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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布线系统及产品

- 数据中心产品

- 楼宇自控解决方案及产品

-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能照明方案及产品

- 智慧安防方案及产品

- 智慧社区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慧城市系统及产品

- 系统集成等建筑智能化领域

- 设备与设施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能遮阳系统及产品

- 智能传感器 / 烟雾传感器 /  

   温度传感器

- 生物识别 / 人脸识别 / 

  指纹识别 / 虹膜识别

- IoT云平台/远程控制软件

- BIM技术



论坛活动饱览行业新动态
GEBT于2020年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同期活动，超过110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莅临现场，与观众探讨超过72个热

门议题。重点论坛活动內容包括：

2020“未来已来，智慧园区”专家论坛
对于智慧园区建设，从顶层及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智能硬件、智慧建筑到智慧运维的全价值链服务逐渐成

为行业发展趋势。论坛从智慧园区的建设标准出发，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行业专家分析。

2020中国（广州）集成商大会
剖析智能家居集成如何突破规模化瓶颈，并以互动环节让演讲嘉宾与观众一起探讨“集成商如何做大做强？”。

2020 绿色建筑与酒店工程发展高峰论坛
阐述中国健康智能建筑的现状与发展，利用技术专题分享，探讨健康建筑与智慧饭店、高效中央空调系统，

以及信息化时代酒店工程管理等热门话题。

千家智客探讨智慧人居理念与解决方案通过与房地产商、运营商等领域合作建设未来智慧人居社区的形式落

地，将会创造一种全新的住宅生活新生态

通过分析典型应用场景、真实案例及标准解决方案，各大国际标准技术机构分别讲解如何降低运行能耗和安装

成本，以及让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更加舒适。

分享在当前行业及经济形势下，如何实现智能家居项目的批量落地、智能建筑控制系统和解决方案在机场等交

通枢纽中的应用

探讨如何通过更有价值的原创设计为商业空间带来新的生命，应用新媒体灯光技术让娱乐空间显得更有趣，运

用多系统的融合增强社交互动的属性，并提供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平凡的娱乐空间变成一个明星舞台。

探讨智能产品开发困难重重，竞争赛道与营销渠道突变，传统电工照明企业如何在AIoT时代下，从容应对新变

局？

面对巨大的产业升级，传统影音和智能品牌和商家该如何抓住其中的机遇？智能家居能否和智慧城市，智慧园

区建设深度结合？

GEBT“智能建筑与智慧园区展”由建筑智能化领域专业服务平台千家智客（广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将于2021年6月9日-12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馆举行，同期还将举办“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

千家智客在建筑智能化领域有20年的资讯传播与品牌服务经验，并已成功举办21届中国国际建筑智能化峰会，拥有150万名智能化

行业专业会员，为数万家智能化厂商和22万家系统集成商提供专业服务，并开发和运营了集成商优选、方快3报价优选、安装优

选、智客帮等智能化产业链赋能工具与软件；千家智客将智能化产业优势资源注入到“智能建筑及智慧园区展”项目，为智能化方案

供应商和项目需求用户打造一个专业、集中、高效的建筑化方案与系统产品交易平台。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由德国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1,250万美元于2005

年组建，双方各占50%股份，是一家国际性展览及会议的组织机构，专业从事国内、国际展览及会议的策

划、组织、承办、现场服务。业务涉及照明、灯光音响、建筑电气、工业自动化、模具、电线

电缆，电力及可再生能源等个领域。公司坚持为世界各地参展商和参观商提供全

方位的信息和服务，秉承「致力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积

极朝着品牌化、国际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汇聚知名品牌 尽览行业趋势汇聚知名品牌 尽览行业趋势
在GEBT，展商带来一系列智能建筑、智能家居、电工电气、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新技术及解决方案。历届参展品牌

包括：ABB，施耐德，西门子，罗格朗，正泰、HDL河东电子、Lewin雷盎艺术智能、KNX、中控，LonMark、杜亚、摩根、创

明、安居宝、佳都、视源、日顺、绿岛风、海格，天溯，紫光物联，东软载波，视声，南京物联、施特朗，世讯，思悦，吉徕，

明纬，零六，佰凌，正爵，乐原，迪浩斯、大景、深渡，逸悦，丙申，奥莱，雷士，永诺，狄耐克，准德，欧瑞博，顺舟，向

往，亿慧云，丰度，思万奇，华睿，安居宝，日顺，大洋通信等。



GEBT于2020年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同期活动，超过110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莅临现场，与观众探讨超过72个热

门议题。重点论坛活动內容包括：

对于智慧园区建设，从顶层及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智能硬件、智慧建筑到智慧运维的全价值链服务逐渐成

为行业发展趋势。论坛从智慧园区的建设标准出发，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行业专家分析。

剖析智能家居集成如何突破规模化瓶颈，并以互动环节让演讲嘉宾与观众一起探讨“集成商如何做大做强？”。

阐述中国健康智能建筑的现状与发展，利用技术专题分享，探讨健康建筑与智慧饭店、高效中央空调系统，

以及信息化时代酒店工程管理等热门话题。

智慧园区是近年在智能生态系统中的新趋势，相比一般的智能建筑技术，这主题需要运用一个不同的专业层级去解读。因此，

我希望可以利用我过去的经验，向其他在场的企业分享这方面的真知灼见。今年，国内的经济很快在第三个季度首见复苏步

伐，作为华南地区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GEBT 是一个专业平台，助行业更快恢复。

深圳市兴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树果先生

现在房地产行业正处于物业转型阶段，物业从最低端的人力服务向增值服务转型，需要工具来变现，运用什么样的工具开打造

智慧社区，很多房地产公司是概念模糊的，海信智慧社区具备很多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地产客户展示和

分享。

现在这个期间举办论坛或者展会，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种信心的提升，大家继续往前去做这件事。GEBT在行业里是比较专业的

展会，是专业人士参加的展会，技术水平和来参加的客户都比较精准。

青岛海信智慧家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成斌先生青岛海信智慧家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成斌先生青岛海信智慧家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成斌先生青岛海信智慧家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成斌先生青岛海信智慧家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成斌先生

2020智慧人居生态应用高峰论坛
千家智客探讨智慧人居理念与解决方案通过与房地产商、运营商等领域合作建设未来智慧人居社区的形式落

地，将会创造一种全新的住宅生活新生态

国际标准技术应用 
通过分析典型应用场景、真实案例及标准解决方案，各大国际标准技术机构分别讲解如何降低运行能耗和安装

成本，以及让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更加舒适。

HDL秋季新品发布会   
分享在当前行业及经济形势下，如何实现智能家居项目的批量落地、智能建筑控制系统和解决方案在机场等交

通枢纽中的应用

2020商业娱乐空间的新机遇论坛
探讨如何通过更有价值的原创设计为商业空间带来新的生命，应用新媒体灯光技术让娱乐空间显得更有趣，运

用多系统的融合增强社交互动的属性，并提供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平凡的娱乐空间变成一个明星舞台。

AIoT 新时代，电工照明新变局
探讨智能产品开发困难重重，竞争赛道与营销渠道突变，传统电工照明企业如何在AIoT时代下，从容应对新变

局？

智能影音渠道重组论坛-2020智能影音声学设计论坛
面对巨大的产业升级，传统影音和智能品牌和商家该如何抓住其中的机遇？智能家居能否和智慧城市，智慧园

区建设深度结合？

“““““

““““
“““

“““



拟
邀
请
参
观
单
位

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铂诺客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大庆方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室内设计协会

广东南海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所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智能工程中心

广东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墨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弘基市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设计院

广州中建规划设计院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为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国智能建筑暨居住数字化标准技术委员会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集成商
安徽和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南瑞继远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迪克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智和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求实智能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陕西亚都智能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银河电力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冠林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合汇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电贝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成吉思建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桂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景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天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四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银盾消防有限公司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东亚电子仪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盛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汉鼎宇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和源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继元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光学神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皓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皖信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通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应用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恒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奥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海龙国际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君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歌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华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

金钥匙国际机构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荣成天宇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北科维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海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学自动化系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朗绿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信息科技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通发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西南楼宇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零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基海湾大酒店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信建筑设计研究院

西安航天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华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华信铁路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赛能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协同数码股份有限公司

天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天讯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晋天维信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度标识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荣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电信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港电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盛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基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星河控股集团

兴海物联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旭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雪松控股集团华南区域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四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智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智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中程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高科有限公司

中电智能（福建）系统集成股份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人类工效学研究中心

中建泓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建筑电子智能化协会

深圳建筑设计总院

深圳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协会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智能工程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中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绿色智能学科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智能化装饰专业委员会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裕达建工集团黄埔设计院

中南建筑设计院

广州市电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福建工大建筑设计院

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研究院

中山市第二建筑设计院

恒大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

中铁四院广州设计院

地产
尚东地产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佳兆业地产

嘉华地产

广州燕岭大厦

广州御湖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合景泰富

赫基地产

恒大集团

恒基地产

岭南集团

绿地集团

绿景集团

美的地产

敏捷集团

时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实地集团

长沙市房地产商会

招商地产

天誉地产集团

新世界集团

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益田地产

粤海地产

毓秀地产

越秀地产

佛山盈信地产

洲际酒店管理集团

珠光地产集团

珠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

中海地产

中航地产

中航物业

番山地产

复星地产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钢置地

广物地产

广州富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凯华房地产

深圳中航地产

广州发华房地产公司

金茂地产南沙项目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