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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TE2017于8月16-18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二、三、四号馆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展会是由中国

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主办，深圳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此次展会共有532家展商前来参展，展会三天

共65,189名专业观众莅临现场参观，总数超101510人次，其中包括3125名来自美国、法国、德国、

英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捷克、土耳其、俄罗斯、非洲、阿联酋、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中 国台湾、香港等近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买家。

      IOTE2017展示内容覆盖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涉及RFID、传感器、移动支付、中间件的

精确控制、短距离无线通讯、低功耗广域网、大数据处理、 云计算、云平台、实时定位等物联网技术在新

零售、工业4.0、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电网、防伪、人员、车辆、军事、 资产、服饰、

图书、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全面解决方案和成功应用展示的高级别国际盛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物联网全产

业链博览会！

      物联网整个产业链的优秀企业们汇聚一堂，在30,000平方米的展馆中集中展示了其最新的技术、产

品和系统。展览期间，展会组委会精心策划了多项专业的配套交流活动，为行业的交流增添了新的高效平

台。14场物联网专业论坛一共吸引了6154名行业人士参加，其中物联网与智慧中国高峰论坛超过800

名专业人士到会，低功耗广域网、RFID、智能零售、工业4.0、定位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分别吸引了近

500名专业人员参加。与上届展会相比，专业观众的增长超过42%。

       

       国内外超过200家专业媒体合作,在展会期间通过持续性的舆论报道,对参展商新技术的动向以及主

要商务热门话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有影响力的宣传.



概 况

        本届展会吸引了65,189名观众采购产品、洽谈合作和参与研讨，累计观众流量达

101,510人次，其中专业观众比例高达97.8%，海外买家3125。专业观众、海外买家整体水

平均创行业新高。大量专业观众为参展商创造和提供了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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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家展商，涵盖了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涉及RFID、传感器、移动支付、中间
件、短距离无线通讯、低功耗广域网、大数据处理、 云计算、云平台、实时定位等物联网技术
在新零售、工业4.0、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电网、防伪、人员、车辆、军事、 
资产、服饰、图书、环境监测等应用领域的硬件提供厂家、平台、系统集成厂商、行业媒体与
协会等物联网全产业链。

展商专业程度高，产业链完整度高

本次展会上，有来自美国、韩国、德国、芬兰、波兰、英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52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增加了14家，展会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根据展会后，主办方发给参展商的满意度调

查，参展商对展会的满意度评价比较高。有

78%的参展企业对展会综合评价“相当满

意”，有19%的参展企业对展会综合评价

“比较满意”，另有3%的参展商对展会综合

评价“一般”，没有展商表示 “不满意”。

参展商满意度高

参展的外商企业比例高，展会显国际化趋势

参展的展商占产业链的各环节比
例均衡，有利于展商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详见下表）

RFID/智能卡
37%

传感器
6%系统集成商

11%

物联网通信产业
与系统
20%

实时定位系统
12%

智能家居、
智能硬件

8%

条码
9%

材料
3%

行业媒体
1%

   98.2% 

   展商愿意推荐客户
或者合作伙伴参观

90% 

   展商计划参加 
2018物联网展



郑伟 销售总监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九次参加这个物联网展会，我们是
从第一届到第九届跟物联传媒一起走过了物联网这十
几年来的历程，今年感觉尤其不同，现场人流非常大，
现场接待的用户带项目来的越来越多，而且能够落到
实地的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能够感觉到，物联网产
业已经开始爆发了。非常感谢物联传媒提供这样一个
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接触到上下游的产业，
我们也会一直支持物联传媒，一起共同把行业做得更
好。

陈露露 市场总监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OTE为远望谷提供了一个向客户展示领先
的远望谷服饰零售解决方案、与客户零距离
交流与高效洽谈合作的平台。远望谷在本次
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为全球服饰零售行业量
身定制的整体解决方案及其配套产品与服务，
包括供应链和门店管理、标签打印和数据管
理，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专业观众莅临参观。
优质的专业观众、合理的展馆布局、完善的
展会服务，我们高度认可IOTE2017。未来
我们将继续和物联传媒合作，期待2018年
国际物博会再见！

聂名义 营销总监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秋8月，承载着行业人士对物联网的热情
和厚望的2017深圳国际物联网博览会如约
而至。作为物联网通信应用领导者的有方科
技，展示涵盖了2G/3G/4G/NB-IoT蜂窝技
术的无线通信模块、经典的能源计量方案、
车载位置服务和工业物联网方案。作为IT技
术引发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大发展已势不
可挡，深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作
为行业最专业的大型展会，行业企业云集，
是各种新产品新技术绝佳的展示平台，有方
科技持续和展会保持战略合作，同时也希望
和各方朋友协同发展，持续共赢！

袁锋超 总经理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一度的物联网行业盛会，每年都能看到行业的明
显进步，可喜的是采购商、集成商以及兴趣爱好者数
量越来越多，过来咨询产品及探讨需求方案的越来越
专业，科普工作已经不需要做太多，这说明RFID正走
向普及，向行业外延伸。科陆物联作为中国RFID的重
要构成部分，秉承开放共赢的心态，愿意与广大同仁
共同推进RFID普及的进程，迎接一个新的物联网时代。

李建华 物联网事业群副总经理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第九届深圳国际物联网博览会已是美格智能再次
参加行业展会了，本次展会，美格智能携带NB-
IoT/Cat M物联网模块、LTE 4G数传模块、LTE 4G智
能模块、WiFi模块、Tracker产品、物联网产品解决方
案和4G模块+WIFI+LAN解决方案等明星产品亮相深
圳物联网展，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国内外客户参观
交流、洽谈合作。展位现场人潮涌动，整个展位堵的
水泄不通！本次展会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美格智能携手深圳物联网展迈
向物联网行业新高度。同时也祝愿深圳物联网展越办
越大，越来越好！



徐桢元 市场策划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传媒举办的展会我们一直在参与，现场服务留给
我们深刻的印象，场面一直都很宏大，每年国内外大
多数的RFID企业跟用户都会到这里来交流和参观，这
一平台很好的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它将有利于RFID技
术的更快普及，让未来的智慧生活早日成为现实！

张悦 物联网事业部总经理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我觉得这次展会，应该是非常壮观的感觉。
从某方面来讲，射频识别充当了一个物联网
主力军的作用，从现场来看，这次展会吸引
了厂商、解决方案商以及相关联的附件厂商
等，非常全面，因此给我一种特别盛大的感
觉。

王勇 华南区负责人
江苏稻源微电子有限公司
稻之源，国之本，希望我们稻源的芯片像稻
谷一样，服务大众，走向全球。也希望行业
的朋友多多支持我们，合作共赢。感谢主办
方提供这样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预祝本次
展会圆满成功，也期待来年展会再次与大家
相聚，共同把行业做得更好、更强！

谭亮峰 华南区销售经理 研华（中国）公司深圳分公司
研华今天能够有幸来参加这个展会，我们感觉效果应
该是很好的，现场来了很多行业的朋友，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对整个物联网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比较清晰
的，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行
业活动，跟大家一起多交流。。

刘红 通用市场部经理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
我个人已经连续参加过五届深圳物联网展，留给我的
印象是每年的人气都越来越旺，终端用户和带着需求
而来的观众比例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业也越
来越好，鸿陆希望能与行业同仁一起携手，推动行业
的发展。

杨浩 运营总监 
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物联网展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但是
作为业内人士，之前每年我都有来参观。在
我理解当中，深圳物联网展基本上起了一个
行业风向标的作用，国内外很多企业都有来
参与，在行业内是一次像“过年”一样的盛
会，因此十分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样一个行
业交流沟通的平台，预祝展会越办越好。

周宏亮 联合创始人兼CEO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每年八月举行的深圳国际物联网盛会是精位科技每
年必须参加的行业和技术展会。作为UWB厘米级
定位专家，成都精位科技见证了物联网定位行业的
快速发展于火爆，通过展会平台精位科技展示了技
术高度和应用案例，拿到了新用户订单，找到了合
作伙伴，打通了供应链，扩大了视野与战略，向先
进同行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精位科技UWB定
位技术借助深圳国际物联网展平台上，稳健发展、
展翅飞翔。



展会宣传：超过 200家 合作媒体，对展会前、中、后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跟踪报道；

参展商宣传：为 400+ 企业撰写了参展新闻，从企业的介绍、产品、服务、方案、领导人等各方面对参

展企业做了全面的报道；

现场采访：超过 20家 知名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在现场做了企业专访和展会报道。

总曝光量：物联传媒公众号、RFID头条、RFID世界网、乐智网、中国一卡通、物联网世界网，IOTE展会

官网，及其他合作媒体微信公众号新闻曝光，网络平台及终端共计 500万+ 的曝光量。



部分媒体报道
广东电视台新
闻晚高峰 http://v.gdtv.cn/news/xwwgf/2017-08-20/1036664.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深视新闻 http://static.scms.sztv.com.cn/ysz/zx/sz/27468307.shtml
凤凰客户端 http://share.iclient.ifeng.com/vampire/sharenews.f?&fromType=vampire&aid=26264733

网易客户端
https://yuedu.163.com/news_reader/#/~/source?id=4a9531b1ed0a414c951bda10f2f51afc_1&cid=bfcd
c2b32d294c309f4d5d01ec4f3510_1

凤凰网 http://ln.ifeng.com/a/20170817/5921041_0.shtml
搜狐客户端 http://www.sohu.com/a/165079163_115007
新浪网 http://hebei.sina.com.cn/wenhua/news/2017-08-17/102529449.html
中国网 http://xiaofei.china.com.cn/news/info-5-78026.html
腾讯网 http://ln.qq.com/a/20170817/015722.htm
中华网 http://money.china.com/fin/lc/20178/16/33605688.html
智库在线 http://www.zikoo.com/news/5bs5o5bqm.html
南方在线 http://www.nfvnet.com/xinwen/20171626398.html
河北在线网 http://www.hebeipop.com/hbcjf/2017/0816/80203.html
今日热点 http://www.todayhot.com.cn/info/39162-1.html
赛迪网 http://www.ccidnet.com/2017/0816/10303177.shtml
CSDN http://www.csdn.net/article/a/2017-08-16/15930889
推酷 http://huodong.tuicool.com/huodong/news/5994035aa8d90d37cf259894
e-works http://news.e-works.net.cn/category802/news73478.htm
华强电子网 http://news.hqew.com/Info/Info.aspx?itemid=314352&folder=1
中国软件网 http://news.soft6.com/201708/16/323225.html
智能交通网 http://www.21its.com/news/read/49103
CIO时代网 http://www.ciotimes.com/IT/134496.html
畅享网 http://www.vsharing.com/k/vertical/2017-8/721606.html
中国POS机网 http://www.pos580.com/news/show.php?itemid=30237 
大比特 http://www.big-bit.com/news/254350.html
ofweek http://exhibition.ofweek.com/2017-08/ART-5201314-5252-30162409.html



14场同期会议和专业论坛一共吸引了 6154名 行业人士参加，其中物联网与智慧中国高峰论坛

超过 800名 专业人士到会，RFID世界应用创新大会超过 600名 专业人士到会，LPWAN技术
与应用论坛、人工智能和可穿戴高峰产业论坛、物联网安全与区块链论坛、智能零售、工业4.0、

定位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分别吸引了500-600名 专业人员参加。

2017中国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高峰论坛
2017第12届RFID世界应用创新大会                                                                                                        
2017深圳国际定位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2017（第四届）智能家居世界
2017 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大会
2017中国人工智能和可穿戴产业论坛                                                                                                                                
2017 Zigbee联盟技术交流大会
2017深圳国际零售智能化创新应用大会                                                                                                     
2017深圳国际物联网标准与应用创新研讨会
2017深圳物联网安全与区块链高峰论坛                                                                                                     
2017工业物联网应用研讨会                                                                                                                   
2017深圳国际LPWAN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交流合作•共赢发展•成就辉煌”成立仪式                                                    
2017中景元物联云运营平台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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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8月16日     深圳会展中心5楼勒杜鹃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09:20-09:30 领导致辞 政府及联盟领导

09:30-09:50 积极拥抱5G 加速万物互联 中国电信广研院行业应用中心 总经理 钟致民

09:50-10:10 物联网云平台的发展机遇 立子科技 COO 廖磊

10:10-10:30 NB-IoT开启规模商用“黄金时代” 华为 运营商BG Marketing部 副总裁 樊黎峰

10:30-10:40 茶歇十分钟  

10:40-11:00 打造新ICT全球化物联网新城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张晋 研究员

11:00-11:20 LoRa全球商业机会与竞争力探析 Semtech

11:20-11:40 思科收购Jasper平台背后的商业逻辑 思科 IoT创新事业部总监 蒋星

11:40-12:00 阿里云物联网解决方案及实践分享 阿里巴巴 高级技术专家 阎帆

12:00-14:00 午餐时间  

14:00-14:20 共创物联新时代 中兴通讯 系统规划总部工程师 邵宏

14:20-14:40 AWS打造物联网三大支柱 AWS IOT中国区高级经理 邹勇

14:40-15:00 物品编码与产品大数据建设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副主任 罗秋科  

15:00-15:20 引领5G海量连接 助推物联网发展 高通 产品市场总监 廖先嫺

15:20-15:40 中国窄带物联网的发展趋势及泰利特的应对
泰利特无线通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区           

销售总监 陈明

15:40-15:50 茶歇十分钟  

15:50-16:10 下一带国产天基物联网系统设计及展望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邓海

16:10-16:30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 树根互联 副总裁 刘子庆

16:30-16:50 基于物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探索 ofo小黄车 产品总监

16:50-17:20 圆桌论坛 ：未来三年物联网会发生什么？  

17:20-17:30 互动问答时间



2017年8月16日   深圳会展中心3号馆二会场

时间 主题 嘉宾

09:10-09:25 领导专家开幕式致辞  

09:30-09:55 2017全球RFID产业最新发展情况及趋势 GS1

09:55-10:20 FRAM RFID 开创物联网时代的无源解决方案 富士通

10:20-10:45 RFID可视化打印技术在多个行业中的新应用 深圳博思得

10:45-11:10 复旦微电子——为RFID项目安全护航 复旦微电子

11:10-11:35 鞋服零售上线RFID的“惑”与”获” 厦门信达

11:35-12:00 Intel 响应式零售传感器方案介绍 英特尔

12:00-14:00 午餐时间  

14:00-14:25 RFID轮胎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上海仪电

14:25-14:50 LDSW——IT互联到TT物联的铺路石 西谷

14:50-15:15 RFID标签生产质量管理的最新技术 Voyantic

15:15-15:40 UHF联手NFC开启物联网入口新时代 NXP

15:40-16:05 RFID在珠宝行业应用 烨基科技

16:05-16:30 RFID系统级测试探秘 唐领科技

16:30-16:55 新零售的机遇和挑战 意联科技

16:55-17:20 圆桌论坛



时间：2017年8月17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08:30-09:00 会议签到  

09:10-09:30 领导专家开幕致辞  

09:30-09:50 智能环境感知与室内定位 上海交大北斗实验室 裴凌

09:50-10:10 让每一个位置，彰显价值 腾讯位置

10:10-10:30 无线位置感知机遇及挑战 南京沃旭 研发总监 房宏

10:30-10:50 中电昆辰高精度定位技术--支撑每一个行业的精准定位 中电昆辰 董事长 朱晓章

10:50-11:00 休息  

11:00-11:20 运营商级低功耗广域网络在定位中的应用 CLAA 秘书长 刘建业

11:20-11:40 Super Map GIS，服务智慧地图应用创新 超图软件

11:40-12:00 万物互联时代，如何保障位置信息安全？ 众人科技 首席战略官 周强

12:00-14:00 午餐  

14:00-14:20 位置大数据促进城市智慧与安全 中科劲点 CEO 刘军发

14:20-14:40 “地磁+物联网+BDS-CDRadio”--智慧市政路侧停车新潮流 思凯微电子 CEO 张光华

14:40-15:00 多技术融合定位系统应用方案分享 优频科技 总经理 朱宇红

15:00-15:20 光通信技术在零售消费领域应用 牛庄网络 CEO 庄正军

15:20-15:40 休息  

15:40-16:00 RFID/UWB定位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 成都恒高科技 总经理 杨伟航

16:00-16:20 机器人精准定位与导航应用  

16:20-16:40 集装箱位置服务与贸易链服务
深圳中集科技 物联网事业部总

经理 周海宝

16:40-17:00 室内定位技术探索 上海高恒通信 总经理 唐崴

17:00-17:30

圆桌论坛  

1.如何看待：物联网时代下基于位置的服务的新机遇？
 2.推动定位技术或者位置服务行业大规模应用还有哪些难点和环节亟需完善？ 

3.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带动位置服务行业的创新？



时间：2017年8月17日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3号馆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09:10-09:20 领导专家开幕致辞  

09:20-09:40 智慧企业之创享零售新未来
王南 广州市首席信息官协会副秘书长、

智慧企业管理创新联盟创始人

09:40-10:00 人工智能（AI）是如何改变零售的 陈海波 上海深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10:00-10:20 天虹——新零售之路
谭晓华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数字化运营中心总经理

10:20-10:40 如何实现更加高效的时尚零售供应链管理
杨浩 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

总监

10:40-11:00 新零售之道——回归零售本质
黄新山 广东省零售连锁协会执行会长、
深圳市华阳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

理

11:00-11:20 揭秘电子价签如何助力新零售重构“人、货、场”
张力 浙江汉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

理

11:20-11:40 重塑新零售，响应式零售平台的价值与优势 李峰 英特尔物联网事业部零售市场部

11:40-12:10

圆桌论坛：（主题：新零售趋势之下，零售线上与
线下的融合之道）

无人商店Take Go创始人

RFID行业龙头美国意联科技公司(阿里淘
咖啡参与方)

 英特尔物联网事业部零售市场总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数字
化运营中心总经理

 浙江汉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云镜元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8月17日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9:00-9:20 签到  

9:20-9:30 开幕嘉宾致辞  

9:30-9:45 ARM 物联网简介 ARM IoT BU市场代表 刘方圆

9:45-10:00 物联网的安全现状与防护手段
北京洋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安全咨询顾问 杨会博

10:00-10:15 基于SE和TEE技术的物联网安全解决方案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与认证事业部CTO 汪雪林

10:15-10:30 物联网平台的安全挑战及应对策略
Ayla Networks 艾拉物联                        
技术营销负责人 孙冰

10:30-10:45 家电物联网安全方案设计要素
深圳华视微电子有限公司                        
首席安全架构师 崔竞松

10:45-11:00 物联网安全策略
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邢雁

11:00-11:15 物联网可信认证与安全连接 深圳前海智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修良

11:15-11:30 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实践 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尹可挺

11:30-11:45 下一代NFC近场通信安全技术及芯片 南京启纬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邢国良



时间 演讲主题 嘉宾

13:30-14:00 签到  

14:00-14:10 开幕嘉宾致辞  

14:10-14:25 中国LoRa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规划 Semtech

14:25-14:40 LPWAN模组应用现状
龙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 张华明

14:40-14:55 实现全球多模LTE物联网 Qualcomm 产品市场部 资深经理 李德凯

14:55-15:10 联通NB-IoT助力城市更智慧 上海联通 物联网运营中心 技术总监 沈洲

15:10-15:25 LPWAN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F产品线经理 徐海

15:25-15:45
加速LoPo-IoT网络部署和应用服务，释放无

限感知价值！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副总工程师 黄开德

15:45-16:00 蜂窝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三强

16:00-16:15 LoRa产业在物联网的机遇与挑战
瑞兴恒方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谢利超

16:15-16:30 NB IoT -物联网发展新机遇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TO 王华清

16:30-17:00 圆桌论坛  



精 彩
回 顾

2号馆

4号馆

3号馆



精 彩
回 顾



AJANTECH 广州欧汇智能标签有限公司 上海易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PICloud 广州日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因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sReader-大连明日星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比美高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雍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arry-Wehmiller Bielomatik GmbH 广州钛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优比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NU GLOBAL 广州威捷标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赞润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aliworks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射频科技系统资源有限公司

Deans 广州逊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阿弗艾德电子有限公司

DUALI Inc. 广州优库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爱飞客品牌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edRESEARCH 广州煜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白狐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E-three (Eco, Envionment, Education） 广州云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M SENSOR 广州展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GLS 广州正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沸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I&C TECHNOLOGY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IDRO 广州拙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汉德霍尔科技有限公司

IoTEC 贵阳旌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视微电子有限公司

LOGIFOCUS 海口丰润动漫单片机微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欧德蒙科技有限公司

Molecule 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深圳鹏汇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NETHOM 韩国帝王（XENO）锂电池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深圳前海冰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PHYCHIPS 韩国物联网协会 深圳前海科蓝通信有限公司

Sammi Information Systems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勇艺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SECURITY PLATFORM INC. 杭州成功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睿思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chnonia Inc. 杭州罗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阿拉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utorabc 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博尔新能源有限公司

UMAIN 杭州妙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沃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Voyantic Ltd. 杭州映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Zigbee 联盟 杭州中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阿米纳音响（深圳）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阿森纳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濠烽装饰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矽科技有限公司

艾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赫盛光电（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泰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后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白雪投影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安睡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兴捷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兰德斯科技有限公司

奥奕科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科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豹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格纳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毕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强智能家居国际交易中心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纬智能识别有限公司

北京京考飞宇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立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彩印通智通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科宇金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有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城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客来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安智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本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漫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盛德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稻源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驰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必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智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思普瑞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赛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格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科强工业胶带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想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昌泓塑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佳电子标签有限公司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聚辰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意诚信通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酷锋网 深圳市德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杰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科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博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西微美晶电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今跃电池有限公司 乐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域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宇峰电源有限公司 力佳电源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乐金卡有限公司



常州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 龙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晟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恒高科技有限公司 龙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典范金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迈思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昊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天大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迈纵（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葳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赤松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意联科技公司 深圳市动能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楚天镭射事业部 美国英频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恩瑞普科技有限公司

创纪之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南京爱宝文仪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创联芯（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百杰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峰华科技有限公司

村田制作所（中国） 南京肯麦思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卡思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启纬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福科技有限公司

德韦尔工业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华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凌科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清研讯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博高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客智能卡有限公司 泉州市拓迪派克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辉制卡有限公司

东莞市启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盛芯智能滴胶卡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双九新材料工艺有限公司 锐骐(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海智能卡有限公司

东莞市喜创电子有限公司 瑞士优北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鑫精工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瑞兴恒方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贤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兴洁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 瑞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和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盛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睿芯联科（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智感机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和盛电子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冠威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众宏通智能卡有限公司 三菱制纸株式会社 深圳市金强人制卡有限公司

东莞植富商标印制有限公司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

恩智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翼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中楷科技有限公司

法利电子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山东凯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努比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安特纳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深圳市卡之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鑫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乐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钰辰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加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康华南检测中心RFID 上海孚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科迅通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通先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盔科技有限公司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高恒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骏科技有限公司

高铭科维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必拓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可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坤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智能卡有限公司

广西睿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量必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塞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丹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晨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世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洛克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驰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思萌特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索罗思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麦斯杰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弘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铁勋智能识别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兰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橸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讯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罗维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佳智能卡有限公司

广州明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睿科技有限公司

泰利特无线通讯（深圳）有限公司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赢事达办公用品厂

腾讯家居 苏州沿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冯德亦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易泰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摩比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飞跃兄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圣朗达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斯普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千丰彩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振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轻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文森斯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谷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汇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群索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旗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猫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日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孚安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卡源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睿和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领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智兴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昊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美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德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汇行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钞科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文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四海众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天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四维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万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力格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西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先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骐俊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虚拟幻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龙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亿卡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誉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致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羽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联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相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源明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智电子有限公司 香港永盛嘉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传科技有限公司 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中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华（中国）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晓君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永奕科技有限公司 燊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诚智能卡有限公司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沈阳耀福施封锁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中芯科技有限公司 意法半导体 沈阳友联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晶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酷网 盛世龙图（北京）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威马立体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胜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盛思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骏马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钧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 浙江卡迪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拾联（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心智能标签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立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澜卡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企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帅福得(珠海保税区)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雪峰迅豹户外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悦和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西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迅远科技有限公司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中电昆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烨基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畅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优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禾音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联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蓝网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智家招商网 中星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 舟山麦克斯韦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益佰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智生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晶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意臣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智石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纽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意沨科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物联传感(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中世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内尔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众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安睿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劲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装智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佐藤自动识别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雨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奕视界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誉兴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友互联有限公司 深圳市运桥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丰智能卡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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