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博览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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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述

展会 : 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博览会 
时间 : 2012 年 11 月 13-15 日
场馆 : Gran Vía 展览馆
周期 : 单年
性质 : 专业
官网 : www.smartcityexpo.com
主办方 :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举办目的：巴塞罗那会展中心旨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性平台，把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
政府部门的执行者，各行业专家及公司的领导者们集中到一起，共同献计献策，应对城市
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一轮挑战。

展览区域： 

•电力汽车 / 新能源汽车

•水处理

•应用软件

•资源循环利用 ,

•能源

•综合管理

•城市平台

•运输

•交通信息化

•物联网

•城市规划

•紧急事态应对 & 安全保障

•环境

•公私合作

•政府管理•地理信息

•通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

•智能电力

•数据分析

•智能交通

•生活实验室

•可持续发展

•人与生活

•智能卡

  
全球论坛：

智能社会
&

协作城市

紧急事态处理
&

安保措施

城市规划
&

交通
创新&科技

智慧地理

经济&管理

能源 环境



活动开幕

2012 年 11 月 13 日
巴塞罗那 GRAN VíA 展览馆
在展览、论坛以及多重商业平台模式的展开下，本届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博览会正式拉开序
幕。

来自阿根廷，巴西，西班牙，中国，哥伦比亚，丹麦，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
英国，波哥大，芬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以色列，印度，奥地利，墨西哥，泰国，
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荷兰，危地马拉，韩国等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55 个城市或企
业代表团参与了本届智慧城市博览会。

开幕式

在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以及中国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推进联盟组织
和联系下，
在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先生，广州科学信息化局局长谢学宁先
生， 宁波经济信息化委穆怀友先生，上海浦东国民经济和社会信
息化推进中心盛雪峰先生，杭州物联网协会会长田华女士等各
城市智慧城市发展领域领军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来自中
国地区 8 个城市的代表团组成了一个 80 余人规模的团队参与了
本届博览会的展览和论坛活动。
首次在这个国际性的大会上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动
向及情况。



展览区域

在这次的参展过程中，这 6 家中国展商接待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及企业人员，并各
自展示了中国智慧城市产业发展的成果和产品。在展览期间，中国的参展商们还频繁地受
到了许多其他国家城市或企业展台负责人的邀请，到他们的展位上进行短时的商务会谈。

本届展会共接纳了 140 家国内外展商。
除了如 Microsoft,�IBM,�INDRA,�
CISCO,�BBVA,�ACCENTURE,�PHILIPS�
LIGHTING,�Schneider,�MERCEDES,�
NISSAN 等国际领军企业之外，还有一
些城市代表团也参加了展览。
详情请见：
http://www.smartcityexpo.com/en/exhibitors

中国地区有 6 家展商参与了本次展览：

1.�武汉市政府

2.�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3.�广州羊城通股份有限公司

4.�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5.�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乌海（人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展会的效果非常好，对于中国企业是个很好的平台！希望下次能有机

会更好地展示我们集团的形象和产品。”

——王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 在这个展会上，我收获了非常多，为我们公司在智慧产业发展的道路

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 

——李东洋／人网（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论坛

城市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将是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的家。如
何建立新的城镇和转变现有的城市，将成为博览会三天的重点研究板块。

大会组委会特设中国区专场论坛，使其他国家的参会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智慧城市发展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在组委会的精挑细选之下，共有 10 位专业人士被邀请成为中国区论坛以及其他专业论坛的主要演讲嘉宾。

�

论论 坛坛   演演 讲讲 主主 题题   演演 讲讲 者者 � 职职 位位

创新与技术
城市案例 /�云中城市

�
�

�

智慧城市：广州的战略与实践� 谢学宁� 广州科技信息化局�局长� �

政府管理 & 经济
智慧及开放的
政府管理

�
�

�

武汉智慧城市建设�
�
—六维社会管理创新平台实践�

吴余龙� 武汉力龙有限公司�董事长� �

城市案例 - 亚洲� 进化中的智慧城市和数码中国� 李继刚� 神州数码�副总经理

城市案例 - 亚洲 深圳智能交通的发展及运用� 杨金才� 深圳智能交通协会�会长

中国区专场论坛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思
考与实践�

王燕京�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物联网行业分会�副会长
中国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推进联盟��副理事长

� �

�� �

中国区专场论坛�
智慧武汉•和谐宜居�
—武汉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应用�

邵为民�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中国区专场论坛� 智慧城市探索与实践� 郭会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智慧城市区域总工程师�

中国区专场论坛� 宁波智慧城市实践� 顾德道� 宁波市智慧城市
规划标准发展研究院�院长

� �

中国区专场论坛� 智慧医疗� —番禺区的实践� 黄刚� 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中国区专场论坛� 城市 " 推送 " 系统，驱动低碳生活� 李精文�
人网（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乌海分公司�总经理��

在 60 个不同领域论坛中，�

麻省理工学院 SENSEable 城市实验室主任，卡罗•莱迪；

城市发展经济学专家和 Comedia 创始人，查尔斯•兰德；

布鲁金斯学会基础设施和城市流动专家，罗伯特•布恩特斯；

城市规划专业建筑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里奇•布戴特等

319 演讲者分享了他们在智慧城市产业发展中所取得的经验。

�









 
 
 
 
 
 
 
 
 
 

 

 

 
 
 
 
 
 
 
 

 



广州软件所常务副所长袁峰（左三）领取创新类决赛奖

奖晚宴

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博览会设立了全球智慧城市大奖，此奖项旨在鼓励与智慧城市这个主题
相关的公司、企业、城市，以及一些相关智慧城市发展的项目。
大会主办方的目标是建立未来的智慧城市：高品质的生活，可持续的发展和创新，灵活变
通的及有效的政府管理和实施。 
全球智慧城市大奖的建立是为了表彰发展智慧城市概念所作出贡献的城市，解决方案和计
划。
由巴塞罗那市政府提供奖金支持。
今年参与智慧城市奖竞选的有来自全球 26 个城市的 190 多个项目，国内上海、武汉、广州、
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也参与了此项活动。

经过国际专家委员会的独立评选，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　获得了智慧城市大奖；
危地马拉　获得智慧创新奖；
BIG BELLY SOLAR　获得智慧解决方案奖。

首次参加奖项竞选的中国代表团也大有斩获 :
广州市　获得智慧城市大奖决赛奖；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智慧照明项目获
得创新类决赛奖；
香港环保署　污水处理项目获得项目类决赛奖。
广州和香港所获得的三个奖项成为今年亚洲城市获得的
全部奖项。

广州市科信局局长谢学宁（左一）领取城市类决赛奖

亚洲三位获奖者合影留念（左起）
广州软件所常务副所长袁峰、广州市科信局局长谢学宁、
香港环保署徐浩光博士



商务活动

在为期 3 天的博览会中，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博览会组委会还精心开展了一系列增值商务服务。

智慧城市
博览会

市长

欢迎午宴

展商见

面会

商业桥梁

主席

接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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