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邀请参加 2022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 

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暨创新发展论坛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建设发展，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

行先试优势，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全力推进粤港澳重大合作

平台建设，促进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大做

强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

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主办的“2022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

慧交通产业博览会暨创新发展论坛”现定档于 2022 年 8 月

24～26 日在广交会展馆 B 区举办。 

活动得到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

会、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粤港

澳大湾区各市区交通运输局（含港澳）、盾构及掘进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部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大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发展”为主题，现场集政府和园

区发展成果展示，智能交通、交通安全、智慧出行、车路协

同、公共交通、信息安全、智慧停车、智慧港口、智慧城轨

等大型企业形象与技术展示、招商引资项目推介等于一体，

是新时期新机遇下深入华南各城市交通产业合作、助力企业

开发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交通产业建设发展的重要平台。 

此次大会是建设交通强国宏伟目标的具体落实行动。大

会将促进大湾区的交通行业创新发展，并加深交通行业企业

间交流合作。组委会特邀请贵单位参加“2022 广州（粤港澳

大湾区）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暨创新发展论坛”，希望贵单

位积极参与，共同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谋划新时

代智慧交通新格局。 

特此函致。 

 

附件： 

1.2022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资料 

2.2022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创新发展论坛资料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聂霞丽（13922476995）昌国军（13711346598） 

联系电话：020-83040537      

邮    箱：1596155103@qq.com 

 

 

 

 

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  

                               2022年 7 月 13日 
 

 

 

 

 

 



 

 

附件 1： 

 

2022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 

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资料 
 

一、展会名称 

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 

二、展会主题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发展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2年 8月 24日～26日 

地点：广州市广交会展馆 B区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主办单位：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 

联合主办：广东省港口协会  

广东省静态交通协会 

广东省计算机用户协会  

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城市交通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香港运输署 

 澳门交通事务局 

广东省各地市（县/区）交通运输局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河北省交通运输协会 



 

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协会 

广东省沥青混凝土供应链协会 

广东省车联网产业联盟 

深圳市停车行业协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承办单位：北展东方（北京）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北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交通新闻网           中国道路运输网 

《中国交通报》          《广东交通》杂志 

《赛文交通网》7its       羊城晚报《金羊网》 

五、大会形式与规模 

大会采用展与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围绕展览、会议、

活动三大内容，展会面积在 40000㎡，参展企业约 420家，组团单位

近 260 个，专业采购商 26000 人次，专业论坛及活动 20 余场，整体

论坛规模 5000人左右。 

六、同期展会 

1．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港口博览会 

2．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停车展览会 

3．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设施展览会 

4．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公共交通展览会 

5．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展览会 

6．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车联网产业展览会 

7．2022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七、观众群体 

国家相关部委（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公安部、科

技部）领导与专家；国际组织、境外政府驻华机构、外国驻华使领馆、

境内政府机构等嘉宾；全国各省市及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县/区交通

运输局、工信局、公安局（署）、交管局和公路管理局、铁路局、港

务局、民航、信息/规划等相关主管单位领导代表；全国各省市及粤



 

港澳、交通集团、交投、路桥、公交、物流、高速、机场、航空、港

口、铁路、地铁等建设、运营、规划单位与科研单位代表；交通领域

系统集成商、工程商及供应商；租赁运营公司（乘用车、物流车）、

物流、信息软件、大数据、云计算、车联网企业、科研院所及投融资

机构等；铁路运输信息化管理单位、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等；公路建

设、运营、投资、管理、养护单位等；市政交通工程建设、停车管理、

物业、道路建设、养护单位、市政管理单位；交通工程设施的设计、

经销商、施工单位等；国内外相关组织、高等院校代表；业内专家、

学者及资深人士；新闻媒体代表等。 

八、展览范围 

1．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IOPS 交通大脑、道路

监控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交通控制及通讯系统；交通运行监测调度

系统（TOCC）；交通信息采集、交通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智能交安监

控及系统；交通诱导系统、车辆检验检测设备；GIS公安交通管理地

理信息系统；高精度导航与定位；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及解决方案；智

慧灯杆解决方案；智慧照明及管理系统；高速治超系统及解决方案；

智能 ETC；交通警察执法装备；驾驶人培训、考试系统；交通巡检机

器人；交通设计规划优化系统；智慧城市交通数字基建等。 

2．智慧港口 

港口智能信息化服务管理系统；5G 技术应用解决方案；智能闸

口、智能船舶、货物可视化追踪导航技术、通讯系统、红外温度测量

装备、供应链协同、智能装载卸设备及应用技术、港口装备现代化、

港口制造及基建；智慧口岸管理系统；港口照明/消防安全设备、橡

胶护舷及码头防护系统产品；大型、重型港口装卸设备、港口配套设

施、桥式移动式起重机、港口作业船舶；水平搬运及装载机械、港口

机械维修设备及工具、港口环境保护技术与设备；集装箱运输车、厢

式运输车；特种工业运输车、港口专用车辆；汽车尾板、集装箱、集

装箱多式联运技术与设备等。 

3．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 



 

自动驾驶汽车；低速无人驾驶商用车；车路协同解决方案；车路

协同云平台；智能路侧终端；车载终端；路侧感知技术；高精度定位

技术；车辆通信技术；通信模组；雷达产品；边缘计算；智能公交解

决方案；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车载计算平台；智能车辆传感器；

智能网联核心功能；车载关键部件等。 

4．智慧停车 

智能停车解决方案；智能停车设备及管理系统；停车场收费及管

理系统；路侧停车管理系统；立体车库；停车安防系列；停车场建设

及设施；停车辅助产品及服务；新能源充电设施、智能停车场等。 

5．交通设施 

道路建设与养护、灯杆及照明设施；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雾

区防撞诱导系统；护栏；照明设施；防撞垫；交通锥；安全路障；反

光材料；标线设备及材料；交通安全服；测速仪；路桥工程技术与设

备等；紧急救援服务系统等。 

6．智慧出行 

共享出行、智能公共交通解决方案；乘用车、商用车、客车、新

能源汽车及技术产品、专用车等；网约车、智能企业用车管理系统；

公共交通运营与调度系统、公共交通实时视频监控与应急系统、智能

铁路、智慧公路、智慧地铁及其他相关服务等。 

7．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 

数据安全、网络安全、IT基础设施、CPU芯片、服务器、存储、

交换机、路由器、各种云和相关服务内容，基础软件、操作系统、应

用软件、OA、ERP、政务系统、信息安全等。 

8．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户外实车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城市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建设；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管理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内部装饰；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等。 

九、拟邀展商（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百度智能交通广东分公司 

腾讯智慧交通事业部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 

十、媒体支持 

通过“五大媒体集群”（中央级媒体、主流门户网站、主流财经

媒体、行业媒体、新型媒体）对展商进行一系列的市场推广活动，进

一步提升企业品牌美誉度。 

1．中央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

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科技日报、中新社等； 

2．地方媒体：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 

3．主流门户网站：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

等； 



 

4．行业媒体：中国交通报、人民交通网、人民交通杂志、中国

交通安全网、中国交通新闻网、中国道路运输网、中国交通运输网、

广东交通杂志、赛文交通网 7its、交通运输、中外公路等； 

5．新兴媒体：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贴吧、抖音

等。 

十一、参会费用 

针对本次论坛，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的会员将免费参会。非本协

会会员的参会费用 2800元/人。因场地限员，参加大会需提前申报。 

十二、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16800元/展位/12平方米；标准展位设施包括：三面

围板、洽谈桌一张、椅子两把、射灯两盏、楣板、220V电源插座； 

展览空地：1300 元/㎡；可选规格有 36 ㎡、54 ㎡、90 ㎡、108

㎡等。空地不含基本配置，由参展单位自行设计装修搭建。 

会刊广告:展览会将编印《202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

产业博览会会刊》，在展览会现场由大会统一向观众分发。参展单位

可半价在展览会会刊上刊登广告一页（会刊尺寸 210mmx285mm）： 

展刊封底 展刊封二 展刊封三 
正文首页 

（接封二） 
内页整版 

23,000元 20,000元 17,000 元 19,000 元 4,000 元 

 

其它赞助如晚宴冠名、挂绳、胸卡、资料袋、礼品、展场广告等，

请致电组委会。 

 

 

 

 

 

 

 



 

附件 2： 

 

2022 粤港澳大湾区 

智慧交通创新发展论坛资料 
 

一、论坛名称 

    2022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创新发展论坛 

二、论坛主题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发展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2年 8月 24日～26日 

地点：广州市广交会展馆 B区 

四、大会形式与规模 

主论坛+同期分论坛等活动 20余场，整体论坛规模 5000人左右 

五、论坛议题（拟） 

1．交通强国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与智慧交通发展 

2．粤港澳智慧交通发展现状与未来       

3．数字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4．新基建下对智能交通相关领域的分析和思考 

5．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 

6．现代科技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7．云平台、大数据、北斗导航等新技术在港口中的应用 

8．综合立体交通数字化协同合作共享深入研讨 

六、同期论坛及活动（拟） 

1．2022 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2．2022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港口创新发展论坛 

    3．2022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交通发展论坛 

4．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九届二次会员大会 

5．广东省港口协会九届二次会员大会 

6． 泛珠三角地区港口协会交流联谊会 



 

7．全国停车行业协会联席会议碰头会 

8．全国停车行业协会联席会议 

9．202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智慧停车高峰论坛 

10．智慧交通与数字大陆构建创新论坛 

11．Tocc与综合交通大数据论坛 

12．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创新论坛 

13．推动 5G 智能港口发展论坛 

14．轨道交通智联网技术的孵化和推广 

15．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对接会 

16．“智在城市•智行无忧”暨智慧停车城市巡展——广州站 

17．广州（粤港澳大湾区）车联网产业发展大会 

18．第五届寻找中国最美立体车库颁奖典礼 

19．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发展与创新政企交流会 

20．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鸣谢颁奖仪式 

21．“GBAITE之夜”答谢晚宴 

七、拟邀领导和嘉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相关领导 

交通运输部相关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领导 

广东省人民政府相关领导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相关领导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领导 

各国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 

香港运输署相关领导 

澳门交通事务局相关领导 

大湾区各地市（县/区）交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领导代表 

胡亚东  原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杨  咏  原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主任、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石志远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信息所所长 

李晓峰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严新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智能交通系 

统研究中心、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双聘院士 ，深圳大学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市地铁集团总工程师 

杜彦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城市智慧交通与安全运维研 

究院院长 

周建军  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孙晓波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城市停车分会会长 

鲁昌河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金双泉  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大湾区交通运输规划主要参与者 

陈俊龙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靳文舟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博导，智能交通与 

物流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宋海清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导，物流与供应链研究中心 

主任 

（以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其他嘉宾正邀请中......） 

八、参会对象 

国家相关部委（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公安部、科

技部）领导与专家；全国各省市及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县/区交通运输

局、工信局、交管局和公路管理局、铁路局、港务局、民航、信息/

规划等相关主管单位领导代表；全国各省市及粤港澳、交通集团、交

投、路桥、公交、物流、高速、机场、航空、港口、铁路、地铁等建

设、运营、规划单位与科研单位代表；交通领域系统集成商、工程商

及供应商；租赁运营公司（乘用车、物流车）、科研院所及投融资机

构等；铁路运输信息化管理单位、市政交通工程建设、停车管理、物

业、道路建设、养护单位、市政管理单位；交通工程设施的设计、经

销商、施工单位等；国内外相关组织、高等院校代表；业内专家、学

者及资深人士；新闻媒体代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