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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
与技术展览会（InfoComm China，
以下简称视听展）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帮助行业加速数字转型。

本届视听展吸引了 400多家参
展商，展会规模达 68000平方米，包
括钉钉会议、易科、腾讯、索尼、英特
尔、ITC、联想、松下等知名企业。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视听展主
要有三大看点：一是汇集最前沿的
专业视听技术；二是多场高峰会议
提供知识交流的平台；三是线上
线下展览并置，观众可以参观线上
展会。

记者了解到，在 5G商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基建”的支撑下，专业视听行
业的应用领域不断延伸，尤其是新
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原有生态受
到破坏，刺激了企业远程办公、智慧
教育、政府服务、医疗应用、交通管
理、娱乐休闲、智能家居等细分领域
的增长，用户对视听产品及服务迭
代提出更高要求。

京东方（BOE）搭载 Mini LED

技术的智慧一体机全新亮相。这款
集高清显示、电子白板、无线传输、
视频会议于一体的多功能智慧产
品，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
据介绍，京东方将大量的AI技术与
软件能力应用于该产品，使之能够
无缝切换办公、会议、绘画三大场
景。京东方智慧一体机已广泛应用
在办公、医疗、培训、金融等领域。
京东方正在以软硬融合的物联网解
决方案赋能应用场景

海信商用显示公司的展品涉及
智能显示、智慧办公、智慧教育等多
行业多场景。在智能显示方面，海
信首发了海信小间距 LED 磐石系
列、天启系列、大型会议室 LED 一
体机等新品；在智慧办公方面，海信
展出了全场景智慧平板 MR6B 新
品、海信全场景会议平板MR7A以
及“1+N”云视频会议生态，为党建、
金融、医疗等领域提供智慧解决方
案，展示了海信在商用显示领域的
广泛布局和尖端成果。

飞利浦商显携众多产品亮相本
次展会，为供应商带来办公、新零

售、医疗、教育、交通等行业的视听
和交互体验新设备，以及专业的商
用显示解决方案。

视腾电子有限公司此次携带单
卡单路矩阵、无缝拼接混合矩阵、多

屏拼接处理器等产品参展。工作人
员表示，希望利用视听展这一平台
及时了解创新技术的力量。

业内专家表示，视听设备作为
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等时

代发展支撑下的新兴产业，智能整
体解决方案加快了信息技术与传统
制造业的发展效率，在教育、医疗、
企业办公等远程对话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

视听展为行业数字转型提速
■ 文/图 本报记者 谢雷鸣

7月22日至25日，2021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以下
简称西宁城洽会）举办。记者从组委会处获悉，此次西宁城
洽会分为线上举办和线下举办两大类活动。其中，线上举
办主要通过开设“2021 城洽会云展平台”，在线举办“云展
示”“云论坛”“云推介”“云招商”等系列活动。

“云展示”主要利用 VR 实景将布展成果搭载至“2021
城洽会云展平台”，便于客商、观众在线浏览观看布展实
景。“云论坛”和“云推介”主要采用线上方式，分别将论坛嘉
宾演讲、各专题推介内容搭载至“2021城洽会云展平台”，方
便观众在线观看现场论坛和现场推介实况。“云招商”主要
依托“云端会客厅”推出“招商项目在线洽谈”，开展网上洽
谈、网上招商活动。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城洽会主要特点是设计
理念更加新颖、展览展示层次感更强。展览展示以“感恩奋
进、拼搏赶超，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为主题，分为三
大展区——现代大西宁展区、美丽大西宁展区、幸福大西宁展
区。此次布展最大的创新就是引入沉浸式街景形式展示的理
念，试图通过沉浸式街景形式展现“现代、美丽、幸福”的西宁。

比如，幸福大西宁智慧交通板块通过展示公交出行实
时查询、优巴士、定制公交业务等内容，以公交车模型展示
西宁公共交通历史演变进程。观众可以参与驾驶VR互动
体验、现场操作“夏都通”自助充值机。

“西宁市对科技创新平台作了重点展示，以街景形式突
出产城人文相协调，力求展示各类要素汇聚叠加的产业生
态圈培育发展现状与未来。”西宁市工信局党委书记、局长
石林说，每届西宁城洽会期间，西宁的数字经济发展、高新
材料、锂电、光伏光热等一批重大绿色发展项目都会受到广

大客商的关注。通过这一展会平台，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西宁。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西宁城洽会这座桥梁，西宁的新能源、新材料、大

数据、多晶硅、高原特色、中药材加工等新兴产业走出省内，同时，各地客
商来西宁市及青海省投资兴业，为提升西宁市及青海省产业链水平、推动
城市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8月 4日至 6日，由汉诺威米兰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与东浩兰生会
展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的 2021 华南国际工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华南工博会）将在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作为今年下半年华南地区首个
重要的工业大展，本届华南工博会
使用 4 个展馆，呈现八大主题展和
同期论坛，1200家制造企业将展示
多款全球及国内首发的智能制造产
品技术及相关应用。

主办方表示，无论是从去年展
会的数据还是从目前预登记的情况
来看，观众对即将开幕的华南工博会
充满信心。展会主办方也将为观众
提供周到、更便捷、更人性化的服务。

八大主题展各有特色

作为华南地区领先的工业盛
会，今年整体规模较去年增长30%，
主题涵盖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激
光技术、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机器
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工业互
联网和国际电路板，八个专业展将
全方位展示上下游产业链各个关键
环节，提速智能制造产业数字化转
型，为华南乃至整个湾区工业发展
推波助澜。

华南自动化展位于 10 号和 12
号馆。华南自动化展历经 25 年培
育，成为华南地区炙手可热的工业
自动化展会之一。随着“十四五”新
征程的开启，本届华南自动化展进
一步扩大发挥展会品牌影响力与

“朋友圈”，吸引众多知名制造企业
展现智能化高端化技术，推动华南
先进制造产业新发展。

其中，德国施迈赛将在现场全

球首发其AZM150电磁安全锁。碧
绿威将全球首发其 PAS 微校准平
台，最多可以三轴并自由搭配轴数，
适用于视觉对准工艺。依诺信将全
国首发 item 精益低成本自动化组
装线，该线采用 MB 工业铝型材装
配系统及精益生产系统搭配而成，
适用于制造型企业组装线、生产性
周边物流周转器具、LCA功能性工
装制作、非标设备制造等。亚控将
全国首发KingSuperSCADA。

华 南 机 器 视 觉 展 位 于 10 号
馆。今年华南机器视觉展将全面呈
现 3D 视觉、工业 AI、测量技术、视
觉检测、深度学习、图像处理、视觉
定位、光学系统、工业/智能相机等
产品。其中，德国映美精将全球首
发其嵌入式视觉开发工具包。诚立
将全球首发手动二次元影像测量
仪、全自动二次元影像测量仪和龙
门式全自动影像测量仪。

作为机器视觉展的主办方，中
国图象图形学学会（CSIG）联合汉
诺威米兰展览为展会倾注更多资
源。其中，华南机器视觉领域的重
要大会——“CSIG视觉前沿技术与
应用研讨会”将与展会同期举办。
今年会议主题为“视觉技术——注
智赋能新基建”，CSIG理事长王耀
南、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惠敏等人
士将出席会议。

深圳激光展和数控机床与金属
加工展位于 11 号馆。今年深圳激
光展新增精密加工与工业互联网集
群展区，将呈现更多激光技术融入
智能制造的场景案例。值得一提的
是，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将在现场
拆解特斯拉 Model 3 新能源汽车，
帮助供应链合作伙伴了解A（人工）

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F
（5G）的集大成应用。

作为激光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LMN 世界激光制造大会今年迎来
华丽升级，不仅以全新LOGO和主
视觉打造专属 LMN 的品牌形象，
还以四大核心优势（顶级科学家阵
容、全球思想新高地、国际受众零距
离、大市场精准匹配）突显大会的高
度专业性和行业影响力。2018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哈·莫罗教
授将线上出席本次大会并致辞。美
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的 50 余位专家和代表将共同探
讨5G、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医疗
和 3C产品工艺等激光行业前沿问
题与发展趋势。大会将以中英双语
形式面向全球同步直播。

国际电路板展位于9号馆。由
中国台湾电路板协会（TPCA）与湖
南省电子电路行业协会（HNPCA）
主办的国际电路板展今年首次亮相
华南地区，奥士康集团、欣兴电子、
四会富仕、欣强电子、奥宝科技、阿
托科技、牧德科技、康代、大量、迅得
机械、创峰光电、俊杰机械、祺鑫环
保、泰兴冶炼、志圣科技等百家
PCB产业代表将欢聚一堂。

随着 5G通信、物联网、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高速发展，PCB制造工
艺中的五大技术层面（高频、高速、
高电流、高阶HDI、高多层）面临着
行业的更高要求。今年，中国台湾
电路板协会推出“2021亚太电子制
造论坛”。论坛以“5 高技术+智能
再突破——迎向高频、高速、高多
层、高电流、高阶HDI大世代”为主
题，探讨5G时代所带来的技术挑战
与发展机遇。其中，百大高峰会将

邀请百大板厂领导针对应用趋势、
高端材料、先进制程、绿色永续及产
学论坛等项目进行分享。

工业互联网体验展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应用展位于9号馆。展会
由深圳市工业互联网行业协会与广
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倾力打
造，将聚焦电子信息、制造装备、
PCB、新材料等特定行业全场景、全
链条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以AR、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带动智能制造创
新驱动，营造华南工业互联网新生
态，实现湾区经济联动。腾讯、富士
康、华智、达索系统、京东、甄一、堃
腾、亮风台、黑湖、广州视源、上海纽
酷、深圳捷豹、苏州浩辰、众联成业、
深圳渊联、江门云科等企业将呈现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成果，推动引
领行业发展方向和激发产业创新活
力。活动交流区还将邀请创新创业
企业创始人、企业高管、行业专家等
现场分享经验。

主办方联合广东省仪器仪表学
会今年特别策划的测试测量展区将
在9号馆亮相。展区涵盖测试测量
仪器仪表、汽车测试测量、红外热成
像、通信测试测量、传感器测量等五
大板块，优利德、福禄克、聚茂源、鼎
阳科技、日置、高德红外、艾虹科电
子、航裕电源、胜利仪器、爱普泰科、
德明仪表等测试测量仪器仪表厂商
将展示创新产品与技术。

本届华南工博会还将为观众提
供应用行业细分市场的专属配套活
动，包括APS Asia 亚洲动力总成产
业技术大会、2021 3C 制造产业高
峰论坛、2021智能工厂核心标准与
关键技术主题论坛、“十四五”中国
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论坛——企

业数字化升级行业应用专题论坛、
2021 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
论坛、工业零部件采供对接会、
IMCA 2021 世界测试测量产业大
会暨博览会、2021中国智能汽车技
术大会、2021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
大会等近30场高端峰会、产业论坛
和供需采配会。

深度布局华南市场

历经 40 年多年发展，深圳已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的核心引
擎，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跃居全
国城市首位，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
圳一大支柱产业。在我国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深圳再度被赋予历史使命。

深圳和大湾区孕育的巨大市场
和发展潜能吸引了华南工博会两大
主办方的母公司—德国汉诺威展览
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双方于 2019年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开拓华南市场，进一步深化世
界领先工业展—汉诺威工博会和中
国工博会品牌在华联合打造系列展
会的决心。

华南工博会作为双方在华南地
区强强联手的结晶，融合世界两大
领先工业展的产业资源与优势，吸
引众多制造企业带来全国及全球首
发产品，展现了湾区制造业的创新
活力与广阔前景，也造就了后疫情
时代华南制造企业与世界领先工业
技术零距离接触的高质量平台。

华南工博会将进一步推进湾区
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助力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构建高端
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激发华南制造创新活力培育湾区产业新动能

2021华南工博会开幕在即
■ 王婷 朱徐倩

2021 年西班牙国际水果蔬菜
展览会（以下简称西班牙果蔬展）将
于10月5日至7日在马德里举办。

西班牙果蔬展展会总监劳尔·
卡列亚（Raul Calleja）日前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作
为全球果蔬生产、营销和分销的重
要贸易盛会，本届展会已收到西班
牙所有果蔬产区的参展确认，来自
32个国家的企业将参展，整个果蔬
行业对展会的认可度可见一斑。

“参展西班牙果蔬展就是拓展
生意。”劳尔·卡列亚说，西班牙果蔬
展是果蔬贸易商建立业务关系并在
新市场中开辟机遇的主要平台和交
汇点。每年有逾90%的参展商和超
过95%的观众再次关注西班牙果蔬
展。很多企业将该展会作为开展下
一年全球分销计划的重要契机。

西班牙果蔬展还是内容丰富的
技术研讨平台。据劳尔·卡列亚介
绍，展会同期将举办生物水果大会、
生鲜物流峰会、生物技术会议和智
慧水务及能源会议等技术活动。

为了突出西班牙果蔬展的国际
化，劳尔·卡列亚说，今年在筹备过
程中进一步强化“国际访客计划”，

允许参展商自行邀请来自西班牙以
外国家的专业人士参展，这将吸引
数百名零售买家、进口商和批发商
来到马德里。展会推出的“做客进
口国”活动将邀请巴西和乌克兰作
为嘉宾国。

本届西班牙果蔬展将同期举办
世 界 生 鲜 论 坛（World Fresh
Forum），该论坛主办方为西班牙贸
易国务秘书处、西班牙对外贸易发
展局（ICEX）、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展
览中心和西班牙果蔬生产出口联合
会（FEPEX），这也是该论坛连续第
五年举办，今年重点展示乌克兰、巴
西、白俄罗斯和韩国的商机。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来看，今年
的国际参与者注册量较上届增加了
23%，大部分来自欧洲，占到总人数
的 65%，比上届增长 16%。增幅最
大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观
众人数增加了 47%，其次是北美的
观众（人数增长31%）。中东地区观
众人数增长 21%，其他非欧盟国家
观众人数增长 20%。中国有 167人
参展，增长70%。”劳尔·卡列亚说。

劳尔·卡列亚预计，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千余名买家出席展会。参与

者主要是采购和供应链企业的高
管。展会将是这些买家拓展贸易的
重要平台。

要办好国际化的展会，做好防
疫工作是重中之重。劳尔·卡列亚
介绍说，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展览中
心制定了严格的安全方案，考虑到
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引导
与会者的行动、设置展馆容量限制、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通过在线注册
以避免直接接触，以及采用最新的
健康安全技术、参会人数统计技术、
展馆通风技术等。

劳尔·卡列亚表示，目前非欧盟
地区的国际游客的旅行限制逐步放
宽，这得益于欧盟于7月1日推行的

“欧盟数字新冠证书”。该举措旨在
促进已接种疫苗者、过去六个月内
康复后获得免疫力者、PCR核酸检
测或抗原检测呈阴性者在欧洲自由
流动。

劳尔·卡列亚说，距离西班牙果
蔬展开幕还有60多天，欧洲果蔬行
业近95%的人有望在此期间接种疫
苗，欧洲零售业的大批买家已确认
出席，展会主办方还会加大买家参
会邀约力度。

西班牙果蔬展力争突出国际化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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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5 日 至 7 日 ，
2021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在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
举办，55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展。

本届广州旅游展将以“科技
强赋能，文旅新赛道”为主题，设
置出境暨会奖旅游馆、文化旅游生
活馆、本地旅行社馆、主题旅游及
景区馆、入境及目的地推广馆等主
题馆，还将特别定制红色文旅、影
视文旅、文博文创、非遗传承、数字
红色文旅体验等特色主题展区。

展会将围绕“科技+”、文旅
融合等主题举行系列论坛，邀请
业内专家演讲。 （陈薇薇）

信息集结号

本报讯 2021 第七届中国-
亚欧安防博览会、第六届新疆国
际消防安全应急救援设备博览会
将于 8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新疆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

2021 第七届亚欧安防博览
会由新疆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
会、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新
疆国际会展中心和乌鲁木齐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以“数字安防、科技创新、平安新
疆”为主题，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把握全球安
防行业风向，集聚全产业链发展
动能，参展企业超过500家。

本届亚欧安防博览会设有
智慧城市展区、数字安防展区、
消防安全展区、智能交通展区、
人工智能展区、生物识别展区、
应急救援展区、民用安防展区等
八大特色展区。 （何进）

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商会、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主办的 2021 年第二届北
京国际生命健康产业跨境博览会
将于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以“生命健康共
同体，携手贸易无国界”为主题，
着力打造衔接供需、共享商机、共
促发展的人类生命健康产业国际
交流平台。博览会将采用线上线
下融合的方式，通过网上推介、在
线洽谈、供需对接、会议直播等形
式，吸引供应商、采购商和专业观
众参与，打造精准贸易的展览平
台、贯通线上线下结合的采购交
易渠道，实现精准高效对接。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邀约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机构及政
府医疗卫生管理单位相关代表，
探讨符合创新驱动的全球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规划；邀约国内外
约千家知名医院专家代表，就先
进医院管理方法和创新医疗技
术进行高峰对话；邀约国内外科
研院校医学学者，就生命健康产
业前沿学术成果展开技术研讨
和交流；邀约全球医疗行业领军
企业代表，聚焦全球生命健康产
业新业态，展示世界医疗卫生先
进技术及产品；同时，搭建国际生
命健康产业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成立世界范围健康产业链联盟，
加快医疗健康产业链互联互通，
助力中国医疗创新产品走向全球
市场。 （刘珂）

本报讯 第46届中国医疗器
械（山东）博览会将于9月10日至
12 日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展示内容包括高端医学影像、
手术室与急救器械、医用电子、体
外诊断与实验室设备、医用光学、
医用激光仪器、康复理疗及辅具、
家用医疗及适老产品、人工智能、
医疗信息化、医用耗材、口腔器
材、医用车辆、医院建筑、医学美
容、防疫防护、医用机器人、医疗
服务、中医药及中医器械、生物制
药、原料药、健康旅游、健康生活、
健康地产、健康金融直接并全面
服务于医疗器械行业从源头到终
端整条医疗健康产业链。展会规
模六万余平方米。

展会将汇集 1500余家企业，
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和上市企业
约100家，独角兽、瞪羚企业30余
家，行业龙头企业有新华医疗、
GE、西门子、飞利浦、三星医疗、
威高集团等。 （马可）

广州旅游展注重科技赋能

第七届亚欧安博会
参展商逾500家

北京生命健康产业跨境展
将贯通线上线下

山东将于9月
举办医疗器械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