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Global  Intelligence  Exposition & Geek Carnival 

 

2014 年 4 月 10 日-4 月 12 日  深圳•会展中心 

The Exhibition Centre, Shenzhen, April 10  – April 12, 2014 

 

 

 

主办单位：   中国 3D 产业联盟   

             云立方创新公园  

             21 世纪经济报道  

协办单位：   中国互联网协会    

             深圳市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协会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东省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企业协会 

特别支持单位：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World 3D FORUM (W3D) 

             韩国 3D Fusion Industry Consortium (3DFIC)  

             韩国 3D 显示研究中心 (3DRC)  

             日本 3D 联盟 (3DC)  

             美国 I3DS & 3D@Home  

承办单位： Creative 3D World （ C3DWorld )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执行单位：中数时代科技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独家发稿机构：美通社  

全球报道：凤凰网 

微信公众平台：C3Dworld 

新媒体战略合作：  Pingwest   i 黑马  36 氪 

自媒体战略合作：We media（包括 60 多家自媒体） 

党政媒体：深度合作—人民网、新华社 

战略合作：新浪网、分众传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经济观察报、优酷、PPLIVE   

特邀报道（100 家）：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第一财经日报 、

央视财经频道、凤凰卫视、第一财经、中国网络电视台、北京交通广播电台、乐视网 、人

民网、新华网、百度、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科技、和讯网等  

大众媒体：深度合作—迅雷、凤凰网、人民网、中国时刻网、新华网、36 氪、和讯网、土

豆网、环球企业家、经济观察报、TOM、太平洋电脑网、第一财经周刊、中国网络电视台、

天极、中关村在线等 400 家媒体  

微博、微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一、 项目背景 

 

我们正处在追求智慧与一切皆网的时代。 当移动设备日益渗透到消费者生活中后， 互

联网联结进入了一切的日常产品中， 互联网不止是将不同的设备连接起来， 更是融入了这

些设备，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 让全球进入全方位智能的时代。 GIIE，主要意图是增

强全球智能化变革者之间的合作和机遇。 创新，联合，颠覆，布局, 这是国家级引领全球

智能导向的权威平台， 用思想的交锋，语言的论辩，产品的说服力，带领更多的人体验全

球智能，正式进入“全球智能时代” 

    

二、 项目特色 

GIIE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汇聚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

3D 产业联盟、中国互联网协会、广东省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企业协会、深圳市移动互联网

应用技术协会、21 世纪经济报道、云立方创新公园等多方力量，意图增强全球智能时代变

革者之间的合作和机遇。     

 

 GIIE 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的权威国家级平台。 

 

 GIEE 以全球正在颠覆变革的智能化引领者和即将颠覆变革的青年创业者为主体，意图

增强全球全球智能化变革者之间的合作和机遇。展示中国智能化提前布局，体验科技

产业及传统产业均在发力的智能化成果。  

 

 GIIE 话题围绕宏观全球智能视野及最新移动互联网、3D 信息服务产业趋势。 

 

   GIIE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将助力移动互联企业实现硬件软件的平台创新，

以及营销体验的服务创新，由表及里打造互联新商机，展示提前布局与创新，进入全球智能

时代。 

 

三、 项目内容 

GIIE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其中会议：分为开幕日、创新大展、创业大

赛三个模块，外加一个创新应用方案展览暨极客嘉年华和国际级 CITE 创新奖项颁发，打造

一个智能互动与创新应用平台。GIIE 结合中国在互联网产业链的优势，就目前的产业格局变

迁及未来趋势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新商业文明及社会影响、全球推广等进行深入的探讨。 

GIIE 内容涵盖智能终端、互联网汽车、3D 信息技术在显示领域、内容领域、行业应用的

方方面面，重在于工业制造领域的技术产品、成功应用、商业市场及经验分享。从智能互联

网应用和 3D 行业方案征集和现场评优等大赛，以及创新型应用方案的路演，探讨移动互联

网应用、感知计算、3D 立体显示与内容、虚拟现实、超现实仿真、工业设计及信息化、3D

打印创意和行业应用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应用趋势热点。 

 

 

 

A. 高峰论坛 



 

 

类型 时间 场地 规模 论坛主题名称 

主论坛 

4 月 10 日（全天） 

梅花厅 

1200 人 GIIE2014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4 月 11 日（全天） 1200 人 全球智能互联网创新大会及创业大赛 Day 1 

4 月 12 日（全天） 1200 人 全球智能互联网创新大会及创业大赛 Day 2 

并行分论坛 4 月 12 日（全天） 桂花厅 800 人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移动金融专场  需要重

新修订名称 

 

B. 国家级 CITE 创新大奖评选 

创新产品与应用单项奖 智能互联网领域 3D 信息科技类 

2014 中 国 最 受 欢 迎 的 

十 大 游 戏 

 

2014 中 国 最 受 欢 迎 的 

十 大 应 用 及 平 台 

 

2014 中 国 最 受 欢 迎 的 

十 大 影视内容 

2014 中 国 最 受 欢 迎 的 

十 大 3D 智慧信息终端 

 

中国移动互联网产品杰出成就奖 

中国最具创新移动互联产品 

中国最值得信赖移动互联产品 

中国最具人气金融客户端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移动互联产品 

中国最佳技术创新产品 

中国最佳用户体验产品 

中国最佳商业回报产品 

中国最佳模式创新产品 

中国最佳发展潜力产品 

中国移动互联创业新星 

中国 3D 创新特别贡献奖 

中国 3D 创新领军人物奖 

中国 3D 创新创新人物奖 

中国 3D 创新影响力人物奖 

中国 3D 创新卓越成就奖 

中国 3D 创新杰出贡献奖 

中国 3D 创新技术创新奖 

中国 3D 创新营销创新奖 

中国 3D 创新最具成长潜力奖 

中国 3D 创新优秀产品（解决方案）奖 

中国 3D 创新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奖 

中国 3D 影视创意奖 

中国 3D 影视技术奖 

中国 3D 打印设计创意奖 

2014 中国工业级 3D 打印机十大品牌 

2014 中国桌面级 3D 打印机十大品牌 

2014 中国 3D 打印机十大自主品牌企业 

2014 中国 3D 打印行业最具影响力国际品牌 

2014 中国 3D 打印机最具创新力企业 

…… 

 

 

 

 

 

 

 

C. 创新应用大展及极客嘉年华 



 

 

时间 场地 规模 展示主题名称 

4 月 10 日-12

日（三天） 

深圳会展中心 3000 平米 

裸眼 3D 标准成果方案展示区 

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展示区 

智能 3D 终端体验区 

3D 打印、3D 地画、3D 游戏、3D 微电影、3D 感

知创新体验区；（top 5 现场路演 ） 

   

3D 行业解决方案展示区 

 

 

四、  会议议程及主题（日程拟定，主办方拥有最终解释修改权） 

 
 

2014 年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主题:  科技创新引领时尚   智能 3D 改变生活 

 

时间：2014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 地点：深圳市深圳会展中心梅花厅  规模：1200 人 

 

 

8：00-8:55  嘉宾签到  媒体签到 

现场播放 3D 短片、3D 灯光秀 

8:55-9:00   主持人介绍嘉宾 

 

序幕：从 3D 掀起智能风暴 

 

09:00-10:00    中国裸眼 3D 信息系统标准发布  

                         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第一幕：智能风暴    

10:00-10:20 激发产业潜能，树立发展信心——助力中国 3D 产业第二波腾飞  

10:20-10:40 大连接下的新商业：新硬件与感观生活的大连接   

10:40-11:00 唤起消费者在家庭中的那段时光   

11:00-11:20 让科技点亮 3D：互联网影响 3D 产业的深度——所见即所得  

   

第二幕：智能身边  

11:20-11:40  让便捷金融点亮智能生活 



 

 

11:40-12:00  汽车如何让你进入智能生活 

12:00-12:20  乐园的智能主张  

第三幕：智能未来   

14:00-14:20 新 3D 硬件的互联网精神   

14:20-14:40 3D 创新应用极客 去哪了？   

14:40-15:00 Top Visionary 预言家：中国的 3D 产业下一个 1080 天 

15:00-15:20 找到 3D 时尚与科技的灵犀 

第四幕：智能说 

15:20-16:30  四人对话：全球智能时代头脑风暴 

   

16:30-17:30  创新产品与应用 35 项奖项揭晓 

 

17:30-17:40  观众抽奖 

17:40--  会议结束 

 

备注： 3D 打印现场打印 特色奖品 ， 现场派发 ， 期待你的参与！ 

 

 

 

GIIE 全球智能互联网创新大会 DAY1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梅花厅      时间：4 月 11 日     规模：1200 人 

 

专场一：       移动+营销 

 

09:00-11:30      圆桌对话  

主持人：  

卢爱芳   女士  《21 世纪经济报道》科技版主编   

对话嘉宾：  

Scott Beaumont    谷歌大中华区总裁  

王湛           百度副总裁 

任宇昕         腾讯首席运营官兼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 

吴泳铭         阿里巴巴无线事业部总裁 

王高飞         新浪副总裁兼无线事业部总经理 

 

专场二：        数据+营销 

 

13:30-15:30      圆桌对话       

主持人：  

曾  航    触控战略总监，原《21 世纪经济报道》IT 版资深记者  

对话嘉宾：  

高易安         Google Adexchange China 大中国区产品主管 

胡延平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 

杨伟庆         艾瑞咨询集团总裁 



 

 

李若菾         Accuen 中国区客户总监 

江睿           IPGCadreon 中国区客户服务副总监 

 

专场三：        移动+营销 

 

15:30-17:00   主题演讲  

王湘君   女士  爱奇艺营销高级副总裁 

邓晔     女士  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 

孙忠怀   先生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视频总经理  

 

17:00-18:00      圆桌对话  

主持人：张秋水         上方网总裁 

对话嘉宾：  

王俊     先生  浙江卫视频道副总监兼营销中心主任 

王湘君   女士  爱奇艺营销高级副总裁 

邓晔     女士  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 

孙忠怀   先生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视频总经理 

魏明     先生  优酷运营副总裁兼总裁助理 

   

 

GIIE 全球移动互联网创新大会 DAY2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梅花厅      时间：4 月 12 日     规模：1200 人 

 

09:00-11:30 

主题演讲：创业启示录  

熊晓鸽  IDG 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徐小平  原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创立了“真格”天使投资基金 

王长田  光线传媒总裁  

赫畅      黄太吉创始人  

 

13:30-15:30 第一批四个项目路演  

15:45-17:30 第二批四个项目路演  

嘉宾：  

包凡    华兴资本创始合伙人 

徐新    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最优秀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邓锋    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汪华    创新工场创始合伙人 

 

 

 

（日程拟定，主办方拥有最终解释修改权） 

Remark:The Organizer Keep the rights to modify the schedule） 

 



 

 

五、 赞助说明 

 

 

 

 

 

GIIE  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组委会  

联系人：王连云  

电话：13426351314 

邮箱： searchmee@live.cn 

赞助商申请赞助程序 

• 成为协办、赞助或参会企业、单位、团体或个人填写《招商回执》，并加盖公章； 

• 赞助商需将《营业执照》有效复印件和有关证明文件，以及企业简介和产品(服务)简介(500 字以内)反馈至

组委会办公室； 

• 组委会办公室收到赞助商资料后，及时与赞助商联系并共同协定《赞助合同》； 

• 经确定的赞助商与承办方共同签订《赞助合同》，并获得合同规定的荣誉、待遇、回报等利益； 

• 签订合同后的赞助商应按合同约定时间将赞助费用汇入办公室处指定帐户，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秘书处； 

• 赞助以现金为主。（产品、礼品、奖品可以部分实物赞助，另行沟通）；  

• 凡需要根据企业情况量身定做及需要一定制作周期的项目须在 2014 年 3 月 25 日前与办公室定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