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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规模
20000+平米

参展企业及
团队200+

展示超1000+人工智能
产品及解决方案

28场高峰论坛
紧扣行业热点

200+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

5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

与本地企业对接会

线上线下约
800万+观众

微博话题阅读量
近2000万

20000+ 1000+ 28场200+

200+ 800万 2000万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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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背景
为支撑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部署，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产品应用交流与合作、促进

新一代人工智能项目的落地实施及成果转化，打造国内外顶级人工智能人才交流平台，由科技部、工信部、江苏省

人民政府共同指导，苏州市人民政府、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主办的2019年第二届全球人

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召开。2020年疫情之后，万物复苏，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产品

应用博览会（简称AIExpo2020/2020全球智博会）于8月14日-16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

2020全球智博会作为国内首个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旗帜下的综合性展会，是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唯一集中展示窗口，旨在探索AI科技应用创新成果的转化路径和方法，助力打造跨界融合的

智能经济形态；继续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及生态链伙伴集中展示平台；邀请国内外知名科研机

构、领军企业的代表及专家学者汇聚金鸡湖畔激荡思想；相关领导将莅临大会，巡视平台产业链成果展示，考察平

台的产业带动、辐射及示范成效。

2020全球智博会将集展、会、赛、奖、演五位一体，发布最新科研成果，展示前沿产品应用，评选三大重磅奖

项，树立优秀行业榜样，致敬顶尖AI创新。同时还将搭建AIExpo365-线上智博会，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供需资源对

接，加速促进人工智能行业交易与合作落地。

展会概况
EXHIBI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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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展会概况
EXHIBITION OVERVIEW

首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集中亮相（十五家）

200+行业知名企业及团队参展，
1000+人工智能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

28场行业特色峰会，
紧扣行业热点，引领行业发展风向标

三大行业权威奖项评选，
嘉奖AI行业杰出企业、产品和人物

 新浪、凤凰、百度、B站等多家权威平台
全程直播上百场，覆盖展会赛奖演

五大板块，触达千万观众

 2000万+微博话题互动，多次位居
热搜榜前三，800万+线上线下观众

新华、央视、雷锋、亿欧等200+媒体360°
全方位报道，更有科技主播直播逛展

和VR云展，线上线下全面联动

21场新品发布，多项产品全球国内首发，
多个AI黑科技精彩互动表演

融入专业赛事i创杯和“国家队”企业与
本地企业对话平台，加速产业发展新步伐

国内首个后疫情时代的线下AI博览会，
行业交流首选地 

 30+国内外院士、100+企业高管和
业界专家精彩分享，湖畔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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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大咖点评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次在抗疫当中，人工智能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的话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作用

价值非常大的。我觉得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在不断的发展，在今后进入发展以后，使老百姓能够得到
更加便捷准确有效的医疗，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王怀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开源创新现在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应该说它是我们今天谈论到人工智能乃至于中国人工智能如何发

展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模式。

吴信东       明略科技首席科学家、明略科学院院长
感受挺好，从这个企业界来讲，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然后我们可以展示我们的成

果，大家交流经验，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形式。

王柏华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第一我感觉到智博会这次规模可能比前面两届更大。来的专家院士，参展的企业，参会的企业会更

多。第二点我觉得确实会给我们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现和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
是一个很好的每个企业展现和交流、寻找合作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非常好。

肖京       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集团执委  
感谢智博会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先进的产品技术的研发成果，能看到在我们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我们国家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让人很振奋，同时也期望祝愿智博会越办越好。

王龙       腾讯云副总裁 
智博会给我印象深刻，做得非常好，请到了有国际视野、在技术上富有前瞻性的专家来做分享，使我

受益匪浅。展区邀请到了一流的企业，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华先胜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智博会展示了许多非常先进的技术，还有很多的落地场景，较好地推动了人工智能最新技术的应用

落地。展会规模大，大家参会的热情很高。

展会概况
EXHIBI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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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玠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智博会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以及对苏州本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凌晓峰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我对这次智博会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大企业参展，展示的内容非常先进，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展会

之一。

李世鹏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我觉得这次智博会内容充实，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主论坛听到那么多大咖的分享，很值得。分论坛

也有很多高水平的产业专家和领导者参与，内容丰富精彩，比去年的智博会做得更好。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智博会现在越办越好了，来的嘉宾很多，涉及的产业领域很广，希望智博会能在产业起到引导作用。

史蒂夫·福伯       英国皇家科学院、工程院和欧洲工程院院士
这个博览会令人印象深刻，它的内容非常专业，开幕式有很多政府领导出席，场面很壮观，我认为智

博会是一场很精彩的展示。

胡国平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消费者事业群总裁、研究院院长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智博会。我觉得每一次智博会都是带着非常顶尖的相关的那些技术的进展，以及

相关的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行业大咖点评

沈徽       商汤集团副总裁兼工程院院长
我觉得这次智博会办得非常好，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亲临现场，大会日程安排合理，衔接非常到位。更

让我高兴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高水平的同行，以及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开展交流，碰撞出了思想
火花。

展会概况
EXHIBI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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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落地，按照科技部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相关规定，

2017年7月23日，在科技部试点联盟“AV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基础上，吸纳了人工智能行业内的顶尖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本机构、服务机构、创新创业企业，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英文简

称“AITISA”)，依托法人单位为“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联盟由近两百家来自行业内的顶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本机构、服务机构、创新创业企业组成，并立足

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及产业环境，联合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学、研、用、资、服等单位，以建立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生态体系为基本愿景。

联盟紧密配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重点科技项目，采用“一体两翼”部署（一

个开源开放平台，多个专业工作组，多个行业推进组），聚集产学研用资中坚力量，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

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提供基本支撑。 

一、专业化

主办方简介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部分联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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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CCBN2019，集中展示AVS2 4K超高清（北京）

 2019年4月，助力“科技冬奥”项目征集座谈会

2019年4月18-19日，主办AITech2019-国际智能科技峰会（青岛）

2019年5月9-11日，主办AIExpo2019-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苏州）

2019年5月16-19日，承办WIC2019分论坛-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治理高峰论坛（天津）

2019年9月19-20日，主办GAILS2019-国际人工智能及智慧物流大会（临沂）

2019年11月19-20日，主办WAIDC2019-世界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大会（济南）

与鹏城实验室联合承办首届NAIC全国人工智能大赛（深圳）

2019年12月20-21日，与鹏城实验室联合主办“院士高峰论坛”

主办四期启智沙龙，2019年12月21-22日主办OpenI/0 2019启智开发者大会

2020年8月14-16日，主办AIExpo2020-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苏州）

会展团队在AI领域深耕多年，其中2019-2020年组织的行业活动如下：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专业度高、覆盖范围广、权威性强、近200家人工智能行业产业链中下游展商均深度参与，寻找潜在合作

伙伴/客户。

会展团队深耕行业多年

展商匹配专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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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化手段定制全球智博会专属合作推广计划，搭建人工智能 “国家队”与中小企业的对话平台，同时与权威媒体联

合为企业定制专访、直播、新品发布、专属海报宣传等增值服务，确保企业能够全方面、多角度的实现宣传推广目的。

通讯社             篇145

广电媒体        篇73

平面媒体        篇25

网络媒体                篇4288

微信             篇402
微博            篇307

直播平台        篇23

新闻客户端                篇1408

视频         篇42
通讯社             篇145

广电媒体        篇73

平面媒体        篇25

网络媒体                篇4288

微信             篇402
微博            篇307

直播平台        篇23

新闻客户端                篇1408

视频         篇42

二、市场化

2020
全球智博会

九大传播平台
全面覆盖主流传播平台，提高传播量级，实现1亿+的总曝光量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与苏州本地企业对接交流会

宣传推广

参与企业评价

这样的对接活动对企业很有用，开放创新平台的深度和广度让人开阔了企业视野，同时，开放创新
平台强大的技术团队完成了底层技术的构建，为企业在应用层面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次活动安排得很好，达到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增进合作的目的。

企业A

企业C

国家开放创新平台可以提供很好的应用场景，对企业有很大帮助。这样的对接活动很好，希望能够
常态化。

企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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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中，国内媒体报道共计687篇
其中，全国媒体报道占比53%，央级媒体占比14%，省级媒体占比8%，市级媒体占比25%

国内报道媒体类别涵盖：党政、大众、科技、财经

百余家权威媒体进行集中报道，扩大宣传范围

参会媒体中全国及地区党政权威媒体覆盖广，吸引专业受众和大众关注互动

上百家权威媒体参会

报道数量共计1678篇，其中参会媒体中国内报道

数量687篇，海外媒体991篇
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央级媒体为大会权威性背书

五大综合门户、本地媒体更全面的向社会

大众传递信息，增加大会认知度

科技类行业媒体，输出专业内容，精准触达专

业群体

53%

14%

8%

25%

全国媒体 央级媒体 省级媒体 市级媒体

34%45%

5%
16%

权威、精准的媒体多样化覆盖 媒体类型立体化，兼顾大众与行业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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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媒体 大众媒体 科技媒体 财经媒体



微信平台
内容合作

视频报道

微信朋友圈
广告投放

图文报道

专题合作

媒体专访

微博话题、热搜

直播

与多家媒体合作，内容传播形式丰富，全面提升大会影响力

十余个媒体平台同步宣传，直播曝光约800万

全方位与媒体展开相关合作，
多角度呈现大会 的精彩内容，提高大会声量

 2020智博会新品发布

凤凰网苏州频道 23.2万

凤凰网苏州带你揭秘
智博会上的黑科技

凤凰网苏州频道 11.8万

凤凰网苏州逛智博，
看黑科技的新品发布

凤凰网苏州频道 12.6万

开幕式暨主论坛

 

凤凰网风直播累计观看量

129.9万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与凤凰、新浪、百度、央视频、新华日报、央广国际、苏州广电、最苏州、深度苏州、B站等，十余个媒体

平台合作进行大会30余场视频直播，视频观看量约8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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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

央广国际

苏州广电 

 央广国际108.9万

苏州广电 看苏州 1.5万

央广国际苏州日报引力播 37.7万

0.42万

央视频 0.42万

百度直播 21.4万

开幕式暨主论坛 主论坛（下午场） 主论坛（下午场）

新浪科技直播观看量
27万

一直播/微博直播观看量
281.9万

新浪新闻直播观看量
129万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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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话题热搜位居第3位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全球智博会

微博话题#全球智博会#讨论量2620+

微博话题#全球智博会#阅读量1932万+ 

KOL联动发布，引发海量互动

科技达人微博发布，圈定人工智能垂直目标人群，
在行业内形成热点，提升行业影响力



新华社 中新社 CCTV-13新闻频道 央视网

央视频

江苏广电总台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国际商报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香港商报

新华日报 现代快报 凤凰网 光明网 国际在线

环球网 中国网江苏 新浪江苏 今日头条 创客公社

雷锋网 亿欧网 百度 极客公园

TechWeb C114通信网 CSDN 苏州广电看苏州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苏州日报 姑苏晚报 网易苏州 深度苏州 名城苏州网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可点击浏览如下新闻

宣传推广
九大传播平台，全面覆盖主流传播平台，提高传播量级，实现1亿+的总曝光量

�� 全球智博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009192478140466&wfr=spider&for=pc
http://www.hn.chinanews.com/news/gnxw/2020/0815/394297.html
https://tv.cctv.com/2020/08/15/VIDEnwuVrV6WpOuBcULM55sD200815.shtml
http://news.cctv.com/2020/08/14/VIDEx3khzThKXEPpKhmINxy1200814.shtml
http://news.jstv.com/a/20200814/1597403521423.shtml?jsbcApp=1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5847229/5767079
https://js.chinadaily.com.cn/a/202008/15/WS5f37693ca310a859d09ddf99.html
http://epaper.comnews.cn/xpaper/news/399/4504/22684-1.shtml
http://paper.chinahightech.com/pc/content/202008/17/content_38549.html
http://www.hkcd.com/contentd.php?id=100582
https://jnews.xhby.net/v3/waparticles/61/79jgkNixP3EVUqdO/1
http://www.xdkb.net/p1/110258.html
https://tech.ifeng.com/c/7z0JFemHg0V
https://m.gmw.cn/2020-08/16/content_1301465342.htm
http://js.cri.cn/2020-08-14/4b4c90ce-c4f9-34f2-1a1a-ecd1db876576.html
http://smart.huanqiu.com/gallery/3zV9JNcgzJu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tech/rdzx/1076262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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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专业观众构成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买家邀约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号召、同期举办20余场分论坛、新品发布会，吸引上万专业观众参观，并与企业进行深度交流互

动，洽谈合作。

观众分析

行业分类 职能分类

年龄、性别分布：男性居多，观展人群偏年轻化

42%

58%

4%
12%

20%

30%

34%

男 女 00后 80后 90后 70后 7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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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三、多样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李兰娟、戴琼海，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世鹏，以及来自华为、百度、阿里、

京东、滴滴、微软、浪潮、讯飞、商汤等企业副总裁以上嘉宾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发表主题演讲20余场，同时视频连线

了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凌晓峰、新加坡科学院院士黄铭钧、国家开放大学校长荆德刚等行业大咖，共商人工智能发展变革的新机

遇。开幕式上举行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型研发机构联席会”成立仪式、新一代人工智能联盟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进一步推动产业与学术的融通共进。

大会同期召开线上/线下分论坛28场，承办方包括微软、西门子、百度、华为、京东、滴滴等龙头企业，第二届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高峰论坛、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型研发机构联席

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同期举行，各分论坛聚焦前沿科技领域，引领行业发展风向标。

高端行业交流论坛
云集人工智能学术产业权威、顶尖专家、知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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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主论坛名人堂

高    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AITISA理事长

徐扬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琼海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王怀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铁军
AITISA秘书长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
研究院院长

凌晓峰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苏大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Sethu 
Vijayakumar
阿兰图灵研究所人工智能
项目联合主任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王永东
微软全球
资深副总裁

胡国平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
消费者事业群总裁
研究院院长  

许映童
华为昇腾计算
业务总裁

史耀宏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华为云与计算中国区总裁

李世鹏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AITISA联合秘书长

田    丰
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
院长,前阿里云院长

王延锋
上海交大苏州人
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任祖杰
之江实验室科研发展部
副部长

陈玉鹏
鹏城实验室人工智能中心
主任助理

邹鹏程
中科创达CTO

代    闻
AWS 机器学习业务拓展
和产品技术高级总监

吴信东
明略科技首席科学家
高级副总裁

王海峰
百度首席技术官

华先胜
阿里巴巴副总裁

何晓冬
京东集团副总裁
IEEE/CAAI Fellow

林达华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

肖    京
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
集团执委

韩剑锋
天聚地合（苏州）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柏华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

陈     纯
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铭钧
新加坡科学院院士

Steve Furber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欧洲科学院院士

Claire Vishik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刘     玠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金龙
华为高级副总裁

王    龙
腾讯云副总裁

瀧  宽和
和歌山大学前校长
现数据智能教育研究部门长

沈     徽
商汤集团副总裁
兼工程院院长 

唐晓蕾
赛灵思副总裁

徐    串
旷视首席架构师

荆德刚 
国家开放大学
党委书记、校长

张    博
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兼CTO
自动驾驶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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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87项有效候选奖项进行参评

中国人工智能年度十大创新企业

中国人工智能年度
十大风云人物

中国人工智能年度
十大创新企业

全球人工智能产品
 应用博览会“产品金奖”

评选引领行业创新潮流具有杰出贡献的企业、个人、产品30个大奖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2020全球智博会系列评奖

· 上海滴滴沃芽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 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天聚地合(苏州) 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 明略科技集团

·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趣维科技有限公司

·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输出创新中国智慧,推动垂直产业蝶变

三大权威奖项评选带动中国AI势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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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产品金奖”

中国人工智能年度十大风云人物

(获奖名单按照拼音顺序进行排列)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 陈     宁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 陈振杰
深圳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CEO

· 李传刚
科大讯飞副总裁

· 林达华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 牛昕宇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 王    方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总裁

· 王海滨
星逻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 肖    京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首席科学家

· 周    曦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 左    磊
天聚地合(苏州)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 Atlas 900 Al集群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BFOP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 超集AI Max机器学习平台软件[简称: Al Max]
苏州超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飞鱼智能音频管理系统
科大讯飞(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 基于微表情欺诈度识别的远程信贷面审系统
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蚂蚁金融知识图谱平台—知蛛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商汤火神mini热成像测温一体
机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网约车人身安全智能保障系统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星空加速卡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讯飞智能录音笔
天津讯飞极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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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I黑科技新品首发，引领行业风向标

EXHIBITION OPERATION
展会运作

重磅新品发布区（20+展商权威发布）

华先胜（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麻晓波（咨询总监）

葛周敏（智慧社区基地解决方案经理）

梅磊（ 云从科技产品&支付业务负责人）

邓常凯（智能制造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海滨（总经理）

钱茂冬（副总经理）

郭晓锋（产品总监）

芦思远（滴滴车载事业部战略&对外商业化负责人）

冷煜（总经理）

张鹏程（智能交通产品线产品总监）

冀国威（云产品部备份产品总监）

宋兴隆（浪潮信息人工智能与高性能产品线产品经理）

吴承东（院长）

余春汛（产品总监）

洪华蓉（品牌策划经理）

郭宏岳（总经理）

刘键涛（技术总监）

莫涛（品牌&教育发展部总监）

王庆林（合伙人）

汪奕菲（ 创始人&CEO）

陈锋（经理）

石伟（经理）

演讲嘉宾企业名称

2020全球智博会新品发布会排期表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云从科技

博云视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星逻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苏州研究院

滴滴出行

苏州新看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博云视觉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海峡智慧科技研究院

苏州超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知晓物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柏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福建电子口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

深圳市宙斯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极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超级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国讯芯微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主题
《视觉智能开放平台》

《讯飞看见⸺ 为安检装上智慧的大脑》

《基于”5G＋IoT”的新型智慧社区数字化平台应用》

《云从科技⸺打造新型支付模式
共创场景营销新未来》

《新一代智能验布机》

《当3D遇上AI技术》

《车队数字化对各行业的赋能和潜在颠覆》

《Cyber Space +》

《小视角 · 大不同 ⸺ 以信号灯
看视觉AI赋能智慧交通》

《浪潮云优备》

《NF5488A5》

《AI生态平台发布》

《“能赋无界，智算未来”-赋智超融合一体机》

《智晓精灵“城市 AI⸺智慧幼儿园解决方案“》

《智慧教育 一切为了孩子 一切为了未来》

《港口智能化产品介绍》

《科技赋能，智赢未来⸺创新组织变革与人才发展》

《文化和科技相融合，国风机甲唐人诞生》

《极豆J-Service品牌车主服务智能中台发布》

《新基建，新超算⸺苏州超算中心智能超算服务介绍》

《基于国讯芯微工业全栈模块和工业实时操作系统
的工业协作机器人控制器方案》

《星逻UltraHive MK4 Pro无人机智慧网联机库》

《星逻UltraHive MK5无人机智慧网联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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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首个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旗帜下开展的综合性展会，2020全球智博会集聚

了百度、阿里、讯飞、商汤、华为、平安、明略、依图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涵盖了国内外

近200家明星企业和团队参展，展出了1000多款极具创新性的人工智能产品，清晰地勾勒出未来生活

的智慧图景，展示了中国“智”造的实力。其中，大会特设“苏州AI创新试验展”、“AI科普展”、“抗疫创新产

品展”，彰显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力量。

今年国际展商代表有微软、西门子、英伟达等，智慧城市展商代表有：华为、电信、移动、阿里云、金

山云等；智能视觉展商代表有：商汤科技、云从、的卢深视、博云视觉等；智能语音展商代表有：科大讯

飞、思必驰等，智能物流展商代表有：牧星智能、艾吉威等；工业互联网展商代表有：树根互联、慧工云、

鼎纳等，智能交通展商代表有：百度、滴滴、风图、AutoX等，数据营销展商代表有：明略科技、天聚

地合等。

EXHIBITORS' INCOME
展商收益

展商现场收益分析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借助平台达到推广目的

了解行业前沿信息

现场或得市场反馈

发现潜在意向客户

达成意向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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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铂金赞助商

VR技术支持

战略合作媒体

SPONSORS AND EXHIBITORS
赞助商及展商

支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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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AND EXHIBITORS
赞助商及展商

部分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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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邀请函

2021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
邀请函

尊敬的                                             单位：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我国已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并正式启动“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为支撑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部

署，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产品应用交流与合作、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项目的落地实施及成果转化，打

造国内外顶级人工智能人才交流平台，由科技部、工信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指导，苏州市人民政府、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主办的2021年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将于

2021年8月19-21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

全球智博会由科技部、工信部指导，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集中展示平台，对于国家设立

的开放创新平台进展及产业链合作伙伴进行持续公开展示。相关领导将莅临大会，巡视平台产业链成

果展示，考察平台的产业带动、辐射及示范成效。同时博览会旨在打造世界级AI产品及应用成果展示发

布平台、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产业聚集平台和投融资对接平台，促进中国与全球AI领域的产品应用交

流，聚集全球AI产业发展要素，展现全球领先的AI前沿科技成果。

大会同期设置特色分论坛20余场、新品发布平台以及权威奖项。届时将有数万名人工智能领域专

家、学者共襄盛宴。

我们诚挚邀请贵单位参展本届全球智博会，展示最新产品、解决方案和科研动态，共襄盛举！

期待贵司的参与。

此致！

�� 全球智博会

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组委会

2020年9月28日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主办单位：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 苏州启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
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创客公社

支持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
法律顾问： 盛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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