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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基本情况 

 

展览名称：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英文名称：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简称 CITE) 

举办时间：2013 年 4 月 10 日～12 日，展览三天 

举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览规模：近 100000 平方米、1200 家展商、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论坛协办单位：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官方媒体：www.miit.gov.cn、中国电子报、人民邮电报、中国工业报 

展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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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馆：电子专用设备及工具、仪器仪表、电路保护、传感器、新型

电子材料、国际展区、中国 LED 展 

2 号馆：LCD、OLED、TP、TV、3D 等上中下游产业链 

3 号馆：LED 照明（精品）、LED 显示、LCOS、激光显示等 

4 号馆：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苹果周

边及电子零配件 

6 号馆：中国锂电新能源展 

7 号馆和 8 号馆：CITE 主题馆，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新发展

成就的综合展区和 CEC、CETC、国内大企业展区 

9 号馆：机电元件、被动元件、特种元器件 

二、领导参观 

2013 年 4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深圳市人民

政府市长许勤出席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典礼并致辞。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丁文武主持开幕典礼。工业和信息化部软

件服务业司司长陈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坤，深圳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陈彪、秘书长高振怀、副秘书长高国辉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典礼并参观

了展会。参观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领导还有国家发改委、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等部委相关领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领导，电子信息行业相关学、协会负责

同志以及参展商代表、专业观众、买家代表、全国各地的百人媒体团

代表、相关国际机构代表等 5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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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 

 

杨学山开幕式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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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许勤参观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介绍 CEC 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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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为杨学山和许勤介绍最新产品 

 

杨学山、丁文武观摩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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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热门活动 

1.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新产品系技术发布会作为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重要活

动，本届展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共计 268 场，包括 CITE 主题馆发

布、会议室发布、展台发布三种形式，其中 CITE 主题馆发布 16 场、

会议室发布 34 场、展台发布 218 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涉及 IT 信息

和视听、芯片、云计算、智能家居、数码产品、平板显示等。 

CITE 展全球首发新品 

编号 产品图 简介 

1 

 

酷派 8920 是宇龙酷派今

年重点打造的一款 LTE 4G 手

机，是国内的首款支持“五模

十频”的 4G 智能手机。该机

支持 TDD-LTE、FDD-LTE 两种

4G 协议，以及 TD-SCDMA、

WCDMA 两种 3G 协议，GSM 

2G 协议，克服了多种模式在

同一 UE 同时实现时的性能优

化问题，保证通信性能满足

3GPP 及相关国际要求。作为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中国移

动的 4G 网络支持下载速度理

论值将达到 100Mb/s，通过测

试酷派 8920 可达到 70Mb/s

左右的速度，为用户带来极速

的 4G 畅快网络体验，在视频

通话时，就像面对面对话一

样，流畅无阻;在影音娱乐上，

VOD 视频点播，极速畅享 4G

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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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腾讯公司 Qrobot Q影

QRV-1微型互动投影设备采用

了独特领先的互动技术，能够

感知 Q影的触控笔和遥控笔，

进行类似鼠标的方式操作投

影画面。Q影能在各种设备

(PC、Mac机顶盒等系统)下工

作，但其互动功能目前仅支持

Windows 系统。Q影采用 DLP

技术，同时应用了最新的 LED

光源技术，1万小时超长使用

寿命，无需更换灯泡，每天使

用 3 小时，相当于可以使用

10年，尽管比拳头还小但能

够投影超过 120英寸的影像，

画质清晰色彩鲜艳。 

3 

 

TCL V7600 系列智能云

电视外观设计时尚简约而又

不简单。它全面采用了反 R

内弧、时尚棱线 、钻石切面

三大流行元素，让新品俨然成

为了时尚艺术品。凌厉线条勾

勒出的完美钻石型的底座和

LOGO，再现经典跑车车身饱

含速度与激情的设计理念。

TCL V7600 采用的是原装进

口的 SEC 靓丽黑水晶屏，搭

配 4.9mm 超窄边框，让超高

清视界呈现大一寸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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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大讯飞推出的智能终

端语音助手软件——灵犀。真

正实现了“你的手机你说了

算”，通过语音打电话、发短

信，将语音转化为文字进行内

容编辑，对手机的各项功能进

行语音控制，还可以通过语音

查询天气、航班、美食等各类

实用信息，做算术、讲笑话、

搜歌曲、聊天，人和手机的语

音互动别开生面。 

5 

 

天霆云终端 X900内置天

霆公司自主研发的 CHP协议，

是可接入天霆云电脑服务的

用户体验最好的终端。天霆云

终端是完全自主设计，研发，

制造生产的一款产品，是国内

真正意义上的首台云终端。具

有集中管理，体积小，安全性

高，稳定可靠，低能耗，低总

体拥有成本等优点，可以满足

各种不同场合的应用需求。

X900配合天霆独创的 CHP技

术可以完美实现流畅的视频

播放，日常办公等应用需求。 

6 

 

卫士通安全存储系统

SecStorage V1.0 是集存储管

理、数据加密、访问权限控制

和访问审计于一体，具有高性

能、高安全可靠性等特点，为

信息系统的敏感数据存储提

供安全保障的系统。 



                                               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后报告 

9 

7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JC09

型绝对式光栅尺”彻底解决了

单轨绝对编码、专用 ASIC光

电器件集成化、单场扫描等关

键技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并在数控机床上得到应用验

证，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

国外产品的技术垄断，为保障

国家高档数控系统与基础制

造装备的产业安全作出一定

的贡献，并具有较大的经济与

社会效益。 

8 

 

金蝶新一代 ERP——金

蝶 K/3 Cloud 是中国第一款基

于云平台的社交化 ERP。金蝶

K/3 Cloud 已经凭借技术领先

的、开放的云开发平台，以及

多组织、多工厂、多语言、多

核算体系、全流程业务驱动等

创新特性吸引了众多制造企

业的目光。 

9 

 

 香港应科院的 LTE小基站

基带核心技术包括了应用於

硬件原型机上的全部物理层

参考设计。硬件原型机包括了

针对小基站而优化设计的可

编程器件。应科院参考设计的

优势完全符合 3GPP标准并通

过 IOT获得验证，支持 FDD和

TDD 的共用设计和代码，还应

用先进的算法和高效的硬件

实现架构，适用於针对小基站

的优化器件，并使用内置多天

线输入输出技术。 

10 

 

长春国地探测仪器工

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其 自 主 研 发 的

VIIS-EM-2013 虚 拟 电 子

测量仪器集成系统。虚拟

电子测量仪器集成系统是

进行信号测量与系统测试

的电子测量仪器，系统将

各类电子测量仪器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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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集成于一个统一、

开放平台之上，并可为用

户个性化需求提供优选解

决方案，如信号与系统测

试方案，数字系统测试方

案等等 

11 

 

长春方圆光电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PS1200-BU为活体

指、掌纹一体采集仪。该产品

可以采集平面静止掌纹和三

面滚动指纹，更增加了除雾功

能，通过公司最新研发的独特

的除雾技术，可以有效消除棱

镜表面由于温差生成的湿气，

从而采集到优质的纹理图像，

配套各种指、掌纹系统软件进

行身份识别处理。 

12 

 

科道智能家居系统“生活

平方”可实现手机、平板电脑

随时随地查看视频，控制灯光

电器，自动运行，定时控制，

家庭影院与生活场景可一键

控制。智能家居系统“生活立

方”，则可实现双向通信，主

机与所有传感器和控制器联

接，设备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温度、湿度、光线、空气质量

等做到智能控制；通过云平台

语音控制灯光电器及指纹识

别触发场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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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现场 

 

宇龙酷派发布国内首款 TD-LTE 4G 手机 8920 

 

TCL 现场发布“火球计划”系列新品智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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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发布首款可触摸微投影 Q 影 

 

努比亚、小米、vivo、本易等多款产品集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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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会现场人气爆棚 

 

现场观众与主持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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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冬语音负责人介绍最新语音产品紫冬口译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负责人介绍 

JC09 系列绝对式光栅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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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负责人介绍最新语联网技术 

 

新技术发布会新技术吸引众多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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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听众与企业交流 

 

 

2.高峰论坛 

4 月 10 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主论坛——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杨学山出席并作主旨讲话，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彪致辞。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TCL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李东生，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郭德英，清华大

学微纳电子学系主任魏少军、阿里巴巴副总裁梁春晓、京东方首席运

营官刘晓东等演讲嘉宾，围绕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微处理器与基

础软件、移动互联网、新型平板显示等领域热点话题，发表了主题演

讲。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丁文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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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日程 

时间：2013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3：30—17：15 

主持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 

时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35~13:45 领导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陈彪 

13:45~14:15 领导主旨演讲 
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杨学山 

14:15~14:45 

网络计算的机遇与困惑——

大数据的几点思考与认识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校长 

怀进鹏 

14:45~15:15 

平板显示产业突破与消费电

子智能化创新 

 

TCL 集团董事长

兼 CEO、深圳市

平板显示行业协

会名誉会长 

李东生 

15:15~15:45 
PMCC 时代的机遇 

 

宇龙计算机通信

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总裁 郭德英 

15:45~16:15 

微处理器与基础软件之协同

发展 

 

清华大学微纳电

子学主任 魏少军

教授 

16:15~16:45 开放是移动互联网的灵魂 

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 

梁春晓 

16:45~17:15 
新型半导体显示：瓶颈与突破 

 

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运营官                 

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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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现场 

 

高峰论坛观众入场 

 

高峰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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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出席并做主旨讲话 

 

深圳市副市长陈彪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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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丁文武主持论坛 

 

领导与嘉宾认真听演讲嘉宾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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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李东生做主题演讲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郭德英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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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梁春晓做主题演讲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刘晓东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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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 创新评奖 

2013 年 4 月 10 日，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 创新之夜”

活动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揭晓了代表中国电子信息领域国家级

创新水平的“2013 CITE 创新产品与应用系列奖项”。其中获得“2013 

CITE 创新产品与应用金奖”的共有 10 家企业，包括：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华大九天软件

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http://topic.cena.com.cn/t/2013-01-17/1358419391131.shtml 

CITE 创新产品与应用金奖 

序号 产品与应用 获奖企业单位 

1 65英寸氧化物超高清显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 12 英寸 AMOLED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 MT6589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SC8810低成本智能手机平台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5 
超材料迷你射频滤波器、超材料超薄平板

卫星天线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6 华大九天 AetherFPD设计软件平台 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 

7 
110 英寸超高清立体 3D平板电视

（MTB001D01-1）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 

8 V101超薄电视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酷派高端移动互联 LTE智能终端酷派 8920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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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讯飞语点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创新之夜现场 

 

创新之夜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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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报社长刘东宣布 CITE 创新之夜开始 

 

CITE 创新奖奖杯 

 

获奖企业与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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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为获得 CITE 金奖企业颁奖 

 

4.同期论坛与研讨会 

在本届展会上同期举办了多场大型的论坛与研讨会，其中有代表

性是被业界誉为“全球三大锂电顶级技术峰会之一”的第七届华南锂

电(国际)高层论坛(LBIS) 、2013 首届全球智慧城市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NFC 创新应用高峰论坛、2013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大会、2013 全球移

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峰会、2013 首届全球智慧城市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2013 社会化新媒体发展趋势论坛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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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研讨会与论坛活动现场 

 

第七届华南锂电(国际)高层论坛(LBIS) 

 

2013 中国 LED 产业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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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车联网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暨车联网产业发展论坛 

 

2013 中国（国际）平板显示产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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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首届全球智慧城市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5.VIP 买家对接活动 

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组委会为了服务 VIP 买家与卖家，展会

三天特别在展会现场建立了 VIP 买家与卖家洽谈区，为前来展会的买

家与卖家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组委会根据邀请的买家预约信息，

成功举办洽谈场次多达 50 余场。其中中船重工与罗德与施瓦茨、安

捷伦等洽谈，双方有意向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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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买家对接活动现场 

 

 

 

 

 

 

 

 

 

 

         

 

VIP 买家洽谈区接待 VIP 观众 

 

 

VIP 买家与厂商一对一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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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买家组团观摩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四、展商情况 

本届展会一共吸引到了 1200 家国内外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参

加，展出面积超过 10 万平米。其中 CEC、TCL、创维、康佳、海尔、

海信、CETC、宇龙酷派、联想、京东方、长虹、科大讯飞、神舟电

脑、浪潮、金蝶、东华软件、中芯国际、华润微、联发科、东软、威

盛、瑞芯微、展讯、江苏新潮、希捷等知名厂商参展。展出内容涵盖

基础电子、LED、平面显示、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消费数码、家

用电器、信息系统及应用等电子信息领域全产业链。 

展会闭幕之后，超过 95%的参展商都对展会效果十分满意，过半

数企业已经预订 2014 年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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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类型比例图 

 

大企业展台特装效果 

 

工信部主题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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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后报告 

35 

 

 

展会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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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展台人气十足 

 

观众在 CEC 展区体验最新产品与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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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体验酷派最新智能手机产品 

 

观众体验联想超 Yoga 超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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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体验新显示技术 

 

观众被长虹智能电视体感操作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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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排队体验 TCL 智能家居展示车 

 

观众参观银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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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积极参加展商发起的活动 

 

五、观众情况 

本次展会 4 月 10 日至 4 月 12 日开展三天，一共接待了超过 10

万人次（其中海外买家超过 5000 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普通观众

与专业观众。本届展会还采用了多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宣传并邀请业界

人士参观展览。展会通过各种渠道发放门票 20 多万张、通过组委会

数据库和各合作伙伴数据库推送 EDM 数百万个，并通过微博、微信、

BBS、QQ 群等多种新媒体方式推广和宣传展会，吸引电子信息行业

专业人士的关注和参与。展会还为一些重点参观团体进行一对一服务，

现场邀请 42 个重点企业参观团共计 50 余场供应商和采购对接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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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情况 

 

大批市民前来参观展会 

 

观众排队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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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登记换取参观证件 

 

观众聚集参观最新产品与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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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观众互动火爆 

 

展会吸引大量海外观众参观 

 

六、媒体报道 

本届展会共接待超过 240 家媒体、400 余名记者，其中从全国其

他各地邀请了五十余家媒体到深圳会展中心报道展会现场活动，共计

上千余篇关于展会不同角度的新闻稿见诸报端，Google 搜索超过 150

万条相关信息。展会接待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经济频道等近

10 家中央媒体。在央视《朝闻天下》等节目的热点时间播出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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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消息。 

1.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展会媒体宣传 

深圳市政府对本次展会宣传报道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展前召集深

圳多家广播电视台、多家深圳本地报业集团、广东省多地知名媒体召

开针对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报道专题工作会议。 

展会期间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台、深圳广电集团新闻中心、深

圳特区报等多家深圳本地以及广东省内电视、广播和报纸共派多达

80 名记者亲临现场参观报道展会。深圳卫视多日、多栏目报道了展

会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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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卫视多栏目多频度报道展会现场 

 

深圳特区报专版报道展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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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以及广东省电视台集中采访参展企业 

2.国际媒体全面报道 

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展示

平台，不仅仅吸引到了国内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同时也吸引了多家国

际知名媒体的重点关注。国际媒体范围覆盖了亚洲，北 美, 欧洲及、

拉美。美通社、路透社、商业周刊、雅虎以及韩国、日本、印尼、泰

国、德国、巴西、加拿大等地官方通讯社和全球领先的媒体均对展会

进行了重点关注与报道。 

 

4 月 10 日至 12 日纽约时代广场滚动播放展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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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80 万条国际媒体报道链接 

 

雅虎国际对展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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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对展会的报道 

 

Morningstar 晨星对展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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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OX 电视台 12 频道 

 

:ELECTRONIK PRAXIS 德国知名电子类媒体对展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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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网对展会报道 

 

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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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Bangkokbiznews 

 

印度尼西亚 antaranews 安塔拉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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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媒体微博成展会宣传又一大亮点 

随着微博类自媒体越来越火，自媒体宣传已经成为了展会宣传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最能反映展会宣传效果。本次展会组委会

组织了官方微博@中国电子展 CEF @中国消费电子展 @中国 LED

展对展会进行了全方位的直播报道。同时，组委会也组织了微博达人

报道团对展会现场所见所闻进行了传播。参展企业、深圳热心观众同

样也对展会进行了微博传播。 

 

百度搜索 416000 条新闻相关信息 

 

百度搜索 1770000 条相关信息 

 

新浪微博搜索 145025 条相关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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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中国消费电子展 

 

新浪微博：@中国电子展 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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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传播展会信息 

 

官方微博直播展会 

 

微博达人团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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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达人团现场参观 

 

微博达人团现场参观 

 

相关机构组织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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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官方微博、业内知名专家微博互动 

 

重点媒体专题报道 

 

http://news.cntv.cn/2013/04/11/VIDE1365634553873228.shtml 



                                               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后报告 

58 

 

http://tv.cntv.cn/video/C11348/18c454b9fd65424ca090742683af888b 

 

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special/2013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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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http://tech.qq.com/zt2013/cite2013/index.htm 

 

小熊在线：http://www.beareyes.com.cn/2/lib/201304/09/20130409186.htm 

 

硅谷动力：http://www.enet.com.cn/emobile/zhuanti/CIT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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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中国：http://news.cnmo.com/topic/1067.html 

 

万维家电网：http://tv.ea3w.com/topic/5409.html 

 

手机之家：

http://special.imobile.com.cn/201304/CITE2013/index.html 

媒体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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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访 

 

媒体记者在新闻中心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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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记者拍摄现场实况 

 

媒体拍摄展会最新产品与最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