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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展会？
「未来客博览会」 (FutureCitizen) 是一个令业界兴奋的全新展会，针对未来和新兴市场，汇集行业的技术和
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全面合作，帮助客户 – 即未来的企业公民，包括各产业链的企业公司，引领市场的发展
趋势，维持最佳的市场竞争性。首届「未来客博览会」将于 2018 年 4 月 11-13 日(星期三至星期五)隆重举
办，为期三天。
「未来客博览会 2018」将与 InfoComm China 展会 – 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视听和交互体验式通信展会同
期同场举办。InfoComm China 展会在 2016 年一共吸引了 26,728 名参观代表，其中包括了来自广泛垂直市
场和跨行业的业务及技术高层决策者，他们皆为寻求和采购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而来，以实现业务创
新，为跨入未来市场做好准备。

展会有何价值和意义？
今天，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都融合、互连到一个虚拟世界中——云端。人们日益转向社交媒
体、在线购物、上网，并使用智能设备进行日常的活动与作息；几乎任何的活动都可以输出到云端上，并
产生和提供许多关于消费者的喜好、厌恶、偏好和习惯等的重要数据。人工智能从这些不同的数据集当
中，能够创建出有真正意义的聚合行为模式和数据分析，助力企业发掘新商机，同时也能提早发现并预防
任何商业性风险。
这个现实正以飞快的速度前进。到 2020 年，BDA 软件投资将增长到 700 多亿美元，物联网支出将达到 1.29
兆美元；G2000 约 50%的企业大部分业务将依赖于创建数字增强的产品、服务和体验的能力。
「未来客博览会」将是客户互动、数据创建和分析，以及业务管理和开发的推动者，与企业家会晤、商讨
如何迎合新消费者需求、保持市场领先竞争性的最佳交流平台，帮助所有创新者和企业家，加速推进业务
和实现可持续增长，保持未来竞争力。

谁该出席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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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

参观者

下列科技技术之制造商和供应商

ICT 专业人员（顾问、系统集成商、制造商、分销商和经销
商）及下列行业的业务和技术经理

人工智能
机器人
IoT 技术与产品
穿戴式技术
3D 打印
IT 服务
电信/通信
品牌策略公司
电缆、连接器和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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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分析
网络与自动化
平台 / OTTP
安全
服务器
智能建筑与楼宇
软件/分析/大数据/存储
解决方案与应用
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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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通信
商业/企业
顾问
安防
教育
娱乐休闲
金融与银行
政府部门
医疗保健
酒店
ICT 系统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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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告
会议/活动/会展
博物馆
房地产开发/建筑/ M＆E 咨
询/设施管理
零售
安全
交通运输
宗教

展会亮点
「未来客博览会」高峰会议将是展会一大亮点。为期三天的一系列讲座和行业会议将聚焦于探讨与启发您
的业务在未来的发展。加入小组座谈讨论，借助行业思想权威的智慧和前瞻触觉，一起商讨市场与业务的
未来走向，看看包括零售、智慧城市、医疗保健、酒店、银行与金融服务和保险等行业的明日景观。

关于展会主办方
国际数据公司（IDC）是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咨询、
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IDC 在全球拥有超过 1100 名分析师，为 110 多
个国家的技术和行业发展机遇提供全球化、区域化和本地化的专业视角及
服务。IDC 的分析和洞察助力 IT 专业人士、业务主管和投资机构制定基于事
实的技术决策，以实现关键业务目标。

欲了解更多有关 IDC 的信息，请访问 www.idc.com。
IDC China 推特账号：@IDCCHINA。
InfoCommAsia Pte Ltd 每年通过三大商贸展会 – InfoComm China、InfoComm
India 和 InfoComm Middle East & Africa，逐年来已成功建立国际声誉。每個
展会均展示当今最前沿先进的技术发明，同場更有高峰会议為业内人士提
供免费的学习机会。展会成功汇集各国家和地区的业内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各个产业的企业主和决策者，帮助各方企业发掘专业视听与信息通信技术
市场潜力，提供无穷的发展商机。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focomm-china.com
www.infocomm-india.com
www.infocomm-m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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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10.5624.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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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1.4.713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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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kiyoshi.satake@nifty.com

中国(华东地区)
田莹莹
柏堡活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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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2.352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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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felix.tsang@baobab-tree-event.com

意大利
Chiara Benedettini
Connessioni
电话 +39.55.281651
手机 +39.334.7134388
电邮 c.benedettini@connessioni.biz

台湾地区
蔡沛洁
亚广展览
电话 +886.2.2570.6960 分机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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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jie@aceforum.com.tw

其他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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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constancelee@infocomm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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