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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ICT行业最具影响力国际盛会

展会报告



权威主办:  国内唯一由工信部主办的ICT行业权威盛会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和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承办的“2017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PT EXPO CHINA 
2017）于9月27日至3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该展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工业和信
息化部唯一主办的信息通信、移动互联网类行业展会。
本届展览会主题为“促融合创新，筑网络强国”，集中展示网络强国战略下，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的最新进展和相关成果，以5G、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
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数字化赋能已成为新
时期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批准单位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展会概况



本届展览会展示范围包括：5G、光通信、卫星通信、量子通信、SDN/NFV、CDN、

IPv6、NB-IoT、网络设施及配套设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数据中心、移动

物联网、智慧医疗、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智能终端、智能家居、空地

应急通信等。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芬兰、德国、爱尔兰、俄罗斯、

瑞典、瑞士、美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约 400余家企业参加，主要参展参会单

位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普

天、大唐电信集团、诺基亚贝尔、烽火科技、中国卫通、 TD产业联盟、华为、中兴

通讯、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甲骨文、亚马逊、 VMware、长飞、亨通、富通、

中天、通鼎集团、特发、阿里巴巴、罗技、国美智能等。亮点展示专区包括 “城市

名片 ”专区、智能终端体验区、数字健康国际展区、空地应急救援展区等。

2017年展会统计数据

展会概况

400余家参展企业

470余家媒体现场报道

1990年至今26届

展出规模约 40000平米

参与人数59600余人

30余个政府团组、近百
位司局级领导参观展会



品牌聚焦



品牌聚焦

以上LOGO排名不分先后，资料截止到9月20日



精彩回顾

最新产品发布及体验吸

引了不少现场观众驻足

观众体验远程驾驶技术操控

位于上海的车辆

被3D打印技术产品

深深吸引



精彩回顾

VR体验 智能机器人互动

智能行李箱 灵活的机械臂

智能路灯 展台人头攒动



空地应急
救援专区

城市名片
专区

移动物
联网生态

（NB-IoT）

专区亮点

主办方联合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联盟
共同打造“空地应急救援展区”，全面
展示空地应急救援通信系统、应急通信
传输设备、应急指挥运控平台等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兴、华为、烽火科技、美国高通公司、
爱立信、助通科技等行业领先企业共
同展示在移动物联网生态及智慧城市
建设方面的先进技术与应用。智慧城
市典型鹰潭市也进行了集中展示



展示智能终端领域最新成果、产
业亮点、移动智能终端技术创新，
为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提供思想
碰撞和业务交流机会。体验区参
与企业包括中邮器材—华为nova
系类，亚马逊-kindle、
罗技、搜狗糖猫、
坚果智能影院。

欧洲互联健康联盟组织来自美国与
欧洲的多家企业展示医疗健康大数
据及医疗产品标签、识别等先进技
术与产品。

数字健康国际专区

智能终端展区

专区亮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苗圩、中央纪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组
组长郭开朗、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
副部长刘利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张峰等领导参观了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马凯 莅临展会参观指导

高层关注

郭开朗同志参观展会 陈肇雄同志参观展会 刘利华同志参观展会

朱宏任同志参观展会李毅中同志参观展会 朱高峰院士参观展会



本届展览会邀请并组织了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学术团
体等多个团组到场参观，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河南、江苏、青海、西藏、宁夏、山西、广西、江西、
甘肃、成都、南京、沈阳、南宁、无锡、张家口、湛江、
廉江、格尔木、黄山等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参观了
展会。同时，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欧洲互联健康联盟、
爱沙尼亚社会和公共服务部、南亚八国培训团等海外专
家也参观了展会。

团组参观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所
参观展会

西藏工信厅一行参观展会

张家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一行参观展会

拉萨市副市长一行
参观展会

专业观众团组参观 专业观众团组参观

深圳通信管理局局长
一行参观展会



2017年PT展观众参观目的

2017年PT展观众行业类型

2017年展会观众数据分析

2017年PT展观众职位类型

观众分析

    12%        东欧&中亚

  17%        北美

15%        南美

   46%       亚洲

 2%         大洋洲

     5%         欧洲

    1%          非洲

2017年PT展国际观众来源

    2%          中东

其他
政府和协会
媒体

教育&研究实验机构

通信/电信/网络设备商

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
计算机硬件商
系统集成商
IT服务商（系统/数据/维护）
软件服务商

移动物联网
电子商务

通信/电信增值服务商

通信/电信运营商



2017年现场调查系统结果显示 

82％的国内外参展商平均满意度，88.5％的国内展商和
75％的国外展商表示愿意或可能继续参加2018年展会。

91％的国内外观众平均满意，其中93％的国内观众和
88％的国外观众表示愿意或可能继续参加2018年展会。

13个小时的国外观众平均参观时间，45％的国内观
众和参展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开幕论坛

ICT领袖论坛

“一带一路”ICT 企业对
外投资贸易洽谈会

ICT中国·2017高性能数
据中心发展论坛

中国量子通信网络与应用
高峰论坛暨“Q-NET”
新品发布会

中国光通信产业发展大会

2017中国NB-IoT产业发
展大会

ICT与未来城市发展高峰
论坛

第二届5G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

中国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
发展大会

ICT中国·2017第二届数
字健康高峰论坛

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新产
品发布会

通鼎集团“沿着数据做好
连接与安全”新品发布会

2017中国SDN\NFV产业
发展大会

TOP SHOW 智慧生活创
新高峰论坛

2017应急通信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

2017中国MEC产业发展
大会

ICT中国·高层论坛2017
移动智能终端峰会暨智能
硬件生态大会

未来网络创新研讨会 视频体验联盟成立大会



20场
同期论坛

ICT 中国·2017高层论坛

320位
行业领袖

4827名
专业听众

——ICT 行业的“达沃斯”

“ICT中国·高层论坛”有“ICT领域的达沃斯”之称，已成功举办12届，一
贯秉承“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品牌立场、创新精神”，在国内外政府及信息通
信领域享有盛誉，成为汇聚产业各方精英人士，探讨合作交流的高层级平台，成
为全球ICT企业的年度盛会。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  万物生长”为核心思想，广泛涉猎信息通信领域的
前沿热点，并在政策监管、技术发展、融合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做深入研讨。
论坛主题涵盖5G、光通信、高效能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物联网、
SDN/NFV、人工智能、智能家居、MEC等行业前沿领域，以及量子通信、数字
健康、信息安全等行业热门话题，是信息通信领域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年度盛
会之一。



工信部
陈肇雄副部长

ICT 中国·2017开幕论坛&领袖论坛

中国工程院
余少华院士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高同庆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李正茂

中国联通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 

姜正新

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顾晓敏



华为中国区运营商
业务部总裁

曹既斌

ICT 中国·2017领袖论坛

爱立信中国总裁 
赵钧陶

英特尔网络平台事
业部副总裁

Dan Rodriguez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
集团副总裁

陈山枝

VMware公司大中
华区首席技术官

李刚

安永大中华区科
技、媒体与通信
行业主管合伙人

罗奕智



ICT与未来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ICT与未来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关注于“信息化智慧赋能城市”的一切，以“数字赋能  万物

生长”为主题，围绕“城市数字化”和“物联网”应用，从“城市经济的健康合理可持续”、

“城市生活和谐安全更舒适”、“城市管理的科学智能信息化”三个层面，聚合科技创新领域

的领军企业、科研机构、各级城市主管部门等各界人士，分享和探讨“信息化智慧赋能城市”

的理念和应用案例，探讨 “信息化智慧赋能城市”的标准，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展望。随

后进行了“ICT中国城市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华为、诺基亚贝尔、中国普天获得了“ICT中国

城市优秀案例奖”，华为、中兴通讯、通鼎互联获得了“ICT中国城市创新解决方案奖”，爱

立信、世纪龙、罗技获得了“ICT中国城市创新技术应用奖”。

河北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南京市、长春市、沈阳市、昆明市、鹰潭市等城市领导都出席

了论坛。

IC
T

与
未
来
城
市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一带一路”ICT企业对外投资贸易洽谈会

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2017年已经进入标准研制的关键时期。本届ICT高层论
坛特设“5G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分论坛，以“加速5G创新发展，共建5G产业生态”为主题，
产业界齐聚一堂，共享5G成果，共促5G发展。IMT-2020(5G)推进组发布了中国5G技术研
发试验的第二阶段测试结果。

第二届5G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随着“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倡议的不断推进和落实，我国对外投资及贸易增长迅猛，出
海企业越来越多，对国际ICT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一带一路”ICT企业对外投资贸易洽
谈会邀请工信部国际司相关领导以及日本、荷兰、苏格兰、尼泊尔等国家使领馆领导就中国
企业走出去与海外市场拓展的市场及政策环境进行专业解读。



ICT中国·2017高性能数据中心发展论坛

由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联
盟与欧洲互联健康联盟共同承办，紧密围绕物联
网与AI赋能健康大数据、中医药国际化、数字社
会扩展与大数据、卫生保健行业和健康中国2030
计划等主题展开为期两天的论坛探讨

本次“高性能数据中心发展论坛”由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数据中心联盟、云计算发展与政策论坛与中
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共同承办，邀请工信部、通信
管理局、数据中心园区及相关应用单位，聚焦数据
中心设计、设备运维、能效等多个层面，助力提升
数据中心运维保障水平。

ICT中国·第二届数字健康高峰论坛



该论坛由应急通信产业联盟承办，是国内最权威
的应急通信产业品牌论坛。本次论坛以“面向十
三五，融合天空地”为主题，重点围绕应急通信
规划部署、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技术、军民融合等
方面展开精彩研讨。

2017应急通信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论坛以“生活与办公场景智能化”为主题，探
讨智能家居领域新技术发展走向，搭建产业交
流平台，对智能家居在ToB领域用户的需求、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痛点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TOP SHOW 智慧生活创新高峰论坛

大会以“打造智能生态，共建智慧社会”
为主题，权威解读国家发展政策，发布产
业研究报告。同时还颁发了年度智能终端
墨提斯（METIS）奖，展示智能硬件各维
度的优秀成果、产业亮点、创新技术。

ICT中国·高层论坛 2017移动智能终端
峰会暨智能硬件生态大会

大会”围绕“MEC技术与解决方案”、
“MEC的5G应用”、“边缘网络重构”、
“MEC与多元化业务创新”、“MEC商业模
式”等热点话题展开，探索MEC技术发展，
推动移动网络向5G演进。

2017中国 MEC产业发展大会



中国光通信产业发展大会

以全面推进4G建设、研发5G未来技术
为契机，旨在进一步探索“互联网+”
时代下的光通信市场导向，强化光通信
产业路径。大会内容涵盖“光纤光缆技
术”、“新一代光网建设”、“数据中
心光网”、“400G光模块”、“量子
通信”等重要领域。

通过对“NB-IoT 技术方案”、“NB-IoT
网络部署与商用策略”、“NB-IoT创新应
用实践”、“NB-IoT安全新趋势”等热点
话题的交流和思考，探索如何进一步推动
中国的NB-IoT产业发展和商用进程，为电
信运营商与更多垂直行业未来业务需求提
供网络与技术保障

中国NB-IoT产业发展大会

大会针对“SDN/NFV关键技术突破与挑
战”、“SDN/NFV未来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SDN/NFV商用”、
“SDN/NFV与新一代数据中心”等热点
话题，邀各界精英展开热烈的技术探讨
和思考实践分享

中国SDN/NFV产业发展大会

内容涵盖“云网融合”、“数字化转
型”、“政策与产业发展”、“开源生
态”、“核心技术”、“云安全”、
“重点行业应用创新”、“区块链”等
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云计算、大数
据产业发展进程。

中国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会



论坛合作伙伴



媒体聚焦



媒体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