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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是我国首个集技术展示和交易服务为
一体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的展会，是承载我国技术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上交会主题是“创
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
第五届上交会展览面积3.5万平方米，共有927家知名科技企业和交易服务机构参展，分别来自
2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境内28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本届上交会共举办了开幕论坛、3个主
题日活动、66场专业论坛和专题会议，21场“上交会发布”活动。全方位地展现我国技术贸易的特

主宾国

点以及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趋势，凸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三天展会共吸引了来自80多

荷兰王国

家境内外媒体，180多名记者，其中30名境外记者来自俄罗斯、荷兰、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等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和地区。

全程合作伙伴

主宾城市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芬兰·埃斯波市

合作单位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THE 5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AIR

中国·深圳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展览时间：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２２日
展览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展览面积： ３５００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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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创新
（一）“引进来+走出去”，拓展主宾国机制,创新主宾城市新模式
上交会自第三届起，先后邀请捷克、意大利、荷兰作为主宾国，第五届上交会创新邀请芬兰
埃斯波市(上海友好城市)担任境外主宾城市，中国深圳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市，通过科技经贸代表
团交流、设立主题馆，开展主题日和技术对接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外双方经贸交流和技术贸易发
展。为进一步拓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服务功能，继2016年10月成功举办上交会捷
克展后，上交会南欧展于2017年先后在意大利和希腊举办展会、论坛和相关活动。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THE 5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AIR

展览报告 | 参展商

参展商
概况
927家展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
境外展商分别来自荷兰、芬兰、澳大利亚、爱尔兰、阿联酋、匈牙利、美国、德国、瑞典、法
国、丹麦、加拿大、捷克、新西兰、奥地利、牙买加、泰国、新加坡、叙利亚、巴基斯坦、日本、韩
国、香港和台湾等共24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93家，占展商总数的20.82%。
境内展商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共计734家，占展商总数的79.18%。

（二）“展示+发布”，聚焦科创新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上交会集中展示引领未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设立专业技术展区、科技创新展区、创新生态展

展商专业分布

区、交易服务展区。第五届上交会新设“上交会发布”专区，为参展企业及技术贸易领域的相关机
构打造最快速、最直观的发布平台，有21家境内外涉及虚拟现实、智能机器人等全球热点行业的先
锋企业和机构发布其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

展区设五大板块：主宾国（城市）展区、科技创新展区、专业技术展区、创新生态区、交

易服务区。
主宾国（城市）展区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境外部分共有32家来自荷兰主宾国和芬兰主宾城市的

（三）“互动+体验”，搭建双创新平台，营造双创良好氛围
上交会专设“创新生态展区”，举办多种形式的双创活动，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
五届上交会上，2017科技娱乐季、“外经论道”迪拜论坛、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沪港
软件产业合作交流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不断传播和交流创新与创业的理念与思想，注重提升观众的
互动体验，以丰富的知识型、信息型活动演绎双创精神。

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参展。这些企业来自能源、信息、生物、新材料、化学、节能、航空、电子、
健康、光伏、智能制造、农业等多个领域。飞利浦、恩智浦、阿克苏诺贝尔、帝斯曼等知名企业都包
含在内。作为境内主宾城市，深圳以“创客之都”为主题，组织了35家科创企业参展。
科技创新展区集中展示了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参展商数为125家，占参展商总数的
13.48%。
专业技术展区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展区、高端装备展区、节能环保展区、生物展区，参展商数为

（四）“科技+资本”，注入市场活力，加速贸易新发展
技术贸易作为创新和市场的纽带，是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同时技术贸易也十分需要金融
资本的大力支持。上交会以项目为导向，立足服务展商，在对技术项目评估与梳理的基础上，开展
多场境内外项目对接和投融资评选活动，进一步提高技术成果转化实效。第五届上交会12家重要机
构发起成立了“上交会创新发展投资基金荟”，中企万博上海金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10

427家，占参展商总数的46.06%。
创新生态区设有“企业、投资人、产品、服务”四大板块及十大功能区域，参展商数为254家，
占参展商总数的27.4%。
交易服务区有来自技术交易、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投融资、国际人才等领域的参展商家，参展商
数为89家，占参展商总数的9.6%。

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上交会产业投资基金”，为资本与项目搭建有效互动和对接的桥梁。

7.52

（五）“政府+市场”，创新办展机制，打造常年服务平台

9.14

上交会坚持政府指导，积极探索市场化办展机制，加强与专业协会、中介组织、服务机构、境
外技术创新机构等合作。上交会设立“上交会3+365联盟”，形成了3天展会+365天服务的常年服
务机制，逐步形成以承办单位为主导、与境内外机构协作、成果分享为补充的共创机制；形成“线

展商专业分布图

27.15

科技创新展区

14.53

专业技术展区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会展业服务体系，线上开设技术进出口促进交易平台，线下设置交易服务区，

创新生态区

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扩大社会参与程度方面寻求新的突破，进一步提升上交会展览和会议
的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

3

主宾国 （城市）

16.39

25.26

交易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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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
重点项目
摩根斯达集团的桌式足球、AAVI雅威新风空气净化设备、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AO干法脱硫脱
硝绿色环保协同系统、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easyEndo腔镜吻合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晓译

概况
5.27万参观人次，专业观众占84%，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

翻译机、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新能

在第五届上交会三天的展期内，共有5.27万人次参观，分别来自中国近34个省、自治区、直辖

源复古铛铛车、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Emprint微波消融仪、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0.15毫米超薄浮法

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荷兰、奥地利、俄罗斯、法国、迪拜、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美国、印

电子玻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银行”营业厅、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RoyoleMoon3D头

度、加拿大、新加坡、意大利、德国、越南、英国、乌克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20

戴影院”等。

个国家和地区。

专业观众数据分析
专业观众来自机构类型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示范区

专业观众工作性质分析

16.10%

境外机构、企业

管理、运营
研发、采购

9.28%
32.71%

生产、技术开发机构/公司/企业
12.15%

院校、设计院、研究所
协会、商会、学会
政府机关、行政部门

28.31%

22.33%
8.40%

技术贸易
咨询、培训

6.06%

媒体、广告

4.78%

其他

17.47%

市场、销售

18.93%

6.94%
3.93%
12.62%

其他

专业观众关注的新兴技术领域分析

专业观众参观目的分析
购买技术/产品

法律、人才、咨询

18.18%

知识产权保护、转让、许可等
搜集国内外技术市场信息

25.89%

寻求技术和投融资

技术交易机构/平台

15.93%

分享技术交易的发展前景

9.34%

有意参加展会

参会商邀请

22.43%

电视、电台、户外广告

7.48%

行业协会、商会、学会
政府部门邀请
过去曾参加
其他

6.15%
3.51%

1.84%
1.73%

城市绿色和智能建筑技术

11.29%

6.61%

2.19%
2.66%
2.32%
2.27%

新型防伪技术

2.24%

海洋工程技术
无人机
智能服务机器人
3D打印
物联网
智能硬件
VR/AR/MR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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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大城市解决方案

高校、科研院所

3.64%

1.69%
1.28%

基因检测

智能交通

7.93%

2.94%
1.33%

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
环境监测仪器

15.64%

互联网/新媒体

2.08%

资源循环利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15.32%

报纸/杂志广告

未来引领技术

生物安全

专业观众获知交易会的途径分析
电子邮件群发和电话邀请

2.02%

食品安全
10.85%

主办方直邮/邀请函

2.39%

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8.06%

其他

1.98%
1.32%

创客、独立发明人

11.74%

参加论坛、会议活动

科技投融资

1.76%

1.71%
3.47%
5.16%
5.30%
3.57%
7.58%
7.26%
9.46%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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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活动
概况
第五届上交会共举办了开幕论坛、3个主题日活动、66场专业论坛和专题会议等多项活动，同
期举办了21场“上交会发布”活动。联合国工发组织主题日、知识产权主题日、荷兰主题日、深圳
主题日等反响热烈。共有2800余名各领域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各项论坛、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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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题日
荷兰主宾国主题日
作为主宾国，荷兰由农业部部长率团，带领政要团和企业团参加上交会。荷兰以“荷兰主题
日”的形势，通过高层互访、展览展示、主题论坛等多项活动，围绕“技术贸易、科技创新”的主
题，举办国际知识产权管理与开放创新论坛、全球创新城市论坛和多场项目演示与交流会，分别聚
焦土壤修复技术、废弃物管理、空气污染治理等专业领域。

深圳主题日
深圳市以“创客之都 · 精彩深圳"为主题，举办了深圳市创新环境与创新技术推介会。会议
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张立仁主持。重点介绍深圳科技创新环境，展示深
圳企业最新科技创新成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题日暨技术贸易国际论坛
第五届上交会联合国工发组织主题日国际论坛主题为“创新科技与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
路’国际共同发展”。论坛研究和探讨了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如何进一步利用创新和科技
的力量，尤其是发挥香港专业服务业和国际人才优势，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

知识产权主题日
秉承“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的主题与宗旨，第五届上交会上举办了
“知识产权主题日”。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现场巡回口审、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导航助力产业创新发展发布会、中国（上海）品牌经济论坛、上海市知识产权工作领馆通
报会、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审理活动、中国个体化诊疗与转化医学高峰论坛。

上交会发布
开幕论坛
4月20日，以“创新引领发展
，技术改变世界”为主题的开幕
论坛上，上海市市长应勇、商务
部副部长房爱卿、科技部副部长

为充分展现上交会作为全球最新技术交流发布平台的功能，第五届上交会推出“上交会发布”
活动，旨在推广参展企业及合作机构的技术创新成果，搭建技术供需对接和创新应用合作的公共服
务平台，吸引技术类投融资机构积极参与。
在2天半的时间内共有21家涉及虚拟现实、智能机器人、激光显示、智慧光照、绿色饰材、尖
端环保技术等全球热点行业的先锋企业的机构同台发布，其中包括多家来自于匈牙利、日本、新加
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境外机构。
“上交会发布”平台以项目方式进行运作，以品牌化发展为目标，后续筹划成立“上交会发布
专家委员会”，在全球范围遴选海内外机构的最新技术成果，定期发布，并与中国（上海）国际技
术进出口促进交易服务平台、在线上交会、上交会官方网站、上交会微信公众号及3+365联盟合力
打造成为“永不落幕的上交会”的重要功能平台。

李萌出席开幕论坛并分别致辞。
荷兰农业部部长马丁·范兰德等
发表主旨演讲。上海市市长应勇
与荷兰农业部部长马丁·范兰德
共同为荷兰主题馆揭牌。论坛由
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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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论坛与专题会议活动
一、聚焦全球科技智慧的共享与交流
1. 外经论道——一带一路，科技先行
论坛由中国企业联合馆、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主办，邀请阿联酋、哈萨克斯坦、意大利
等多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以及科技创新型企业集聚一堂，就双边经贸、科技与文化，进行深
入的交流与互动。同时，论坛现场还举行了“上交会科技产业基金发布会”、“上交会走进世博
会”和“2017全球创新大赛启动仪式暨迪拜巡回赛签约仪式”等。
2. 2017TEF科技娱乐季——亚太人工智能峰会
由美国知名孵化器Plug and Play、众视网和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共同主办。以“人工智
能”为核心，探讨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为行业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展商和客
户等全产业链生态圈提供交流与合作的的年度盛宴。同时还举办了专场金融科技跨境路演（Fintech
Session of Cross Border Program活动。
3. TEDxFuxingPark——回到未来
由TEDcFuxing牵头主办的年度大秀，继上届上交会取得的高度关注，本次活动以“回到未来”
为主题，分为两大专题：一是“未来太过明亮，我且戴上墨镜吧”；二是“兼容性未来”。邀请了
各行各业的优秀演讲者再次为大家带来一场思维激荡、充满想象力的盛会。
4. “科技专区”技术转移主题日活动
“科技专区”技术转移主题日活动由四个系列论坛构成：跨界无界——清洁技术国际合作与创
新论坛；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分论坛；中医药分论坛；转化医学与科技成果转化分论坛。

二、聚焦技术贸易生态圈的连接与合作
1. 上交会·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为期三天）
由中同资本、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和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策划举办，覆盖上交会三
天展期，包含四大专题：2017资本探索高峰论坛；创业股权融资与定增辅导会；上市公司并购资源
对接会和第三届《寻找中国好项目》大赛。
2. 上交会国际人力资源主题论坛：
加快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助推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在组织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人力资源服务展的同时，借鉴以往上
交会成功举办人力资源主题论坛的经验，通过举办大型人力资源主题论坛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和需求方共同探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展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发
展需求情况，研究人力资源服务产品的发展动向，宣传人力资源服务的行业品牌，进一步促进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市场的需求方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品技术与其他行业对接。
3. 北斗西虹桥基地企业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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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创论坛——创新创业对话交锋
由欧美同学会金融分会联合上交会团队共同筹办，以“海内外联动、促科技转化”为主题，议
题包括：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机遇、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与创新环境、科技产业化的痛点分析、
央企创新产业开放平台分享等。
5. 绿色技术银行建设与国际化战略推进
本次“绿色银行”专题研讨会探索绿色技术银行与国内外现有技术交易平台、绿色金融平台、
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等工作对接模式；推进示范区内绿色技术相关企业与欧美、非洲国家以及其
他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

三、聚焦专业技术的演绎于促进
1. 第四届中国个体化诊疗与转化医学高峰论坛
由临床医生、病理医生、医学检验等专家集聚一堂，从多学科、交叉领域研讨个体化医学的现
状及精准医疗在中国未来发展趋势，为企业与精准医疗领域研究专家及个体化诊疗的临床医院提供
了一个多方位的专业交流沟通平台。
2. 国际绿能科技产业上海交流论坛
由加拿大玉山科技协会以及全球清净能源协会（GCCA）来沪举办的国际绿能科技产业上海交
流论坛，把国外的产品、技术、管理和资金运作等议题在论坛中发表，并与国内嘉宾交流。
3. 美敦力中国医疗战略及创新商业模式
美敦力在中国正进一步探索基于美敦力技术的医疗研发创新商业模式。美敦力在此次会议上就
此主题结合全球医疗战略与合作伙伴临港集团以及政府领导进行了探讨。
4. 国际汽车技术合作与产业融合论坛
论坛聚焦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分享全球汽车产业投资环境、资本市场动态及企业技术合作战略
与需求，推动企业间技术合作与资本互动，助力中国汽车企业实现深度技术合作与转型升级。
5. 聚焦生命科技、对接文化资本
——2017甘交所艺术新品发布会
邀请了政府及企业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围绕现代科技文化创新、生命科技产品研究、科技艺术
金融现状的机遇与挑战宣讲；讨论目前国际国内科技金融、艺术资本以及生命科技研究的形势；探
讨科技文化金融、生命科技模式创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6. 2017“长江发布”首场活动
——第五届上交会“智能制造技术与资本对接”专场活动
聚焦智能制造技术，通过促进新技术与资本的融合，推进长江流域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相关
产业集群。为进一步推动长江流域园区协同创新，提升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的跨区域影响力，
2017年“联盟”启动并重点打造了“长江发布”品牌，聚焦项目、集聚资本，推动园区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

为全面体现园区企业高新技术、技术方案、产品的技术内涵和要求，促进高新技术的技术交
流、应用合作、转让许可，上交会期间，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组织了“北斗西虹桥基
地企业推介会”。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坚担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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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上交会部分论坛活动一览表
论坛题目

日期

主办单位

论坛简介

论坛题目

国际绿能科技产业上海交流论坛

2017-04-20
09:00-12:00

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

由加拿大玉山科技协会以及全球清净能源协会（GCCA)来沪举办国际
绿能科技产业上海交流论坛，把国外的产品、技术、管理和资金运作等
议题在论坛中发表，并与国内嘉宾交流。

上海硅谷艺术与科学发展研讨会

2017-04-20
09:30-11:30

上海硅谷艺术联盟

由中美科技艺术联盟筹办，以科技艺术融合，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

2017资本探索高峰论坛

2017-04-20
13:00-17:00

中同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继续开拓创新，邀请政府、行
业协会、专家学者、投资大咖、商业翘楚等为先进技术和参展企业提供
全面的资本市场知识和全程专业的资本服务。

Medtronic China R&D
Center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

美敦力在中国正进一步探索基于美敦力技术的医疗研发创新商业模式。
美敦力在此次会议上就此主题结合全球医疗战略与合作伙伴临港集团以
及政府领导进行探讨。

美敦力中国医疗战略及创新商业模式

2017-04-20
13:00-17:00

跨界无界-清洁技术国际合作与
创新论坛

2017-04-20
13:00-17:00

宇墨企业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2017TEF科技娱乐季——亚太人工
智能峰会

2017-04-21
09:30-17:00

DVBCN&AsiaOTT

企业股权融资与定增辅导会

2017-04-21
09:00-11:30

中同资本

主要内容：
1. 中国清洁技术投资动向及2017年趋势；
2. 跨国清洁技术合作2017年动向及趋势；
3. 上海创新政策体系对企业的创新发展的扶持；
4. “一带一路”2017年对于清洁技术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
大会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专注于探讨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产生
的一系列影响，以满足整个行业发展的需求，为行业内最具有代表性的
厂家、企业等全产业链生态圈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年度盛宴。
［（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继续开拓创新，邀请政府、行
业协会、专家学者、投资大咖、商业翘楚等为先进技术和参展企业提供
全面的资本市场知识和全程专业的资本服务。

北斗西虹桥基地企业推介会

2017-04-21
09:30-11:30

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
西虹桥基地

上交会期间，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组织“北斗西虹桥基地
企业推介会”。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坚担任
主持人。

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分论坛

2017-04-21
09:30-11:30

上海张江生物医学服务联盟

主持嘉宾（1人）：王世东博士
演讲嘉宾（3人）：孙瑞林博士李纪勤博士
点评嘉宾：费简博士研究员

“加快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助推中国
产业国际化发展”——上交会国际
人力资源主题论坛

2017-04-21
13:00-17:00

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

聚焦生命科技 对接文化资本
——2017甘交所艺术新品
发布会

2017-04-21
13:00-17:00

中控国融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赵建华博士

共同探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展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发展
需求情况，研究人力资源服务产品的发展动向，宣传人力资源服务的行
业品牌，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市场的需求方和供应商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品技术与其他行业对接。
邀请政府及企业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围绕现代科技文化创新、生命科技
产品研究、科技艺术金融现状的机遇与挑战宣讲；讨论目前国际国内科
技金融、艺术资本以及生命科技研究的形势；探讨科技文化金融、生命
科技模式创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海创论坛——创新创业对话交锋

2017-04-21
13:00-17:00

欧美同学会金融分会

议题包括：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机遇、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与创新环
境、科技产业化的痛点分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及知识产权实务、品牌
推广系统化及新产品上市渠道管理，以及案例分享等。

并购资源对接会

2017-04-21
13:00-17:00

中同资本

［（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继续开拓创新，邀请政府、行
业协会、专家学者、投资大咖、商业翘楚等为先进技术和参展企业提供
全面的资本市场知识和全程专业的资本服务。

中医药分论坛

2017-04-21
13:00-17:40

上海中药制药技术有限
公司

邀请嘉宾：著名中医专家、中药制药专家，科技资本投资专家，现代中
药制药装备工程专家
主持： 樊敏伟 上海中药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迪拜--走向国际商务之路

2017-04-21
13:30-16:30

迪拜工商会
中国企业联合馆

论坛主题聚焦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迪拜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分享，届时，
阿联酋驻沪总领事和迪拜商会相关负责人到会进行分享与交流

上海神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 转化医学专家论坛
徐剑锋华山医院泌尿所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石乐明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
2、路演项目：
上海燧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美创
上海瑞梅中医药有限公司

转化医学与科技成果转化分
论坛

2017-04-22
09:30-11:30

外经论道 -- 一带一路，科技先行

2017-04-22
09:00-11:30

第三届《寻找中国好项目》大赛

2017-04-22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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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办单位

论坛简介

TEDxFuxingPark

本次活动以“回到未来”为主题，分为两大主题：一是，未来太过明
亮，我且带上墨镜吧；二是，兼容性未来。邀请各行各业的优秀讲者
再次为大家带来一场思维激荡、充满想象力的盛会。

绿色技术银行建设与国际化战略推进

2017-04-18
14:00-1700

绿色技术银行

本次“绿色技术银行”专题研讨会探索绿色技术银行与国内外现有技
术交易平台、绿色金融平台、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等工作对接模
式；推进示范区内绿色技术相关企业与欧美、非洲国家以及其他一带
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

上海-新加坡生命科学技术合作对接

2017-04-18
09:30-16:30

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上海与新加坡有关产、学、研机构就肿瘤细胞研究、精细化药物研发
和癌症诊断等相关医疗技术进行交流及项目对接。

国际汽车技术合作与产业融合论坛

2017-04-20
09:00-17:1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汽车城

论坛聚焦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分享全球汽车产业投资环境、资本市场
动态及企业技术合作战略与需求，推动企业间技术合作与资本互动，
助力中国汽车企业实现深度技术合作与转型升级。

科技孵化平台助力产业升级

2017-04-20
09:00-11:30

创梦亚马逊AWS联合孵化
器&华东科技

邀请政府及企业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围绕现代服务业的机遇与挑战宣
讲；讨论目前科技创新创业形势；在制造业方面探讨传统工业向智能
制造以及工业物联网方向转型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陆家嘴智谷青年科学家峰会

2017-04-20
13:30-16:30

陆家嘴智谷

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对医学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应用，由数十位知名青
年科学家发布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技术先行——谈互
联网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017-04-20
13:00-17:00

集商网络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阶段，全球技术合作越来越密
切。如何为好技术做好全球推广，让好技术更顺利地走出国门，需要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沪港软件产业合作交流会

2017-04-20
13:00-17:00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

主题：智慧生活、金融科技

2017“长江发布”首场活动方案
——第五届上交会“智能制造技术
与资本对接”专场活动

2017-04-20
13:30-16:30

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

聚焦智能制造技术，通过促进新技术与资本的融合，推进长江流域打
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相关产业集群。

知识产权的商业运营与管理维护实务
讲座

2017-04-21
09:00-11:30

华诚律师事务所

每位嘉宾针对一个与知识产权的商业运营管理维护相关的问题进行详
细的实务阐述

山西省引进技术专题对接会

2017-04-21
09:30-11:30

山西省商务厅

借助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平台，促进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引资引技引智，促进山西产业优化升级。

上海节能减排绿色制造高峰论坛

2017-04-21
09:30-11:30

上海市节能协会

上海技术转移大讲堂

2017-04-21
10:00-11:30

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

技术转移大讲堂，主要形式为国际技术转移讲座。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推介交流会

2017-04-21
13:00-17:00

创梦亚马逊AWS联合
孵化器&嘉定工业

在制造业方面探讨传统工业向智能制造以及工业物联网方向转型的问
题与解决方案。发挥专家集体的智能结构根效应，预测行业未来的发
展趋势及状况，畅聊未来国内国际前沿发展机遇。

上海智能制造与新材料专利
技术供需对接会

2017-04-21
13:30-17:00

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国家专利技术（上海）展示交
易中心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本次会议面向上海知识产权领域的所有同仁，会上发布了代表相关领
域发展趋势的发明专利项目，这是一场能让知识产权界各行各业精英
与供需双方零距离交流探讨的精彩盛会

中国首个云计算数字服务平台数阵企服签约仪式

2017-04-22
09:30-17:00

华东科技
嘉定工业区
创梦亚马逊AWS联合孵化器

正式推出中国首个云计算数字服务平台——数阵企服平台，现场进行
正式签约，介绍数阵企业服务的优势，服务对象，邀请数阵企服中的
优秀企业现场演讲，探讨企业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驱动力。

绿野资本集团

上海容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海外融资并购上
市及知识产权，剖析关键环节与风险管控策略，分享实战案例与专家
团队现场研讨，助力中国高科技企业提高融资并购成功率，科学规划
融资并购战略，探索海外上市新路径，成功实现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
业转型。

TEDxFuxingPark--回到未来

2017-04-22
09:00-17:00

"世界贸易大背境下企业海
外上市之道"论坛

2017-04-22
10:00-11:30

论坛的主题为贯彻落实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以专家主旨报告及研讨的形式，介绍“中国制造2025”中绿
色制造的相关标准、要求，加强园区生态文明建设，国内外创新绿色
产品、绿色企业、绿色产业园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论坛现场还举行了“上交会科技产业基金发布会”和“2017’ 全球创
新大赛启动仪式暨迪拜巡回赛签约仪式”。
中同资本

［（第二季）先进技术企业资本嘉年华］继续开拓创新，邀请政府、行
业协会、专家学者、投资大咖、商业翘楚等为先进技术和参展企业提供
全面的资本市场知识和全程专业的资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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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THE 5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AIR

展览报告 | 回顾/媒体和宣传

五周年回顾
五年来，上交会持续创新发展，逐步成为上海服务全国、引领转型的重要平台，并力争成为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智力担当与技术支撑，更为2040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夯实基础。在上交
会五周年总结活动上，上交会组委会执行办在五年来大力支持上交会的企业和合作机构中遴选出最
佳精诚合作奖2家，合作伙伴奖2家，最佳展商奖32家，精诚合作奖50家，最佳活动组织奖9家。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THE 5TH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AIR

展览报告 | 展商反馈

展商反馈
荷兰科技办公室
感谢上海市政府邀请荷兰担任第五届上交会主宾国，也感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国际技
术进出口促进中心、东浩兰生集团、各组织及企业所给予的慷慨支持和出色合作。

芬兰埃斯波市 经济与商业发展部主任 图拉·安托拉
我谨代表埃斯波市感谢第五届上交会邀请我们担任首个境外主宾城。本届上交会将上海与埃斯
波市的友好合作关系带入了新的层次。通过此次活动，我们深信双方未来的合作将更加富有成果。
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带领更多芬兰循环经济领域的企业来沪参加上交会。

贵州省商务厅 副厅长 黄筑筠

我省从第一届上交会开始到今年每年都参见，也见证了上交会的发展，首先从效应上来说也越做
越大，每年都有国家部委的领导到展会现场来巡馆，而且今年是第五年也做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宣传，
如入馆前发展5年来每一年展会的概况以及颁奖等活动，都是在推进上交会的发展；在展会现场每年
都会有不同主题，更丰富了上交会。希望上交会在保持住现有的规模的基础下能把规模越做越大。

摩根斯达集团厦门公司 总经理 周君儒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科技展示交流平台，本届上交会充分体现出了其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运
营的超高水准。

媒体和宣传
第五届上交会吸引了来自80多家境内外媒体，180多名记者，其中30名境外记者来自俄罗斯、荷
兰、新加坡、日本和香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3日第五届上交会网络新闻报道量达1300余篇。上
交会官方微信累计发送推送616条，粉丝量从开展前的5600余人增至10300余人，增幅高达100%。

万维云视（上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屠绚
今年上交会，万维云视在1号馆大厅入口放置了裸眼3D立体电视墙，同时在展位中展示了裸眼
3D智能手机以及裸眼3D整体解决方案。接受了各界领导的视察和各界媒体的采访，留下深刻印象。
通过本届上交会，与四、五家公司达成洽谈意向，我们也通过观众的反馈，得到了相关产品的体验
反馈以及建议。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新闻处 陆绮雯
上交会整体组织保障有条不紊，现场氛围佳，观众专业度高。从领导层方面来看，对于上交会
各项活动非常重视，各层级领导在几轮巡管中都来到了华信展台，对于华信参展技术给予高度评
价。而从媒体层面来看，不管是纸媒、电视媒体还是新媒体，对于上交会的关注度都非常高，中央
媒体和沪上主流媒体均有记者到访华信展台，悉心挖掘参展技术的亮点，让华信的环保技术得以在
上交会平台上得到更好的推介。总体而言，参展达到预期效果。

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 项目协调员 姚琳玲
在上交会现场，有工程咨询公司，医疗器械经销商，科研机构对我们的产品很有兴趣。还有数
家行业媒体希望能报道我们的研发成果，总体感觉效果不错。

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曾婷婷
本届上交会是我司第二次参展上交会，与上届不同的是本届上交会从组团展中走出来，单独进
行参展，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上交会平台对我司的大力宣传及现场良好的展示效果，大大提
升了思岚在行业内的地位和知晓度，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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