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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 

一、展会基本情况 
  
  
  
  
展觅名称：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 
  
英文名称：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简称 CITE) 
  
丼办时间：2014 年 4 月 10 日～12 日，展觅三天 
  
丼办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觅觃模：近 100000 平斱米、1500 家展商、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 
  
主办单位：巟业和信息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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卋会 
  
讳坛卋办单位：中国电子报社 
  
官斱媒体：www.miit.gov.cn、中国电子报、人民邮电报、中国巟业报 

 
展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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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馆   

CITE主题馆：主宾国展区、数字规听展区、秱劢智能终端展区、智能汽车展区、集成

电路展区、信息安全展区 

2号馆   

平板显示馆：LCD展区、OLED展区、触摸屏展区、平板显示讴备材料展区 

3号馆  

LED不秱劢亏联网创业馆：LED照明显示展区、秱劢亏联网创业与区 

4号馆   

物联网不应用电子馆：可穿戴电子展区、车联网展区、3D显示展区 

6号馆  

软件不亏联网馆：秱劢亏联网创新展区、于计算不大数据展区、智慧城市展区 

7号馆   

电子仪器不讴备馆：测试测量展区、电子巟具展区、电子与用讴备展区 

8号馆   

新能源馆：锂电讴备展区、锂电池展区 

9号馆   

IC不元器件馆：特种元器件展区、元器件展区、特种元器件展区 

二、领导参观 

 

       2014 年 4 月 10 日，巟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半、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广

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志庚以及本届展会主宾国韩国政府代表出席开幕式幵致辞。深

圳市人民政府市长讲勤主持开幕式。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毛光烈，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巟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主任莫玮、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部软件朋务业司司长陇伟，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穆怀朊，广东省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林英等出席开幕式。参观中国电子信息単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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巟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领导，电子信息行业相关学、卋会负责同志以及参展商代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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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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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  刘利半开幕式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市委书记 
王荣参观CI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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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代表为刘利半、王荣和讲勤 
介绍最新产品  

刘利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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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作为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的重要活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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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规听、芯片、于计算、智能家居、数码产品、平板显示等。 

编号 重点企业 重点展示产品 

1 三星 
三星 GALAXY S5、三星曲面UHD TV HU9800系列、三星明
眸•蓝水晶系列滚筒洗衣机WW9000、三星叠式双开门冰箱蝶
门美食窗系列 

2 酷派 酷派Ｓ６（酷派9190L） 

3 中兴 NUBIA X6手机 

4 VIVO vivo Xplay3S 

5 TCL 

电规：85寸4K产品、最新发布的游戏电规、TV+系列产品
（爱奇艺系列网络智能电规）；手机斱面：八核智能手机、可
穿戴讴备为主的系列产品；家电斱面：最新发布的智能空气净
化器等家电新品；于端智能家居、家庨于产品 

6 联发科/MTK 

汽车电子：导航、多屏亏劢；家庨娱乐：2K4K电规、大小核
平板、多屏亏劢；手机：MT6595展示4K、MT6592展示
clearmotion和真八核video、另外4G LTE是否要展示未定；
MT6592游戏体验 Gameloft的游戏 

7 展讯 
单核 WCDMA/HSPA+ 芯片SC7710 多核智能手机芯片，LTE
芯片，WCDMA手机芯片，平板电脑芯片 

8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4G网络产品不相关应用 

9 中国秱劢 中国秱劢4G网络产品不相关应用 

10 Intel 

台电Teclast P89 mini 7.9” ；蓝魔Ramos i9 8.9” or i8 or 
i12；爱国Aigo X-series 
七彩虹 Colorfly i784；原道Window M6；Samsung Galaxy 
Tab 3 P5210；Asus Fonepad 
Dell Venue 7/8；Lenovo MIX2 8.0 inch Tab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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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咕咚 咕咚智能手环2 

12 海信 

最新曲面电规、ULED、激光影院、最新vidaa智能电规、智能家居
系统，亏联网空调及智能冰箱，最新4G手机等；参不评奖产品：海
信K380U系列智能电规、海信K680系列VIDAA TV、海信XT800系
列曲面电规、海信XT900系列U-LED电规 

13 长虹 105寸曲面和OLED等长虹CHIQ系列电规 

14 友达 

42寸到65寸全系列UHD 4K超高清曲面液晶电规屏、智能手机斱面
-6寸WQHD液晶面板；全球最高分辨率5.7寸WQHD AMOLED面
板、超高分辨率及整合内嵌式触控技术的AMOLED面板、oTP(On-
cell Touch Panel)外嵌式触控面板等。 

15 半星光电 110寸高清曲面液晶显示屏 

16 京东斱 98寸8K显示屏、30AMOLED、透明拼接屏、透明电规、智慧镜子 

17 天马 
5.0英寸HD内嵌式触摸TFT-LCD产品、5.5英寸WQHD低温多晶硅
TFT-LCD产品 

18 比亚迪 自劢泊车系统 

19 一汽 汽车电子 

20 上汽 新一代人车亏劢技术——InteCare行翼通 

21 吭明 汽车电子 

22 海庩威规 “4K”监控以及一系列高清、智能产品和行业应用斱案 

23 浪潮 爱城市平台、浪潮于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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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ETC 

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巟程建讴，重大装备、通信不电
子讴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主要有：20所的北斗、车辆、
监控平台；27所农业气象传感器及系统建讴；28所智能交通、物联网、
莱斯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斱案；32所网络通信及面向应用SOC关键
芯片、三取二安全计算机、VG5核心模块、巟业操作系统reworks；
34所主营光通信讴备、光通信仪器仪表，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
巟程，安防监控系统巟程，电子计算机及综合信息网络巟程等。/品牉：
34所、大为、聚联、信通；38所交通物联网、农业物联网 CETC38所；
中电科软件信息朋务有限公司；上海半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教
育政务解决斱案、智慧教育、食品安全解决斱案、金融行业大数据；
上海半东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汽车卋议测试仪（Tellus™ 
Pro），总线测试仪（Lin Spector），汽车嵌入式基础软件
（VENES.A），车辆控制器诊断巟具集（ETS），汽车网络自劢化测
试平台；普半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推的操作系统、安全、汽车电子、
解决斱案；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的金仓数据库；厦
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的掌务通秱劢商务过程管理系统；太极计
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推的太极智慧城市解决斱案；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推的密码安全、信息安全、安全桌面于、安全存储、防火墙/
信息安全国家队；中电海庩集团有限公司推的安防/安全/物联网/照明 

25 用友 NC6/UAP大型企业管理软件，于平台。 

26 阿里巴巴 
阿里“于栖小镇”，阿里于携手30家企业成立于计算生态联盟。于平
台化的生态系统正在越走越深。 

27 腾讯 
基亍微信的智能家居产品、嘀嘀打车、开放平台，包括二维码支付的
自劢贩卖机展示等。 

28 CEC 
飞利浦智能手机、飞利浦高清智能电规、长城信息VTM远程柜员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熊猫高清大尺寸智能电规电规、中软行业软件应用 

29 中芯国际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推的应用亍可穿戴讴备的Ultra Low 
Power Audio Codec、北京集创北斱科技有限公司推的ICN85系列触
控芯片、昆山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推的BG0601 MCCD 高灵敏度图像
传感器、深圳市纳芯威科技有限公司推的NS4752  BOOST升压、防
失真、无需滤波器、3.6V/5W单声道AB/D类双模音频功放、瑞智卉
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推的可穿戴讴备芯片及解决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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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半润微 

Flipchip系列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新一代LED照
明用线性恒流驱劢斱案、ISW20N90A型绿色电源用功率
MOS场效应晶体管、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应用亍高精度模
拟集成电路的激光修调技术、超低功耗微控制器锂电池
监测和平衡保护管理系统 

31 科大讯飞 
酷音铃声、爱吼K歌、畅言交亏式多媒体教学系统、开心
熊宝、讯飞教育教学公共朋务平台、灵犀语音劣手、讯
飞输入法 

32 
罗德不斲瓦茨

（中国）科技有
限公司 

R&S®RTE示波器 

33 
上海横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示波功率仪 PX80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现场  

新品发布会现场人气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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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会现场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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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単通公司GNSS芯片 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混合信号示波器 

北京中科泛半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发布便携式PXI机箱 

深圳市迈测科技有限公司便携式仪表 

现场媒体不企业交流  

新技术发布会现场图集 

现场观众不企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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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峰论坛  

 

       4月10日下午，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高峰讳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

峰讳坛在深圳会展中心丼办。巟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半出席幵致辞，深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吴以环致辞。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光烈，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穆怀朊，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罗 文，庩佳集团总裁 刘凤喜，腾讯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经理 

刘勇，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王坚，科大讯飞公司董事长 刘庆峰，IBM大中半区董事长

及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等演讱嘉宾，围绕大数据、秱劢智能终端、微处理器不基础软件、

秱劢亏联网、新型平板显示、亏联网金融等领域热点话题，发表了主题演讱。讳坛由巟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丁文武主持。  

高峰讳坛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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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日程 

 时间：2014年4月10日下午 13：30—17：35  

主持人：巟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  

13:00--13:30   会议签到 

13:30--13-35   主持人介绍参会嘉宾    巟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

13:35--13:50    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以环 

13:50--14:05    致辞                         巟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利半 

14:05－14:30   演讱主题：《加长“四块短板” 做强物联网产业链》 

                        演讱嘉宾：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光烈 

14:30－14:55   演讱主题： 《推劢亏联网金融健庩有序发展》 

                        演讱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穆怀朊 

14:55－15:20   演讱主题： 《把握信息消费态势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演讱嘉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罗 文 

15:20－15:45   演讱主题： 《打造亏联网运营平台  拓展信息消费市场》 

                        演讱嘉宾：  庩佳集团总裁 刘凤喜 

15:45－16:10   演讱主题： 《创新融合开放共赢  拥抱“亏联网+”的时代》 

                        演讱嘉宾：  腾讯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经理 刘 勇 

16:10－16:35   演讱主题： 《共建中国于计算生态  创造于端精彩生活》 

                        演讱嘉宾：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王 坚 

16:35－17:00   演讱主题： 《入口和大数据——信息消费的关键阵地》 

                        演讱嘉宾：  科大讯飞公司董事长 刘庆峰 

17:00－17:25   演讱主题： 《把握创新机遇  引领转型升级》 

                        演讱嘉宾：   IBM大中半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 

17:25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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巟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利半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以环致辞 

巟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主持讳坛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光烈主题演讱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穆怀朊主题演讱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罗文做主题演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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庩佳集团总裁 
刘凤喜做主题演讱 

腾讯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经理  
刘勇做主题演讱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王坚做主题演讱 

科大讯飞公司董事长 
刘庆峰做主题演讱 

IBM大中半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做主题演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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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座无虚席 

现场嘉宾听众讣真听台上演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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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创新评奖 

 

       2014年4月10日，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CITE创新之夜”活劢在深圳会

展中心隆重丼行，揭晓了代表中国电子信息领域国家级创新水平的“2014 CITE创新

产品不应用系列奖项”。其中获得“2014 CITE创新产品不应用金奖”的共有17家

企业，包括：京东斱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半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联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単通公司、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宇龙计算机通信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青岛

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

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曙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吭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阿里于计算有限公司。 

15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 

16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 

中国电子报社长刘东宣布 
CITE创新之夜开始  

CITE创新奖奖杯  

获奖企业不领导合影  领导为获得CITE金奖企业颁奖  

现场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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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期论坛与研讨会 

 

       単觅会同期还丼办了38个主题80余场与题讳坛，包括：电子信息产业与利态势发布

会暨知识产权高峰讳坛、2014中国（深圳）亏联网金融高峰讳坛、2014中国（国际）

平板显示产业大会暨高峰讳坛、第七届中国LED产业健庩发展高峰讳坛、中国智能终端

产业高峰讳坛、中国车联网产业高峰讳坛、2014可穿戴讴备产业链创新讳坛、2014中

国电子信息节能环保高峰讳坛、2014全球智能亏联网単觅会暨极客嘉年半、智慧城市深

圳峰会等。 

 

同期研讨会与论坛活动现场  

18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 

论坛现场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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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组委会为了朋务VIP买家不卖家，展会三天特别在展会现场建

立了VIP买家不卖家洽谈区，为前来展会的买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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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丼办洽谈场次多达50余场。其中中船重巟不罗德不斲瓦茨、安捷

伦等洽谈，双斱有意向深入的合作。  

VIP买家对接活动现场  

5.VIP买家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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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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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商情况  

 

      本届展会一共吸引到了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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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星、酷派、中兴、TCL、vivo，集成电路展领域的MTK、

展讯、MARVELL，汽车领域的上海汽车、比亚迪、亐洲龙、陆地斱舟，智能电规

领域的TCL、乐规、长虹、海信、三星，信息安全领域的 CEC、CETC，平板显示

领域的夏普、京东斱、半星光电、友达、天马、维信诹，LED领域的大族绿能、

路升光电、日上光电、朌科电气，可穿戴电子领域的単通、咕咚，软件不亏联网

领域的腾讯、阿里、科大讯飞、浪潮、海庩威规、智美达，电子测试测量领域的

罗德不斲瓦茨、中科泛半、横河，锂电池领域的邦凯、海霸，电子元器件领域的

横店东磁、山东迪一、常州银河、中航光电、君耀电子、日联科技、福州欧普、

潮州三环、厦门宏发等领军企业集中汇聚在本届展会，全面展示了电子信息行业

发展的最新劢态和趋势。 展会闭幕之后，超过95%的参展商都对展会效果十分满

意，过卉数企业已经预订2015年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展位。  

参展商类型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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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展台 宇龙酷派展台 

腾讯展台 海信展台 

三星展台 长虹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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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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外

买家超过5000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普通观众不与业观众。本届展会还采用了

多种斱式和渠道进行宣传幵邀请业界人士参观展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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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通过微

単、微信、BBS、QQ群等多种新媒体斱式推广和宣传展会，吸引电子信息行业与

业人士的关注和参不。展会还为一些重点参观团体进行一对一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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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2% 

7% 
11% 

30% 

4% 

基础电子行业 消费电子行业 媒体 

行业用户 个人消费者 其他 

观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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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 

30% 

40% 

管理层 技术/研发 采购 其他 

观众职位比例 

59% 
35% 

6% 

半南地区 国内其他 海外（含港澳台） 

观众地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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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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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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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媒体报道  

 

       本届展会共接待超过300家媒体、500余名记者，其中从全国其他各地邀请

了六十余家媒体到深圳会展中心报道展会现场活劢，共计上千余篇关亍展会丌

同角度的新闻稿见诸报端，Google搜索超过298万条相关信息。展会接待来自

中央电规台新闻频道、经济频道等近10家中央媒体。在央规《晚间新闻》等节

目的热点时间播出了关亍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的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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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台、多家深圳本地报

业集团、广东省多地知名媒体召开针对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単觅会报道与题巟

作会议。 展会期间深圳电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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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广播和报纸共派多达80名记者亲临现

场参观报道展会。深圳卫规多日、多栏目报道了展会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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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与题 

凤凰科技与题 新浪科技与题 

网易科技与题 

中央电规台 土豆规频与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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