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核心：

大会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

主办单位：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广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智能交通实验室、
 美国联网車輛协会  (CVTA)、香港智能交通運輸系統協會

承办单位：广州柏堡均汇展会服务有限公司

  

展会概览

基于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的车城互联、车路协同
人+车+城的融汇共通
成就汽车产业、智能交通、数据产业与智能交通融合共建的市场新机遇
中国唯一结合智能交通讨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国际化盛会

www.iCASTex.com

智能网联汽车与
自动驾驶技术及

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配套建设
城市交通面向智能网联汽

车的解决方案与设备

公共数据服务及
5G通信网络、车
联网、高精度地
图、智能驾驶舱

使智能网联汽车在
城市良好运行的
网络及交互应用

氢能源汽车与
加氢站整体
解决方案

静态交通建设与充换
电设施、停车系统

面向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的配套

服务设施

五大展示内容 五大同期活动

国际智能
网联汽车
高峰论坛

示范区建设
与智能交通
治理

氢能源汽车
与城市发展
论坛

融资租赁
与金融合作
国际论坛

自动驾驶
创新创业大会
暨无人驾驶
全球挑战赛

關注展會官方微信
獲取最新行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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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方兴未艾，市场商机涌现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中带动智能交通快速发展的核心动能 — 智能网联汽车

将在工业制造智能化和互联网模式多元化的双引擎驱动下，正推动着电

子信息、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汽车产业的加速融合。智能网

联汽车的发展加速了汽车产业与智能交通、数据产业和城市资源全面整

合的新机会，在城市智能交通整体框架下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巨大商业

机会正在形成。

2020华南国际网联汽车及智能交通博览会顺应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

通的发展趋势应运而生，将于2020年6月在广州举办。届时将整合全球

智能网联汽车及智能交通产业链最具前瞻性的企业及行业精英，集合最

丰富的产品资源、解决方案、智能网联汽车及交通产业链为新时代全新

模式下的城市智慧出行呈现一场技术应用与创新交织的行业盛会！

•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飞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业的未来。智能

网联汽车涉及全新的产业链和应用链，市场机遇无限。 

• 中国将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最大单一市场，众多国内外企业纷纷将进军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及

电动汽车市场作为重要的市场策略。

• 苹果、谷歌、百度、阿里

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

也纷纷抢滩，跻身智能网

联汽车的市场中，智能网

联汽车将成为汽车产业与

数据信息产业融合的最终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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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正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以缓解空气污染、降低燃油对进口的依赖，同

时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到2025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年销量预计将达到700万

辆，其中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这相当于中国整

个汽车市场的20%。

• 5G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出行提供了的通讯保障，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智

慧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技术基础。

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重点是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化的城市交通系统

• 百花齐放的中国市场，

在《外商投资法》和新

能源汽车积极推进的支

撑下，对全球车企有着

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和发

展前景。

2017年

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

40%的份额。

未来，中国也将继续成为全球最大
的电动车市场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短期：中国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全
球最激进
长期：人口众多的中国消费者的
购车需求

国外车企

自主车企

合资车企

——《汽车商业评论》

互联网科技公司新造车

传统车企高管再造车

供应商跨界新造车

政府主投国资新造车

海归&国外品牌新造车

中国新能源市场

新兴车企
新兴车企泛指：从近几年开始涉足汽车整车制造业务的创业公
司、从其他行业跨界进入汽车业的公司，它们区别于传统车企
的特点是新企业、新品牌、新能源、新模式。

 

智慧安防 智慧能源

智慧出行

6 无人机
安防巡检

4 精准负荷控制

5 超清安防监控

3 智能配电

12 自动驾驶 11 远程驾驶

10 车编队行驶

8 导航AR辅助

9智能交通规划

7 高铁通讯娱乐

1 远程操作

2并网优化

V2I

V2PV2V

V2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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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交通相互推动升级、
创出城市智慧出行百年未遇新模式

• 2018年智慧出行产业市场规模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近40%，今年交通运输部将以大数
据为主攻方向，在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交通升级的综合作用下，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各个城市正在开始尝试建设开放数据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
预计到2020年，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交通运行监测、行政执法和应急指挥体系将基本建成。
城市智慧出行也将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交通的升级而改变新的模式。

• 人/车/城结合空前紧密。汽车从单一消费品属性正升级为城市综合交通工业体系内非独立的
组成元素属性。

• 迎合数字化城市交通建设的全新需求，涉及至无感停车、充电配套、5G、大数据等范畴，
预计至2020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规模可达到1000亿元以上。

• 开放、合作、共享、融合正在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设施的互联互
通成为城市智能交通新的机会。

园区接驳 乘用 车公交捷运 物流配送 城市服务

数字化的智能交通

无感停车 充电配套 5G通信 数据交互

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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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参展? 
• 直面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与融合的专业性技术及商贸平台

 2020华南国际网联汽车及智能交通展览会将迎合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融合
智慧城市产业链建设，为参展商提供一个“更直接，更专业，更经济、更到位”的智能网联
汽车与城市交通的多元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

• 政府相关部门与行业权威机构支持，资源共享，精准买家邀请

 本届展会获得了众多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权威机构和单位的指导与大力支持。针对大
湾区基础交通互联互通的建设重点，展会将计划力邀大湾区各级政府联合主办，更将通过广
东省电子政务协会、广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和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
用专业委员会向全省工业与信息化系统的专家及管理者发出参会邀请。

• 展会选址广州举办，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城市群的市场优势

•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城市群适合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是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的大舞台，市场
潜力巨大；

• 以广州为中心的汽车产业发展迅速，与智能汽车相关的配套产业链聚集，有丰富的专业观众
和非常多的建设商与运营商参加；

• 中国市场巨大，中国政府刚刚开放国外车企可独资在中国
建厂政策，国际企业效仿特斯拉进入中国设厂及与中国车
企进行技术合作需要一个高端、国际化的平台和通道；

• 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惠州市、肇庆市等大
湾区各政府在人工智能、智能网联、车联网、5G通信等领
域均有大量扶持政策，在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与使用上较内
地更为开放；

• 广州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着重提出打造国家级智能网联
汽车示范区，确定“广州为中心、大湾区协同、全国多地支撑”的战略，广
州将建设成为引领全国及世界的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产业新高地、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基地和智
慧交通示范城市。根据示范区总体方案，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的电子产业预计新增产值500
亿元，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本地配套率达到20%。

• 与政府及行业专家学者探讨行业最新政策，把握市场先机

 为期三天的展会同期将举办一系列论坛会议，邀请来自政府及行业的权威专家就相关话题展
开探讨，为参展商及与会者提供最新的政府政策解读、市场资讯分享，这将是行业从者拓展
商贸关系、获取市场先机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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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主要来自： 

参展联络

• 汽车业

• 生产厂商

• 运营服务商

• 终端用户（政府、科工信部门、公安交警、交通运输、
 道路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行业人员等）

• 示范区管委会

华南及西南地区

谭楚晖女士 (Ms. Chufy Tan)
电话：(86-20) 8765 8975 ext. 8006
手机/微信：(86) 188 2003 3683
电邮：chufy.tan@baobab-tree-event.com

华北地区

朱琳女士 (Ms. Jolin Zhu)
电话：(86-10) 5624 8956 
手机/微信：(86) 137 2002 3018 
电邮：jolin.zhu@baobab-tree-event.com

华东地区

张芳女士 (Ms. Bella Zhang) 
电话：(86-21) 6330 1266 
手机/微信：(86) 158 0179 3121
电邮：bella.zhang@baobab-tree-event.com

• 咨询研究

• 研发中心 /高等院校

• 投资者 /金融机构

• 分销商 /经销商 /代理商

• 系统集成商 /工程商

欢迎从事于以下领域的企业参展！

智能网联汽车、
新能源汽车整车

城市智能交通
综合平台与感知
一体化智能交通

示范区建设

智能驾驶、自动
驾驶及软硬件

解决方案

车联网、车机
系统、文娱系统

及运营平台

5G通信模块
与互联互通机制

智能网联示范区
建设与城市
交通治理

新能源汽车
三电系统

  感知系统（摄像头、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高清度地图、高清
度定位、GPS/LBS、

地图服务等）

新能源、
电力设施及

充电桩

智能网联
汽车智能驾驶舱

解决方案

车路协同及
V2X应用
解决方案

通信系统（电子
电器架构、云平台）

计算机平台、
操作系统、

芯片、算法、
指挥及控制中心

检测/认证/
培训/法规

共享出行、
出行服务 

汽车金融
和融资租赁

网络安全、
数据平台与
区块链及

信用平台等

氢能源汽车
与配套设施

赶紧在中国飞速增长的网联汽车及智能交通行业中占一席之地
立刻预订展位参展！

香港及海外地区

伍蔓婷女士 (Ms. Mandy Ng)
电话：(852) 3520 3638
手机：(852) 6159 7965
电邮：mandy.ng@baobab-tree-event.com
 

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主办单位）

陈锐辉先生 (Mr. Calvin Chen)
手机/微信：(86) 189 2620 8989
电邮：32636236@qq.com

袁琼珠女士
电话：(86-20) 8386 6567
手机：(86) 134 1808 6715
电邮：yqz@egag.org.cn

李鹤女士
电话：(86-20) 8163 3507
手机：(86) 188 2649 1691
电邮：lihe@egag.org.cn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专业委员会（展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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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广东省（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高峰论坛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专业委员会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服务中心等单位的指导下，充分借助大湾区区位优势和智能交通建设优势，正联合新能
源、物联网、5G通信、智能网联汽车、城市智能交通、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智慧出行建设和运
营服务、检测认证、服务评价以及科研、规划、设计等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及智慧出行相
关单位，全面开展有关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及智慧出行的整体发展的各项工作。

为确定工作重点、听取专家建议、开展面向大湾区的
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合作，定于2019年11月22-23日在
广州举办广东省（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
应用高峰论坛，共同为广东省并大湾区的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出谋划策。

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广东省（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高峰论坛

时间  主要内容

9:30-10:20 主旨演讲：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所需的城市基础配套服务能力与环境
支撑

10:20-10:50 美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状及商用化情况

10:50-11:20 欧洲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状及商用化情况

11:20-11:50 亚洲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状及商用化情况

11:50-12:30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及专家智库授牌仪式

13:30-14:10 5G建设如何服务智能网联汽车

14:10-14:50 智能网联汽车的交互革命和创新应用

15:00-15:40 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商业价值白皮书发布

15:40-16:10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运营一体化开放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仪式及基于开放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的合作机制介绍

16:10-16:40 开放数据平台支撑下智能网联汽车的商用化和落地场景思考

16:40-17:10 开放数据平台支撑下智能交通车路协同环境建设与实践

17:10-17:50 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及智能交通应用的投资机会

议程规划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广东省（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专家研讨会

时间  主要内容

9:30-11:30 专家闭门会议：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
范区的建设重点

14:00-16:00 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示范区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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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查询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是2018年是广东省政府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部门。其中的重要职能
包括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承担信息网络
设施建设规划、管理的有关协调工作，协调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面向社会服务的
信息网络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等。是规划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交通建设与应用合作的主
要政府部门。

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是成立于香港一家跨多领域活动策划管理公司，在广州、北京、上海
设有分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咨询、策划及项目管理。服务范围涵盖展览组织承办、展
会销售代理、会议管理服务、特别活动组织、市场宣传推广、创意设计和媒体公共关系。柏堡拥
有一支超过二十年丰富实战经验及高效率的专业团队，客户遍布全球，业务领域涵盖IT、医疗、
教育、消费品 (食品、婴幼儿用品)、专业视听、游乐园及景点、电子(线路板及电子组装)、自动化
及智能制造、工业制造(压铸)、政府及非赢利组织。柏堡致力于为客户搭建贯穿东、西两地商贸合
作的桥梁，除成功引进海外优秀展览会及大型活动项目落户中国，更运用展览平台的优势，带领
中国企业迈出国门拓展全球市场，业务足迹遍及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东南亚、南亚等地)、
俄罗斯、中东及非洲、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地。更多详情请浏览柏堡官方网站：
www.baobab-tree-event.com。

支持单位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专业委员会由广东省内多个汽车、智慧城市、智
能交通和能源等单位共同发起筹建的专业机构，获得广东省工信厅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致力于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及智慧出行领域的创新和推动产业发展，探索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
及智慧出行的新的一体化运营模式，促进面向社会出行服务的信息网络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城市群的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的建设，拉动产业转型升级，是筹建中
的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应用合作联盟的核心机构。

广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是由广东省工信厅进行业务指导的社会组织，致力于
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应用融合、以及推动相
关标准规范的建设。并围绕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以及建
立新型的城市智慧出行服务产业积极开展一系列具体的产业服务工作。

柏堡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梁珮玟女士 (Ms. Mann Liang)
电话: (86-20) 3759 5262 / 138 2616 5914
电邮: mann.liang@baobab-tree-event.com

黎曦先生 (Mr. Han Lai)
电话: (852) 3520 3263
电邮: han.lai@baobab-tree-event.comwww.iCAS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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