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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

英国每日邮报集团

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

协办单位

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促

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经济会议更进一步指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

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的新模式，是智慧地

建设城市、智慧地管理和服务城市、智慧地推进城市可持续运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以数字城管为核心的数字城市工作基础上，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实施和业务需求，于2012年启动了智慧城

市试点工作，把智慧城市创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安全运行、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等结合起来，实现智慧地管理城市和服务公众，探索

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确定了2012、2013年度两批共193个试点，其中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76个，城区、县及县级

市75个，新区34个，镇8个，分布较为广泛和均衡。

智慧城市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由智慧城市建设衍生出诸多分支项目，如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医疗、智慧

民生、智慧教育等，正以燎原之势，展露峥嵘。智慧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势必带动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实现高速成长。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全球范围看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需要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法做创新性探索。为了进一步推动

智慧城市建设，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将诚邀海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及投融资企业，展现智慧城

市领域的高新技术成果，促进成果转化落地，有效促进项目对接。

同时，还将特别邀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领导、海内外智慧城市建设领域专家学者、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单位领导、联盟企业成员及

业界精英，凝聚智慧，纵论城市未来，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共同推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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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 ——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展览会之一

2014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

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2012)：90 个城市（区、县、镇）       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13）：103 个城市（区、县、镇）

2014 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将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 -18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展出规模

约 10000 平米，参展商将以城市规划建设的交通，水，信息，能源四大领域为重点，汇集规划设计、信息网络、智慧

水务、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智慧安防、智慧医疗、智慧社区共十大领域的 300 余城市及大型

企业。接待预计超过2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以193个试点城市为目标。大力引入国外先进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结合高峰会议打造强大的行业交流展示平台，展商展示智慧城市相关的最新的科技及产品。

是智慧城市产业的采购平台

是试点城市政府的融资平台

是投资者寻找投资机遇的理想场所 是全球先进智慧城市的经验分享

是城市整体设计规划解决方案的全面展示是智慧城市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

是高新科技成果发布的良机

城市规划商

城市建设商
城市管理者

投融资机构城市运营商

10000平米展示面积 193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区、县、镇）的代表

200多个国内外知名的投融资企业

3大高峰论坛300多家城市建设相关企业参展 25000多名参观商

专业观众组成

规划设计 | 信息网络 | 智慧水务 | 智慧能源 | 智慧交通 | 绿色建筑 | 建筑节能 | 智慧安防 | 智慧医疗 | 智慧社区 

2014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内容涉及10大领域

2000平米未来城市现场展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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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 邀请：通过组委会，每日邮报，欧洲

货币等超过 50 万条的数据库向全球的行业

专业每月发送展会快讯及邀请

社交媒体

百度自然排名，付费排名

其他线上媒体

项目发布会：全球 2大洲，3个城市，3

场信息发布会

直邮：向超过 20 万条的行业数据库发送

展会邀请函与免费门票

电话邀请：针对主办方下属各城市单位

的重要买家，通过电话邀请方式邀请一

对一的专业买家配对平台（提前预约专

业买家一对一洽谈）

纸媒：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工商报、

国际日报、文汇报、联合商报、劳动报、

全方位宣传推广方式

环球时报、联合时报、中国工商时报、北

京日报、经济日报、联合时报、东方早报、

青年报、上海商报、上海科技报、天天新

报、长三角会展报、中外会展、扬子晚报、

新闻晚报、中国与海外、经济日报、上海

金融报、华夏时报。

广播媒体：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上海第一财经、上海东广新闻

台、上海交通广播电台。

户外广告：LED 广告牌，高架高炮广告

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海）

China National Smart Cities Forum

联合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等知名海外投融资机构为中国智慧

城市建设打造海外资金池。

展会同期举办3场论坛

论坛组委会拟邀请成员 

名誉主席    仇保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主    席    周宏仁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

            段瑞春   中国产学研究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

专家委员会  

吴一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委员

牛文元  国务院参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世卿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曾  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李加洪  科学技术部遥感中心总工程师、研究员

董云庭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程振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首席行业专家

杨崇俊  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研究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首席技术专家

陈根宝  上海九运通用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首席应用专家

王 丹   中国勘探设计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首席标准专家

李  迅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

郭理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倪晓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洲司参赞

杨京英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高级统计师

宋俊德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刘  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主任

姚世全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司  副司长

王汝琳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甄  峰  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许  泳  Gartner总监

秘书长  

万碧玉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

        总工程师

常务副秘书长  

卢  成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

        中心科技六处副处长

网络宣传 活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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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市长论坛

活动期间拟请国内外智慧城市领

域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到会演讲，

促进国内外智慧城市领域经验交

流。

智慧城市投融资论坛

活动期间将诚邀海内外智慧城市

建设相关的城市、企业及投融资

机构，有效促进成果转化落地及

项目对接。

下设三大论坛

上海世博展览馆 [1] 即为原上海世博会浦东主题馆。上海世博展览馆是一座设施先进、布局合理、

节能环保、交通便捷、功能齐全的高规格、现代化、国际性会展场地。可举办各类专业展会，与周

边的世博中心、中国馆、星级酒店、世博轴、世博文化中心共同打造以展览、会议、活动和住宿为

主 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展馆介绍

智慧城市科技论坛

诚邀海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

高新技术企业及科研机构，集中

展现智慧城市领域的高新技术成

果，深入探讨科技应用趋势及成

果转化。

世
博
轴

周
家
渡
路

世
博
大
道

耀华路

国展路

世博大道

中国馆

世博展览馆世
博
馆
路

卢
浦
大
桥

16 -18 Oct 2014



www.smartcitychina.com.cn

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在我国推进城镇化战略规划布局下，适应利用智能手段，集约化规划、建设、运营低碳、生态城镇的创新需

求而建立的产学研合作组织。联盟聚集了我国智慧城市产业链包括传感器设计与制造、数据获取与处理、芯片与智能终端设计制造、软件与行业应用、

规划与咨询、投资与运营等各环节优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目标构建智慧城市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自主创新体系，形成完整的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链，

通过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聚集各类创新要素，提升我国智慧城市产业的整体规模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智慧城市

建设与服务的发展进程。

联盟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市场需求的牵引，聚集我国智慧城市各专业领域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力量，通过与产业资本的嫁接，打造智慧

城市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和产业化基地，形成强强联合的智慧城市产业链，推动我国智慧城市产业的快速、有序的大规模发展，最终实现在智慧城市产业

领域 “树立一个知名品牌、打造一支国家队伍、建立一个产业基地、培育壮大一批成员企业”。

联盟的主要技术创新有制定我国智慧城市信息平台的技术标准规范；开发出城市多元异构数据的获取、处理、交换技术；建立起城市内基础设施要

素的精细化监控管理平台及相关的建设规范和规程；研发一系列满足城市管理的传感器与自动化设备，并形成规模化生产；开发建立满足城市管理运维

的“大数据”系统，实现动态监测、高校信息提取、精细化应用信息服务。

联盟业务指导单位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有成员 102 家，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任联盟名誉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是联盟理事长单位。

联盟设有成员大会、理事会、战略委员会、技术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组成。联盟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结构，联盟理事会是联盟成员大会的执行机构，

战略委员会和技术咨询委员会是联盟特设的两个咨询机构，秘书处是产业联盟的常设机构，秘书处内设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组、标准规范工作组、规范咨

询工作组、教育培训工作组 4个专业工作组和产业投资中心、技术研究院。

协办单位

英国《每日邮报》集团 

每日邮报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媒体集团之

一。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多种展览的平台和

团体为顾客创造市场交易平台。DMG 主办

了许多大型展览吸引超过80000名参与者，

包括国际建筑展，BIG5、及石油天然气展

等全球知名展览会。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

成立于 1969 年，是英国《每日邮报》的全

资子公司，是英国 150 强公司，总部在伦敦。

它集合了全球 20 多万投资者，在全球从事

新兴产业和成熟市场的项目投资活动。全

球 140 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在中国上

海和北京也设有分支机构。纽约和香港分

别是该集团在美洲和亚太区总部。

上海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隶属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

员会，是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单位东方

国际集团、米奥兰特国际集团展览事业部

的企业成员；同时也是上海国际商会、上

海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上海市展览协会会

员。

展会承办机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简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建设部智慧城市相关的业务研究、

标准制定、融资创新支撑及产业化推广等工作。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英文缩写 CSUS) 成立于 1984 年 1 月 20 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下，

由全国城市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和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有关部门及科研、教育、开发等单位组成，

是发展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围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进行了五方面的业务支撑研究：城市智慧

发展规划与城市科学研究、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与评价体系研究、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规范研究、组建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筹备智慧城市相关的产业发展基金及融资创新支持，积极引导科研院所、企业、银行、社会资本等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主办单位

展位价格

标准展位： 420 美金 /平米  （折合人民币 2520 元） 9 平方米起 特装展位： 380 美金 /平米  （折合人民币 2280 元） 18 平方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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