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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13 日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第六届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物联中国年度盛典

一场不容错过的物联网年度盛！

w w w. i o t f a i r. n e t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聚·物联生态    创·产业新基 
2019年，5G、人工智能、北斗技术蓬勃发展，加速了物联网产业的迭代发展，

华为、腾讯、阿里、亚马逊、微软、头条、百度等科技巨头都已经将物联网作为下一阶段的重要发展方向

2020年，疫情“黑天鹅”推动了新基建的快速布局，后疫情时代，新基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当下，是动荡的一年，也是创新的元年，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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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情况
关于IoTF 2020/展会历程/市场机会/组织架构/展览范围/展会亮点/同期活动



厦门

IoTF厦门国际物博会这几年发展壮大，离不开福建地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物联网行业

的巨大商机。厦门具有发展物联网的独特区位优势，近5000家的软件企业是厦门打

造千亿产业链的中坚力量，这些都为博览会每年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IoTF自创办以来，充分利用福建省信息产业的坚实基础和厦门软件产业的独特优势，

已发展成为一站式物联网专业采购交流平台、全球物联网行业风向标，受到了物联网

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赋能厦门及周边地区物联网企业，实现在“家门口”开拓国内

外市场。深耕“一带一路”让企业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全球物联网新技术、新应用

开发、产品设计现状以及行业的发展动态等，大大缩短了福建与国际间企业的差距。

2020年IoTF开通线上物博会，实现3+365天双线展览新模式。IoTF成功办会模式，

有利于发挥地方优势、拉动经济，共同打造物联网产业生态，引领全球物联网风向。

关于IoTF 2020  About IoTF 2020

全球物联网专业贸易平台
Global IoT Professional Trading Platform

线下物博会+线上物联风向



展会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10场论坛

5000平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7场论坛

12000平

5场论坛

13000平

31159人次

活动征集项目1157个

融资超8亿元

10场论坛

13800平

41103人次

+
25场论坛

18000平

47000人次



市场机会  Market opportunities

福建市场商机

2020年福建省重点项目1567个，其中在建重点项目1257个，年度计划投资5005亿元，2020年上半年累计完成

投资275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5%，实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能源：福建棠园（福鼎）500kV输变电工程、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照明工程分散式风电项目、龙高片区管网建

设及龙田水厂扩建工程等。

环保：诏安县城西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一期工程项目、上杭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宁德市中心

城区水系综合治理项目等。

大数据：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研发楼七期、武夷新区电梯安全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等。

智能制造：泉州（南安）高端装备智造园、泉州台商区唯科高端智能模塑科技产业园、安溪德斯特精密制造生产

项目、龙岩龙马高端环卫装备和车辆智造项目等。

民生：保障性住房龙泉公寓、芗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等。

新基建：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建设（一期）、中海创工业互联网产业基地项目

福建发展，蓄势勃发！

2020年

福建1567个项目

总投资额5005亿元



市场机会  Market opportunities

厦门市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2020年全市重点项目415个，年度计划投资1272.4亿元。上半年市重点项目投

资建设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今年1月-6月，实际完成投资752.3亿元，超249.2亿元，完成序时计划

149.5%，完成年度计划60.7%。

交通：厦门新机场轨道工程、翔安机场快速路、过海地下管廊过海工程、厦门新机场大道、厦门新机场交通中心

、厦门双层跨海大桥、第二东通道、第三东通道、南港特大桥、城际铁路R1线、厦门东站等。

智能制造：金鹭硬质合金、天马第6代生产线、宸鸿科技手机触控项目、通富微电子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士兰

化合物半导体等

产业基地：厦门新经济产业园项目、厦门顺丰创新产业基地、海沧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厦门新机场两大航空配

套产业项目、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工程、海西股权投资中心及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

环保：同安工业园区水质净化厂工程等。

基建：翔安新会展中心、翔安新体育中心等

数字厦门，展翅翱翔！

厦门市场商机

2020年

厦门415个项目

总投资额1272亿元



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指导单位：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厦门市商务局（会展局）

发起单位：新华网、中国投资协会、厦门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物联中国团体组织联席会、厦门中传商务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单位：

台湾物联网协会、 香港物联网商会、北京物联网学会、 北京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协会、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河南省物联网行业协会、湖南省物联网行业协会、 陕西物联网产业联盟、 福建省物联网行业协会、 山西省物联网产业

技术联盟、物联网创新联盟、 杭州市物联网行业协会、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 工业4.0俱乐部、 青岛市物联网协会、 无锡“感知中国”

物联网商会、 珠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宿迁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合肥市物联网产业协会、 江西省物联网行业协会、 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

业联盟、深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宁波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 工业4.0俱乐部、 网信军民融合发

展联盟智慧物联专委会、厦门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承办执行单位：厦门中传商务有限公司

官方平台：物联风向  iotvane.com



展览范围  Exhibition Scope   

5G

车联网
无人零售
移动终端
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大数数据
网络安全

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
智能家居
楼宇安防
智能交通

通讯及网关

RFID
MEMS与传感器
物联网网关、节点
元器件
系统集成



垂直领域
精准买家

汇集全产
业生态链

行业导向型
高峰论坛

产业精准
对接会

涵盖物联网全产业链，包含芯

片、传感器、无线模组、网络

运营、平台服务、系统及软件

开发、智能硬件、系统集成及

应用服务，打造多方位、全产

业的物联中国年度盛典。

展会还将联动各细分垂直领域

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龙头

企业、专业买家等，为参展企

业赋能，帮助专业展商解决产

业升级，力争打造新基建时代

下的高效交易平台。

活动邀请物联网行业大咖、专

家学者、企业家，针对于围绕

物联网在5G、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智慧城市、新基建等方

向的创新应用与政策解读，洞

察全局，高屋建瓴。

展会增设不同领域的产业精准

对接会，落实超V买家的1对1

政企交流、商机对接，加速物

联生态产业融合，促进企业做

强做大。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exhibition   

双线结合
融合营销

联合物联风向产业服务平台，

在平台开设2020 IoTF在线物

博会，结合展会现场直播、专

场报道，实现线上及线下双重

互动，达到内容输出、产品推

广营销价值最大化。

300+
参展商

30000+
专业观众

20000+
平方米

10+
论坛



同期活动 Organization   

随着新基建配套政策的出台，5G、人工智能、北斗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大会将邀请主管部门领导、业界知名院士、行业大咖，围绕面对国内

严峻经济形势，物联网如何助力经济发展升级；面对经济全球化减速，以及外

部势力的夹击，科技企业如何在这次全国经济变革中存活并占有一席之位等行

业热点话题进行高峰对话。

第七届中国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成熟，物联网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上被寄予厚望，但

物联网企业却面临着新技术迭代快，成果转化难、项目落地难、企业转型难等诸多痛点。

为助力物联网企业突破发展瓶颈，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组委会联合中国经济网、腾讯网、

物联风向等多家媒体开展了“寻找物联网百位领军CXO”专访活动。活动深入市场、企业，

挖掘出在物联网创新领域和传统行业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精英、龙头企业代表，与他

们在物联网行业面临的瓶颈问题、发展方向等进行深入的交流。

2020中国物联网CXO峰会



同期活动 Organization   

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一届。盛典活动由新华网、中国投资协会、厦门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发

起，两岸三地30个物联网行业社团组织共同主办，是全国唯一一个由两岸三地行业社团组织

联合开展的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物联网产业交流对接平台。

第四届物联中国团体组织联席会主席团年会

作为2020年“IoTF 厦门物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中国国际物联网产业

大奖已于日前正式启动项目征集。本次赛事的最大特色在于“以赛推广，对接

产业”，即以“线上宣传+线下展出”模式，促进优秀产品和解决方案实现精准

推广，有效对接。恰逢2020物联中国年度盛典举办期间，依托物联中国在两岸

三地的影响力，将在“物联中国年度盛典之夜”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向产业链

上下游合作伙伴展示”新产品、新方案、新品牌”！

2020物联中国年度盛典之夜暨物联网产业大奖颁奖典礼



同期活动 Organization   

第六届中国国际物联网新产品发布会

此次高峰论坛将汇集了两岸三地产业专家和优秀企业家，从技术演进、产业趋势、市场机

遇、融合创新、行业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和全面剖析，并现场分享成功案例，打造高

端产业资源汇聚、产业交流与项目对接平台，帮助物联网相关企业有效拓展市场空间，精

准对接目标客户。

第四届两岸三地物联网与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发布会目的：服务优秀物联网企业新品发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解最新物

联网产品的窗口。

在为期两天的黑科技新产品展览上，将有来自华为、阿里、南鹏、快普、狄

耐克、纵横等数十家优秀企业携带最新产品、技术及方案登台亮相，黑科技

新产品发布会受到了媒体广泛报道和业内人士的密切关注。



同期活动 Organization   

40人物联网与人工智能论坛

2020论坛将围绕RFID在超高频领域技术应用场景、行业实操、痛点解决等方面展示研讨。

回首2019年，我们原计划活动规模为200人次的论坛和120人次的论坛之夜，经过为期2个

月的宣传和推广，线上论坛报名人数500名，实际到场人数360人。我们携手RIFD创新部落

物联风向等平台，大力宣传，并且首次告捷，取得了非常良好的交流效果和口碑效应，成

功打造了新R界朋友圈，2020因你而精彩！

第三届RFID产业应用及创新论坛

“40人物联网与人工智能论坛”目的是立足于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发展，凝

聚了众多知名物联网企业、人工智能企业、供应链企业、系统集成商、设

计院、房地产企业、产业园区及运营商企业，借助各方力量，通过跨界交

流，推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应用及推广。



上届回顾
IoTF 2019回顾



专注生态集群  联动产业发展

1

2

4

5

18000m 2 展示面积     

929家政府与投资机构

30个协会组织

47000+人次

8场主题演讲

2场Summit

15场专业对接会

203参展展商

3

570家媒体14场产品发布会

6 51场线下活动 1场高端闭门会

7

8

9

10

11

12



展会情况  Exhibition Situation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部分展商  Part Exhibitors



中国电力科学院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
国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核集团国网电力公司
中交集团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
埃森哲咨询有限公司
煤科集团
沈阳研究院
中移智行网络科技
上海崴岚新能源汽车科技
浙江核电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
厦门国贸会展运营有限公司
厦门信息集团

沈阳军区
南京军区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物流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
同煤集团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万科集团
博彦科技
广东中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厦门机场
厦门轨道集团
厦门信息中心
自贸区信息中心
清华同方
华宇软件
鸿星尔克
星汉智能科技
北京远盟健康科技
安踏
九牧王
柒牌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
福建师范大学
汉纳森数据股份

部分买家信息，数据不断更新中...

专业买家团  Audience



部分合作媒体  Medias

合作媒体  500+



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
常务副秘书长

倪小龙

中移物联网开放平台部副总经理
马腾远 

撷发科技 研发副总经理、博士
苏培陞

中国电信天翼物联科技公司
天翼物联网产业联盟  行业研究总监

王志成

中国联通物联网公司 总经理
陈晓天

华为 IoT服务产品部总经理
王强

活动回顾-高峰论坛  Activity review



厦门农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素金

厦门城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志勋

香港城市大学MBA
罗勀明

微软中国资深战略技术顾问
微软大学资深讲师

管震

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
IEEE高级专家

曾剑锋

华为IT智能数据与存储领域副总裁
庞鑫

活动回顾-CXO峰会  Activity review



物联风向-物联网优秀解决方案奖 物联风向-物联网创新奖 物联风向-物联网优秀平台奖

物联风向-物联网优秀产品奖 物联风向-物联网领军人物奖 物联风向-物联网领军品牌奖

活动回顾-产业大奖  Activity review



“两岸三地”物联网与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谷仓学院+拙雅设计•产品创新方法论

2019中国物联网CXO峰会 中国国际物联网产业大奖第六届中国（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

华为IoT生态论坛

海峡光电产业技术论坛

AIoT领航智慧新城 2019泛在电力物联网应用技术研讨会 第二届 RFID应用与创新论坛

中国（国际）物联网高峰开幕式

物联网最具投资价值路演大赛

活动回顾-会议集锦  Activity review



活动回顾-展商集锦  Activity review



展商评价  Exhibitor Evaluation

Ø 华为中国区 曹泽军 副总裁：物联网产业的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由多方合作共建的“生态”，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多
方力量就可以团结在一起，进行合作、探索与创新。华为已连续2年参加物联网博览会，借助博览会平台让当地政
府更多了解华为，认识华为，同时也促成了华为鲲鹏产业链落户厦门。未来，华为将会加大力度与组委会深入合
作共建生态链。

Ø 中国电信物联网分公司 田丁 副总经理：“物联中国团体组织联席会”在厦门召开，为各地促进物联网产业“政产
学研”协同发展搭建了桥梁，是各地区发展物联网产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交流，
创建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在各方面都是展示企业综合实力的好机会。

Ø 厦门英诺尔 林加良 总经理：英诺尔连续4届参加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我们与组委会共同举办RFID论坛，取得良好
效果。通过展会平台我们结识到数百位新客户，已经达成了多个合作项目，目前公司订单生产马不停蹄。

Ø 深圳高新兴物联 王彭 总经理：这场活动是整个物联网行业内非常好的一场盛会，这场大会我们与很多物联网企
业达成了合作，基本上每一次的厦门物博会我们都是会参与，我们也期望能与更多的企业共同探讨物联网的发展。

Ø 通富微电子 王先生 经理：本届展会整体感觉不错，收获不少，展会期间接洽不少意向客户，将继续参展。

Ø 厦门感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林立 总经理：展会效果非常好，我们公司在这次展会中接到3个订单，主要来自物流和
仓储领域，还有些客户需求正在跟进沟通中；组委会的服务不错，很用心，公司将继续参下届展会。



参展费用
展馆分布/参展报名



收费标准  Price 

项目 展位费

标  摊（9m2：3m×3m） 境内企业 8800元 境外企业 2000美元

空  地（36m2起租） 境内企业 880元 境外企业 200美元

项目
原价

展位费 特装搭建 小计

18平方 17600 19000 36600

36平方 31680 39000 70680

54平方 47520 49000 96520

标准展位

特装展位

早鸟价：

2020年10月1日前订单并支付展位费企业，

将享受物博览会展位费9.5折优惠。

组团价：

企业拼团3个以上展位的企业，可享受折上

折优惠，在原9.5折优惠的基础上，再享9折

，逾期支付，展位费恢复原价。

老客户价：

为答谢老客户对组委会的支持，凡参加过

2019年并继续参加2020物博会的展商，将

享受博览会展位费9折优惠。

注：以上活动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日前，

签定合同并支付所有展位费的企业，享受此

优惠政策。逾期支付，不享受优惠，展位费

恢复原价。

优惠政策  Favoured policy 

提交参展申请表 签订合同 顺利参展确定展位图 支付费用
参展准备

参展流程

报名电话：0592-5806777



展商服务
展位服务/论坛及配套服务/市场宣传服务



展位配套服务  Stand services 

活动推广

媒体联合报道

展台搭建

社群营销

朋友圈营销裂变工具



论坛及商务配套服务  Forum & Supporting  services 

会议室租赁

论坛赞助
会议赞助/会议策划

评奖咨询

酒店预订

签证

展台工作人员
翻译/接待

商务餐饮订餐



市场宣传服务  Publicity services 

电子媒体宣传 展馆内外宣传
LED视频/广告牌/指示牌微信/邮件/短信

现场品牌推广
门票/吊牌/包装

平面媒体宣传
会刊/邀请函



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组委会

厦门中传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信息光电园金丰大厦805

参展报名：0592-5806777    郑小姐/聂女士

买家服务：0592-5066857    林女士

媒体合作：0592-2575135    王小姐  

邮箱：info@iotfair.net

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官网    iotfair.net

官方媒体：物联风向              iotvane.com

同期展览：

2020厦门国际人工智能博览会                     

2020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