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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于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为充分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新发展成就、搭建信息
技术产业最佳沟通交流平台、引导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健康地发展的权
威展览展示平台。从201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四届，总共
累计吸引了近4000家电子信息行业相关企业参展，累计吸引近40万观
众到场参观。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 2017）将于2017年4月9日至
1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为了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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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在认真总结举办前四届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基础上，将继续推出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
览会”。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ITE·开启智能时代

2017年4月9日至11日

深圳会展中心·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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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办单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

执行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深圳亚威会展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人工智能 VR\AR

智能网联汽车 高端芯片

智能机器人 创新创业

CITE 2017六大核心展区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使用深圳会展中心全馆，超过
10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瞄准信息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展示
电子信息全产业链。



02 CITE 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每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都将重点瞄准电子信息产业
前沿技术及应用领域，重点打造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专
业主题展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第一届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
展 示 了 4K\8K

电视、4G智能
手机，并初步
描绘了智慧家
庭生活。

第二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展示
了可穿戴智能终
端、曲面电视、
智能家电应用逐
步展现。智能语
音应用成为热点

第三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展示
了突出展示了智
能制造、机器人
及应用、智慧家
庭、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等内容

第四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目标
瞄准智能硬件、
机器人、可穿戴
设备、移动互联
网、虚拟现实、
智慧健康医、新
能源汽车等内容

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与增强现实、
高端芯片、智能
网联汽车、智能
制造及机器人及
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将成为本届展
会的核心展区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科大讯飞将和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联手打造近5000平米的人工
智能展区，将以展示新产品与新技术为主，聚焦核心技术、核心展区、
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智慧农业、可穿戴设备、智能制造、智慧教
育、智慧医疗及智慧家居等十一个板块内容，打造新模式、新产品、新
技术及新业态四个展区，覆盖人工智能行业相关内容。

五号馆：人工智能馆

新模式展区 新产品展区

新业态展区 新技术展区

无人车

无人机

机器人

核心技术 可穿戴设备

智能家居

智慧农业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核心展区

智能制造

四大核心展区

十
一
个
前
沿
板
块



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展区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打造超1000平米的虚
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展区，不仅还会有近百家VR\AR硬
件及软件产业链企业参展，还将有全国多家专注于
VR\AR的投资机构来到现场，为愿意投身虚拟现实及
增强现实行业的朋友提供服务。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已经成为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展示、投融资、技术交流
的三位一体优质平台。

CITE 2016 VR/AR展区人气火爆
展览 交流 投融资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高端芯片展区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芯片将是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
览会重点打造核心展区。展区将重点展示代表中国乃至国际高端芯片
产业链最新产品与技术。包括联发科技、紫光集团、华润微电子、华
虹宏力、武汉新芯等集成电路芯片相关产业领军企业已加入。

CITE部分合作伙伴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智能网联汽车展区

作为智能产业上重要的环节，本届博览会将重点打造展示智能
网联汽车展区。将从高端芯片、传感器、智能制造、新能源、
以及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行业展现智能网联
汽车的未来发展趋势与路线。同期将配套召开围绕网联汽车相
关内容的高端论坛与研讨会。CITE 2017将汇集智能网联汽车
配套企业，促进行业交流发展。

展现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路线图

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车载光学系统

集成控制系统

车载雷达系统

高精定位系统 覆盖智能网联汽车相关领域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展区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的电子信息产业平台，从《中国制造2025》发
布伊始就对智能制造行业进行了重点展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SAP、大
疆、优必选等行业领军参展商均在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从软件、硬件及应用等
各个相关领域展示了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成果。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将继续通过打造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专题展区及举办高端专题论坛等方式
推动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国家战略的实行。

CITE部分合作伙伴



CITE2017打造六大核心展区

双创展区

产品与技术推广

探讨技术发展趋势

交流研讨

投资交流

5000平米展
览展示区

超过50场路
演活动

同期百场研
讨会

与投资机构
面对面交流

在21世纪，创新创业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发展与竞争
力提升的重要战略，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
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等因素陈本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和要素的供给率下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需要通过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CITE 2017将目光聚
焦在“双创教育”及“国际化科技与孵化园”上，为
创客打造展示、交流及融资权威平台。

打造国内双创权威展示对接平台



03 CITE 2017强大资源优势



CITE2017强大资源优势

高峰论坛及同期研讨会
CITE高峰论坛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
于2017年4月9日下午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高峰论坛将邀
请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全面探讨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的最新话题。同期还将有近百场的涵盖电子
信息产业热点话题的专业学术研讨会，汇集电子信息产业
所有“干货”。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是您与市场交流互
动最优质平台。

人工智能峰会

亚洲智能机器人
论坛

锂电新能源峰会



2016年12月

2017年3月

2017年4月9日
CITE2017创新之夜盛大发布

参展企业提交参加评选
信息，组委会进行信息
编辑汇总。

组委会对将评选结果通
过网络、媒体、以及纸
质资料进行发布。展会
现场将向专业观众发放。
同时开展期间将针对评
选结果组织发布活动

组委会对参展企业提交的评选
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进行评审。
所有提交的信息将进行公开

参展商信息申报

评选结果发布

评审组评审&公示

评选流程

CITE2017强大资源优势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还将评选出电子信息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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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专家按照技
术的领先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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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金奖和创新产品与应用奖。创新评选将是电子
信息产业未来产品与技术的风向标，在这里您将
与行业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助力企业产品与技术
提升。也可以为品牌寻找更多优质技术与产品。

创新产品与应用评选



展会吸引超过100家
媒体现场采访报道

网络媒体 平面媒体 自媒体

网络媒体+平
面媒体+自媒
体助力企业品

牌传播

填写宣传资料 前期网络宣传 现场媒体专访

组 委 会 前 期 通 过
媒 体 渠 道 宣 传 参
展 商 ， 展 期 将 根
据 展 商 需 求 提 供
媒体专访机会

CITE2017强大资源优势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已经与国内外超过500家专业媒体、门户网络、
广播电视台以及众多新兴媒体平台进行深度战略合作，并在CITE 

2017将首次引入直播平台，旗舰级宣传资源助力企业宣传推广。

旗舰级宣传推广资源

汇集国内百家知名媒体



CITE2017强大资源优势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在展期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为参展商提供发布新产品新技术的场地。所有具有前瞻性及领先
性的参展商新产品与新技术都可以参与由组委会组织的新产品新
技术发布会。

每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均发布
近千款新产品与新技术

参展商根据自身需求申请举办新
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组委会根据参展商申报发布产品
与技术进行规划与统筹

组委会与参展商确定发布会时间
后现场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CITE2017强大资源优势

每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接待观众超过100000人，近120000
人次。其中超过80%的观众为电子信息产业专业观众，超过70%
的观众微电子信息行业专业观众。组委会将重点组织深圳地区以及
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及电子信息行业知名企业组织超过
50个参观团参观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多渠道
多手段
组织专
业观众

70%
电子信息产
业专业观众

50%
采购/研发/设计

人员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90000人 91000人
101050人

展
会
观
众
数
据

通过百万专业观众数据库发布展会信息

对展会专业观众进行电话精准沟通

在展会周边区域产业园投放广告

2016年

120000人

针对展商组
织专业观众1
对1对接交流

活动

丰富的观众资源



标准展位 光地

国内参展商 15000元/间 1500元/㎡

境外参展商 2520美元/间 1500元/㎡

展位价格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10-51662329-55
传真：010-53216092 
Email:songzheng@ceac.com.
cn
联系人：宋政

联系方式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签订展位合同 锁定六大大核心
展区展位

参选CITE创新评选
享受参展商增值服务

高峰论坛研讨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丰富媒体宣传资源
……..

加入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