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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寻找超越者



活动背景

经历了20年的发展，物联网作为数字创新的基础，正迎来第四次新经济革命的浪潮之巅。随着5G的全面部署，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物联网正进入全行业的爆发期和黄金十年，特别是在这场全球罕见的抗疫斗争中，各项物联网

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产业领军企业抢占物联网制高点的关键时期！

全球物联网大会自2017年发起，历经三届，布局全球20多个物联网主要国家和区域，已经成为物联网行业的风向标，

带动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物联网热潮， 时逢“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决胜之年，同时也是保障“十四五”顺利起航

的奠基之年，全球物联网大会迎来了第四届峰会。



关于大会

从第一届大会的“寻找颠覆者”，第二届大会的“寻找创新者”，到第三届大会的“寻找思考者”，每届大

会都提出了对于行业发展的思考！本届大会以“寻找超越者”为主题，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也将成为展

示我们物联网行业的重大国际舞台！

恰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经中央批准正式发布，智

慧海南建设全面启动。建设国际信息通信开放试验区；打造精细智能社会治理样板区；创建国际旅游消费智能体

验岛；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统筹部署智慧海南大脑支撑体系等五大重点任务成为全球物联网产业的重

大战略机遇。

在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商务厅、海口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第四届全球

物联网大会将在美丽的海南母亲河——南渡江畔的海南新燕泰大酒店隆重举行。

全球物联网大会组委会联合多家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头部企业，共同推动物联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将以智慧海南建设为契机，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行业体验：规格更高、技术更新、信息更大、项目更实，全面落

地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本届大会将延续以“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拉开帷幕，共进行六大板块，20余项活动，

组织召开以产业对接，项目交流为主旨的多个主题论坛。



大会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特别支持

企 业

支持单位

特约媒体

媒体支持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商务厅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艾欧提物联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智创高科共享产业园（海南）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后续支持更新中，以组委会最终版本为准）海南省会展局、海口市会展局、芬兰大使馆、英国
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加拿大大使馆、瑞士大使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芬兰奥卢市政府、拉普兰
塔市政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心、芬兰创新中心、中日无线传感器创新中心、中芬物联网创新中心、中国-巴
基斯坦物联网创新中心、中国-伊朗物联网创新中心、中国-西班牙物联网创新中心、中日智慧健康创新中心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海尔集团、德国K.I.T. Group、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京东物流集团、欧普照明、京东
方、华为、联想集团、神州数码、中关村信息谷、金山云、德国莱茵、紫光云、中通服、法国电信（ORANGE 
IOT LAB）、智钧（深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AI与物联网产业联盟、芬兰超级物联网产业联盟、德国商会、西班牙华人联合会、美国湾区物联网产业联盟、
中关村物联网亚太工作委员会、韩国物联网产业协会、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会、超级蜂巢

《环球财经》、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CCTV、光明网、北青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经济网、今日头
条、网易、新浪、搜狐、凤凰网



大会议程

Day 1 - 2020.12.17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及创新成果点映

14:00-16:30 2020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

Day 2 - 2020.12.18 全球物联网大会主旨论坛及全球物联网职业教育峰会

08:45-09:30 开幕式（合影&欢迎致辞）

08:45-09:00 领导会见及参会全体嘉宾代表合影

09:00-09:30 领导及国际嘉宾致辞

09:30-09:40 揭牌及签约仪式

09:40-10:50 院士及国际嘉宾演讲

11:00-12:00 圆桌主题论坛

13:30-17:30 全球物联网职业教育大会

18:00-20:00 全球物联网嘉年华晚会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及“GIC-艾欧特大奖”颁奖盛典、全球物联网

创新成果及物联网排行榜发布

Day 3 - 2020.12.19 全球物联网应用需求与产业对接大会暨第二届南渡江高峰论坛

09:00-12:00 全球物联网应用需求与产业对接大会暨智慧海南专题论坛

论坛一 第二届南渡江峰会暨物联网应用与智慧海南专题论坛

论坛二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

论坛三 全球“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网络大会暨第二届卫星物联网新基建峰会

论坛四 全球智慧康养产业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

14:00-17:00 海南自贸港推介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海南自贸港新政策发布会

智慧海南项目需求发布暨产业园对接项目签约

全球物联网大会海口峰会创立签约

（详细日程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2020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暨南渡江高峰会
6大板块 20余项活动

① 物联网全球论坛

② 物联网职业能力与应用技术教育分论坛

③物联网应用创新与智慧海南建设分论坛

④智慧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分论坛

⑤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总决赛

⑥黑科技 • 艾欧特大奖颁奖典礼

⑦ 云上主题成果点映展

⑧物联网就业训练营启动仪式

⑨物联网产教融合联盟成立

⑩海南物联网公共实训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

⑪ 物联网行业职业画像蓝皮书发布仪式

⑫ 全球物联网大会海南峰会永久落户海口签约仪式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
总决赛及创新新成果点映全球物联网大会主旨论坛

全球物联网职业
教育大会

全球物联网嘉年华晚会
• 全球物联网黑科技大赛及“GIC-艾欧特大奖”颁奖盛典

• 全球物联网创新成果及物联网排行榜发布

分论坛一 第二届南渡江峰会暨物联网应用与智慧海南专题论坛

分论坛二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暨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

分论坛三 全球“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网络大会暨第二届卫星物联网新

基建峰会

分论坛四 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态科技创新峰会

海南自贸港推介与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
• 海南自贸港新政策发布会

• 智慧海南项目需求发布暨产业园对接项目签约

• 全球物联网大会海口峰会创立签约







全球物联网大会主旨论坛

物联网全球论坛 • 全球物联网大会

物联网全球论坛是由全球物联网大会全面支撑，

联合20+国家地区联合举办。“全球物联网大会”

已经成为物联网行业的风向标，并带动了全国各

地以及世界范围的物联网热潮，各种国际化物联

网论坛此起彼伏。无论你是行业巨头、高精尖企

业，还是小型创新企业，或者来自政府机关、投

资机构，物联网全球论坛都将为您带来与众不同

的行业体验：技术更新、信息更大、对接更实。



全球物联网职业教育大会

职业技能提升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保民生”成为最

高频词。构建物联网产教一体工程，打造新型物联网实训基地，

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实验室等方式为高校学生提供交流平台和

创意支持，以及去企业参观实训学习机会；为企业提供人才推

荐、课程培训和技能认定，正是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指引双轮驱

动下应运而生的，迅速推动一批物联网新职业的产生，同时带

动国内一系列以物联网为龙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职业培

训和能力提升，进一步加强物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的建设。



全球“空天地海”一体化
卫星网络大会暨第二届卫
星物联网新基建峰会
全球卫星网络大会希望打造多层、立体、多角度、全方位、全

天候的网络空间。集成卫星物联网、遥感、5G、北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形成卫星物联网+遥

感+5G+的万物互联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实现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推动海南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引领，形成规模效应。



全球智慧康养全产业链生
态科技创新峰会
• 主旨是为了推动全国各地智慧康养产业更快更好的

建设发展，促进智慧康养产业全产业链各要素强强

结合。

• 峰会将为全国各地智慧康养产业重点合作项目、国

内外优秀智慧医疗服务机构、优质智慧康养产品、

康养城市、康养小镇和社区、康养地产投资建设、

运营咨询、金融保险机构等全产业生态的相关各方

搭建展示平台

• 进一步增进了解、开展合作、共同创建丰富多样的

智慧康养产业创新业态。



海上丝绸之路数字经济创新峰会

• 峰会主题：加速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 聚焦推动新型工业、热带农业等优势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智慧物流、国际航

运、国际金融、智慧会展等外向型高端服务业

• 做优做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信息安全、电子竞技等数字新产业，推动离岸创业

创新和数据跨境服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营商环境，建成立足南海、辐射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 并从当下数字经济产业变革发展各角度剖析，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共话产业数字化的无限可能，

共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物联网应用需求与
产业对接大会暨智慧海
南专题论坛
恰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智慧海

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经中央批准正式发

布，智慧海南建设全面启动。建设国际信息通信开

放试验区；打造精细智能社会治理样板区；创建国

际旅游消费智能体验岛；构筑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

高地；统筹部署智慧海南大脑支撑体系等五大重点

任务



中国物联网区块链联盟成立大会

联盟成立背景：进一步促进中国物联网+区块链产业的蓬勃

发展，中国物联网区块链产业联盟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和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联盟成员共同搭建由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的合作交流平台，组织

国内外区块链产、学、研开展合作，致力于解决会员单位在

发展中遇到的技术攻关、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化等问题，打

造完整的物联网+区块链产业服务平台。

联盟发起单位：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

协会 中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







物联网黑科技大赛

黑科技

物联网黑科技大赛是无国界的，是科技界的奥

斯卡，是史无前例的物联网盛宴，也是组委会

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各种大赛、路演普通范式的

格局，争取创造一个“科技改变世界，时代承

载梦想”的未来物联网平台的尝试。

不搞大而全，力求小而美，小而精，从创新中

挖掘需求，敢于向世界级强手发起挑战。这是

我们坚持的标准！



黑科技，物联网界的“奥斯卡”
! 2020



2019 2018
冠军：蜂图科技有限公司

亚军：合肥更鼓电子有限公司

季军：UROS Ltd

第四名：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第五名：芯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六名：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第七名：北京钛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第八名：安信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第八名：方便空间（厦门）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第九名：北京优位智停科技有限公司

第九名：易威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十名：睿博洪流（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十名：RuiBoHongLiu Technology Co., Ltd.

20172017-2019

黑科技 · 

艾欧特大奖

冠军：智钧（深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亚军：北京梦之墨科技有限公司

季军：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名：纳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第五名：北京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名：北京光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七名：北京涛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第七名：荣基（台湾）有限公司

第八名：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八名：中科浩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名：Samea Electronic Industries

第九名：上海万位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第十名：石家庄天之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第十名：北京万界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名：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冠军：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亚军：深圳市澳颂泰科技有限公司

季军：特斯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第四名：北京云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第五名：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名：中特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第七名：Distence

第八名：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第九名：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第九名：广州物道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第九名：广州躬远科技有限公司

第十名：北京桂花网科技有限公司

第十名：杭州品铂科技有限公司



康力优蓝机器人 国电高科卫星物联网 梦之墨液态金属

黑科技明星



寻找下一个够“黑”的你





物联网实训基地优秀成果点映与评选

联盟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认定一批物联网技能实训基地，提高培训便利度和可及性。以远程职业培

训网建设为重点，支持建设互联网培训平台，开展前沿技术知识更新培训和行业信息人才培训，搭建行业信息领军人才交流平

台。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积极推进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共建共享。



物联网就业训练营
启动仪式

联盟将支持各类物联网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

心及物联网就业训练营，鼓励企业与职业院

校共建实训中心、教学工厂等，积极建设培

育一批产教融合型物联网企业。



物联网行业职业画像发布

通过开展线上调查与行业企业的实地调研，结合相关可查资料，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物联网新职业人才画像，发掘物联网

行业中在细分领域的新职业。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将与企业共同开发新职业的职业能力标准，同时产业联盟为其职业能力标

准提供从团标到村标再到国标的升级通道。

IoT Festival



物联网产教融合联盟成立

打造100家新型物联网实训基地。通过对行业企业实地走访与考察，并对企业在物联网实训设施、设备、环

境、实训队伍、实训资源、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进行评估，对达标的企业授予“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实

训基地”的称号。



首批物联网新职业
暨系列标准发布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行业内

的新岗位和新职业将不断出现，建立新

岗位、新职业的发现和发布机制，促进

行业新兴人才和复合性人才的培养和成

长，推动行业内新职业的规范化发展。



海南物联网公共实训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
为大力开展物联网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培训，广泛组织岗前培

训、在岗培训、脱产培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在线学

习等活动，大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引导帮助中小微企业开

展职工培训指明了正确的路径。将与海南政府共同举行公共实

训基地签约仪式。





物联网云上主题成果点映展

搭建云上专题展，充分利用网络和媒体渠道资源优势，

对征集遴选后入围优质项目围绕黑科技TOP10、上市

公司指数、新职教等划分实现云上专题展，充分面向

市场和大众展现物联网产业优质企业和技术成果。

$ 120
Sweet 

mornings





2017-2019大会数据

现场人数

50,984

企业报名

4,000+
覆盖国家地区

30+

网络曝光

700,000,000+

孵化独角兽企业

20+



2017

“寻找颠覆者”

2017 第一届 2018 第二届 2019 第三届

2018

“寻找创新者”

2019

“寻找思考者”



2017寻找颠覆者
2017年12月11日-13日，第一届全球物联网大会“寻找

颠覆者”在北京召开，致力于成为涉及商业领域、政府

背景及学术研究，吸引创新型企业及行业巨头，囊括国

内外行业智慧的领先平台。第一届活动已经在北京完美

落幕。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有来自芬兰、德国、法国、

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瑞士、中国台湾、中

国香港及中国内地等国家及地区的454人次参与。



2018 寻找创新者

2018年11月19-21日，第二届全球物联

网大会“寻找创新者”在北京隆重召开。

本届全球物联网大会从2月14日在美国纳

斯达克拉开帷幕以来，组委会历时8个月，

全面走访了包括日本、芬兰、英国、新加

坡、韩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

德国等国家，并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千家物联网企业进行了广泛的对接交

流。同时本届大会还在大中华地区的10多

个省24个区域举办了系列化物联网推广活

动，与当地政府、组织和企业进行了深入

合作。



2019寻找思考者

2019年11月23-24日，第三届全球物联网大会“寻找思

考者”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全球物联网大会期间，第三

届全球GIC艾欧特物联网大奖经过一年多的选拔，充分透

过9月无锡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物联网黑科技20

强评选，10月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物联网解决方案大会以

及物联中国的年度大赛等行业头部评选基础上，在全球数

千个项目中，精心挑选，陆续发布TOP50强和TOP20强等

创新企业名单和创新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在11月23日举行

了全球物联网10强总决赛上，由来自物联网领域的50多

家投资机构共同评选出最终的十强!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景安
原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

刘兆彬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总工程师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千里
著名建筑学家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技术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往届嘉宾



王正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刘劲
博士

日本AI物联网联盟会长

Hartmut Kremling
沃达丰5G大使

沃达丰企业董事会主席

许炎
日本物联网联盟理事长

上海欧计斯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修军
北京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研

究院院长

王震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物联网

规划总监

万碧玉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

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Alfredo Rolando
中秘投资发展协会董事长

Matti Kinnunen
芬兰奥卢大学副教授

芬兰超级物联网联盟战略及规划负责人

Rashid Shafi
巴基斯坦Sync&Secure

科技公司CEO

詹长智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执行会长

傅明
国际数权经济合作联盟 主席





创建首家全球物联网成
果大数据交易中心

两年来，大会组委会共在全球范围内挖掘物联网创新成果数千项，协助各类

创新企业获得各种融资几十亿元。为了更好地帮助创新企业和各类政府机构

形成产业对接和资本对接，组委会创造性地举办“全球物联网创新成果交易

大会”，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首家物联网的专业交易机构——“全球物联网

成果大数据交易中心”。

全球物联网大会希望以此帮助

更多的中小企业解决成果推广

难，无法落地实施；中小企业

融资难，特别是物联网企业规

模小，想象空间单一；政府的

大数据资源变现难，无法充分

发挥市场作用等系列化难点。



一带一路，物联全球

随着物联网的全球化进程和各个国家的访问交流的日趋紧密，2018全球物联网大会也紧跟着一带一路的步伐开启了新的篇

章。相继有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埃塞俄比亚等多个东南亚、中东和非洲

国家先后与组委会进行了交流，并表达了在物联网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需求。继2017年成立的中芬物联网创新中心在

6月与芬兰奥卢大学的合作之外。2018年还与日本物联网联盟合作了“中日物联网创新中心”，与日本健康新干线协会成

立了“中日大健康联合实验室”。在本届大会上，又再接再厉成立了“中国巴基斯坦物联网创新中心”，以及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成立了中关村物联网联盟巴塞罗那分联盟，并将共同启动“中关村物联网巴塞罗那科技园”项目。



全球物联网标准团体联席会宣布成立

全球物联网大会组委会也在国际化推动中深深感受到了标准建立的重要性。本届大会

联合国家物联网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专题组织了“2018国际开放物联技术与标准峰会”，

来自工信部、科技部、国标委等多个行业部委主管单位与国内的行业领军企业中国电

科集团等近200多家物联网重点企业参加了本场峰会。

本次标准峰会上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发起成立了“全球物联网标准团体联席会”，来自

国内外的物联网行业团体组织近20家协会代表（包括国家物联网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台湾物联网协会、香港物联网商会、中国物联网产业联盟、

珠海市物联网协会、陕西物联网联盟、宁波物联网协会、上海市物联网协会、重庆物

联网协会、河南物联网协会、杭州市物联网协会、青岛物联网协会、山东物联网协会、

厦门物联网协会、无锡物联网协会、福建物联网联盟、中山习锁物联网技术研究院、

日本人工智能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和芬兰超级物联网联盟等）参加了启动仪式。



物联网黑科技

中国巴基斯坦物联
网创新中心揭牌

中国车联网智库
研究院宣布成立

中国电梯物联网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中国卫星物联网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更多大会成果





大会主席团

王正伟 大会主席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赵京城 大会联席主席
《环球财经》杂志 总编辑

陈金苺 大会联席主席
台湾中华妇女创业协会 中国首席代表

穆津 大会联席主席
智钧（深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潘千里 大会联席主席
著名建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英魁 大会联席主席
中国电竞管委会 常务会长

陈联胜 大会联席主席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副台长

傅明 大会联席主席
国际数权经济合作联盟 主席

詹长智 大会联席主席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执行会长

李世强 大会联席主席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台长



关于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成立于2009年11月1日，是中国第一家物联网产业联盟，由中关村在物联网产业链上下游具有优势的单位共同发起，

在民政部正式注册，是全国最大的物联网产业专业组织。截止2006年底，服务全国3000+物联网企业和机构，全面覆盖物联网产业链上下

游。2017年初开始，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开始了国际化道路，为中国物联网与世界市场接轨，以及带领国内企业和技术走向国际舞台发

挥努力。

Established on 1 st November 2009. started by leading companies from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registered a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Z-Park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Alliance (ZIOTA) is the FIRST and BIGGEST organization in IoT

industry in China. Till the end of 2016, ZIOTA has already serviced 3000+ Chinese IoT companies, covering whole industry

chain.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17, ZIOTA started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introducing leading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guiding Chinese companies to get globally involved.



联盟五大优势
04

03

02

01

唯一合法 Registered 全国唯一在民政部正式注册为“联盟”的物联网组

织，区别于其他松散型“物联网联盟”，无法正式注册，无法真 正形成社团法

人

最大 Biggest 成立9年多以来，累计服务企业7046家企业，全面覆盖物联网产业链上下

游。其中活跃企业3500家，北京地区213 家核心企业

最早 First 2009年11月1日成立，全国第一家物联网专业社会团体（NGO）

全国性 Nationwide Business Scope 业务范

围是全国（中关村的特殊政策，先试先行国家示范区）

05 独立 Independence
独立一级社团法人（无上级

主管单位）VS其他行业协会

最大区别；



联盟组织架构

理事会
Council

联盟秘书处
Secretariat

会员代表大会
Members

研究院
Research Institute

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产业中心
Industry Centre

专业委员会
Professional  
Committee

2009.11 2014 2015 2016

中关村物联网
联盟成立

Establishment

2017

创新设计专委会
Creative Design SC

智慧教育专委会
Smart EducationSC

健康服务业专委会
HealthcareSC

RFID传感器专委会
RFID SC

节能与环保专委会（赛伯乐）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C

智慧北斗专委会
Smart Big Dipper  

SC

新能源汽车专委会
（中欧新能源）

New Energy  
AutomobileSC

智慧社区专委会（神
州数码）

Smart Community  
SC

特种设备物联网专委会（中国特设促进会）
Special EquipmentSC

工业物联网专委会（中国普天）
Industrial IoTSC

物联网大数据安全中心（紫光集团）
IoT Big Data SecurityCentre

卫星物联网
专委会

Satellite  
IoT SC

金融委（赛
伯 乐 ）

FinanceSC

2018 2019

电梯物联网
专委会

Elevator  
IoT SC

车联网专委
会

Car-
Networkin  

g SC

中芬物联网创新中心
China-Finland IoT  
InnovationCentre

亚太专委会
Asia Pacific  

SC

中伊物联网创新中心
China-Iran IoT  

InnovationCentre

中国物联网大学
China IoT University

中关村物联网研究院 IoT  
Project Centre/Search  

Centre

英特尔物研院
China Intel IoT Joint  

Labs

国家物联网创新中心
National IoT Innovation  

Centre



国际交流

2017

9月25日
中澳智慧城市
项目对接交流

11月14日
中英物联网项
目对接交流

9月4日
以色列项目
对接交流

联盟在带领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联盟也积极的吸引外国企业“走进

来”，并举办针对国内企业需求的专场对接会， 积极促成国际合作。

ZIOTA also active on helping overseas companies come to China. 

ZIOTA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match- makings base on Chinese 

markets request and the feature of overseas companies.

2018

25 Sept.  
China-
Australia

6月28日
中芬物联网企
业对接交流

8月19日
中日物联网企
业对接交流

7月28日 土
耳其项目
对接

14 Nov.  
China-
UK

10月30日
意大利制造
2.0.2.0.活动

04 Sept.  
China-
Israel

9月1日
泰国项目对
接交流

5月23日
中英物联网项
目对接交流

5 May.  
China-UK

5月28日
中芬物联网企
业对接交流

29 May  
China-
Finland

2019

7月5日
瑞士科技企业
对接交流

5 July  China-
Sw itzerland

01 Sept.  
China-
Thailand

19
August  
China-
Japan

28 July
China-
Turkey

28 June  
China-
Finland

30 Oct.
China-
Italy



关于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成立于2011年10月，主管部门是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登记注册部门是海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是海南省

工商业联合会的成员单位。目前有200余名机构（企业、科研机构）会员，协会学术委员会30余位集结了本领域的省内外专家学者，是本省

和全国物联网界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之一。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省级物联网行业组织。共主要职能是制订本省和各市县、各行业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参与物联

网产业规划评审工作。制订与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居、智慧产业和各行业智慧化建设和物联网应用的标准、规范。

开展物联网专业人才教育培训工作。建设物联网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开展物联网产业基地建设。

海南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成立9年来，致力于物联网新技术、新标准的普及应用、企业服务与人才培养，在“智慧海南”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9年来共计制订产业规划10余项，举办（承办、协办）各种会议30多场次，培育智慧型企业数十家，为企业开展各种服务百余项，开展

物联网的宣传教育更是取得明显成效。





展区分布示意图

* 蓝色模块部分为大会展区区域



展位效果



标准展位

¥ 15,000元

/企业

2mX2m 展示位置 1 个：包含 1 米宽 2.5 米高展示板两块，数字液晶电视1台，问询台
1 个，椅子 2 把，设计画面请在2020年 12 月 05 日之前提交，否则组委会将不负责制
作；

提供大会全程参会名额2个（含2晚酒店住宿、午餐）；

嘉年华晚宴出席名额1个；

大会媒体矩阵针对企业特定宣传；

参评黑科技大赛

可参加海南园区项目考察与对接；

企业优势云上物展展示位置；

会刊广告页 1P；



演讲名额 1 个：一名企业负责人参与主论坛圆桌论坛讨论或分旨论坛主题演讲，二选一；

特约赞助单位冠名展示；

特约媒体专访企业负责人：环球财经或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对企业负责人专访，二选一；

资料入袋；

2mX2m 展示位置 1 个：包含 1 米宽 2.5 米高展示板两块，数字液晶电视1台，问询台 1 个，椅

子 2 把（设计画面请在2020年 12 月 05 日之前提交，否则组委会将不负责制作）

提供大会全程参会名额2个（含2晚酒店住宿、午餐）；

嘉年华晚宴出席名额1个；

大会媒体矩阵针对企业特定宣传；

参评黑科技大赛；

可参加海南的园区项目考察与对接；

企业优势云上物展展示位置；

会刊广告页 1P；

特约赞助

¥ 50,000元

/企业



其它赞助板块

序号 项目明细 价值
1 VIP嘉宾（包含两晚酒店住宿、午餐自助） 2980元/人

2 嘉年华晚宴 600元/人

3 标准展位（1米宽2.5米高展示板两块，设计企业提供，问询台1个，椅子2把） 10000元/个

4 主题演讲

主论坛主题演讲 50000元/名额

主论坛圆桌论坛 25000元/名额

分旨论坛主题演讲 25000元/名额

分旨论坛圆桌论坛 15000元/名额

5 论坛主题背景LOGO展现
主论坛 20000元/个

分论坛 10000元/个

6 特约媒体专访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8000元/名额

环球财经 8000元/名额

7 参会证企业LOGO展现 5000元/个

8 资料入袋（800份） 5000元/个

* 物料赞助合作：会议用水、伴手礼、抽奖奖品、晚宴酒品、志愿者服装。



更多赞助方案

请联系我们

赞助咨询
联系人：袁帅

联系电话：188 1091 9305

电子邮箱： 604061898@qq.com



联系人：陈伟男

联系电话：152 5577 0033

电子邮箱：chenwn318@gmail.com

联系人：袁帅

联系电话：188 1091 9305

电子邮箱： 604061898@qq.com

联系人：王啸

联系电话：135 2216 6505

电子邮箱：13522166505@163.com

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人：张怀宇

联系电话：138 1126 4215

电子邮箱：huaiyu0071@qq.com



2020第四届全球物联网大会



敬请指正

最终解释权归全球物联网大会组委会所有

法律顾问：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 孙英实律师

严正声明：我方已经聘请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作为我方此次大会的律师顾问，任何涉及盗版及抄袭的相关行为都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