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资料

日期
2018年6月9至12日(星期六至星期二)

开放时间
6月9至11日 09:30 - 18:00
6月12日  09:30 - 14:00

地点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人民币13,800元 / 9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380元 / 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酒店工程联盟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大中华酒店工程师协会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深圳市智能控制技术与应用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照明电工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

亚洲智能建筑学会

蓝牙技术联盟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会

马来西亚电业公会

EnOcean联盟

亚洲太平洋电气工事协会联合会

香港机电工程商联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屋宇装备分部

闪联产业联盟

KNX协会

LonMark国际协会

千家智客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Zigbee 联盟

Z-Wave 联盟

展品类别

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

照明控制系统

智能遮阳系统

影音视讯系统

空调及制冷系统

系统集成

综合布线系统

对讲监控及家居安防

供配电及建筑电工电气

电器附件及电工材料

供配电设备及电气产品

电源、仪器、仪表及工具

电气节能改造装置

控制系统及调光设备

开关、插座

防雷电气系统及装置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86 20 3604 7788 / 3604 7680
传真: +86 20 3604 7797 / 3604 7796
邮箱: gy@abuilding.cn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北京办事处

电话: +86 400 613 8585 分机 820
传真: +86 10 6510 2799
电邮: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大会网络合作伙伴

                         www.abuilding.cn                    

获取更多信息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法兰克福展览照明
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研讨活动促进行业交流

2018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展会官网

全球展览一览

莫斯科国际灯展 - 国际灯饰及技术照明展览会

俄罗斯，莫斯科

2017年11月7至10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7年11月30至12月2日

印度国际电梯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2月27至3月1日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

展览会

德国，法兰克福

2018年3月18至23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5月10至12日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 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中东(迪拜) 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迪拜

2018年10月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印度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

2019年9月11至14日

亚洲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
智能家居市场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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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13场研讨活动，涵盖65个热门议题
• 标准技术论坛
- 介绍行业的新科技标准及应用，强调不同生产商之间的系统相容性，是实践互
   联互通的关键。

• 行业发展及研讨活动
- 诠释行业发展与智能化的融合；人工智能趋势下的智慧酒店重点关注智慧酒店未
   来发展方向、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造，以及利益增值的智慧酒店合作模式。研讨活
   动亦将涵盖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实现技术的研究。

• 房地产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
- 权威专家分析智能化技术应用现状，以及探讨未来发展趋势，提升新技术在房地
   产开发中的应用水平。

• 智能建筑与绿色酒店创新论坛
- 旨在打造成为中国绿色智慧社区的高端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绿色建筑、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的发展，并以专家及技术专题探讨绿色饭店与智慧酒店的应用。

• 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高峰论坛
- 与北京产学研用信息技术中心和中国智能家居设计与定制安装联盟联合举办，邀
   请行业内知名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中国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的相关话题。

• 室内设计高峰论坛
- 与广东设计师交流中心、CIID广州专委会联合发起，由设计的角度出发，共同探
   讨智能化浪潮中的要害问题，促进产业上下游融通，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 智能化行业转型之路 
- 探索智能化行业与传统产业融合趋势下的新思路，洞察产业新趋势，把握市场上
   的新机遇。

演讲嘉宾及听众评语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周军先生，秘书长，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行业需要这种论坛，同类型的研讨活动亦备受市场关注。

张家举先生，技术总监，北京观景辰兴科贸有限公司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汇聚行业品牌  商机多不胜数2018年“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专业平台

强大观众网络  响应市场需求

2017年展会云集180家参展商，知名品牌包括(排名不分先后): 河东、华尔思、家天下、东软载波、小为、

EnOcean联盟、KNX协会、Zigbee联盟、欧瑞博、聪普、思节高、天奥、伯图康卓、维泰、帝达聚、绿岛

风、日顺、 世荣、龙胜、天朗、家的、富又欣、绿米、松下、比特、乐超、创明、凯图、莱明、信邦、科

捷、安冠、欧创源、奔腾、声表、云海物联、龙洋等，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系统集成商、建筑师、设计师、

工程商及终端用户等展示领先的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156,898名专业观众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8%
来自134个国家及地区*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

对讲监控、控制系统及家居安防

建筑电工电气

供电分布系统及能源管理系统

展商评语
      我们在GEBT不仅可以遇到多个层面的客户，各个产品类别的供应商也多不胜数。在展会上，我们的每位销售员平均每

天收到30多位意向客户的咨询与合作，整个团队一天收到的咨询总数高达200多位，数字非常可观。

张存树先生，董事长，杭州聪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在GEBT遇到我们不少的目标客户，包括系统经销商、工程服务商、大型地产公司等。GEBT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不论于人流、服务、体验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

杨雄伟先生，市场部经理，广州市河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观众评语
       展会上许多展商的产品都能够快速地反映出客户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需求，无论是标准化还是特殊规格的产

品都有展示。展示的类别相当全面，出乎我的意料。

赖南宏先生，研发处总监，联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企业带来更稳定、创新的产品，许多厂家大大改善了技术，弥补产品在稳定性和成本方面的缺陷。我们不想错过任何

一个展位，每一个展位都会去看，寻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梁深林先生，营销总经理，北京首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中国)

*2017年数据；观众数据与同期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共享

观众有兴趣的产品类别(2017年)

28%

31%

37%

64%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GEBT) 将于2018年6月9至12日于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隆重举行。GEBT一直以促进行业建筑技术交流为目标，通过结合展示区和论坛的形式，令参展商在展示新产品

亮点及显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亦能获得有关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GEBT将继续配合市场趋势，赋予行业更丰富的内容，与业界共同见证行业的成长。物联网、通讯、云计算等与建

筑业直接相关的技术发展，为智能建筑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根据BSRIA的报告显示，中国建筑市场的规模

将增长至2020年的10.4亿元，可见先进建筑技术的服务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诚邀您参与2018年展会，拓展蓬勃发展的建筑技术市场商机！

GEBT母展是 "Light + Building －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该展每两年在德国法兰克

福举办一次，来届将于2018年3月18至23日举办。

GEBT的观众专业且拥有多样化背景，采购意向强烈，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是制造商和生产商推广品牌和技术
的成功关键之一。

观众业务性质(2017年)

31%

30%

7%

5% 5%
系统集成商、规划师、工程师、

建筑师、设计师

经销商、代理商、采购商

制造商、合同能源管理公司、

能源供应商

其他

电工、安装人员

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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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行业品牌  商机多不胜数2018年“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专业平台

强大观众网络  响应市场需求

2017年展会云集180家参展商，知名品牌包括(排名不分先后): 河东、华尔思、家天下、东软载波、小为、

EnOcean联盟、KNX协会、Zigbee联盟、欧瑞博、聪普、思节高、天奥、伯图康卓、维泰、帝达聚、绿岛

风、日顺、 世荣、龙胜、天朗、家的、富又欣、绿米、松下、比特、乐超、创明、凯图、莱明、信邦、科

捷、安冠、欧创源、奔腾、声表、云海物联、龙洋等，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系统集成商、建筑师、设计师、

工程商及终端用户等展示领先的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156,898名专业观众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8%
来自134个国家及地区*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

对讲监控、控制系统及家居安防

建筑电工电气

供电分布系统及能源管理系统

展商评语
      我们在GEBT不仅可以遇到多个层面的客户，各个产品类别的供应商也多不胜数。在展会上，我们的每位销售员平均每

天收到30多位意向客户的咨询与合作，整个团队一天收到的咨询总数高达200多位，数字非常可观。

张存树先生，董事长，杭州聪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在GEBT遇到我们不少的目标客户，包括系统经销商、工程服务商、大型地产公司等。GEBT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不论于人流、服务、体验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

杨雄伟先生，市场部经理，广州市河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观众评语
       展会上许多展商的产品都能够快速地反映出客户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需求，无论是标准化还是特殊规格的产

品都有展示。展示的类别相当全面，出乎我的意料。

赖南宏先生，研发处总监，联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企业带来更稳定、创新的产品，许多厂家大大改善了技术，弥补产品在稳定性和成本方面的缺陷。我们不想错过任何

一个展位，每一个展位都会去看，寻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梁深林先生，营销总经理，北京首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中国)

*2017年数据；观众数据与同期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共享

观众有兴趣的产品类别(2017年)

28%

31%

37%

64%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GEBT) 将于2018年6月9至12日于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隆重举行。GEBT一直以促进行业建筑技术交流为目标，通过结合展示区和论坛的形式，令参展商在展示新产品

亮点及显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亦能获得有关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GEBT将继续配合市场趋势，赋予行业更丰富的内容，与业界共同见证行业的成长。物联网、通讯、云计算等与建

筑业直接相关的技术发展，为智能建筑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根据BSRIA的报告显示，中国建筑市场的规模

将增长至2020年的10.4亿元，可见先进建筑技术的服务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诚邀您参与2018年展会，拓展蓬勃发展的建筑技术市场商机！

GEBT母展是 "Light + Building －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该展每两年在德国法兰克

福举办一次，来届将于2018年3月18至23日举办。

GEBT的观众专业且拥有多样化背景，采购意向强烈，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是制造商和生产商推广品牌和技术
的成功关键之一。

观众业务性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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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

5% 5%
系统集成商、规划师、工程师、

建筑师、设计师

经销商、代理商、采购商

制造商、合同能源管理公司、

能源供应商

其他

电工、安装人员

零售业

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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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1%

21%

            

            

       展会上许多展商的产品都能够快速地反映出客户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需求，无论是标准化还是特殊规格的产       展会上许多展商的产品都能够快速地反映出客户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需求，无论是标准化还是特殊规格的产

       企业带来更稳定、创新的产品，许多厂家大大改善了技术，弥补产品在稳定性和成本方面的缺陷。我们不想错过任何       企业带来更稳定、创新的产品，许多厂家大大改善了技术，弥补产品在稳定性和成本方面的缺陷。我们不想错过任何



展会资料

日期
2018年6月9至12日(星期六至星期二)

开放时间
6月9至11日 09:30 - 18:00
6月12日  09:30 - 14:00

地点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人民币13,800元 / 9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380元 / 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酒店工程联盟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大中华酒店工程师协会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深圳市智能控制技术与应用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照明电工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

亚洲智能建筑学会

蓝牙技术联盟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会

马来西亚电业公会

EnOcean联盟

亚洲太平洋电气工事协会联合会

香港机电工程商联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屋宇装备分部

闪联产业联盟

KNX协会

LonMark国际协会

千家智客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Zigbee 联盟

Z-Wave 联盟

展品类别

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

照明控制系统

智能遮阳系统

影音视讯系统

空调及制冷系统

系统集成

综合布线系统

对讲监控及家居安防

供配电及建筑电工电气

电器附件及电工材料

供配电设备及电气产品

电源、仪器、仪表及工具

电气节能改造装置

控制系统及调光设备

开关、插座

防雷电气系统及装置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86 20 3604 7788 / 3604 7680
传真: +86 20 3604 7797 / 3604 7796
邮箱: gy@abuilding.cn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北京办事处

电话: +86 400 613 8585 分机 820
传真: +86 10 6510 2799
电邮: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大会网络合作伙伴

                         www.abuilding.cn                    

获取更多信息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法兰克福展览照明
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研讨活动促进行业交流

2018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展会官网

全球展览一览

莫斯科国际灯展 - 国际灯饰及技术照明展览会

俄罗斯，莫斯科

2017年11月7至10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7年11月30至12月2日

印度国际电梯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2月27至3月1日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

展览会

德国，法兰克福

2018年3月18至23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5月10至12日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 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中东(迪拜) 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迪拜

2018年10月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印度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

2019年9月11至14日

亚洲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
智能家居市场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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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举办13场研讨活动，涵盖65个热门议题
• 标准技术论坛
- 介绍行业的新科技标准及应用，强调不同生产商之间的系统相容性，是实践互
   联互通的关键。

• 行业发展及研讨活动
- 诠释行业发展与智能化的融合；人工智能趋势下的智慧酒店重点关注智慧酒店未
   来发展方向、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造，以及利益增值的智慧酒店合作模式。研讨活
   动亦将涵盖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实现技术的研究。

• 房地产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
- 权威专家分析智能化技术应用现状，以及探讨未来发展趋势，提升新技术在房地
   产开发中的应用水平。

• 智能建筑与绿色酒店创新论坛
- 旨在打造成为中国绿色智慧社区的高端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绿色建筑、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的发展，并以专家及技术专题探讨绿色饭店与智慧酒店的应用。

• 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高峰论坛
- 与北京产学研用信息技术中心和中国智能家居设计与定制安装联盟联合举办，邀
   请行业内知名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中国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的相关话题。

• 室内设计高峰论坛
- 与广东设计师交流中心、CIID广州专委会联合发起，由设计的角度出发，共同探
   讨智能化浪潮中的要害问题，促进产业上下游融通，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 智能化行业转型之路 
- 探索智能化行业与传统产业融合趋势下的新思路，洞察产业新趋势，把握市场上
   的新机遇。

演讲嘉宾及听众评语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周军先生，秘书长，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行业需要这种论坛，同类型的研讨活动亦备受市场关注。

张家举先生，技术总监，北京观景辰兴科贸有限公司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展会资料

日期
2018年6月9至12日(星期六至星期二)

开放时间
6月9至11日 09:30 - 18:00
6月12日  09:30 - 14:00

地点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人民币13,800元 / 9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380元 / 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酒店工程联盟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大中华酒店工程师协会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深圳市智能控制技术与应用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照明电工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

亚洲智能建筑学会

蓝牙技术联盟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会

马来西亚电业公会

EnOcean联盟

亚洲太平洋电气工事协会联合会

香港机电工程商联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屋宇装备分部

闪联产业联盟

KNX协会

LonMark国际协会

千家智客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Zigbee 联盟

Z-Wave 联盟

展品类别

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

照明控制系统

智能遮阳系统

影音视讯系统

空调及制冷系统

系统集成

综合布线系统

对讲监控及家居安防

供配电及建筑电工电气

电器附件及电工材料

供配电设备及电气产品

电源、仪器、仪表及工具

电气节能改造装置

控制系统及调光设备

开关、插座

防雷电气系统及装置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86 20 3604 7788 / 3604 7680
传真: +86 20 3604 7797 / 3604 7796
邮箱: gy@abuilding.cn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北京办事处

电话: +86 400 613 8585 分机 820
传真: +86 10 6510 2799
电邮: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大会网络合作伙伴

                         www.abuilding.cn                    

获取更多信息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法兰克福展览照明
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研讨活动促进行业交流

2018年6月9至12日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展会官网

全球展览一览

莫斯科国际灯展 - 国际灯饰及技术照明展览会

俄罗斯，莫斯科

2017年11月7至10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7年11月30至12月2日

印度国际电梯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2月27至3月1日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

展览会

德国，法兰克福

2018年3月18至23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孟买

2018年5月10至12日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 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广州

2018年6月9至12日

上海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上海

2018年9月3至5日

中东(迪拜) 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迪拜

2018年10月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印度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印度，新德里

2018年10月11至13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

2019年9月11至14日

亚洲建筑电工电气、智能建筑及
智能家居市场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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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13场研讨活动，涵盖65个热门议题
• 标准技术论坛
- 介绍行业的新科技标准及应用，强调不同生产商之间的系统相容性，是实践互
   联互通的关键。

• 行业发展及研讨活动
- 诠释行业发展与智能化的融合；人工智能趋势下的智慧酒店重点关注智慧酒店未
   来发展方向、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造，以及利益增值的智慧酒店合作模式。研讨活
   动亦将涵盖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实现技术的研究。

• 房地产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
- 权威专家分析智能化技术应用现状，以及探讨未来发展趋势，提升新技术在房地
   产开发中的应用水平。

• 智能建筑与绿色酒店创新论坛
- 旨在打造成为中国绿色智慧社区的高端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绿色建筑、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的发展，并以专家及技术专题探讨绿色饭店与智慧酒店的应用。

• 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高峰论坛
- 与北京产学研用信息技术中心和中国智能家居设计与定制安装联盟联合举办，邀
   请行业内知名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中国智慧生活集成服务商的相关话题。

• 室内设计高峰论坛
- 与广东设计师交流中心、CIID广州专委会联合发起，由设计的角度出发，共同探
   讨智能化浪潮中的要害问题，促进产业上下游融通，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 智能化行业转型之路 
- 探索智能化行业与传统产业融合趋势下的新思路，洞察产业新趋势，把握市场上
   的新机遇。

演讲嘉宾及听众评语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周军先生，秘书长，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行业需要这种论坛，同类型的研讨活动亦备受市场关注。

张家举先生，技术总监，北京观景辰兴科贸有限公司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个展会每年都有专业观众过来，包括照明企业生产商、设备商、集成商、设计院等。论坛的流程安排顺畅，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这次通过论坛学习到一些新技术，演讲者站在企业的角度，通过技术演讲，把智能家居行业落地实践，逐步培育市场对智能家居的接受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