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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三届中国国际 

         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 
China Smart Home World (CSHW) 

 

主题：跨界 融合 互联网+  

 

 

 

 

 

                 

 

                        

 

                  

 

       

 

                 时间：2015年 11月 11日 13:00-17:30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指导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主办单位：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 

中国智慧家庭产业联盟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承办单位：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行业媒体： 《视像世界》、中国电子报、今日电子、 

 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发烧友、华强电子网、 

 新华网、人民网、CSDN、慧聪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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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背景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

活理念的日益普及，以及“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智慧

家庭开始在中国加速落地。智慧家庭产业是具有广阔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产业转型与升级、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信息惠

民等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家庭是信息通信业大融合、大发展趋势下的典型代表，包含了多种终端应用，

实现了软件与硬件、产品与内容的融合，代表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的重要方向。

智慧家庭产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已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商、相关企业及

技术与开发厂商、专家、投资机构的关注与重视。市场预测，我国智慧家庭规模 2015

年或将达到 1240 亿元，产业发展更加需要运营商、设备制造和应用软件、终端、技术

与解决方案、内容与服务提供商等产业链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智慧家庭系统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物联网、大数据等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中不可

或缺的基础部分，而智能家居系统的标准化则是智能家居能否广泛推广发展的重要基

石，形成完整的智能家居系统，建立能解决互通互联的公共服务平台，才能真正扩大智

能家居市场。为促进智慧家庭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定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举

办“2015 第三届中国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论坛将以“跨界 融合 互

联网+ ”为主题，分析产业商业模式、前景与战略，趋势等发展热点，分享与挖掘创

新产品、技术与应用，把握产业脉博，创新发展方式；加强产业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发布“互联网+”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举措，加快智慧家庭产业创新突破和转

 型升级速度。 

二、 主要内容： 

      智慧家庭是数字家庭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兴业态，是信息消费的重要内容，

 是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数字、网络、智能、融合、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互联网深深融入生活，政府极力推进“互联网+”战略，2015 年是智能家

居爆发年，随着互联网企业如小米、京东、360、阿里、百度进入，智能家居已经步入

公众视线。 

   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商业模式快速迭代，创新活跃，产业需要新的展

示平台，市场需要重新选择品牌、产品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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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坛邀请国家相关部委、产业联盟，互联网企业，电信企业，芯片企业，家

电企业和照明企业共同探讨 

 

三、 会议亮点 

（一）政府主管部门解读最新产业政策 

国家主管部门重要领导均将出席，重点解读国家政策的推行进展情况及产业最新政

策，引导智慧家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凝聚高端智库，共建智慧家庭生态圈 
论坛将云集智慧家庭产业链各环节优秀代表，从智能家居、电视机企业、照明企业、芯

片企业、渠道商、方案提供商等方面，深入探讨智慧家庭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加强各产业

链上下游的交流与对接，多行业互联互通，为各方提供发展和合作的良好平台。 

（三）集中展示“智慧家庭展示区”产业丰硕成果；互动高效、零距离体验 

智慧家庭与智能社区展和中国电子展、IC CHINA共享 6万平米展览平台。展示 2015年

智慧家庭领域的最新产品、生态链、解决方案，以便于产品演示，集专业性、高效性与领先

性于一体，使与会观众不仅体验到前沿技术带来的美妙感受，并及时洞悉产业界最新动态和

未来发展趋势。 

（四）强势的宣传，新媒体的整合传播 

此次论坛将有 50 多家大众媒体及专业媒体对论坛进行全程关注，通过平面报道、网络

媒体的直播、企业高层专访、新媒体互动等形式，传播最专业、最权威的产业声音，传播策

略突出广泛性和深入性，注重前期预热、中期现场报道和后期持续性传播，营造全方位、立

体化传播效果。 

（五）全面增值服务，商机无处不在 

在本届智慧家庭高峰论坛期间，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相关家电等整机企业；

照明企业；相关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平台厂商；智能电视联网系统开发商；智能照明整体解决

方案供应商；智能云终端设备开发制作商；智能家庭方案商；智能安防、智能家居系统提供

商等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多产业融合及各行业商业发展方向，同时，组委会还将制作智慧

家庭企业名录为参加企业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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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往届会议回顾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白为民          展会现场               

          
   拓墣产业研究所所长杨胜帆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张公忠教授 

 

   
 

 

 

同期活动 

 

2015中国国际智慧家庭与智能社区展 

第 86届中国电子展-LED照明展区 

第 86届电子展·上海 

      

第十二届亚洲电子展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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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支撑及拟邀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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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议拟定日程（拟定） 

 

 

 

 

 

2015 年 11月 11日 •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时间 议题 演讲人 

08:30～09:00 来宾签到、注册、交流 

09:00～09:10       主持人介绍出席嘉宾  

09:10～09:40 指导单位领导致欢迎辞 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领导致辞 

09:40～10:00 解读智慧家庭发展趋势 中国移动通讯研究院 

10:00～10:20 智能家电生态链建设 创维 

10:20～10:40 全球智慧家庭产业及发展趋势 IHS 咨询公司 

智能家电 

10:40～11:00 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 海尔集团 

11:00～11:20 智慧家庭中“互联互通”技术 蓝牙技术/WIFI/Zigee 产业联盟知名专家  

11:20～11:40 打造娱乐科学影音生态/智能语音解决方案 杜比 Dolby、科大讯飞、歌尔声学 

11:40～12:00 

 
“互联网+融合”趋势 知名互联网企业 

 12:00～13：30 午休、交流 

时间 议题 演讲人 

智能照明 

13：30～13:50 我国智能照明发展现状及趋势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13：50～14:10 家居照明智能化方案及标准建议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14:10～14:30 智慧城市中的照明技术应用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14:30～14:50 个性化的网络通信解决方案 上海顺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50～15:10 云时代下互联照明的实践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智能互联 

15:10～15:30 APP+智能硬件 美的、小米、 

15:30～15:50 “云”+“端”，智能硬件厂商的终极选择 阿里、百度 

15:50～16:10 互联网企业在智能硬件上的发展动向 奇虎 360 

16:10～16:30 

幸运抽奖活动 

*参与资格：到场的所有听众、媒体将有机会获得大奖 

*需提供您的名片投入抽奖箱内 

日程以现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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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赞助方案 

2015 第三届中国国际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赞  助 协  议 

单位名称 
中文 联系人  

英文 手  机  

邮箱: 传真 网址 

发言人及职务  手机 邮箱: 

地址 邮编  

主导产品/服务 

赞助类型及金额（元） 钻石赞助 100000 元 白金赞助 80000 元 黄金赞助 50000 元 

请在选项后划 （√）    

赞助单位授权签章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款项请汇至：    收款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万寿路支行 
账   号：861382076910001（请注明智慧家庭峰会赞助费） 

赞助商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赞助费，此协议内容于付款日起开始执行。 

联系人：安然   010-51662329-25   13810802315   chinaledfair@vip.163.com 

 

赞助及回报： 说明 
（尺寸/时间） 

 

单价（元） 
钻石赞助 白金赞助 黄金赞助 

100000 元 80000 元 50000 元 

峰会报告 30 分钟 30000 元 √ √ √ 

智慧家庭展/LED 照明展区 展位 

（特装展位享受 7 项免费增值服务） 

15000 元/标准   光地：1500 元/平米 

标摊：9 平米/间 

光地：36 平米起租 

15000 元/

间 

标准展位：4

间 

标准展位：

2 间 

标准展位：

1 间 

论坛休息期间播放视频广告 

（自行设计好播放时间，超时不播） 

企业及产品介绍 

PPT 格式 

4000 元/ 

分钟 

3 分钟 

播放 4 次 

2 分钟 

播放 4 次 

1 分钟 

播放 4 次 

参会名额 全天 1500 4 3 2 

会议论文集上刊登广告 140X210 

300 像素 

15000- 

5800 

封底整版 

 

封二/三/扉 内页 

会议现场背景板上出现公司 logo 300 像素 4000 √ √ √ 

企业宣传资料会场摆放 会议前一日送达 2000 √ √ √ 

企业产品易拉宝展示 自带 1000/个 4 2 1 

官方网站建立 3 个月企业 Logo 链接   215X150 3000 √ √ √ 

《中国电子商情》杂志整版广告 210X285 15000/期 三期 二期 一期 

官方微博&微信-文字推送 含标点 140 字符 500/次 6 4 2 

会议论文集封面印有公司 logo 矢量文件 3000 √ √  

论坛代表证上将出现公司 Logo 300 像素 6000 √   

L 型文件夹广告       (行业展会上发行) 500 个 2000    

手提袋赞助          （需体现会议名称） 500 个 2000    

礼品或论坛笔记本赞助（需体现会议名称） 500 个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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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联络方式和参会回执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器材公司中电会展 

联系人: 张利利 艾丽娅                        联系人：陈克胜 潘煜枝 

电话：010-88686427   010-88686426            电话：010 – 51662329-90、13 

手机：18600391107                           手机：13701159743、18611710955 

邮箱：zll@cvianet.org.cn                     邮箱:  panyuzhi@ceac.com.cn 

   中国半导体照明/LED 产业与应用联盟 

   联系人：安然 

   电话:  010-51662329-56 

手机：13810802315 

邮箱：chinaledfair@vip.163.com 

mailto:zll@cvianet.org.cn�
mailto:panyuzhi@ceac.com.cn�
mailto:chinaledfair@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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