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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概况



世界5G大会是全球首个5G领域的国际性盛会，2019年在北

京首次举办，2020年移师广州并于11月26-28日圆满举行。

本届大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

信部共同主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会议方式，集聚

全球5G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围绕“5G赋能，共

享共赢”，深入探讨了5G发展趋势、分享了5G发展经验，并

共商5G未来发展大计。

同期举办展览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展会，重点展示应用于

当前的5G优秀案例，凸显5G惠及大众、赋能行业的成果。

大会概况



大会契合当前5G产业发展的规律和时代发展需要，

对5G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产业链协同创新、行

业赋能等方方面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与会各方也借助本次大会的机会深入交流，凝

聚了共识，增进了合作，特别是为助力广东5G技

术更好地赋能实体，服务社会，造福人民进行了有

力且有效的推动。

大会概况



大会

同期活动

开幕式、主论坛及10个高峰论坛

200个演讲议题

12000平方米的展览

84家参展企业

22本白皮书发布

10余个平台发布

展览
700余件（套）展品

15000位专业观众参观

宣传推广
300余家媒体参会

32000余篇大会报道

大会概况

1782人参会

总计50余项签约、

揭牌及发布

6491.6万播放量



会议
回顾



大会
共识

5G商用热度前所未有，在应用过程中，

需对5G的技术能力和应用进行匹配，

勿盲目自大。

5G融入千行百业，将为经济复苏和

民生改善提供新动能。

在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

5G与经济社会融合日趋紧密，

人们对5G的美好畅想正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5G赋能，让生活更美好。

大会共识



领导政要会上致辞，指明产业发展方向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科技部副部长

相里斌、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出席并

致辞。副省长王曦主持开幕式。

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欧盟驻华大使郁

白、巴基斯坦总理科技工作组主席阿塔·拉曼等国际嘉

宾视频致辞。

同时还有多位来自广东省友好省州及广州市友好城市的

政要嘉宾为大会致贺词 。

广东省省委书记李希亲自莅临，

和与会领导专家共同启动大会。



重磅嘉宾汇聚，凝聚5G共识

国际组织代表8位

国内行业组织代表16位

国内外企业高层近80位

z

副部级及以上领导10位

国际政要8位

国内外知名院士20位

驻穗领事及驻华参赞21位



高峰论坛纵论5G，线上线下同步呈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2018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首席

执行官洪曜庄、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中

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中国广电董事长宋起

柱、中国铁塔董事长佟吉禄、中国移动总经

理董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日本第五代移动通信推进论坛（5GMF）主

席吉田進在大会主论坛上做精彩发言。



5G与媒体业之变革变局论坛

媒体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一起，探

讨了如何利用5G技术促进媒体深度融合、

讲好科技创新故事。



深入探讨了5G时代下消费侧的升级+创新，数字

生活方式如何引领人们消费需求新变化，探索了

未来数字生活的新方式，并预测未来消费动机与

消费行为的改变。

5G与数字生活新消费论坛



聚焦探讨了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这一历史性命题。

5G引领下的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论坛结合了5G与AI两个科技产业最前沿

的话题，邀请顶尖领先业者，深入5G时代，

前瞻A.I.未来。

第三届中国（广东）人工智能高峰论坛



来自粤港澳三地政府、龙头企业和科研机

构的嘉宾聚首，共商粤港澳大湾区5G政策

规划、产业发展、行业应用的现况和趋势。

5G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



来自5G和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政产学研用各界专家汇

聚一堂，探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方向，企业实际

生产运营中应用5G与工业互联网的经验与成效。

5G与工业互联网论坛



5G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咖专家们，共同围绕5G智慧

医疗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对公共卫生和健康医

疗的支撑，以及5G与中西医融合创新等展开激烈讨论。

5G与公共卫生、健康医疗论坛



以“5G为出行提速，为生活加彩”为主题，

探讨5G赋能智慧交通，构建安全、高效、

便捷、绿色和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5G与智慧交通论坛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印度、日本、新加坡等世界领先

运营商的首席技术官或高管，以及知名国际组织领袖，通过广州与

全球的多地连线互动，围绕“共创新产业价值”为主题，分享5G网

络的创新、试验、部署和商业化经验。

5G全球运营商论坛



知名院士学者、外交部官员、重大专项总师就数字世

界与价值创造、5G与全球数字治理、创新驱动下的

ICDT未来十年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2020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及战略国际研讨会



展览
回顾



六大展区亮点纷呈 全面体现5G商用落地

本次大会同期举办了12000平方米的展览，汇聚来自

84家企业的700余件（套）展品 ，着重展示5G在多

个应用领域前沿技术及优秀成果。内容涵盖5G+智

慧城市、5G+工业互联、5G+远程驾驶、无人驾驶、

5G+智慧医疗、5G+智慧养老、5G+智慧教育、

5G+金融、5G+娱乐、5G+智慧农业等数十种创新

应用及量子通信、毫米波技术，截止11月28日，展

览共吸引了近15000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5G+智慧医疗 vivo 毫米波手机

5G+智慧冶金 5G+智慧教育（化学实验）

5G+工业互联 5G+智慧交通5G+智慧养老5G+智慧农业



部分参展企业

展示了面向港口、矿山、钢

铁、工业制造、电力、新媒

体等不同行业的主流场景进

行5G行业应用的探索和实践，

体现5“机”协同，加速行

业数字化转型

展示了包含分布式数据库工业级操

作系统等在内的自主创新核心技术

展示广州市及各区科技、工信

部门相关产业政策，以及科研

院所、企业等在5G方面的成

果成就，展现广州市“老城市，

新活力”的创新风范

以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

用为突破口，打造智慧城市

的“城市大脑”，推动城市

治理由“经验治理”向“科

学治理”、由“粗放式”向

“精细化”转变

网红打卡展品-中兴机器狗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展区

深圳智慧城市展区

华 为

中兴通讯



部分参展企业

展示5G与量子通信、

5G+赋能智慧工厂和

5G+MEC商业综合体

展台5G+智慧港口利

用全息箱体和VR技术，

同时展示每个过程中

港口实景画面呈现

5G全连接工厂，依托5G、

工业PON 、MEC和边

缘云等高新技术、以及

自行研发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为工业客户实现了

工业制造智能化的赋能

展示可广泛应用在手

机、平板、电视、穿

戴设备、汽车中控台

等各种形态5G通用终

端和无处不在的泛在

化新型5G广播业务展现连接“两岸三地”的

重大民生工程-港珠澳大桥、

全球首条5G网络全覆盖的

智慧高铁-京张高铁，国内

三大航空枢纽之一-白云国

际机场、疫情防控等重大

事件下的5G飞快建站支撑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铁塔

中国广电



展商名录

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粤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展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海西通信工程技术中心

广东省新时空位置网创新研究院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广州奥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慧智微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玖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世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

中电数据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创显科教股份有限公司

粤港澳5G应用创新中心

广州亮风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

广州普华灵动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北京行晟科技有限公司

密卡思（深圳）电讯有限公司

芯动微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群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海信通讯有限公司

分享家丞（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分享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珠海市希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同期
活动



会上签约、揭牌、发布总计50余项。包括琶洲实验

室人工智能模型与算法研究中心启动仪式、广东省

5G行业应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佳都科技与北

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

签约"、《数字经济白皮书》、FuTURE论坛系列技

术白皮书、全光智慧城市白皮书等。

同期活动



佳都科技与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签约

未来城市研究中心项目签约

广东省5G行业应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

粤港澳5G应用创新中心揭牌

广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启动仪式

临床检验与病理诊断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授牌

金融智造与服务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授牌

3D视觉感知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授牌

智能云服务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授牌

琶洲实验室人工智能模型与算法研究中心启动仪式

琶洲实验室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智慧工厂项目签约

琶洲实验室和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未来城市项目签约

琶洲实验室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智联网医疗平台项目签约

琶洲实验室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基础软硬件平台项目签约

琶洲实验室与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人机协同技术研究中
心项目签约

中商消费指数

数字经济白皮书

城市消费规划编制倡议书

5G垂直行业应用云网融合解决方案

5G智慧石化和智能矿山方案

广电运通智慧审计平台等4款产品发布

全光智慧城市白皮书

广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人工
智能治理与社会实验重大需求发布

科大讯飞智联网医疗平台

华为昇腾智能制造使能平台

商汤科技智慧出行解决方案

广电运通aiCore数据智能解决方案平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0）

深圳市宝安区5G应用创新发展白皮书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5G+智能电网产品

vivo TWSNeo真无线耳机分享

vivo watch分享

vivo 新款手机S7e分享

同期活动

ICDT integrated 6G network

Data Driven and Intent Aware Smart 
Wireless Network

The next-generation protocol stack 3.0

Integration of sensing,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ing toward 6G

Wireless Technology Trends towards 
6G

6G新天线技术

Preliminary Study on Advanced Tech 
towards 6G

6G Services and Requirements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系统

Key technologies of 6G WBAN
（2020）

面向云网融合服务的6G网络技术

以终端为中心的5G安全体系

5G毫米波技术

5G V2X 应用场景第二阶段

NR V2X关键技术

5G广播技术应用

5G广播技术方案

签约、揭牌、授牌、平台发布、白皮书发布等大会成果



社会
反响



主流融媒联动报道 传播效果广泛深入
中央主流媒体以及地方媒体、自媒体共300余家媒体共发布2020年世界5G大会相关报道32000余篇。

#2020世界5G大会#微博话题总阅读量2.4亿，在大会期间登上要闻榜单第4位。

2020年世界5G大会主论坛直播登上学习强国APP首页。

开幕式登上11月26日的CCTV1、CCTV13《新闻联播》节目。

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西班牙、韩国、泰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家国际媒体转载发布大会新闻，

点击量达5万余次，潜在受众达5.73亿。



人民日报联动科技日报直播看展，体验5G智慧应用，由人

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微博、中国科技网、央视频、新

华社现场云等30余家媒体联合直播，总播放量达495.7万。

本次大会共11场论坛，平均每场论坛有40余家媒体进行直

播，直播累计播放量6491.6万，其中主论坛播放量703.2万。

论坛展览同步直播 线上观众再创新高

德国之声（英语及阿语频道）、美国ABC新闻频道、柬埔寨

《柬中时报》官网及手机客户端、巴基斯坦Such TV优兔账

号、美国ODK Media优兔账号、澳门澳广视、香港TVB无

线新闻台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8家媒体平台完整播放活动视频

或制作新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