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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英富曼集informa markets。informa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排名前100的上市公司、展会主办方，服务超过15个专

主办方：

同期展会：

业、商业及学术领域，每年在全球运营超过550个领先的B2B展会品牌。
展会咨询：欧阳女士 +86 755 8831 2133
市场合作：何先生 +86 755 2167 1895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1101室

共享5G，物联网，汽车，电子业
优质资源，共建产业生态！

主要展示范围

IoT展商分布情况
智能硬件

展场面积：15,000m²

连同同期举办的深圳国际电子展(ELEXCON)、深圳国际嵌入式系统展(IEE)总面积达45,000m²，为中国唯一有效涵盖物联网应用

及5G技术行业、电子、嵌入式系统的国际性展会。
参展商数目：119家

来自 12 个国家及地区的展商，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波兰、芬兰、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台湾。

观众数量：11,147名

2019联合同期展会共计吸引了超过67个国家和地区的45,966名专业观众，海外观众较上届增长5.2%。

包括来自移动、电信、格力、顺丰、联想、美的、比亚迪、华为、富士康、TCL、郑州宇通、康佳、广州通达汽车等 29 个共计

1,451位VIP专业组团观众。
合作媒体：120+家

通过完善的数据库管理机制，DM、EDM、短信、微信、社群等多渠道全方位覆盖，合作伙伴的精准数据支撑等，本届同期展会展

会宣传总曝光量为8,046,328。

展场面积：15,000m²

参展商数目：119

观众数量：11,147

人工智能
云平台
大数据

5G技术

5.80%
2.90%

EVAC 2019展商分布情况

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技术

14.49%

8.70%

车辆后装产品

17.39%

传感器

物联网传输

7.94%

11.11%

无人车技术

26.09%

整车方向
其他

24.64%

38.10%

12.70%

汽车电子技术

28.57%

1.59%

参展商对本届展会评价

91.84%

参展商对本展览
表示满意

89.80%

参展商愿意向朋友
或同事推荐本展览

90.20%

参展商愿意
参加下一届展览

合作媒体：120+家

知名展商荟萃，展示领先行业技术

*以上为部分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观众分析

部份展商现场反馈

观众行业分类
IoT观众分布情况

海尔的卡奥斯COSMOPlat现场展示了5G、AI等行业热门应用成

零售

果，得到行业瞩目，吸引大量观众前来体验，而本次参展也是“行业赋能

制造
物流
能源
金融
医疗
安防
交通
环保
服装
建筑
政务
农业
家具
社区
军事
其他

万里行”2019年的收官之站。同时，平台吸引了3大生态伙伴签约，扩展了行
业赋能版图。

第三届EVAC展会举办得很成功，专业观众质量很高且高度对标

我们产品。2020年EVAC我们追加了大面积展台，感谢主办方的服务和
支持。

7.86%
7.37%
6.81%
6.48%
6.24%
5.27%
4.38%
4.29%
4.05%
3.65%
3.24%
2.76%
2.59%
1.94%
1.22%

观众职位分类

作为展商，对于展馆的专区划分十分认可！其中5G和IoT会议的

演讲嘉宾精彩的分享和专业知识和行业内精彩的分享十分值得学习，对于

买家团的批次引领在需求展位上让我们无论从各个角度完全都有收获，期待下

14.26%

31% 管理者/决策者

22% 研发及设计人员

次合作，再次感谢！

24% 市场/销售

12% 采购部门人员
7% 生产制造人员
4% 其他

EVAC作为2019年我们最后一个展会，我们很顺利的在现场接待

了部分海外的观众买家，预祝明年展会更上一个台阶，也谢谢今年现场支

17.59%

EVAC 2019观众分布情况
物流商
主机厂

园区建设
政府部分
其他

8.30%

13.70%

5%

87.36%

巩固与供应商/伙伴的联系
收集市场讯息
下订单

寻找新产品

寻找特许经营授权方/经纪
寻找新供应商

很高兴能在展会现场与华为等合作伙伴同台，2020年新石器无

人车将在深圳宝安新展馆带给大家更多智慧硬件的场景演示，为到场嘉宾
带来更多人工智能的全新体验，谢谢大家支持！

很感谢能与博闻创意携手合作，此次展会我们现场很火爆，专业

高质量的平台我们一定支持！2020年第四届深圳国际未来汽车及技术展，
我们宝安新馆见！

作为华为云的一级经销商，在现场主要展示了华为云在众多领域

的应用场景的，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收获颇丰。期待明年的合作，预祝深

26.10%

5.10%

参观目的

持我们的观众买家。

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未来展能更上一层楼。

41.80%

一二级供应商

79.17%

90.07%

88.59%

87.69%

88.41%

部份观众现场反馈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安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展会，一路下来看到本

届展会从元件、嵌入式技术到系统解决方案，全面

展示了在5G、人工智能与IoT、智能汽车技术、新
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让我们深切感受到
了行业的蓬勃生机！再次感谢主办方热情的服务和
无比周到的安排，期待下届!

5G China全球大会紧跟

排，很欣慰的看到有越来越

展会参展内容丰富，提供给我们很大的技术交

公司，展出非常有竞争力的

术论坛，参与演讲的讲师也都非常专业。

多的国产的半导体，传感器

⸺联想集团

产品出来。此外，本次展会
组织了多场专业技术论坛，

前沿资讯和技术趋势分析。
期待下一届展会办的更好。

⸺美的集团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届的展会，主办方安排

业，让各位观众听的意犹未尽。祝愿展会可以办

会继续参加会议，获取和大

展会宣传工作到位，感

谢提供这么好的合作交流平

台，让我们找到合作商，总

20场

主题论坛

是新增了5G方面的相关内容， 5G China也非常专

错！期待明年能有更多的
5G和物联网展商一起沟通交
流，祝福展会越办越好！

主题板块

的越来越好！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万德电子制

5G全球大会中国站（5G China）

Exhibition was so good and fruitful for IoT and 5G. Good and many exhibitors

had so many demos which is correlated to upcoming digital world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it was so helpful 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players working on
latest technology ready for collaboration with rest of the world players.

⸺海外观众 Dharmendra.kumar

140+

产业智囊/专家

5G技术
IoT World中国站

品有限公司

5000+
专业听众

AI+IoT+区块链生态圈

“物联未来·智联无限”2019全球 (深圳) 物联网与智慧未来峰会
暨颁奖典礼

物联网展会沙龙（10场主题会议）

智能硬件产业链

家更多的交流机会。

⸺智能制造商会

4大

体上参展体验很贴心很不

点，作为传统制造型行业的
了转型的新机会。明年一定

⸺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技术方面提供了很多专业的

的非常周到，本届展会参展企业非常丰富，特别

从业者从本次会议中也看到

本届展会以“助力物联网和5G技术落地变现”为主题，覆盖5G、
物联网、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AR/VR等当前产业热门。

流平台，特别是这次展会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技

在IoT，机器人，5G等前沿

时代热点，多角度多维度深
刻分析了行业现状以及机遇

同期活动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及主办方的周到安排，

“拥抱5G，畅享未来”智能终端技术创新高峰论坛暨广东省智能
终端技术创新联盟第二届峰会
AR/VR跨界融合创新论坛

2019亚太区块链应用论坛

未来汽车技术
2019深圳国际汽车智能网联及自动驾驶创新技术论坛

第二十八届“微言大义”研讨会：激光雷达技术及应用
2019汽车新四化与汽车电子峰会
智能汽车百家论坛

5G全球大会
与5G行业领跑者面对面

引领5G发展，融合5G生态，促进5G变现，铸造未来5G世界！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赞助商：

40名

副主任 王友祥

截至2019年9月，我国建成5G基站

8.6万个，预计年底建成5G基站13万，
另外有20款5G手机完成了进网检测。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战略主任 林兴义

到2030年整个亚洲在数码经济和基

础设施方面的融资需求将高达5120亿美
金。

30个

行业专家/
演讲嘉宾

中国联通网研院未来网络部

1504人次

热点会议主题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
副总裁 陈山枝

5G时代的全面来临将与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应用，
颠覆某些传统产业，升级某些传统产业，孵
化新应用，进而催生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市场营销部
副主任 姚金冶

阐述了深圳促进5G创新发展的相关举

措，比如早在2018年6月深圳市政府就发布

了“深圳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5G前端技术干货满满

听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5G核心网领域副总裁 方昭江

从4G时代的“尽力而为”到5G时代的“确定性体验保障”，5G商用将为千行百业带来更多数字化转型契机。

华为通过原生云架构、5G LAN与时间敏感网络、动态智能网络切片、超性能异构MEC等技术创新，联合80多家产业

伙伴共建5G确定性网络产业联盟合作共赢，在智能港口、智慧工厂、智慧矿区、智能电网等多个行业实现了5G使能
2019年4月7-9日

迪拜·珠美诺海滨酒店

2019年4月22-24日

巴西·里约热内卢·温莎巴拉酒店

2019年5月6-8日

2019年6月11-13日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

卓越伦敦展览及会议中心

的商业闭环。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运营商BG无线网络首席技术官 王 昊

RAN作为5G移动通信的组成环节，在商用进程的地位举重若轻。对于5G RAN如何支持快速规模部署，

2019年9月10-12日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

2019年11月12-14日

南非，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

一是通过波束成形弥补高频段覆盖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基于射频等做高集成度产品；三是从设备、站点、
网络开率，通过组合方案降低5G能耗，达到绿色节能的目标。

2019年12月19-21日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5G建设进展喜人 应用场景更丰富

5G China
专家精彩分享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 黄宇红

未来中国移动将深入实施“5G+”计划，携手实现“五个升级”：推进技术迭代，深化网络能力智能升

级；融入千行百业，助力产业转型动能升级；优化品牌体系，加速用户全量服务升级；完善共赢机制，实现
开放合作生态升级；服务百姓大众，促进信息消费体验升级。

中国铁塔研究院院长兼技术部总经理 窦 笠

5G频段高、难以通过室外覆盖室内，因此室内将是5G的主要应用场景

中国电信智能网络与终端研究院院长 蔡 康

截止2019年11月全球共有21个国家43家运营商已商用5G，另有77家运营商计划商用。与此同时，截至

19年第三季度全球共有约488万5G连接。

Ovum首席分析师Donglin Shen、Qorvo亚太区市场高级经理陶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无线网络与云
核心网Marketing与解决方案副总裁 于新刚

围绕“中国5G频谱和政策”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谈到了有着“5G黄金频谱”之称的700M频谱对基站、终

端、射频等元器件的要求，以及垂直行业申请预留专用频谱对产业的影响等。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应用场景案例分享
5G富士康科技集团5G研究所
首席营销官 荣乐天

当前无线技术只占工业互联网6%，

鹰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智宇

希望借助5G打造‘5G+VR+AI’的

增长空间巨大。富士康基于6流和“云，

新一代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基于对

联网策略，积极探索5G专网建设，真正实

用东风在现场分享中表达了愿世界再无

移，物，大，智，网+机器人”的工业互
现提质、增效、降本、减存的应用价值。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副研究员 胡国庆博士

包括车联网、远程医疗、超高清视频

以及智慧工厂等在内的十大领域将是5G的

主要应用场景。随着5G商用，上游的基
站、终端设备相关的产业将会迎来爆发，
5G+产业集群也在逐渐孕育。

ADAS产业的前沿观察，准确把握5G商
交通事故的愿景。

PCCW/HKT技术战略及发展部
高级副总裁 Carlson Chu

HKT已获得香港地区首批分配的

400MHz频谱，后续将着眼于在2020年
内提供5G服务。

5G大会部分参与伙伴

认可协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IoT World 中国站

与中国IoT企业共话未来
进入全球颇具潜力的物联网市场

物联未来 趋势风向标

IoT World 中国站
精彩演讲回顾
SAS全球物联网(IoT)资深行业顾问及分析顾问 Calvin Lau

亚太区的物联网机遇：离散制造（Discrete Manufacturing）、消费类和过程

主办单位：

制造构成前三大支出行业；智能网联汽车（V2V / V2I）、智能家居自动化将在所有

消费端应用中实现最快的年度复合增长；连通油田勘探和智能路灯照明的应用数量

赞助商：

的年复合增长率都将超过25％。

20名

17个

行业专家/
演讲嘉宾

前端技术平台 赋能工业物联网全场景应用

770人

会议主题

听众

海尔COSMOPlat中国区域总经理 杨军

海尔COSMOPlat是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平

台注册用户数3.3亿，企业数超50万，开发者1万多，生态资源390万，接入的各种
工业设备/产品物联数量超过4300万，生态引力及生态规模双双领先。

4月10-11日，2019
伦敦国际会议中心

4月10-11日，2019
伦敦国际会议中心

5月13-16日，2019

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克拉会议中心

6月11-13日，2019
伦敦展览会议中心

6月11-13日，2019
伦敦展览会议中心

10月31日-11月1日，2019

喜来登酒店，亚特兰大，乔治亚州

IoT、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城市建设的融合
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郎 海

10月31日-11月1日，2019

乔治亚州
亚特兰大喜来登酒店

10月31日-11月1日，2019

乔治亚州
亚特兰大喜来登酒店

11月12-13日，2019

加利福尼亚州
旧金山机场海湾希尔顿酒店

12月19-21日，2019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中心

9月18-20日，2018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

11月13-15日，2018

南非开普敦国际会展中心

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思维，坚持数据驱动、成效导向，建设城市运营管理中

心，并且以城运中心为抓手，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华为物联网业务总监 刘铭烨

城市发展向信息化、数字化方向转变，通过连接物、社交活动和物理空间，管

理城市公共事业运行，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生活。”

打造智慧大生态，赋能传统行业转型
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支持中心总经理 王利华

中国联通互联网产业联盟为载体，汇聚产业各方资源开展生态合作，包括标杆

项目行动以及‘1+1+2’的开发体系，致力于打造物联网大生态，赋能传统企业。

泛物联网处处商机，安全、测试及eSIM齐发力
深圳市几米物联有限公司全球业务总经理 戴 文

在设计阶段，我们会在物联网设备处理器中嵌入加密材料，并在制造处理器时在安全注册中心中识别

处理器。在设备制造阶段，我们会在物联网设备中安装处理器，随后我们会在一个安全注册中心中注册这
些设备。而在用户部署阶段，我们能够激活这些设备。通过安全注册中心，当设备处于非活动状态或停止
使用时，我们可以移除该设备。

是德科技中国通信中心首席无线产品专家 封 翔

“对于物联网终端测试，是德科技能够提供软硬结合的测试方案，以矢量信号源、信号分析仪以及终

合测试仪等硬件平台为基础,

搭配Signal

studio,

VSA

和X-APP测试应用软件，能够支持2G/3G/4G,

NB-IoT, LoRa, WiFi, 蓝牙等无线连接标准的测试, 从非信令到信令测试，从研发到生产测试, 只需要升级软
件即可，通过这种组合，可以最大限度为客户节约成本。”

桥联盟（Bridge Alliance）物联网副总监 林明良

“Bridge Alliance是由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34家知名移动网络运营商(MNO)组成的合作伙伴联

盟，拥有超过8亿用户。Bridge Alliance可以通过提供物联网连接管理服务（ CMaaS ）集中管理 SIM 的
生命周期，此外，使用单个 SKU SIM / eSIM 减少后勤、多重支持和库存成本。”

IoT World大会部分参与伙伴

*以上为部分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