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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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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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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

主				任： 杨学山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许   勤  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	主	任： 丁文武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陶少华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副主任

 陈   彪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高国辉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陈   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组				员： 安筱鹏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

 李   颖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

 赵文智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郭立民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陈雯海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

 许   生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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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参展商、各位新闻

界的朋友：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如期在深圳举办

了，非常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在这个合作

交流、共谋发展的平台上，我谨代表中国电子信息

博览会组委会，向一直以来热心关注和支持博览

会、关心和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海内外各

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大家百忙之中参观参展

表示热烈的欢迎！

本届展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

府联手，共同打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行业主管部

门，肩负着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的制

定实施等任务；深圳市是中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电子信息产业龙头企业。

部市联手，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行业领先、亚

洲第一、世界一流”的权威展示平台。

当前，我国信息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信息消

费已经成为引领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新动

力。为此，本届展会的主题确定为“促进信息消

费，引领转型升级”。本届展会将充分体现以下特

点：一是展示创新性技术和产品。2014年是中国

的4G元年，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新型显示、可

欢	迎	辞



穿戴电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将成为展会的热点。二是更加突出国际化。我们希望本届展

会成为全球一流跨国公司展示新技术、发布新产品的重要平

台，成为全球电子信息领域一流企业家、技术专家、投资

者、专业买家交流合作的平台，成为全球电子专业媒体、大

众媒体观察行业发展动向的平台。三是全产业链。本届展

会的23个专业展区涵盖了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包括4G智能

终端、4G芯片、4G网络、可穿戴电子、智能电视、新型显

示、智能汽车、云计算、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信息安

全、集成电路、电子仪器设备、锂电新能源和元器件等多个

领域。四是提供更专业化服务。本届展会在展馆设立了新产

品、新技术发布中心，为企业新产品和新技术发布提供现场

布置、媒体宣传和专业观众组织等全方位服务。我们将为展

商提供中国买家采购咨询、洽谈、合作等一站式服务，提供

中国供应商推荐、组织、洽谈等服务。

本届展会同期还将举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2014 CITE创新产品与

应用奖”颁奖典礼、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态势发布会暨知识产

权高峰论坛等30余个主题的活动，这些活动将围绕不同主

题和方向，从电子信息产业各细分领域，向业界展示产品、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精彩的产业盛会！

预祝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圆满成功！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2014年4月10日

丁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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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专题论坛时间表
 2014年4月10-12日

序号																											论坛名称	 时间	 规模	

 1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0日下午 杜鹃厅

 2 中国智能终端产业高峰论坛 10日下午 牡丹厅

 3 2014中国电子信息节能环保高峰论坛 10日 菊花厅

 4 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Ⅰ 10日 玫瑰厅3
 5 GIOE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DAY1 10日上午 梅花厅

 6 2014中国（国际）平板显示产业大会 10日下午-11日 茉莉厅

 7 北斗应用高峰论坛 10日上午 郁金香厅

 8 智慧城市深圳峰会 10日下午 郁金香厅

 9 2014中国·深圳互联网金融高层论坛 10日下午 桂花厅

10 光启与产业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10日下午 水仙厅

11 2014中国车联网产业高峰论坛 11日上午 牡丹厅

12 4G时代，中国游戏产业合作与发展论坛 11日下午 牡丹厅

13 2014全球平板/电视市场动态及

 中国产业链变化研讨会 11日 郁金香厅

14 2014第三届中国锂电新能源高峰论坛 11日 桂花厅

15 2014安防电子技术研讨会

 暨第十七届电路保护与电磁兼容技术研讨会 11日 水仙厅

16 2014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11日 梅花厅

17 第六届中国商用显示高峰论坛 11日 菊花厅

18 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Ⅱ 11日-12日 314室，316室
19 2014可穿戴设备产业链创新论坛 11日下午 玫瑰厅3
20 2014中国（国际）触摸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2日 茉莉厅

21 2014芯海科技智能硬件技术研讨会 12日上午 玫瑰厅3
22 首届互联网创新与家电大数据论坛 12日上午 菊花厅

23 第二届中国ICT科技评价促进产业发展大会

 暨2014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机器人论坛 12日上午 水仙厅

24 2014中国(深圳)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12日上午 牡丹厅

25 2014中国移动互联网博览会暨创业大赛 11日-12日 杜鹃厅

26 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态势发布会暨知识产权高峰论坛 11日 五洲宾馆国际会议厅

27 第七届中国LED产业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11日-12日 五洲宾馆深圳厅

28 蓝牙和可穿戴技术沙龙 11日-12日 4号馆A区
29 新产品发布活动 10日-12日 1号馆-1C601
30 新技术发布活动 10日-12日 6号馆-6C001
31 高端买家沙龙 10日-12日 8号馆1号门

32 2014智能家居、可穿戴与无线互联方案展示

 暨开发者论坛 10日-12日 9号馆-9D15
33 2014汽车电子与高效设计研讨会 10日上午 9号馆-9D15
34 第四届新型采购与供应模式峰会 10日下午 9号馆-9D15
35 电子FUN群互动社区 10日-12日 9号馆-9B301

＊标注的论坛为收费论坛 各论坛资料截至时间为3月31 日

＊

＊

＊



专 题 论 坛
Forums

 1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 8

 2 中国智能终端产业高峰论坛 ··············································································· 10

 3 2014中国电子信息节能环保高峰论坛 ··································································· 12

 4 2014 IEEE 国际消费电子大会 ············································································ 14

 5 GIOE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 17 

 6 2014中国（国际）平板显示产业大会 ··································································· 20

 7 北斗应用高峰论坛···························································································· 22

 8 智慧城市深圳峰会···························································································· 24

 9 2014中国(深圳）互联网金融高层论坛 ·································································· 26

10 2014中国车联网产业高峰论坛 ············································································ 28

11 4G时代，中国游戏产业合作与发展论坛 ······························································· 30 

12 2014全球平板/电视市场动态及中国产业链变化研讨会 ············································· 32

13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锂电新能源高峰论坛 ······················································· 34

14 2014安防电子技术研讨会暨第十七届电路保护与电磁兼容技术研讨会 ························· 36

15 第六届中国商用显示高峰论坛 ············································································ 38

16 2014年可穿戴设备产业链创新论坛 ······································································ 40

17 2014中国触摸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 42

18 2014芯海科技智能硬件技术研讨会 ······································································ 44

19 首届互联网创新与家电大数据论坛 ······································································ 46

20 第二届中国ICT科技评价促进产业发展大会

 暨2014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机器人论坛 ····························································· 48

21 2014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 50

22 2014中国移动互联网博览会暨创业大赛 ································································ 52

23 第七届中国LED产业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 55

24 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高峰论坛暨专利态势发布会 ················································· 58

25 新产品发布活动······························································································· 60

26 新技术发布活动······························································································· 62

27 高端买家沙龙·································································································· 64

28 2014智能家居、可穿戴与无线互联方案展示暨开发者论坛 ········································ 66

29 2014汽车电子与高效设计研讨会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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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日下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杜鹃厅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活动简介：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协办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于4月10日下午在深圳会展

中心举办。论坛以“促进信息消费，引领转型升级”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政府

官员、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深入探讨电子信息产业对促进消费升级、民生改

善的意义和作用，全面探讨电子信息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转型升级的模

式和路径。

联 系 人：孙强  1300104237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演讲嘉宾

 江阳 副总裁

腾讯公司

  刘士余 副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

 钱大群 董事长

IBM大中华地区

  刘凤喜 总裁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毛光烈 副省长

浙江省人民政府 

  杨学山 副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 

  罗  文 院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刘庆峰 董事长

  科大讯飞公司

 王  坚 首席技术官 

阿里巴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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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00－13:30 会议签到、交流

13:30－13:35 主持人介绍参会嘉宾

13:35－13:40 深圳市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13:40－13:45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致辞

13:45－14:10 《加快推进信息消费 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14:10－14:35 《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士余

14:35－15:00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光烈

15:00－15:25 《把握信息消费态势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罗文

15:25－15:50 《创建移动互联平台  拓展信息消费市场》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刘凤喜 

15:50－16:15 《创新融合、开放共赢  拥抱互联网+时代》 腾讯公司副总裁 江阳

16:15－16:40 《共建中国云计算生态 创造云端精彩生活》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王  坚

16:40－17:05 《创新信息技术  创造美好生活》 科大讯飞董事长兼总裁 刘庆峰

17:05－17:30 《搭建产业生态体系  创造新型发展模式》 IBM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

  及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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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0日下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牡丹厅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TD产业联盟

活动简介： 在信息消费战略推动下，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为智能终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在未来5年，智能终端伴随移

动互联网仍然会保持快速发展，并将成为各行业业务融合与创新的最大平台。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快速发展，为智能终端产业链提供有利的发展

环境，我院将在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同期举办中国智能终端产

业高峰论坛。

联 系 人： 赵妍  13810109707

专题论坛		 	中国智能终端产业高峰论坛

演讲嘉宾

  金毅敦  副秘书长

北京时分移动通信产业协会

  王伟华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设备认证中心 

  余晓晖总工程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孙飞 总经理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赤 洋一 首席代表  

KDDI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章维力 总经理

联发科技中国区

  张光强副总裁 

酷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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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3:00-13:40 开幕致词 工业和信息部领导

  深圳市政府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于生多副院长

  TD产业联盟 杨骅秘书长

13:40-14:05 智能终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总工程师  余晓晖

14:05-14:20 TD-LTE产业链建设 TD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金毅敦

14:20-14:35 权威发布：2014年一季度国内手机行业运行状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设备认证中心 王伟华

14:35-14:55 互联网技术发展对芯片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章维力

14:55-15:15 运营商定制手机发展思路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

15:15-15:35 智能终端——以创新促竞争 酷派集团副总裁  张光强

15:35-15:55 4G时代的终端·服务战略 KDDI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赤 洋一

15:55-16:15 LTE终端测试技术发展与挑战 大唐联仪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孔飞

16:15-16:35 新技术新业务对智能终端测试挑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南方分院副院长  张翔

16:35-16:55 全球智能终端发展概况 GSMA亚太区顾问  关舟



12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菊花厅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电子器材 

总公司

活动简介：电子信息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加快推

行节能环保，对促进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节能环保不仅是电

子信息行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打造品牌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任。通过论坛，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国内外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动态，大力推广优秀

企业节能环保技术，推动行业落实国家节能环保产业政策、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打造绿色品牌，努力为社会提供节能环保产品。

联 系 人：秦立东  13641097467

 田晖 主任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电器循环技术研究所 

 朱永光 负责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环保工作组

 李嘉建处长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节能
环保与回收促进处

演讲嘉宾

 杨超峰 主任

金发科技
标准化办公室

	2014中国电子信息节能环保高峰论坛

 臧文超 副总工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赵波 院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黄建忠 副巡视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王旭 总经理 

EuropElectro-欧洲
电气电子行业机构 

 李洪良 调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
综合利用司

  李家鹏 副主席

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
中国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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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0日
08:20-08:50 报到

09:00-09:05  介绍嘉宾 主持人：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秦立东副秘书长

09:05-09:15  欢迎致辞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赵 波 院长

09:15-9:30  电子信息产业在世界经济格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胡燕 巡视员

 09:30-10:00  电子信息行业节能与资源综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利用形势、任务、重点工作及中国RoHS最新进展 黄建忠 副巡视员

10:00-10:10 交流答疑

10:10-10:3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综合工作安排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李洪良 调研员

10:30-10:35 交流答疑

10:35-11:05 化学品管控现状及展望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臧文超副总工

11:05-11:15 交流答疑

11:15-11:3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形势、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节能环保与回收促进处

 任务及管理思路 李嘉建 处长

11:35-11:45  交流答疑

11:45-11:55 富士康参观安排介绍及人员确认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秦立东 副秘书长

12:00-13:30     会议午餐

13:30-14:0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评估方法研究

 与目录调整重点产品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田  晖  主任 
14:00-14:10  交流答疑

14:10-14:30 Electra Ⅱ - 智能世界让欧洲越来越智能， EuropElectro-欧洲电气电子行业机构

 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王 旭  总经理

14:30-14:40 交流答疑

14:40-15:00 环境友好的标准 --电子电气无卤化探讨 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中国工作组  
  李家鹏 副主席

15:00-15:10 交流答疑

15:10-15:30 绿色供应链管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环保工作组负责人  朱永光

15:30-15:40 交流答疑

15:40-16:00 塑料的回收再利用 金发科技 杨超峰 主任 
16:00-16:10 交流答疑

16:10-16:30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下的经营风险 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实验室

  孟凯 副总经理

16:30-16:40 交流答疑

16:40-17:00 主办方领导总结讲话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杨智宝秘书长

 4月11日 企业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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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13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玫瑰厅3  314室  316室

主办单位：IEEE消费电子学会

活动简介：在21世纪的数码年代，从有线到无线通信系统，甚至到音频、图像

和视频的数据处理，物联网是其中一样最关键的应用技术。2014年IEEE消费电

子国际会议的主题集中于网联网在消费电子的技术和应用上，其中包括：智能电

网、智能医疗服务、家居自动化、智能交通和射频识别等。通过互相交流优秀的

研究成果，这个会议一定能擦出创新性的火花。

联 系 人： Prof. Wing-Kuen Ling

 萧允治教授

IEEE信号处理学会的副主席

 陈关荣 董事长  

香港城市大学混沌与
复杂网络学术研究中心

 文剑锋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Jerry Huang  

ZigBee亚太联盟总经理

演讲嘉宾

 彭莎朗 博士

专题论坛		 	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中国

  Simon Sherratt 

IEEE院士

 Dr K.F. Tsang

    

 凌永权 教授  

广东工业大学

 Dr. Wai Ho M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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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日期：4月9日
会议主持人：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主席 Dr. K. F. Tsang
18:00 – 18:15 致辞 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主席 Dr. K. F. Tsang
18:15 – 20:45 欢迎晚宴

日期：4月10日
会议主持人：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主席 Dr. K. F. Tsang 玫瑰厅3
08:30 – 09:00 注册

09:00 – 09:15 致辞 IEEE消费电子学会副总裁 Dr. Sharon Peng
09:15 – 09:30 致辞 政府领导 
09:30 – 09:45 致辞 香港城市大学 Prof.Kim-Fung Man
09:45 – 10:00 致辞 广东工业大学郝志峰副校长

10:00 – 10:15 致辞 南方科技大学

10:15 – 10:30 休息

10:30 – 12:00 传感网络的数据接驳控制和可控制性 香港城市大学 Prof.Ron Chen
12:00 – 14:00 中午饭

14:00 – 15:30 射频优化 香港城市大学 Prof.Kim-Fung Man
15:30 – 15:45 休息

15:45 – 17:15 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高质量视频监察 香港理工大学 Prof. Wan-Chi Siu
日期：4月11日
会议主持人：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主席 Dr. K. F. Tsang 314室、316室
08:30 – 09:00 注册

09:00 – 10:30 论文报告：信号处理及通信理论

 待定 IEEE消费电子学会副总裁Dr. Sharon Peng
10:30 – 10:45 休息

10:45 – 12:15 论文报告：控制及智能计算 
 ZigBee系统的发展  ZigBee亚太总裁 Jerry Huang
12:15 – 14:00 中午饭

14:00 – 15:30 论文报告：传感网络

 论文报告：数字电路及零件

15:30 – 15:45 休息

15:45 – 15:15 Communications over display-camera 
 channels: barcoding and beyond 香港科技大学Dr. Wai Ho Mow
 消费电子的前沿发展及IEEE Transac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sumer 
 on Consumer Electronics的论文方向 Electronics的主编Prof. Simon Sher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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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日期：4月12日
会议主持人：2014年IEEE消费电子国际会议主席 Dr. K. F. Tsang 314室、316室
08:30 – 9:00 注册

09:00 – 10:30 物联网的ZigBee系统 香港城市大学 Dr. K. F. Tsang
  广东工业大学 Prof. W. K. Ling
  学生设计比赛

10:30 – 10:45 休息

10:45 – 12:15 待定 Dr. Yin Wu
  学生设计比赛

12:15 – 14:00 中午饭

14:00 – 15:30 论文报告：音频、图像和视频处理1 论文报告：系统1
15:30 – 15:45 休息

15:45 – 17:15 论文报告：音频、图像和视频处理2 论文报告：系统2
17:15 – 18:00 休息

18:00 – 20: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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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梅花厅

主办单位：云立方创新公园    21世纪经济报道     Creative 3D World    投中集团

活动简介：我们正处在一切皆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的时代;一切皆网让科技

与非科技品牌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IOE将有19万亿商机，覆盖从私人到公共部

门，整个城市甚至国家都将卷入。航母来了，创业者的下一张船票在哪里？——

GIOE毫无疑问能够使公众对智能互联有更加清晰的认知，GIOE组委会邀请您来

参与这个全产业链的高端大脑聚会，带来最新的智慧生活走势，引领新一代移动

互联网的极客聚合，您的观点无不在第一时间代表了最领先的理念，无论对个人

还是团队都将获得先知先觉的历史性机会。这是有关于物联网、传感器、有线无

线、穿戴设备、新型社交工具的一次极致创新盛宴。  

联 系 人：王连云 134263511314                                                                                                              

 徐晨 合伙人

戈壁投资

 钟玉 董事长

北京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昊 CEO

幻腾智能

 林霆 总经理

青云创投

演讲嘉宾

 沈劲 全球副总裁

高通公司

	GIOE全球智能互联网博览会暨极客嘉年华

 刘美鸿 董事长

深圳市亿思达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顾晓斌 CEO

果壳电子

 金建华 执行总裁

投中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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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0日上午（2000人）

GIOE主题演讲            主题：一切皆网、智能互联的时代，刚刚开始    梅花厅

08:00-08:50 签  到 主持人：云立方创新公园创始人 唐斌 
08:50-09:00 领导致辞 相关部委领导

09:00-09:30 过去、现在、未来，   C3D联盟副会长、康得新董事长 钟 玉
 3D视觉盛宴  开启梦幻智慧生活新篇章

09:30-09:55 汽车里的那段智慧时光   沃尔沃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然峰

09:55-10:20 生态树，智能互联时代的核心   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勇
10:20-10:45 用户、创新与创业精神 � 360公司董事长 周鸿

10:45-11:10 当服饰遇上互联网  广州例外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继鸿

11:10-11:40 移动互联网的下一章  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  黎万强

11:40-12:10 生而智能，享受生活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  沈  劲
4月10日下午（闭门培训）

GIOE创业训练营          主题：创业者与创业导师的私聊    3F 314
14:00-17:00  主 持 人：  中国技术协会天使投资联盟副理事长  万   松  
  创业导师：  云立方创新公园创始人  唐   斌
                      云立方创新公园创始人 刘美鸿

                      戈壁投资合伙人  徐  晨
                     康得新董事长  钟  玉 
                      青云创投董事总经理  林  霆
                      投中集团执行总裁  金建华

4月10日晚上（邀请制）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创新之夜  5F 梅花厅

4月11日上午（2000人）

GIOE鹏城纵论            主题：不能错过的传统产业颠覆与跨界整合    5F梅花厅

08:00-09:00 签  到
09:00-09:30 聚焦智能互联新生态  平添信息消费新主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领导

话题一：移动互联网金融——新利益格局的共谋

09:30-10:30 主题发言：颠覆时刻：互联网金融的春天 主 持 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汤浔芳 
　 主题纵论：移动互联网金融：新利益格局的共谋   移动端理财铜板街CEO   何  俊
                1、传统银行VS互联网金融   挖财总裁  顾晨炜

                2、互联网金融创新商业模式   Wecash创始人  支正春 
　    盛融在线总经理  刘志军

　   移动支付梆梆安全CEO  阚志刚 
　    极客网副总编  李海刚

话题二：传统非技术互联网创业的颠覆与跨界整合

10:30-10:50 智能互联：另一个视角看产品创新 小度三剑客负责人  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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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0:50-11:10 舌尖上的互联网思维 老枝花卤创始人  高臻 
11:10-11:30 超越今天 离未来更进一步 Kopin Glass创始人  周永业 
11:30-11:50 可穿戴的未来  果壳电子创始人  顾晓斌

11:50-12:10 智能家居飞入寻常百姓家 幻腾智能CEO  王   昊 
12:10-12:30 什么是创客与创客精神 北京创客空间创始人  王盛林  
4月11日下午（2000人）

GIOE极客嘉年华            主题：生命不息、创新不止    5F梅花厅

13:30-14:30 极客路演第一场：5个项目路演 主持人：  中国技术协会

  天使投资联盟副理事长  万  松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  宋安澜

    创业工场创始人  麦  刚
   华山资本董事总经理  杨  镭  
　  红杉资本基金合伙人  周  逵   
   金沙江创投副总  杨志伟 
　  于小云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执行副总裁

14:30-15:30 极客路演第二场：5个项目路演 主持人： 戈壁基金合伙人  徐  晨  
    亚商资本投资基金总经理  于伟霞

　   美国中经合集团合 伙 人  蒋亚萌 
   天使投资人  石  宏 
   德同资本合伙人  李  农 
    松禾资本北京公司总经理  汤旭东

　    建银国际资本副总经理  马  克
   富恩德产业基金执行总裁  刘海林 
15:30-17:30 极客论战 主持人： 中国技术协会   
  天使投资联盟副理事长  万  松
   博大创投资本董事长  张国林 
　    大河资本著名天使投资人  刘志硕

　   和君资本总裁  何劲松 
   深创投北京公司总经理  刘  刚 
    国润创业投资董事长  王鹏威

　    硅谷天堂执行总裁  鲍  钺
　  高能资本总裁  王晓滨  
　    点金创新投资总裁  郭旭升

4月11日晚上     GIOE极客之夜            主题：共叙IOE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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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0-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楼茉莉厅

主办单位：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日经BP社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

分会

活动简介：平板显示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信息产业发

展的核心基础产业。中国大陆平板显示企业在生产规模、技术创新、产业配套等

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支持政策，如

何选择切实可行的技术路径，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如何健全协同高效

的产业体系，如何加强优势互补的国际合作，是政府部门、整个行业、主导企业

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本论坛旨在针对上述重大课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推进平板显示产业可持续发展。

联 系 人：沈柏冲  13751177352 

专题论坛		 	2014中国（国际）平板显示产业大会

 宫本雅之

夏普电子元器件事业本部

 刘锋 副总裁  

京东方

 中根康夫  

德国证券

 王国和 副总裁 

华星光电

演讲嘉宾

 李宏明 执行副总  

龙腾

 木村宗弘准 教授  

长冈技术科技大学

 曾章和 首席技术官  

天马

 细野秀雄  

东京工业大学

 胡安平 营销工程总监  

光峰光电

 彭双浪 总经理

友达光电



21

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2014年4月10日下午  基调演讲 

13:00-13:30 签到时间

13:30-13:35 主持人介绍会议背景、VIP介绍

13:35-13:40 主办方致词

13:40-14:10 解读最新中国平板显示产业政策 国家工信部

14:10-14:40 华星光电的发展与展望 华星光电

14:40-15:10 从消费者趋势看显示器走向 友达光电

15:10-15:40 京东方的显示面板事业 BOE

15:40-16:10 天马LTPS技术发展战略 天马

16:10-16:40 IVO 的FPD战略 龙腾

16:40-16:50 企业致辞 夏普

16:50-17:00 茶歇商务交流

17:00-18:00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链建设高峰论坛

18:00-20:00 创新之夜及颁奖典礼

2014年4月11日上午    大型面板的技术、市场

09:00-09:30 签到时间

09:30-10:00 氧化物TFT的特性及其在OLED领域的应用 东京工业大学

10:00-10:30 FPD 市场展望 Tecno System Research

10:30-11:00 LCA印刷技术：一种前瞻性的LCD制造技术 长冈技术科技大学

11:00-11:30 激光显示-引领显示技术的变革 光峰光电

11:30-12:00 开创全方位光学膜解决方案新时代 台湾康得新

午歇时间  （自助餐，五楼向日葵厅）

2014年4月11日下午  中小型面板的技术、市场

13:00-13:30 签到时间

13:30-14:00 柔性AMOLED技术 韩国庆熙大学

14:00-14:30 高清显示的PEVCD技术 AKT

14:30-15:00 平板显示行业的市场展望 德国证券

15:00-15:30 实现大画面、高感度投射式电容触摸屏的新技术 夏普电子元器件事业本部

15:30-16:00 论广色域LED制造技术在LCD背光的应用  夏普电子元器件事业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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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 2014年4月10日上午

地    点： 深圳会展中心  郁金香厅

主办单位： 中国北斗产业化应用联盟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活动简介：为加快北斗卫星应用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互动，

中国北斗产业化应用联盟将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CSIP），于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期间举办北斗应用高峰论坛，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行业主管领导、企业代表、行业用户代表，围绕发展核心技

术、创新产品和应用，促进企业和居民的信息消费等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

流，推动北斗应用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快北斗项目的落地和应用。

联 系 人：高荣娟  13910173486 

 胡梦琪 副总经理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总经理/北斗陆通公司

 曹冲 主任

中国全球定位系统
技术应用协会咨询中心  

 高静波 产品经理

和芯星通市场部
导航产品线

 张帆 副主任

深圳市北斗位置服务技术
工程实验室

演讲嘉宾

 赵龙 总监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事业部

	北斗应用高峰论坛

 李晓江 总经理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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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00-09:30 北斗产业发展机遇和挑战的研究分析 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应用协会咨询中心主任  曹冲

09:30-10:00 基于北斗的海上行业应用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总经理/北斗陆通公司 

   副总经理  胡梦琪

10:00-10:30 北斗卫星导航及位置服务应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云计算中心

  深圳市北斗位置服务技术

  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张帆

10:30-11:00 比亚迪北斗导航应用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电子事业部

  技术总监  赵龙

11:00-11:30 北斗导航之大众应用 和芯星通市场部导航产品线

  产品经理 高静波

11:30-12:00 走向世界的北斗导航系统与北斗芯片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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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0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郁金香厅

主办单位：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工作联盟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  

活动简介：我国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迈入“实践探索”阶段，各城市积极开

展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工作，为提升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

涌现出一批务实、惠民的公众服务示范工程，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城

市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因实制宜地开展基于公众服务的智慧城市规

划、建设，已然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健康发展的核心。为此，主办方将本届峰

会的主题定为“大智惠民，开启公众服务新纪元”，凝聚力量，激荡智慧，期许为

实现“以智惠民”探讨出一些新思路、新模式。

联系人:姜丰  15810895778

专题论坛		 智慧城市深圳峰会

 冯钢 秘书长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促进
工作联盟

 王鹏 副院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乐知  主任

深圳市罗湖区信息中心

 万众华 执行总裁

 安恒集团

 徐才原 总裁

    深圳清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郭晟 董事长兼CEO

立得空间 

 曹国辉

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兼高级副总裁

 黄鸿 

 星球数码（集团）
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贾兴东 副主任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
委员会党组成员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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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30-13:40 开幕

13:40-13:50 主办方欢迎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王鹏

13:50-14:05 主旨发言 相关部委领导

14:05-14:35 主旨发言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贾兴东

14:35-15:05  立得空间董事长兼CEO 郭晟

15:05-15:35  星球数码（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黄鸿 

15:35-16:05  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兼高级副总裁 曹国辉

16:05-16:25 智慧城市工程中心工作推进计划

16:25-17:30 高峰对话

 议题：基于公众服务的智慧城市建设

 主持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工作联盟秘书长 冯钢

 参与者：深圳市罗湖区信息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

                深圳清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软通动力、安恒集团

17:3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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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0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桂花厅

主办单位：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  中国电子金融产业联盟  中国

互联网金融智库

活动简介：论坛邀请政府官员、权威专家、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电子商务

企业、支付机构、科研院所以及国内外知名信息技术服务商等各界人士，将围绕推

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创新发展，重点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开展政策宣传、产业培育、应

用示范、人才培训、交流合作、市场拓展等系列活动，为现场企业家们提供一对一

的答疑服务，解决企业家们布局互联网金融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互联网金融产业

界搭建起“政、产、学、研”零距离的合作、交流平台，使更多的企业受益。

联 系 人：胡思娟  13681152162

专题论坛		 	2014中国（深圳）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

 陈静  委员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辜胜阻 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穆怀鹏 司长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

 江艾芸 秘书长

中国电子金融产业联盟

演讲嘉宾

 余晓晖 总工程师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

 徐愈 司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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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00-13:30 来宾签到、合影

13:30-15:00 开幕式

13:30-13:40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主任 徐愈 

13:40-15:00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 辜胜阻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穆怀鹏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备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余晓晖  

15:00-16:30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发展 阿里巴巴副总裁 高红冰 

  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总经理  卢小群 

  平安银行对公网络金融部总经理 金晓龙 

  宜信公司总裁助理   刘大伟 

  信而富总裁CEO 王征宇 

17: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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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1日   上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牡丹厅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移动互联专委会

活动简介：车联网作为信息化融合工业化的典范以及物联网的示范工程，是推

动汽车制造和服务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据有关预测，

到2015年，中国汽车产量规划将达2500万辆，车联网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500亿

元。未来，我国将迎来车联网市场的高速发展期，也有望发展成为全球车载信息

服务业最大的市场。如何联合产业链各环节，做大整个车联网的市场规模，推动

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是车联网产业链共同关心的话题。

联 系 人： 邝世诚  13051272212

专题论坛		 	2014中国车联网产业高峰论坛

演讲嘉宾

  方竹 秘书长  

中国车联网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詹德凯 部长

华晨汽车研究院
电子电气部

 杨景 首席科学家 

中国移动信息通信
有限公司研究院

 顾菲方案专家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

 李东华 副总经理   

中国电信交通行业信息化
应用（南京）基地

 谢平生 总监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事业部

 孔凡忠 副总经理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与管理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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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00-08:30 来宾签到、入场就坐

08:30-08:40 主持人介绍嘉宾并宣布开会    中国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方  竹

08:40-09:20 车联网产业政策导向 相关部委领导

09:20-09:40 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  苗前军 

09:40-10:00 车联网时代运营商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解决方案专家  顾  菲           

10:00-10:20 新经济  新市场  新机遇   中国电信交通行业信息化应用   

  （南京）基地常务副总经理  李东华

10:20-10:40 车联网产业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杨  景 

10:40-11:00 开放与包容，开创车联网发展新局面    深圳市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谢平生

11:00-11:20 4G与未来互联汽车浪潮   美国博通(Broadcom)大中华区总裁  李廷伟 

11:20-11:40 基于车联网技术的汽车性能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改善与盈利模式展望 科技与管理信息化部副总经理  孔凡忠   

11:40-12:00 手机与车载多媒体互联技术应用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电气部部长  詹德凯 

12:00-12:20 用户体验是车联网商业价值的真正体现   广东省车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岳  浩 

12:20-12:30 抽奖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移动互联专委会副秘书长  邝世诚 

12:30 会议结束、参观展览展示



30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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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时    间：2014年4月11日下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牡丹厅

主办单位：中国信息产业商会  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

活动简介： 2014年是游戏产业发展的新纪年：执行14年的“游戏机禁令”正式

解除，标志着国家将增大以游戏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而以快速和高效

为特点的4G通信时代来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跃升，也为游戏产业的创新与

融合奠定了技术基础与发展空间。面对国内庞大的消费能力和用户基数，市场快

速国际化，游戏产业链在不断吸引新业态和转型提升的同时，为国内游戏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更高的挑战。

联 系 人： 邝世诚  13051272212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4G时代，中国游戏产业合作与发展论坛

 徐  旭 总监   

中国移动游戏基地运营

 陈晓航 副总经理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翔 总经理 

中国联通沃商店游戏中心 

 倪县乐 总裁  

北京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张东晨 副总裁    

百度

 黄名之 副总裁   

深圳市指游方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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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00-13:30 来宾签到、入场

13:30-13:40 主持人介绍嘉宾、并宣布开会    全球移动游戏联盟深圳分会执行秘书长 任培文

13:40-14:00 有关政策导向 相关部委领导

14:00-14:30 借助4G 实现游戏新突破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晓航 

14:30-15:00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游戏产业发展机遇    中国联通沃商店游戏中心 总经理 陈  翔

15:00-15:30 2014开放与合作    中国移动游戏基地运营总监 徐  旭

15:30-16:00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游戏产业的支撑    华为云服务业务部总经理 杨瑞凯

16:00-16:30 百度移动游戏平台的融合与联动    百度副总裁、百度多酷董事长 张东晨

16:30-17:00 适合的人做适合的事    深圳市指游方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黄名之

17:00-17:30 如何打造符合国际精品的高品质游戏    北京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倪县乐  

17:30-17:40 抽奖环节 宣布名单、代表合影

17:40 会议结束、参观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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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郁金香厅

主办单位：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中国视像产业促进中心  IHS  舜联咨询

SciLinks

活动简介：2014年6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将在遥远的巴西拉开帷幕，我国

数亿球迷将通过手机、平板、电视来收看比赛的实况，高清画面、移动设备已然

成为球迷们备战世界杯的时尚选择。目前高清手机、高清电视，移动设备的技术

和市场状况如何?企业如何筹备更新显示技术产品来迎接世界杯？中国产业链将

如何变化？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媒体记者和行业知名企业代表参加，

共同探讨2014-2015平板、电视发展趋势，显示材料创新和解决方案，关注最新

高清、曲面等显示技术，及对中国产业链变化趋势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

联 系 人：郭巍巍   18618277978

  Nick Jiang 分析师

大尺寸显示，IHS科技 

 Gerry Xu 高级分析师

IHS科技

 Ricky Park 高级经理

 显示技术，IHS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2014全球平板/电视市场动态及
中国产业链变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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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30  注册

09:00  欢迎致词 Gerry Xu，高级分析师，IHS科技 

09:15  欢迎致词 梁毅，副秘书长，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09:30  2014-2015全球显示趋势和技术更新  Ricky Park, 高级经理， 显示技术, IHS 

10:00  用4K超高清智能电视完美迎接巴西世界杯  TCL 

10:20  2014-2015全球平板电脑市场动态和

 中国产业链趋势分析 Gerry Xu, 高级分析师，IHS科技

10:50  休息

11:10  2014最适合观看世界杯4K超高清电视16强颁布 SDIA    CVID

11:20  显示材料创新和解决方案 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1:40  中国第一季度手机、平板、

 电视海外出口情况分析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12:00  午餐

13:30  2014-2015全球电视行业展望 Nick Jiang, TV分析， IHS科技

14:00  曲面UHD技术解析 Samsung 

14:30  3M技术创新及战略规划 3M中国光学事业部

15:00  圆桌讨论 IHS、Samsung、TCL、LG化学、3M 

15:30  总结致词 ，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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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桂花厅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中国电子新能源（武汉）研究院

活动简介：2013这一年里，既有由于移动电源市场的兴起而带动的配套锂离子电

池产量的快速增长，又有1美元/wh对电池成本和制造技术的压力和挑战；既有环

保节能减排的压力，又有美国“特斯拉”的热卖和对动力锂离子电池需求的引领

等等；理解所有这些，将对2014年锂离子电池产业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共

同关注，也需要专家的详细解读。在2014年第三届中国锂电新能源高峰论坛上，

将邀请主管新能源的工信部领导解读有关政策，业界的知名专家、电池企业、新

能源汽车企业、能源企业、风险投资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运营商、通信运营商来

共同探讨上述的问题，并为2014年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联 系 人：陈克胜  13701159743

 王德宇研究员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曹余良教授

    中国武汉大学

 邓中一博士

    

演讲嘉宾

 阳如坤 董事长

    深圳市吉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4第三届中国锂电新能源高峰论坛

 王兆翔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宝华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李树军 博士

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邱新平 教授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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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00 主办单位致辞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陈雯海 副总经理

第一主题：二次锂电池的新需求、新市场和新挑战

09:15 动力电池政策解读 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

09:45 转化反应：扩展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王兆翔研究员   
10:15 高容量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研究  武汉大学

  曹余良教授 
10:45 锂离子电池纳米钛酸锂负极材料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李宝华教授

11:15 储能，锂电池的机会有多大 邓中一博士 
11:45 互动环节（问答）

12:00 午餐时间、参观中国锂电新能源展（深圳会展中心8号馆）

第二主题：二次锂电池的新体系、新材料和新技术会议

14:00 硅负极的循环性能研究   清华大学

  邱新平教授

14:25 锂离子电池高容量三元材料探索研究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王德宇研究员

14:50 锂离子电池成本构成及降低方法探讨 东莞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树军博士

15:15 天津电源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正极材料研究进展 中电科技18所
  丁飞博士  
15:40 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面临的挑战   深圳市吉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阳如坤总经理

16:05 石墨烯在“锂电和超电结合体”中的应用  北京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闫立群总经理 
16:25 互动环节（问答）

16:40 抽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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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水仙厅

主办单位：我爱方案网  电子元件技术网  中国电子展  中国电子分销商联盟

China Outlook Consulting

活动简介：根据安防产业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安防产业规模将翻一番，总产值

将达5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在20％左右。中国的安防市场已成为快速增长的

潜力市 场，备受全球关注。论坛主旨——帮助安防领域的设计工程师掌握最新的

元器件技术，了解安防产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设计效率，打造高质量的中国原创

精品。演讲嘉宾来自Novoton、Omron、Bourns、丰宝电子、Amazing、R&S和

3CTest等国内外领先技术公司的专家。

联 系 人：穆强  13701337855

 林明芳 经理 

晶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演讲嘉宾

 胡小军 主任

苏州泰思特标准法规研究室 

专题论坛		 	2014安防电子技术研讨会
	暨第十七届电路保护与电磁兼容技术研讨会

  汪进进 业务经理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
科技有限公司

 马永健 首席EMC专家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唐瑞曦 高级FAE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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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30-9:55 中国安防电子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方案 行业专家

09:55-10:20 基于Nuvoton  N329xx的网络智能摄像机解决方案 上海丰宝方案专家 侯旭

10:20-10:55 安防监控的关键元器件方案 上海丰宝方案专家 程强

10:55-11:20 安防监控的电路保护器件选型 Bourns专家

11:20-11:55 安防影音监控产品存在的ESD、浪涌问题 晶焱科技mazing资深经理 林明芳

11:55-12:35 高保真捕获信号的六大原则 R&S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汪进进

14:00-14:35 安防领域电源线路过电压过电流保护解决方案 顺络电子高级FAE唐瑞曦

14:35-15:10 EMC元件选型技术 电子元件技术网网友

15:10-15:45 道路车辆--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测试 3CTest标准法规研究室主任胡小军

15:45-16:30 EMC设计中最棘手的案例分析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首席EMC专家马永健

16:30 大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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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菊花厅

主办单位：中国商用显示系统产业联盟（CBDA）  奥维咨询(AVC)

活动简介：在全球校园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智慧校园”因此应运而生、备受

瞩目。2014年正是教育部提出教育信息化的“三通两平台”目标具体落实的最重

要一年。本次会议议题从智慧校园的产业环境解读开始，聚焦智慧教室的电子白

板应用，从市场、产品、技术、软件、商业利益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同时对中

国的智慧校园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全方位扫描，并邀请主管部门领导、专家和重点

品牌企业、渠道商、行业用户、学校代表等各界人士，进行更新锐前瞻的思想碰

撞，共议中国“智慧校园”未来发展趋势，及探寻教育信息化建设下的智慧教育

发展新模式。 

联 系 人：唐俞侠  13911342704

  黄明寒 副总经理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智
能平板事业部

 罗庆海副总经理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多媒
体产业公司新渠道业务中心

 王东华 

英特尔物联网系统事业部大中
华区嵌入式市场经理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第六届中国商用显示行业高峰论坛

  盛哲 副总裁

北京奥维市场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付翔 副总经理

北京鸿合盛视数字媒体技术有限
公司交互产品事业本部

 陆平 市场总监

上海仙视电子有限公司

 刘雍潜 秘书长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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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会议主持人

09:05-09:15 领导致辞 深圳市领导

09:15-09:25 主办方致辞 奥维咨询（AVC）副总裁 盛哲

09:25-09:55 深圳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 深圳教育局领导

09:55-10:25 《中国智慧教育及IWB市场研究报告》 奥维咨询（AVC）分析师 徐婷婷

10:25-10:55 TCL集团主题演讲 TCL集团领导

10:55-11:25 LGD主题演讲 LGD韩国总部领导

11:25-11:55 从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秘书长 刘雍潜

11:55-12:05 2013年度商用显示年度盘点暨颁奖

12:05-13:30 午间休息

13:30-14:00 高峰对话 政府、专家、企业、用户对话

14:00-14:15 教师关于电子白板使用问题演讲 深圳特级教师

14:15-14:30 网络运营商主题演讲 电信、联通、移动深圳分公司领导

14:30-14:45 知名芯片厂商主题演讲 英特尔嵌入式市场经理 王东华

14:45-15:00 知名电子白板厂商主题演讲 创维光电总经理 林悦涛

15:00-15:15 知名教育软件厂商主题演讲 威科姆副总裁

15:15-15:30 知名教育设备厂商主题演讲 巨龙科教总裁 诸健

15:30-15:45 底层服务器与网络厂商主题演讲 先冠电子智能产品副总 刘迪科

15:45-16:00 知名白板厂商主题演讲 长虹多媒体中心

16:00-16:20 知名电子书包企业主题演讲 广州星海智慧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16:20-16:35 知名白板厂商主题演讲 上海仙视电子市场总监 陆平

16:35-16:50 知名集成商主题演讲 闪联

16:50- 晚宴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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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1日下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玫瑰厅3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报社

活动简介：可穿戴设备市场潜力巨大，谷歌、百度、小米等互联网企业，三星、

索尼、LG、宇龙酷派等终端企业，联想、戴尔等IT 企业，英特尔、高通等芯片

企业纷纷切入穿戴式设备市场，将引发产业链全新变革。可穿戴设备为传感器、

控制器、无线芯片和电源IC、柔性显示等领域企业带来巨大机会。可穿戴设备产

业链上下游如何协作，各种技术如何交汇融合，如何破解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价

值链，本论坛将邀请相关专家、企业代表、分析师等共同探讨热点话题，推动产

业链协同发展。

联系人：王雅静 15801549805

 方之熙博士

     英特尔副总裁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2014可穿戴设备产业链创新论坛

 李廷伟 博士

博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全球销售高级副总裁

 周来平 

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思锐达传
媒高级分析师

 谷荣祥 副理事长

中国元协传感器分会

 安晖 所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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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3:00－13:30 来宾、媒体签到

13:30－13:40 主办方致欢迎辞/领导讲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深圳市政府领导

13:40－14:00 高智能的可穿戴解决方案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 院长 方之熙

14:00－14:25 无线互联技术助力可穿戴设备发展 博通 中国区总裁 李廷伟 

14:25－14:50 高集成度的心律/血氧测量方案  奥地利微电子公司应用经理    李圣均 

14:50－15:15 智能电源管理系统应对可穿戴设备挑战 TI

15:15－15:30 智能可穿戴的创意设计与未来 TCL

15:30－15:45 FPGA在可穿戴设备中的应用 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 刘明

15:45－16:10 ihelp(孝为先）中国穿戴电子先锋！ 西安中星测控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谷荣祥

16:10－16:25 从穿戴式电子看智慧产品新思维  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  

  市场分析师 周来平 

16:25－16:35 权威发布： 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中国可穿戴设备产业发展白皮书（2014版） 研究所所长 安晖

16:35－16:50 颁奖、抽奖、会议总结

16:5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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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茉莉厅

主办单位：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触摸屏分会

活动简介：触摸屏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信息产业

发展的核心基础产业，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触

摸屏产业重要制造大国。论坛针对目前触摸屏产业发展趋势，上下游产业链之间

交流与合作，以及产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共同探讨合作发展之解决方案，推进

触摸屏产业可持续发展。 我协会本着推动触摸屏产业发展，行业内顶尖技术的交

流探讨，产业内上、中、下游企业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的前提

下，举办“中国（国际）触摸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联 系 人：陈超  18025470882

专题论坛		 	2014中国（国际）触摸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金虎 总经理

二维碳素

 胡伟 董事长

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触摸屏协会秘书长

 三家 清隆

电气硝子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沈介俊 经理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演讲嘉宾

 川口利行台湾市场总监

信越聚合物株式会社

 龚伦勇 董事长

远洋翔瑞

 包晓雁

信越聚合物株式会社
中国大陆和台湾市场总监

 Waters Vivian  

PPG Industries, Inc.
亚太区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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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20-08:50 会议、会场签到

08:50-09:00 部、省、市领导致辞

09:00-09:30 触摸屏产业的技术发展回顾和展望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触摸屏分会

09:30-10:00 河南平顶山光电企业发展规划 河南省政府领导

10:00-10:30 PPG Electronic Materials Circuit Materials Market & Technology Training 

  美国PPG

10:30-11:00 The future of the Flat Panel Display --NEG’s

  tempered glass and ultra-thin glass NEG

11:00-11:30 On cell touch structure & the challenge of IC 汇顶

午歇时间  （自助餐，五楼向日葵厅）

14:00-14:30 通信设备领域的信越ＥＭＣ材料介绍 信越

14:30-15:00 石墨烯技术的最新进展和策略 二维碳素

15:00-15:30 50秒快速完成25寸玻璃的加工方式 高效实现盖板玻璃自动化与精密定位的方法

  远洋翔瑞

15:30-16:00 WIT触控技术的发展与挑战 维达力

16:00-16:30 激光技术运用于蓝宝石加工 大族激光

16:30-17:30 中国（国际）触摸屏产业大会高峰论坛

 1）触摸屏结构材料方面的发展及ITO取代材料的最新技术及方向。

 2）蓝宝石材料在触摸屏方面的应用及其优势与市场。

 3）曲屏显示技术及柔性显示技术对未来触摸屏发展方向的利好及挑战。

 重点邀请的企业：三星、LGD、联想、中兴、天马、TPK、Hansol、

 PPG、NEG、欧菲光、伯恩、深越、蓝思、汕头超声、豪威、敦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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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2日上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玫瑰厅3

主办单位：我爱方案网  芯海科技

活动简介：最近几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品发展迅速，市场呈爆发

态势。Gartner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仅Android系统手机总销量为1.77

亿部，全球市场占有率为79%。智能手机带动了传统消费电子向智能系统方向发

展，由此引发了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和智能汽车热正在持续升温。有市场机构预

测，2017年可穿戴式设备市场将由2011年的2077万台增长到1.695亿台。我爱方

案网携手芯海科技，特别推出“2014芯海科技智能硬件技术研讨会”，希望通过

这一平台向业界推介优秀的智能硬件设计解决方案，并促进开发者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

联 系 人：穆强  13701337855

 卢国建 CEO  

芯海科技

 穆强 副总经理

我爱方案网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2014芯海科技智能硬件技术研讨会	

 刘小灵 技术专家

芯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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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20-9:40 观众签到

09:40-10:00 主办方致辞 芯海科技CEO  卢国建

10:00-10:40 智能硬件支撑技术与发展趋势 芯海科技技术专家 刘小灵

10:40-11:05 智能硬件产品定义与IC选型 深圳市天玖隆科技

11:05-11:30 软件应用助力智能硬件迈上新的台阶 深圳市昂纬科技 王宇

11:30-12:00 芯海杯设计大赛获奖方案点评与颁奖 我爱方案网副总 穆强

12:00-12:30 智能硬件开发者交流互动

12:30 观众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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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2日上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菊花厅

主办单位：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活动简介：面对已经过去的2013年中国家电产业，太多的人，太多的事给整个家

电行业带来了新的现象和商机。基于应用大数据分析模式受到家电行业的关注，

既能帮助企业提前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又能化解市场危机，为企业的精准营销和

高效营销提供关键的信息和决策支撑。究竟怎样的产品才是最终的赢家？以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以需求带动市场发展？以产品为中心，以产品营销带动消费？还

是以市场为中心，顺市场发展而推动产品研发？互联网团队和传统家电制造企业

面对未来家电行业的发展又会有怎样不同的想法和举措呢？未来中国家电行业的

发展值得各领导、专业、企业领导齐聚一堂，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

联 系 人：牛项漫  18210386693

	首届互联网创新与家电大数据论坛

 杨斌  

TCL多媒体副总裁
中国区副总经理

 穆刚

夏普商贸中国副总裁、
AV产品本部总经理

 闫小兵

     京东家电
      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嘉宾

 贾东升 总经理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
    研究有限公司

 叶洪林 总经理

长虹多媒体产业
集团

 白为民 副会长

中国电子
视像协会

 林洪藩 

康佳集团多媒体
事业本部总经理

 林震 副总经理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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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到

09:00—09:05 介绍到场嘉宾 左延鹊-中怡康

09:05—09:10 主办方致辞 贾东升-中怡康

09:10—09:15 领导致辞 白为民-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大数据篇：用户喜好决定市场方向

09:15—09:35 消费者大数据用户评价分析 彭显东-中怡康

产品篇：家电大数据发展模式分析

09:35—09:55 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塑造 叶洪林-长虹

09:55—10:15 线上销售助力彩电行业发展 穆刚-夏普

10:15—10:35 传统企业借大数据打造O2O模式 杨斌-TCL

10:35—10:55 智能电视注重用户互动 张志伟-乐视

关联篇：未来家电产品发展方向探讨

10:55—11:15 未来面板技术发展趋势（待定） 三星面板

11:15—11:35 内容对彩电行业及用户的影响 林震-ICNTV

11:35—12:00 高峰对话：互联网电视未来 白为民、贾东升、闫小兵、叶洪林、林洪藩、

  穆刚、杨斌、张志伟、林震、胡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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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2日上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层水仙厅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活动简介：技术创新是提高信息产业整体素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信息技术作为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增值

作用，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在行业内鼓励和弘扬不断进取、勇

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开展科技评价和同行评议，不断提高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

力，是行业主管部门和科技组织的责任所在。

联 系 人：  陈思羽  13717715355

演讲嘉宾

第二届中国ICT科技评价促进产业发展大会
暨2014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机器人论坛

专题论坛		

 李泽湘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固高科技董事长

 王海峰 技术副总裁

百度

 赵  杰 组长

国家“863计划”智能
机器人主题专家组

 徐晓兰 秘书长

中国电子学会

 杨学山 副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

 许  勤 市长

深圳市

 王田苗 主任

北航机械工业服务机
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

 戴  浩 院士

中国工程院

  曲道奎 总裁

新松机器人公司

 刘汝林  副理事长

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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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7:45-08:15 签到、参观获奖成果展示

08:15-08:30 获奖代表、合作单位代表与到会领导、专家合影

08:30-08:35 主持人开场

08:35-09:00 领导讲话 工信部副部长  杨学山

  深圳市市长 许勤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刘汝林

  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 徐晓兰

09:00-09:15 “2013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 戴浩 院士

09:15-09:45 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报告 获奖代表

09:45-10:05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与政策解读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丁文武

10:05-10:25 机器人专题报告 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

  专家组组长 赵杰

10:25-10:45 机器人专题报告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固高科技董事长  李泽湘

10:45-11:05 机器人专题报告 新松机器人公司

  副总经理 曲道奎

11:05-11:25 “科技评价”推动产业发展报告 国家奖励办

  主任 邹大挺

11:25-12:30 圆桌论坛：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与机器人产业发展 专家、政府、园区

  企业、投融资机构

  主持人 王田苗

12:30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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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牡丹厅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深圳市电子商会  深圳市近距无线技术应用协会

活动简介：智慧城市被视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正

呈如火如荼之势。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概念规划逐步进入落地实施，特别是

未来的三至五年将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高峰期，细分市场将缔造经济新增长极。

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只字未提智慧城市建设，却通篇贯穿着“向深化

改革要动力”的变革意志和行动部署。城镇化改革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和第三产业，将会为企业开拓广阔的市场与平台。以改革红利释放

发展潜力的趋势正在形成，“智慧城市热”下也需要冷思考。产业和城市融合发

展，才会有真正的活力。如何抓住机遇，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城市资源禀赋及实

际需求相结合，完善智慧产业生态体系，发展产城融合的智慧模式，让创新应用

真正为居民所需，成为当下行业发展的焦点。本届论坛依托深圳这个电子信息重

镇，汇聚高层专家思想，解读国家产业政策，把脉城市需求，展示创新应用成

果，谋求城市建设新助力。这是一场思想碰撞、商机无限的精彩盛宴！让我们一

起激扬智慧，深入变革前沿，突破智慧增长,点亮城市美好未来!

联 系 人 ：  李甜 13418647340

 贾兴东 副主任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李林 教授

  中国智慧城市
  建设促进会会长

演讲嘉宾

专题论坛		 	2014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程一木 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电子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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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00-9:10 开场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领导

09:10-9:20 致辞 相关部委领导

09:20-9:40 开放数据与智慧城市 住房和城市建设部

  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李建平

09:40-10:00 智慧城市国内外案例经验与启示 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会会长

  新加坡智慧岛规划专家 李林教授

10:00-10:20 中国联通推进智慧城市创新发展   中国联通集团

10:20-10:40 智慧低碳城  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兼高级副总裁 曹国辉

10:40-11:00 构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使能智慧应用 软通动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天文

11:00-11:20  物联网解决城市病症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

   研究发展中心高级顾问 宫正军

11:20-11:40 三网融合 智慧城市 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袁明

11:40-12:00 高峰对话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贾兴东

  平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朱涛

  深圳坪山新区领导

  重庆南岸区领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超 

12:00—14:00 政府名企对接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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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1－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杜鹃厅

主办单位：创新谷

活动简介：2014年创业者们备感创业路上夜色浓黑，大山嶙峋，垂直电商遭遇流

量之殇，native app 即将面临微信开放API的挑战，四面八方皆是阿里猫、企鹅

和北极熊。2013年硬件创新的机会刚刚崭露，小米和华为的TV、路由器、电视

盒子、手表都已全面上线。创业者纵有孙悟空的十八般武艺，似乎都很难跳出如

来佛的手掌心。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创业者去哪儿”，100名知名投资人，上千

名创业小伙伴，携手同台，高举火炬，共寻答案，趟过黑路！

联 系 人：CoCo  18210386693

专题论坛		 	2014中国移动互联网博览会暨创业大赛

演讲嘉宾

 朱波

创新谷创始人

 胡泽民 CEO

91手机助手

  杨霞清 主编

网易科技频道

 温城辉 CEO  

贴贴明信片             

 李竹 董事长

厚德创新谷

 陈一斌 CEO

爱范儿

 陆伟 CEO

魔法学院

 麦刚 创始人

创业工场

 骆轶航 CEO

Ping West 

  Cathy 副总裁

创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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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2014年4月11日（周五）    上午

09: 00-09:30 来宾签到 全体与会嘉宾、听众

09:30-10:00 演讲：盗梦空间 创新谷CEO 肖旭

10:00-10: 25 演讲：向死而生 创新谷创始人 朱波

10: 25-10: 45 炉边对话：硅谷去哪儿？ 朱波&Pingwest CEO骆轶航

10:45-11:10 演讲：笑傲江湖 91手机助手CEO 胡泽民

11:10-11:30 炉边对话：大浪淘沙 胡泽民&网易科技频道主编 杨霞清

11：30-12：30 高峰对话:  传统行业去哪儿？

  主持人：福布斯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辰灵

  华为终端云总裁 戎国强 

  松禾资本投资人 张春晖 

12:30—14:00 午餐

2014年4月11日 （周五）  下午

14: 00-14:25 演讲：葵花宝典 厚德创新谷董事长 李竹

14:25-14:45 炉边对话：老火靓汤 李竹&《创业资本圈》制片人 婷杰

14:45-15:45 高峰对话：创业者去哪儿？ 迅雷品牌市场总监（原《第一财经日报》） 马晓芳                 

  北软天使基金合伙人 王童

  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 徐昕泉 

  IDG资本合伙人 高翔

  厚德创新谷执行总经理 邓永强  

15:45-18:30 移动互联网创业大赛半决赛：10进3 主持人：创新谷创始人 朱波

  评委：兆迪控股董事长 凌代鸿                                                                                                     

  厚德创新谷董事长 李竹

  IDG资本副总裁  连盟

  虎童基金副总裁  王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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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2014年4月12日（周六）   上午

09:00-09:25 演讲：创业的陷阱与假象 创业工场创始人 麦刚

09:25-09:45 炉边对话：激情燃烧的岁月 麦刚&爱范儿CEO 陈一斌

09:45-12:30 移动互联网创业大赛半决赛：10进3 主持人：珍爱网总裁 李松

  同创伟业合伙人 童子平                                        

  松禾资本董事长 罗飞                                                    

  启迪创投合伙人 薛军  

  创新谷董事长 许洪波

2014年4月12日（周六）   下午

14:00-14:20 创业者心路历程：诲“赢”诲“道”  魔法学院CEO 陆伟

14:20-14:40 创业者心路历程：致青春 超级课程表创始人 余佳文

14:40-15:00 创业者心路历程：寓“信”于“乐” 贴贴明信片CEO 温城辉

15:00-16:00 高峰对话: 创业的爱恨情愁 主持人：中国移动互联应用产业联盟秘书长  何云湘

  大家投创始人 李群林

  广升CEO  孙荣卫 

  葡萄游戏CEO  孙峰 

  爱聊CEO  杨杨

16:30-18:30 移动互联网创业大赛决赛：6进3 主持人：创新谷创始人  朱波

  中国最优秀天使投资人 龚虹嘉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周逵                                                                             

  IDG资本合伙人  杨飞 

  松禾资本董事长  罗飞

  A8音乐集团主席  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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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时    间：2014年4月11-12日

地    点：深圳五洲宾馆  2层深圳厅

主办单位：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活动简介：半导体照明/LED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近年来我国的半导体照明/LED产业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产业规模持续增长,自主创

新能力快速提高,应用领域不断开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半

导体照明/LED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

于4月11日-4月12日在深圳召开第七届中国LED产业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联 系 人：安然 13810802315

 梁新清 秘书长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
协会液晶分会

 白为民 秘书长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杨小平 主任

北京电光源研究所标准化研究室

 关积珍 副理事长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演讲嘉宾

 李漫铁 董事长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坛		 	第七届中国LED产业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纪安宽 营销副总裁

北京北方微电子公司

 王江波 博士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向建勇CEO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陈燕生 秘书长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李超 总裁

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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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1日

08:00-09:00 参会代表报到，嘉宾交流

09:00-09:30 开幕式　 相关部委领导　开幕致辞

09:30-10:00 关于LED/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政策措施解读 工信部相关司局领导

10:00-10:25 我国电视机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白为民

10:25-10:40 茶歇

10:40-11:05 LED显示屏产业及技术发展趋势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LED显示应用分会理事长关积珍

11:05-11:30 自主创新的小间距高清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LED显示开创应用新领域 副总经理　李向东

11:30-12:10 下一代显示技术 高清+3维　论LED立体大屏幕 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超

13:30-13:55 整合  求新　求变　产业在创新中前行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林 峰

13:55-14:20 高品质LED显示屏芯片制造技术进展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江忠永

14:20-14:45 LED显示屏用表贴化芯片技术发展趋势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王江波博士

14:45-15:10 显示屏用LED封装技术及发展 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漫铁

15:10-15:25 茶歇

15:25-15:50 LED显示屏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发展 联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向健勇

15:50-16:25 携手共创，推进外延芯片设备国产化 圆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康健

16:25-16:50 高端工艺设备自主创新 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

 与LED新技术解决方案 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副总裁　纪安宽

16:50-17:15 自主创新先进设备助推LED产业快速发展 杭州中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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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2日

08:30-09:00 参会代表报到，嘉宾交流

09:00-09:30 2013年照明产业发展回顾及2014年发展展望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副理事长 陈燕生

9:30-10:15 普通照明用LED球泡灯和直管灯 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标准制定最新进展情况介绍 光源及其附件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 杨小平

10:15-10:30 茶歇

10:30-11:15 关于LED灯可靠性最新标准解读 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灯具分技术委员会教授级高工 李为军

11:15-11:40 LCD显示屏产业及技术发展趋势 中国光学光电子

  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 梁新清

11:40-12:05 液晶显示屏背光芯片 东山精密研究院

 封装/模组的发展方向 副院长/背光研究所所长 李秀富

 午餐

13:30-14:05 大尺寸液晶显示屏用LED背光源 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副总裁 裴小明

14:05-14:30 LED背光在液晶显示中的最新应用和挑战 海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乔明胜

14:35-15:00 积极推进液晶显示屏LED TCL集团有限公司光电研究院    

 背光源产业链联合创新 院长 洪震

15:00-15:1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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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1日

地    点：深圳市五洲宾馆 国际会议厅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活动简介：解读行业知识产权政策；发布电子信息领域关键专利态势报告；研讨

相关知识产权战略、典型案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运用实务和互联网知识产权

保护等热点话题；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专家库部分专家就电子信息领域知

识产权热点进行圆桌讨论。

联 系 人：陈霄  18511156797

演讲嘉宾

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态势发布会
暨知识产权高峰论坛

 常利民 处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技术基础处

 洪京一 所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祝建军 副庭长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 

 王晓艳 总监

商业软件联盟(BSA)中国区

 孙剑锋 副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知识产权中心研究部

 朱韶斌 律师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 

 王虎 合伙人

万慧达律师事务所 

 宋柳平 副总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马维野 司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

 黄晶 知识产权总监

奇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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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态势发布会
暨知识产权高峰论坛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00–09:10 开幕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深圳市政府领导

行业知识产权政策解读

09:10–09:30 专利导航与产业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司长 马维野

09:30–09:50 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培育工程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处长 常利民

专利态势发布和知识产权战略研讨

09:50–10:10 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态势报告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 所长 洪京一

10:10–10:50 智能终端人机互动专利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

 态势发布及知识产权战略研讨 产权中心 孙剑锋 博士

  智囊团讨论：小米通讯、中兴通讯、宇龙酷派

10:50–11:30 OLED行业专利态势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 
 及知识产权战略研讨 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范兵 博士

  智囊团讨论：欧普、阿格蕾雅

11:30–12:10 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专利态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及知识产权战略研讨  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彭德坤

  智囊团讨论：汉能、英利集团、东旭集团

12:10–13:30午餐

专题：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解析

13:30–13:50 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及反垄断问题 知识产权庭 副庭长 祝建军

13:50–14:10 如何有效地进行美国专利诉讼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韶斌

专题：企业知识产权实务和跨境风险管理

14:10–14:30 华为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分享 华为公司 副总裁 宋柳平 
14:30–14:50 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 知识产权总监 白宝国

14:50–15:20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专利策略 万慧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王虎

15:20–15:35 茶歇

专题：互联网时代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

15:35–15:55 软件知识产权管理 商业软件联盟(BSA) 
  中国区总监兼首席代表 王晓艳

15:55–16:15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纠纷的在线解决机制研究 WTO与涉外法律研究所 副所长 郭成龙

16:15–16:35 互联网发展下的知识产权挑战 奇虎科技 知识产权总监 黄晶

16:35–17:10 访谈与交流 与会嘉宾及部分企业代表

17:10–17:15 结束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屈宁



60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0-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1C601

主办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活动简介：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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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推广企业

的新产品/新业务，展会组委会决定组织当前行业内最具代表性的新产品新技术

进行专场发布，组委会将免费提供发布平台。

联 系 人：智立新  13801105787

专题论坛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新产品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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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企业名称 时间 发布产品

4月10日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专场） 11：00-12：00 酷派新手机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专场） 13：00-14：00 超级电视Max70

青岛海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专场） 14：30-15：30 锂离子储能电池

富士（专场）  16：00-17：00 富士一次成像打印机“趣奇俏”

4月11日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专场） 09：30-10：30  阿里云平台

中国裸眼3D系统标准化成果新闻发布会（专场） 11：00-12：00 3D联盟标准

深圳市智美达科技有限公司（专场） 13：00-14：00 简易智能化网络供电系统

晋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场）  14：30-15：30  PHILIPS智能电视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6：00-17：00  裸眼3D完整解决方案与服务体系

4月12日

东莞熙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场） 09：30-10：30 汽车智能防撞系统

上海贝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00-12：00  向日葵开机棒

陕西浩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00-14：00 浩泽净水器

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下午 14：30-15：3 激光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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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6号馆6C001

主办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活动简介：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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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推广企业

的新产品/新业务，展会组委会决定组织当前行业内最具代表性的新产品新技术

进行专场发布，组委会将免费提供发布平台。

联 系 人：智立新  13801105787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新技术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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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公司名称 时间 展示技术和产品

4月10日

北京中科泛华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10：20-10：50  便携式PXI机箱

深圳桑达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11：10-11：40  自助收银系统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13：00-13：30  电子学生证、老人关爱卡

北京华虹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3：50-14：20 安全存储SOC芯片

天津安普德科技有限公司 14：40-15：10 蓝牙无线音频技术

北京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15：30-16：00 测试一体机

4月11日

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09：30-10：00 混合信号示波器

深圳市迈测科技有限公司 10：20-10：50 便携式仪表

深圳市稳科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11：10-11：40 高频仪器仪表

杭州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00-13：30  云计算应用

上海和辉光电有限公司 13：50-14：20 MOLED显示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10 ITCube解决方案

美国博通公司 15：10-16：00 GNSS芯片

4月12日

深圳市中和国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09：30-10：00 恒湿恒温智能节能系统

南京第壹有机光电有限公司 10：20-10：50 OLED轨道照明

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 11：10-11：40 设备管理系统

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00-13：30 载波技术的光纤传感装置/

  工业安全智能化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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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11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8号馆1号门

主办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礼品赞助: 元器件交易网

活动简介：如何将企业的优秀产品与技术推介给这些高质量的买家并建立良好的

联系？这是很多本土元器件供应商积极参与各种展会的主要目标。为有效匹配采

需双方需求并建立有效沟通平台，中国电子展组委会联合各大行业媒体协调组织

的创新买家采购洽谈活动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拒绝

等待：一对一采购洽谈会”、“脱颖而出：产品/技术定向推介会”、“华丽邂

逅：大买家专场采购会”等多种形式。

联 系 人：郝博森 13810065865

	高端买家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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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0日上午

10:00-10:30  推介会上半场 比亚迪集团研发部 福群电子技术部 康佳集团研发部 
  创维集团技术部 东莞电子行业协会买家团等听众参与

10:30-11:00   推介会下半场    比亚迪集团研发部 福群电子技术部 康佳集团研发部 
  创维集团技术部 东莞电子行业协会买家团等听众参与

抽奖环节及午餐

4月10日下午 
14:00-16:00 元器件交易网 元器件交易网2014春季供需见面会

4月11日上午

10:00-10:30  推介会上半场 顺德电子商会买家团 佛山电子信息协会买家团 
  福群电子技术部 康佳集团研发部等听众参与

10:30-11:00  推介会下半场 顺德电子商会买家团 佛山电子信息协会买家团 
  福群电子技术部 康佳集团研发部等听众参与

抽奖环节及午餐

4月11日下午 
14:00-16:00  环球市场 环球市场买家活动

抽奖环节 

 7号馆媒体活动区7D118
4月10日上午 中国电子供应商网

 1、“信用成就事业，网商共创辉煌”采购洽谈会

 2、暨中国电子供应商网“信用大家行”2012-2013年度颁奖活动

4月10日下午 慧聪网

 1、电子行业大全首发仪式 
 2、专场供需会 
 3、大讲堂 
 4、“扫码有礼”助力企业微营销 
 5、2014年慧聪网会员答谢晚宴

4月11日上午  IC交易网

 1、新改版 “芯”体验，关注贸易商群体，打造一站式采购平台

 2、本土中小IC分销商调查报告（2013版） 
4月11日下午 全球IC采购网

 1、讲师分享主题一：如何选择优先供应商？

 2、讲师分享主题二：如何快速开发终端客户？

 3、电子元器件终端买家与供应商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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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1－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9D10-15

主办单位：我爱方案网  电子元件技术网  中国电子分销商联盟  

China Outlook Consulting

活动简介：电子产品智能化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是全球智能化电子

产品生产和应用的中心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联网

设 备等。越来越多的设计活动在中国进行，使得中国设计开发者面临史无前例的

发展和创新机遇，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为推动设计工程师的

创新， 弘扬设计原创，我爱方案网整合网络和现场活动的资源，针对热点行业应

用，在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上推出 2014智能家居、可穿戴与无线互联方案

展暨开发者论坛。

联 系 人：穆强 13701337855

	2014智能家居、可穿戴与无线互联开发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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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0日   我爱方案秀展示

13:20-13:30 ARM有奖互动环节 我爱方案网/ARM

13:30-13:50 电子工程师和经理人的职业规划 IC 咖啡发起人，KT人才咨询公司总裁 胡运旺

4月11日  我爱方案秀主题演讲-无线互联技术  

09:30-09:40 Coffee Time

09:40-10:00 ZigBee Light Link协议的LED智能灯控方案 深圳信驰达科技有限公司 CEO 康凯

10:00-10:20 无线充电技术暨市场概况 深圳名帅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郭国钦

10:20-10:40 平板电脑发展趋势 深圳友坚恒天科技总裁 金文涛

10:40-11:00 移动电源创新设计方案 深圳芯海科技有限公司专家 林俊盛

11:00-11:20 Helind互动环节 我爱方案网/Helind

11:20-11:40 创客运动之软硬结合开发平台 联思普瑞嵌入式工程师 左宝柱

11:40 大抽奖

4月11日 IC咖啡/我爱方案网智能家居主题论坛

13:30-15:30 智能家居的创业与未来_IC 咖啡沙龙 千家网CEO 向忠远

15:30-16:00 智能家居和无线应用大爆发背景下的 无锡紫芯集成电路系统

 芯片应用方案实例 有限公司总经理 奚谷枫

 物联网多节点突发冲突的解决思路与实践 广州晓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家  莫学良

16:00 大抽奖

4月12日  IC咖啡／我爱方案网可穿戴主题论坛

09:30-09:40 IC Coffee Time

09:40-11:00 可穿戴的创业与未来_IC咖啡沙龙 可穿戴行业专家

11:00-11:20 纳米发水技术在智能穿戴领域的作用 和域科技专家 张俊宏

11:20-11:40 智能手表产品的定位决策 深圳明泰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郭华

11:40-12:00 穿戴式新体验，从ADMS开始 ADMS技术总监 黄强

12:00-12:40 可穿戴技术圆桌讨论 SEMI China可穿戴设备委员会专家 Kevin Wu主持

12:40 大抽奖

4月12日  我爱方案秀主题演讲

13:30-14:30 我爱方案网互动环节 我爱方案网

14:30-15:00 Coffee快乐时光 IC Coffee/我爱方案网



68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014

时    间：2014年4月10日上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9D15

主办单位：我爱方案网  中国电子分销商联盟  China Outlook Consulting

活动简介：随着绿色汽车生活概念的蔓延，汽车电子产品智能化快速发展，未来

将带来汽车电子工业革命性的变化。从特斯拉的上市热销到苹果今年三月推出的

车载系统Carplay, 汽车电子智能化趋势势不可挡。而汽车电子行业中通讯娱乐与

安全控制系统成长空间最大。为帮助汽车电子领域的工程师了解最新的市场和技

术趋势，助力中国成为汽车强国，将为汽车电子设计领域的工程师和创客们带来

最新的汽车电子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的解决方案。我爱方案网还将特别推出

汽车电子十大解决方案，为汽车电子开发者提供最新的设计参考资源。

联 系 人：穆强 13701337855

专题论坛		 	2014汽车电子与高效设计研讨会

  任少帅 NXP方案专家 

大联大控股世平集团

 高成 总裁高级顾问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丘立同 ADI方案专家

大联大控股世平集团

演讲嘉宾

  马烈伟 商务拓展经理

Micron Technology 

  汪进进 业务发展经理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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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09:30-10:00 中国汽车电子的新趋势，

 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对策 航盛电子专家 高成

10:00-10:45 电子正在加速挑战您未来汽车的感官 Micron商务拓展经理 马烈伟

10:45-11:15 NXP的无钥匙门禁系统 大联大控股世平集团NXP方案专家 任少帅

11:15-11:45 ADI的雨量传感控制系统 大联大控股世平集团ADI方案专家 丘立同

11:45-12:20 基于示波器的EMI调试 R&S专家Frankie Wang

12:20 大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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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4月10日下午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9D15

主办单位：电子元件技术网  我爱方案网  中国电子分销商联盟  

China Outlook Consulting

活动简介：电子行业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产品、技术和营销渠道上，供应链的竞

争愈演愈烈。另外，随着设计链向中国的转移，中国设计活动逐年增加，因此

带来了对小批量多品种采购的需求。CNT Networks携手中国电子分销商联盟

和中国电子展在4月10日推出“第四届新型采购与供应模式峰会”，帮助供需

双方的经理人了解热点市场带来的对半导体元器件的需求变化，中国小批量供

应服务与采购趋势。CEO圆桌论坛将针对采购和供应中的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参与互动。

联 系 人：穆强 13701337855

专题论坛		 	第四届新型采购与供应模式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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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30 聚焦智能家居、可穿戴和无线互联对

 半导体元器件的需求 赛迪顾问微电子事业部总经理 郭鹏

14:30-15:00 中国电子小批量服务与采购趋势调查报告发布 CNT Networks

15:00-16:00 圆桌讨论：元器件在线采购O2O 主持人：CNT Networks CEO 刘杰博士

  深圳仁天科技总经理 贾玉龙

  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CEO 林伟 

  深圳梦想电子有限公司总裁  唐国新

  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产品市场总经理  郑林

  大联大云端总监 江忠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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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时    间：2014年4月10-12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9B301 

主办单位：电子FUN群

活动简介：电子Fun群是国内电子分销行业第一家由十多位电子分销企业经营者

发起创建的高级经理人俱乐部,专为中国电子分销行业的高层管理和经营者交流

经营管理经验，寻找合作商机，拓展行业人脉关系，提供商情交流和行业资讯的

专业资讯交流平台。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电子Fun群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分销行业

最有影响力的高层管理者群体，成为电子分销行业内最知名的思想交流和商务

合作的平台。电子FUN作为最活跃的新势力草根电子社区，其活动触角遍布全

国。IM形式多姿多彩，与华强商务讲堂、华南城、华强北指数、GE商学院、中

国银行、平安银行等都有互动大型活动。本次活动将以社区互动形式呈现,以电子

FUN群为接口，从草根角度和思维来看不一样的电子行业，找到解决问题和促进

发展的新思路。同时，通过FUN群聚集电子元器件贸易商人气，促进参展商与深

圳的分销商/贸易商的沟通，促进参展商与珠三角终端市场接轨。FUN群有女企

业家组织、英语角、GE商学院、低调科等比较活跃的内部群体，借此机会,充分

发挥CEF平台作用：聚行业精英，高大上结合草根地气，坐而论道，为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寻找新资源和新动力。

联 系 人：赵罡  15899772671

 林殿宝 总经理           

旭芯供应链

 吴波 CEO  

安芯商城

 胡盛华 总经理

致尚微电子

演讲嘉宾

电子FUN群互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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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论 坛
Forums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演讲嘉宾

4月10日上午  移动电源及热门器件市场   主持人：金航标电子宋仕强总经理

10:00-11:00 移动电源大揭密 深圳市致尚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盛华

11:00-11:15 士兰IPM模块的应用与前景 深圳市智其伟业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树贵

11:15-11:30 营销与互联网 中华IC网运营总监 Steven
11:30-11:45 电子产业供应链新趋势 深圳市旭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殿宝

幸运抽奖

4月10日下午  电子行业趋势分析   主持人：《平板新视界》主编杨健

02:00-02:30 华强北指数把脉电子行业趋势 华强北指数首席分析师 徐明海

02:30-3:00 智能终端市场趋势 CSR
03:00-04:00 主题对话：2014年智能终端产业 CSR、新加坡安达科技董事 Jason  
  华强云事业三部总经理 吴烨彬

  品网科技产品总监蒋敏

幸运抽奖

4月11日上午  行业热点话题讨论   主持人：GE商学院COO卢春水

10:00-10:30 浅析独立分销商在电子

 加工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深圳市艾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春芳 
10:30-11:00 独立分销商之销售技巧，如何与客户双赢 深圳佰泽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海英 
11:00-11:30 Horsway品牌产品展示 深圳市宏芯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吴环芝 
11:30-12:00 主题对话：电子分销行业之女性观察 主持人：梵高电子总经理 樊燕

  艾驰科技总经理 彭春芳

  佰泽威科技总经理 白海英

  英特翎科技总经理 张晓

  宏芯微电子董事 吴环芝

幸运抽奖

4月11日下午   电子行业热点解析   主持人：GE商学院COO 卢春水

02:00-02:30 潜力巨大的北斗产业 深圳市金航标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仕强

02:30-03:00 电子元器件电商路在何方 安芯商城总经理 吴波

03:00-03:30 O2O商业模式之微信营销 深圳市贝乐天成科技总经理 贝朝廷

03:30-04:00 微网---指尖上的商机 百新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育渊

04:00-04:30 大数据大互联网浪潮下小微元器件分销商何去何从 IC全能王总经理 胡文明

幸运抽奖

4月12日上午  电子金融与供应链   主持人：敏隆电子总经理 赵隆基

10:00-10:30 电子行业投融资专家之融资趋势 深圳市越宏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梦宏

10:30-11:30 电子元器件供应链管理 深圳市旭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殿宝

11:30-11:45 外贸营销 电子FUN英语角 刘健康

11:45-12:00 智能化生活需求引导电子元器件产业方向 北京天涯泰盟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孙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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