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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国际执法合作组
织，拥有 194 个成员国，愿景是： “联接警察，让世界更安全” （“Connecting Police for A Safer 
World”）。国际刑警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警务和安全问题上突破创新，提供和推广前沿的解决方案以
应对全球警务和安全挑战，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成立近百年来，以增进互信协作、维护
世界安全为己任，在凝聚世界各国警方、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主办单位：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于 2006 年 9 月 26 日正式成立，是广东省公安厅业务指导下的
行业化、自治化、市场化的省一级非盈利性社团法人组织，现有会员一千余家。协会遵循“服务会员、
服务政府、服务行业”的办会宗旨，致力于编制行业标准及规范；开展行业人才培养；提供行业横纵
向资源对接服务；举办一系列国内、国际安全防范行业交流、研讨活动；引进并推广先进技术；扶
优推优，鼓励行业科技创新，引导安防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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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通过“2021世界安防博览会”，讲好广东故事，向世界安防行

业、警察同行展现中国治理道路的“广东样本”。

在广州搭建一个立足华南、着眼国内、辐射国际的专业安防展会，打

造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世界安博会品牌。

指导单位寄语

Anita Hazenberg                                                                    
国际刑警组织创新中心 主任 

    国际刑警组织很高兴与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这样充满活力
和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共同组织“国际刑警创新研讨活动”。我们期待在
中国举行的“2021世界安防博览会”上通力合作，加强创新领域的跨部门
协作，并通过本次活动加深执法人员对新兴技术的了解，突出创新对执法
界的影响。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 院士   

“2021世界安防博览会”的召开，将极大促进国内外安防行业交流与
合作，为探讨新兴技术在服务社会治理和构建更安全世界方面的创新应
用贡献力量。

范思勇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会长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立足于把“2021世界安防博览会”打造
成公共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技术交流、企业商洽、警务合作”国际性盛
会。我们欢迎全球政府、企业、专家、业内人士共聚广州！

行业声音

GOVERNMENT EXPECTATION

INDUSTRY OPINION

广东省公安厅

广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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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亮点，打造全球安防盛会 6 STRENGTHS

国内首届联合国际刑警组织共同举办的世界级安防盛会
国际刑警组织作为本次博览会合作组织，将在博览会同期举办系列活动，其官方媒体将同步报导

活动盛况。届时，国际刑警组织高层及成员国警务代表将应邀出席，活动将吸引大量国际性展商与观
众全程参与。这一合作形式在国内尚属首例。

国内政府支持力度空前
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作为本次博览会指导单位，将全力支持博览会举办。公安部将于博览

会同期在广州举办全国公安系统研讨会，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在博览会设 “数字政府”及智慧
新警务展区，并举办智慧新警务研讨会。全国各地公安系统负责人及代表、全省各警种和各地市公安
局负责人、国内外安防行业知名专家、国内外安防企业领军人物将应邀出席。

庞大的专业观众群体，引导精准供需对接
国际刑警组织高层及成员国警务机构代表，港澳、国外友好省（州）警务机构代表，全国公安机关领

导及代表，广东省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和各警种领导及代表，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及代表，
全国交通、住建、教育、医疗、能源、金融、文博等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用户单位代表，以及安防行业
企业代表和买家团，组成逾 10 万人规模的专业观众团体，齐聚广州，共襄盛举。

顶尖创新峰会及行业研讨，聚拢全球安防智力资源
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安防技术应用创新峰会”“国际刑警 Tech Gym”及多个高层次国际性行业

研讨会。来自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量子科技、区块链、5G、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领域的顶尖行
业大咖及专家学者将共享前沿思想和先进理念。

多维度供应链呈现，全新阐释产业技术发展方向
在当前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具有依赖性的供应链体系将被打破，安防产业链条的独立性与本土化

诉求日益凸显。多方位展出包括服务器 CPU、传感器、编解码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新型安防产业供应
链解决方案，是本次博览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一站式国际推广平台，带来高回报品牌价值
参展企业列入推荐目录向政府代表及全球参会观众发放。与国内外政府采购方进行精准对接，洽

谈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日头条、腾讯等专业媒体及央视、平安南粤网等官方媒体聚焦博览会，为参
展企业品牌及形象宣传搭建高流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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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约2万人

省委省政府、省直相关单位、省部
级领导、行业院士专家等重要嘉宾

广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代表

9%

25%

3%

3%

50%

10%
国际刑警组织高层及成员国警
务机构代表，港澳、国外友好
省（州）代表

国内外友好产业组织专业观众参观团

全国各省市公安、综治、司法等系统代表

全国各省市交通、住建、
教育、医疗、能源、金融、
文博等重点行业应用单位

国内往届同类安防展观众

38%

23%
14%

25%

国外往届全球安防展观众

安防龙头企业全球合作伙伴

其它观众

其他专业观众
约8万人

      总体规模
展览面积50000㎡， 国内展商500+家，海外展商100+家， 涵盖行业7大安防产品类别

      观众
10万+专业观众，2万+政府及行业用户代表，覆盖190+国家和地区，总体观众规模预计超100万

      同期活动
20+场同期活动， 20+位院士及知名科学家、200+国内外安防行业知名专家参与

涉及30+项国际前沿技术， 50+新品发布

      宣传
100+合作媒体， 覆盖10亿+受众，4大类共30种宣传渠道

博览会大数据 OVERALL DATA

PROFESSIONAL VISTORS专业观众组成（来自全球的10万+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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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EVENTS同期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系列活动
主题：大数据分析、5G、物联网（IoT）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无人驾驶汽车（UAV）、人工智能（AI）、

暗网和加密货币、生物识别技术、量子计算、执法创新与“未来警察”、机器人技术

全国公安系统研讨会
主办：公安部

智慧新警务研讨会
主办：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政府、广州市公安局

主题：智慧无限、警务常新—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慧新侦查、智慧新监管等研讨会
主题：智慧新侦查、智慧新监管等综合解决方案、创新应用

世界安防技术应用创新峰会
主题：AI+大数据助力全球安防发展

行业分论坛
主题：智能交通、智慧社区、智慧校园等

网络安全研讨会
主题：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各地市人民政府、各地市公安局各警种、

各行业用户单位与展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其它活动

     开幕式

     全球安防盛典（颁奖）
同期发布全球安防创新产品、品牌榜单

评选全球安防贡献奖、全球最具投资价值奖等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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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类别 PRODUCT GROUPS

广东“数字政府”改革 & 智慧新警务建设成果
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创新警务应用

前沿技术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量子科技、区块链、5G、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

行业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停车、智慧教育、智慧金融、家庭安防、智能制造、

智慧电网、智慧管廊、疫情防控等

警用 / 应急装备 / 无人机
单兵、安检排爆、应急救援、刑侦、反恐、PDT通信等装备

智慧安防
入侵和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停车库（场）安全管理、防爆安全检查、电子巡查、

楼寓对讲、实体防护等

网络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基础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视频安全、边界安全、终端安全、安全大数据等安全
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具等

移动警务
移动平台、移动终端、移动应用、移动支撑、移动安全等

安防供应链
安防产业生态周边、辅材、检测、科研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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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规划

广东“数字政府”改革
&智慧新警务建设成果展区

国际馆

行业解决方案展示馆

综合馆
2/F

1/F

新港东路    Xingang Dong Road

珠江散步道    Pearl Promenade 中平台    
Centrel Podium

西口 
Entrance West

Zhangchang X
i R

oad

展
场

西
路

Zhang
chang

  R
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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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l

展
场
中
路

5号门
Gate 5

6号门
Gate 6

7号门
Gate 7

N

展位价格
标摊（9m²）

人民币13800元/个

特装展位（36㎡以上光地）

人民币1380元/m²

基本展台搭建

1)   3安培的电源插座1个(最高500W) ；

2)   展位三面围板（长3米x宽3米x高2.5米(白色) ）；

3)   展台楣板，高3.5米(含公司中英文名称及展位号码) ；

4)   方桌1张，椅子2张，射灯3支，展位地毯；

5）  展位基本清洁。

标摊展位效果图

说 明

A001

2021 GLOBAL  PUBLIC  SAFETY  EXPO
2021

3安培的电源插座

2.5m

0m

3.5m

展台楣板

方桌1张
椅子2张

射灯3支

展位地毯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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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展商（以下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平安南粤

INVITED EXHIBITORS

拟邀合作媒体（以下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INVITED MEDIA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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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座机：020-87322101 转 225、216、207

手机：肖甘杏150 1840 8993
            周浩东138 2602 9451
            林纯佳159 2012 1656
邮箱：GPSE@psworl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