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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在这清风送爽、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2018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暨 ICT 中国·2018

高层论坛”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各位来宾、参展单位以及新闻界的朋
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科技和产业大变革、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为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的积聚新动能、开辟新道路、拓展新
空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信息通信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让信息通信
技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今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信息通信行业始终不忘初心、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实现了信息通信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一是通信基础设施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建成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全面建成了光网
城市，超过 96% 的行政村实现了光纤的通达。

二是服务社会民生能力在不断增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发展迅猛；智能手
机和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

三是与制造业融合在持续的深化。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高，智
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四是开放合作层次显著提升。中外企业在产业链各环节上实现了深度合作、发展共赢。
本届展会以“数连世界，智造未来”为主题，充分展现数据驱动经济的转型、网络助力万

物互联、人工智能深度融合、高端制造创新引领的发展趋势。展会设置了 14 个专题论坛，并特
设信息通信业改革开放 40 年专区，让大家在历史和未来中穿行、在数字科技中体验、在思想碰
撞中畅想。

各位来宾、朋友们！主动把握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信息
社会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界的愿望，更是我们的责任。借此机会，提
四点倡议：

一、持续完善信息消费的供给体系，促进消费的升级和民生的改善。进一步提升通信基础
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网络的覆盖，加快新技术的部署应用，夯实信息消费的基础设施。加快
构建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的新型信息产品的供给体系，积极拓展信息消费的新空间。

二、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助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化的进程，
深度挖掘数据资源产业化的潜力，依靠信息技术来驱动新动能，用新动能来推动新发展。加快
产业数字化的步伐，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契机，打造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百万工业 APP 上平台，推动百万中小企业上云，着力培育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促
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三是努力构建良好环境，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
作用，大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包容审慎监管为原则，不断
的完善事中事后的监管体系，持续提升信息通信业的安全保障水平，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是深化信息通信业的改革开放，推动全球产业界协同创新、共同发展。我们将坚定地用
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一如既往地支持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开放合作，也欢迎国外的企业来华开
展研发合作、人才交流、商业投资；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开拓创新、勇于走出去，让各国人
民更好的享用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

各位来宾、朋友们！“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浪潮正席卷而来，希望全球的信息通信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敞开胸襟、合作共赢，为共
创信息社会的美好新时代而携手努力奋斗！

最后，预祝展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苗部长在开幕论坛上的致辞

苗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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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业在世界范围内正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化身数字经济“大动脉”，如水、
如电、如气，成为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8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
信展览会以“数连世界，智造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外近 400 家参与企业，在约 4 万平米的展
示空间内、二十余场融合跨界的会议论坛中，为与会者打造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未来世界，
为产业生态圈搭建对接、合作、洽谈的权威平台。

四天的展会汇聚了国内信息通信业众多前沿科技：5G、人工智能、“科技 + 文化”、NB-
IoT、光通信、卫星通信、智能驾驶……及他们与垂直领域的融合创新。不仅如此，适逢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展会特别设置的信息通信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创新成果展示专区，让参与者切身感
受信息通信业一路走来的巨大变化，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正如展会主题所言，这是一场展示“数字”创新能量、“智能”澎湃活力的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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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本 次 大 会 的 焦 点 内 容 之 一，IMT-
2020(5G) 推进组发布了中国 5G 技术研
发试验的第三阶段最新测试结果。截至
目前，第三阶段 NSA（非独立组网）测
试已全部完成，同时，SA（独立组网）
测试也已全面启动。

展会期间，各种花式 5G 体验轰击观众
们的眼球，5G 应用越来越接地气，成为
5G 商用前最大规模的 5G 练兵场。

故宫与腾讯领衔“科技 + 文化”主题展
示，以科技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内涵，
打造无障碍的参观体验，让每一个人都
能更轻易地感受文化的力量。



展会回顾

展会特别设置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区
分为回顾展览和展望未来两个部分 , 以此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信息通信业 40 年巨变
信息 , 并展望下一个 40 年。来自企事业
单位共 5000 余人组团参观 , 从“见字如
面”到“距离不是问题”, 感受改革开放
以来信息通信方式的巨大变化和对经济
社会做出的贡献。

ICT 中国创新城市奖、ICT 中国创新行业
奖及移动智能终端“墨提斯奖”三大奖
项在展会上评出，共襄行业盛会。

本次展会向智慧城市和智慧行业征集了
部分 ICT 创新应用案例并汇编成册 , 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分享经验成果 , 助力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全社会、全行业融合。



展会回顾

“ 数连世界 , 智造未来 ”, 为期四天的展期 , 让所有参与者共同进入了一个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的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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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数据
观众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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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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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高层关注

左起 : 张峰、佟吉禄、王黎明、尚勇、苗圩、杨小伟、杨杰、王晓初、李跃

政府领导
本届展会一如既往地得到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注和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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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张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青
海省副省长王黎明、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利国、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华、原中央纪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组组长金书波、原中央纪委驻工业
和信息化部纪检组组长郭炎炎等莅临展会 。外交部 、发改委 、财政部 、住建部 、商务部 、国
资 委 、海关总署、广电总局、军委联合参谋部、北京市等有关人员参会。

两院院士与专家学者
展会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展示和商贸洽谈的平台 , 同时也是一场精彩的学术思想碰撞。中国工

程院院士、前邮电部部长朱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程院
院士邬江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IEEE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钟义信等六位院士出席致辞或
参观 , 众多专家学者云集。



参与者

高层关注

苗圩、郭开朗、张峰等参观展会

老挝国防部副部长翁西·什苏参观展会

潘利国参观展会

金书波参观展会

苗圩、杨小伟、尚勇等参观展会

王黎明参观展会

刘利华参观展会

朱高峰参观展会



参与者

团组参观

本届展会迎来 50 余个地方政府团组、160 余个企事业单位团组。北京市、青海省、沈阳市、
贵阳市、兰州市、银川市、包头市、渭南市、金华市、鹰潭市、玉溪市等省市政府领导出席或参观 ;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信息通信管理局、文化旅游部门、发改委、国资委、商务委、运营商分
公司和在京企事业单位团组络绎不绝 , 将展会的影响力真正辐射至全国和各大垂直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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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余位会议嘉宾 5866 位听众 20 余场论坛、 
宣讲会和企业发布会

展会同期“ICT 中国·2018 高层论坛”议题不断延伸 , 下设提速降费、5G、移动物联网、人
工智能与信息通信、智能网联汽车、未来城市生态、云计算、大数据、光通信等十余场会议及发
布活动。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的政府官员、行业领袖、专家学者就信息通信与垂直领域的未来发
展趋势、创新方向与金融资本市场等诸多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我国 5G 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
试结果发布备受关注。ICT 中国创新城市奖、ICT 中国创新行业奖及移动智能终端“墨提斯奖”
三大奖项在展会上评出 , 共襄行业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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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论坛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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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论坛演讲嘉宾

Werner Schaefer

爱立信东北亚区研发中心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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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开幕论坛 & ICT 领袖论坛

5G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本届 ICT 领袖论坛主要包括“共谋数字经济”和“迈向智慧社会”两个议题 , 充分显示 ICT 技术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 , 围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 ,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 政府领导、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典型企业领军人物展开探讨 , 交流
典型 理论、典型观点和典型案例。

作为重量级分论坛 , 本次论坛以“5G 商用与垂直行业应用”为主题 , 产业界齐聚一堂 , 共享 5G 成果 , 
共促 5G 发展。来自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DOCOMO、爱立信、高通、华为、上海诺
基亚贝尔、 三星、英特尔、中国信科集团、中兴、中国信通院等国内外运营、系统、芯片、终端、
仪表企业和科研院 所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IMT-2020(5G) 推进组发布了中国 5G 技术研发试
验的第三阶段最新测试结果。
 



会议综述

同期论坛
未来城市新生态大会暨宽带中国市长峰会

“深入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论坛

大会全面体现“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宽带建设发展的成果 , 推广“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在宽带建设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 迎来智慧城市新时代 ; 同时也探讨文旅行业由此产生的更
多可能 : 通过信息科技丰富博物馆的展现形式 , 提升文化旅游景区的运营管理 , 助力文化传播和城
市名片构建。

论坛总结网络提速降费工作成效 , 电信运营企业、设备企业、互联网公司、知名专家等各方代表
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坛、宣传视频、白皮书发布等多种形式 , 全面、立体地展示网络提速降费
对便利百姓生活、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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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拥抱 AI, 开启信息通信智能服务时代”高峰论坛

世界智能驾驶峰会

 信息通信与人工智能如何共舞 ? 本论坛将“人工智能赋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算
力革新”作为核心议题 , 讨论信息通信业如何支撑人工智能更好发展 , 勾勒人工智能在信息基础设
施领域的创新方向 , 并挖掘人工智能赋能传统行业的广阔潜力。

 5G 商用在即 , 智能驾驶时代悄然到来 , 当前无论是互联网巨头、传统车企 , 还是纷纭而起的创业
公司 , 智能驾驶参与者众多。作为 5G 最重要的垂直应用领域之一 , 峰会邀请智能驾驶相关参与者
围绕 “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能驾驶与信息安全”开展深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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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中国之光高峰论坛

中国云端与大数据高峰论坛

绿色能源与天线技术高峰论坛

移动边缘计算与互联网高峰论坛

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对光网络未来发展方向
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将驱动光通信需求
持续快速增长，论坛针对“光纤光缆技术”、

“新一代光传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智慧城市应用”等热点话题，广邀各界
精英展开热烈的技术探讨和思考实践分享，
共商“宽带中国”发展之路。

云计算、大数据作为战略性产业，未来将
在促进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论坛针对“电信用户云服务需求”、“云
网一体化”、“数据中心运维”、“云计
算”、“大数据”、“云安全”、“区块链”
等热点话题 , 共商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未
来发展之路。

论坛针对 “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绿色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等热点话题，共商我
国绿色能源未来发展之路。同时，还针对 
“天线关键技术”、“天线基础设施建设”
等热点话题，广邀各界精英展开热烈的技
术探讨和思考实践分享。

MEC 作为 5G 网络体系架构演进的关键技
术 , 可满足系统对于吞吐量、时延、网络
可伸缩性和智能化等多方面要求。论坛针
对“MEC 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基于
5G 的 MEC 部署”、“MEC 商业模式”、
“网络重构”、“智慧运营”等热点话题，
与各界精英共商 MEC 未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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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5G 室内覆盖数字化产业圆桌

蜂窝物联与垂直应用高峰论坛

移动智能终端峰会
暨智能硬件生态大会

网络功能虚拟化高峰论坛

中 国 IMT-2020(5G) 推 进 组 在 5G 技 术 研
发试验第三阶段中增加了室内覆盖部分。
2018 年金秋，在中国 5G 技术研发试验第
三阶段结果发布期间，本论坛如期召开，
相关参与者如约而至 , 围绕室内覆盖网络
能力的需求、业务创新等话题共同讨论并
促进 5G 时代室内覆盖数字化产业的发展。

以 NB-IoT 为代表的 LPWA 物联技术 , 已成
为中国物联网新的增长引擎和蓝海市场，
本论坛由移动物联网产业联盟与华为共同
举办，各界精英就 NB-IoT 及垂直领域应
用展开深入的技术探讨和思考实践分享。

2018 年度智能终端“墨提斯奖”(METIS)
于峰会现场颁奖，共襄移动终端及其垂直
领域的创新变革。峰会期间还发布《2018
年国产手机品牌发展报告》、《虚拟现实
应用创新白皮书 (2018)》，全产业链围绕
智能终端生态战略等议题开展研讨。

SDN/NFV 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架构，能全面
突破现有网络困境，为运营商的业务需求
提供运营保障。大会针对“SDN/NFV 与云
计算”、“网络虚拟化”、“未来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SDN 软件应用”、“云
数据中心”等热点话题，与各界精英展开
技术探讨和实践分享，共商 SDN/NFV 未
来发展之路。



同期论坛

应急通信产业高峰论坛 TOP SHOW 未来科技汇

本论坛以“融合天空地 , 推进应急通信产
业发展”为主题 , 重点围绕应急通信前沿
技术展开交流，包括应急管理研究、应急
产业发展政策、集群通信、卫星通信、空
中通信、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军民
融合技术等，以达到引导技术创新、加大
产品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应急通信产业活
力的目的。

TOP SHOW 是传播科技创业创新知识、信
息和观点的活动平台，TOP SHOW 未来科
技汇此次专为“未来世界创新广场”主题
展区而设立，下设“万物互联”、“未来
网络”、“创业创新”三个主题方向，为
来自参展企业的演讲者提供与观众面对面
沟通交流的机会。

会议综述



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

本次展会吸引了新华社、新华网、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日报、中国网、央视新闻中心、
央视财经、央广网、央广经济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经济日报、21 世纪经济报道、
法制日报、中国工业报、C114、人民邮电报、中国电子报、通信世界网、通信产业网、财经网、
凤凰网、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天津电视台等 580 余家中外媒体，将展会上的新技术、新应
用传播到世界各地。



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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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合作伙伴

www.telworld.com.cn

Portal Media Partner

Media Partner

Strategic Media Partner

Exclusive HR Partner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Partner



赞助商、合作伙伴

ICToffer.com
专注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机会

SCBSC
移动通信 网



赞助商、合作伙伴

ICT 中国·高层论坛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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