参展企业现场进行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提供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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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推广平台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已经与国内外超过400家专业媒体、门户网站、广播电视台以及大众媒体进行

深度战略合作。超过百家合作媒体将在展会前期、中期及后期对博览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

道。将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超过1000名媒体记者到场采访参观。展会同期将推出超过20

个网络专题、电视专题报道等。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同时，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也将吸引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超过十万名观众到现场参观以及超过50家

企业及专业团体组团参展，专业观众超过60000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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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以展会为载体，

开展“1+3+N”重点活动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家峰会

中国电子行业企业家峰会将于2020年4月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作为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主

论坛，峰会以“创新驱动发展·智慧赋能未来”为主题，将邀请政府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著

名专家学者、国内外企业家发表主题演讲，深入探讨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面建设“两个强国”的有效路径。峰会规模约1000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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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奖评选

为评选表彰代表我国电子信息行业具有突破性、先进性、方向性的产品和应用，中国电子信息行

业创新评选组委会将联合电子信息领域十大行业协会，共同组织评选“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金

奖”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奖”，旨在打造代表我国电子信息行业最高创新水平的奖项。评

选结果将在博览会期间隆重发布。



中国5G应用创新大会
分论坛 1：5G+工业互联网分论坛 分论坛 2：5G+车联网分论坛

20

为了更好地推动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交流，促进 5G 产业创新发展和生态建设，加速 

5G 技术向行业渗透，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壮大中国数字经济产业而召开“中国 5G 应用创

新大会”。此次会议以“破解应用困局，实践万物智联“为主题，邀请行业主管领导、院士专家

，著名企业家与业界同行共同探讨和挖掘充分体现 5G 能力的典型应用，助力我国 5G 的成功商

用和高质量发展；广泛探索创新应用模式，特别是 5G 与制造、能源、交通、医疗等领域的融合

应用，为我国打造 5G 应用生态系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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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重点展示内容    核心价值        同期主要活动        

CITE 2020

TOP 10 & 10峰会

2020年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期间将举办“TOP10&10峰会”。峰会以“创新驱动发展·智慧赋能

未来”为主题，邀请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中国企业企业家、跨国企业企业家各10位，就如何加快

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如何充

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等话题进行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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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智慧家庭高峰论坛

2020 中国车联网大会暨第十五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

2020 中国道路运输信息化暨汽车主动安全高峰论坛

中国 AIoT 产业发展大会

中国系统集成与智慧城市创新应用论坛

第三届中国 NB-IoT 产业发展大会

LoRa 技术生态发展及创新应用论坛

中国物联网 CXO 峰会

中国 5G 关键元器件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 5G 小基站创新应用及发展论坛

2020 深圳国际大数据与存储峰会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论坛

2020 机器人产业院士论坛

5G+ 智能工厂对接会

传感器产业高峰论坛

人工智能论坛、超高清论坛、半导体论坛、系统集成活动、电子竞技活动等精彩活动



个性化参观卡直接入场，赢得展商对您的特殊关照

1. 满足条件：根据展商新品信息提供确切采购信息和意向参展商名单的买家

2. 活动形式：展会现场买家活动洽谈区，我们约到您提前提供的感兴趣的参展商和您在洽谈区见面洽谈。

            节省您的参观时间和效率，让您的参观更有针对性

3. 现场活动时间：8月14-15日全天/09:30am-16:30pm   8月16日上午/09:30am-11:30am

4. 现场活动地点：VIP买家洽谈区

1. 满足条件：根据展商新品信息提供确切采购信息和意向参展商名单的团体观众

2. 活动形式：现场专业工作人员带领您和您的同事按照您公司感兴趣的参展商选择最佳线路全程引领参观，

            与此同时我们将提前通知您关注的企业安排最佳的工程师为您参观做产品技术展示。

3. 现场活动时间：8月14-15日全天/09:30am-16:30pm   8月16日上午/09:30am-11:30am

大海捞针？out啦！参加“一对一采购洽谈会”
立享参展商优先选择权！ 

团体观众专业工作人员全程引领，
最快到达参观展位并联系展商专人接待！

专业观众现场活动

买家组团参观照片

组团参观团队商务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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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郝博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世纪科贸大厦）A座23层

电话：13810065865

电子邮箱：haobs@cea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