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展会概述

2022 年是我国安防行业迈入“十四五”规划新征程的关键之年，结合湖北省数字建设、新
基建的创新发展综合应用，湖北安防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22 中国（武汉）社会公共
安全产品展览会（以下简称“湖北安博会”）将于 2022 年 4 月 25-27 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解放大道 696 号）举办，秉承“展示先进技术、服务市场需求”的宗旨，以“数字融合 •
赋能安防 • 服务社会”为主题，全面地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泛安防技术综合应用。

为了更好提升展会品质、拓展展会新发展，展览会将同期举办“2022 中国（武汉）数字与
网络安全专题论坛”，展示趋于行业应用的最新技术和产品。2022 湖北安博会将是一届既有应
用专题展示区、又有社会安防展馆的行业盛会，为加快智慧城市、数字建设提供广泛技术支撑，
为平安中国、平安湖北建设做出贡献。

二、品牌建设意义

政治上，“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安居乐业”是全国努力方向。湖北安博会的召开进一步加快了我省安防新技术、警用新装
备的引进、吸收和转化，提升了安防与警用装备行业科研创新能力，促进了湖北“平安城市”、
社会综合治理、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经济上，湖北安博会经过多年积累，不断为我省引入国内外优质安防企业资本、输出本土
优秀企业产品与技术搭建贸易互通的桥梁，通过高水平的技术交流并近 20 场行业高峰论坛推动

了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了我省“平安城市”建设中经济链的整体发展，有助于扩大
内需、加快我国中部安防市场的崛起。

社会上，展览会每年会邀请警官学院学生、全国安防行业从业人员、武汉及周边城市市民
参观展览会，并通过各大主流媒体、行业网络媒体宣传展会成果与新闻，在加强全国安防人士
交流对话的同时，树立了我省重视安全建设风貌的形象，推动了全民安全意识的普及、有利于
我省全民建设“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意识的加强。

展会效益上，近十年来的展览会现场销售贸易金额达 9 亿元，意向性签约金额合计 24.8 亿
余元。2022 湖北安博会将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引进优秀参展商、完善专业服务，为政府、参

展商、各界观众打造双向选择桥梁，促成展会成交额、增强意向性合作，为公平友好、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的参展效益而努力。

三、日程安排



* 以展前通知为准

四、展区规划

五、“网络安全专题展区”邀请专函

随着近年来我国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雪亮工程和天网工程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已经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视频监控联网系统，摄像机数量超过数千万个，视频传输的网络化和智
能化已成为主要趋势，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在逐渐凸显。部分视频监控网络的前端设备和数

时间 内容 地点

4月23-24日 08:30-17:30 展商报到布展 会展中心前台服务部

4月25日 09:30-11:00 开幕式、巡馆 中/东/西厅展区

4月25日 13:00-16:30 数字与网络安全专题论坛 武汉天禄华美达广场酒店

4月25-27日 09:00-17:00 馆内自由参观洽谈 中/东/西厅展区

4月27日 15:00-20:00 展商撤展 中/东/西厅展区

公共安全防范展示区

智能视频监控、入侵防盗、报警运营服务、出入口控制、门禁一卡
通、停车场安全管理、楼宇对讲、电子巡更、公共广播、安防线缆
和元器件、智能实体防护、防伪技术、LED显示屏、视频会议安全、
专业视听设备、智能门锁等

大数据/网络安全展示
区

数据基础设施、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结构化处理、数据分析、数
据预测、数据应用、数据安全、前段感知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安
全、数据信息安全、应用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安全等

人工智能/智慧物联展
示区

人工智能（AI）、智慧物联（AIoT）、关键芯片、智能生物特征识
别（人脸、声纹、指纹识别和指静脉识别等）、智能行为识别、智
能机器视觉、安防区块链、5G安防应用等

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展
示区

平安建设、智慧社区、智能制造、数字家庭、城市大脑、新型智慧
城市、新基建、智慧司法、智慧交通、智慧应急、智慧环保、智慧
金融、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旅、智慧能源、智慧物流等

智慧新警务展示区
公安应用成果、警用数字通讯、移动警务通讯、智能警用装备、防
（排）爆安检、城市反恐、应急救援、技侦刑侦、公安大数据、其
他公安业务等

其他相关领域
特种机器人（消防巡检、排爆消毒、安防等）、特种无人机、VR/AR、
防伪技术应用、安防先进制造、应急处置、无人驾驶、云计算和安
全、非传统安全、防疫安全等

行业协会优秀成果展示区



据传输缺乏有效防护，摄像机的入侵、劫持和非法信息获取的情况偶有发生，为视频专网带来
了很大的威胁。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公安视频网络安全工程建设工作全面铺开，各地
公安机关大力推进视频专网安全建设，通过对视频专网实施安全升级，着力解决公安视频传输
网的安全问题。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相关专业厂商和解决方案提供支撑，安防系统网络安全

和大数据传输、物联网安全市场空间空前广阔。

2022 展览会将首次设立“网络安全专题展区”，得到了主管部门大力支持，拟邀请与视频
网络安全、公安信息化安全、物联网及大数据传输安全相关领域厂商入驻展区，参与新型技术
和前沿产品的展示和研讨。为希望参与专网工程建设的行业厂商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让更多
安防厂商和用户了解安防系统的安全风险和防御处置，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交流平台，助力我国
安防系统网络和信息化安全能力全面提升，进一步凸显展览会服务公安、服务警务、服务社会
的宗旨。

▶“网络安全专题展区”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湖北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承办单位： 湖北万泽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四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展览范围：

1. 视频监控系统网络安全；前端感知和系统应用区安全；数据传输安全；
网络环境安全；数据信息安全；运行环境安全；基础设施安全；
平台软件安全及其他

2. 公安信息化网络安全
3. 公安大数据网络安全
4. 物联网安全
5. 其他网络和信息安全产品、技术

2022“网络安全专题展区”盛情邀约您的参与，请有兴趣参展的厂商及时联系，和我们共
襄行业盛举，共赴“江城”之约！

六、中国（武汉）数字与网络安全专题论坛

▶ 参会人员

本届论坛将邀请湖北省公安机关科信部门、通信部门、大数据部门、网络 安全协会代表、
国内相关企业与厂商代表、演讲单位、精准客户群体众参与论坛交流（限 300 人）。

▶ 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13:00—16:30
地点：拟武汉天禄华美达广场酒店（青年路 5 号）



▶ 主要议题征集范围（仅供演讲企业参考）

1. 威胁情报与威胁分析 2. 云安全与虚拟化安全
3. 人工智能与安全 4. 大数据安全技术
5. 大数据安全防护与治理 6. 身份认证与身份安全
7. 应急响应与攻防演练技 8. 工业互联网安全

9. 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安全 10. 5G 安全
11. IT 供应链安全保障 12. 网络安全规划与建设
13.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14. 安全服务与安全运营
15. 其他新兴安全技术或安全应用

七、展会亮点与特色服务

（一）展览规模扩大、技术创新引领：2021 展览会展览规模为 15000 平米，2022 展览
会将扩大规模，展览面积预计达 18000 平米，专业观众达 3 万人次，首次打造以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智慧物联为核心的“大数据/网络安全展示区”“人工智能/智慧物联展示区”，推动
5G、人工智能、智慧物联、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安防领域的深度应用，凸显湖北安博会的前沿
性和专业性；

（二）集结各行业力量共促盛会：组委会将积极邀请省、市友好协会共同组织此次展览会，
拟邀请湖北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湖北省消防协会、湖北安防协会无人机分会等单位协同办展，
拟在展馆内召开面向社会关于“网络安全”“消防安全”“无人机操作规范与准则”等相关热

点话题的小型交流会，并邀请协会会员单位现场交流，为 2022 展览会办得更专业、更好口碑、
参展商与观众更满意而努力；

（三）媒体力度空前：全面拓宽媒体宣传渠道，丰富推广活动，进一步发挥直播平台、自
媒体平台等新媒体作用，预计与 40 余家媒体合作，全面提升湖北安博会品牌影响力；

（四）搭建线上展区：2022 展览会将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为参展商搭建线上展会平台，
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多维度打造数字安防品牌盛会。

八、展位/广告收费标准

■ 标准展位 9M²（3M*3M）：由承办方统一搭建，包括三面展板、一张洽谈桌、两把椅子、
两盏射灯、一个 220V/10A 电源插座、地毯及公司名称楣板、会场安保、会场清洁服务，角位
展台加收 10% 。
■ 光地展位（18M²起订）：由展商自行搭建，需自付施工管理费￥25 元/M²。
■ 广告宣传：因故不能参展企业，可直接选择会刊及展场广告宣传。

内容 价格（元） 数量 备注



九、目标观众邀约

（一）邀请省内与周边六省公安部门、安防协会领导与嘉宾；警官学院、防疫站、科研院

所的专家学者；安防联盟采购商企业代表参观展会
（二）成立专业观众服务邀请工作组，针对湖北省及周边省市十二个应用行业的专业市场

进行广泛宣传与邀约，专业观众与社会观众相结合。用全媒体全网络立体化传播与精准化渠道，
邀请行业用户，包涵公、检、法、司系统、房地产开发商、工程设计单位、安防产品分销、经
销、批发商、物业管理公司、金融单位、电力、城建、学校、石化、矿山、各安防安装、施工、
消防、金融、音视频应用等会员单位前来参观洽谈采购

（三）印刷门票 3 万张发给国内行业用户，印制《贵宾专函》向业内两年内有项目需求的

重要客户发出参观邀请
（四）组委会将协助参展商定向邀请企业目标客户
（五）选择国内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同类和相关专业展览会进行宣传推广

标展
中厅 9800/个 9M²

东西南厅 7800/个 9M²

特装
中厅 1000/M²

18M²起租
东西南厅 800/M²

会刊

封面 20000 1P 1P尺寸：210*285mm

竖版；

设计要求：画面达300

像素、留出血线3mm、

不小于5MB

封底 18000 1P

扉页/封二 10000 1P

封三 8000 1P

彩色内页 5000 1P

展会门票背面广告 10000 3万张 210*90mm横版

贵宾邀请函背面广告 10000 5千册

手提袋背面广告 10000 3000个 300*80*400mm

证件背面广告【工作证、参展证、参

观证、公安代表证、嘉宾证、媒体证】
20000 包场 90*140mm竖版

晚宴券背面广告 15000 包场 150*80mm横版

嘉宾自助午餐券背面广告 10000 包场 150*80mm横版

官方微信新闻广告宣传 200 3篇 自备宣传素材

官方网站新闻头条 2000 半年 自备宣传素材

户外喷绘 280 1M² 不含制作费

* 为充分整合宣传资源，展览会会特设冠名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及晚宴冠名商四个级别的赞

助单位，有意向企业向组委会咨询。



（六）向武汉市广大市民发出参观邀请，促进行业交流，推广全民社会安全防控意识

十、媒体宣传

（一）与行业网络媒体合作，普及湖北安博会动态信息。拟合作媒体名单：慧聪物联网、
智慧城市网、CPS 中安网、千家智慧安防网、壹象网、警用装备网、太平洋安防网、OFweek 安
防网、永泰基业智能安防、数字音频工程网、法兰克福网、河姆渡、数智网、中国门禁网、智
能产业网、锁具网、特种装备网、全球无人机网、e 展网、数字展示在线、安防帮、公共安全
装备网、中出网、中国安防商盟网、专安网等。

（二）展前与展期新闻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大众网媒等形式进行报道。拟合作大众
媒体名单：湖北省电视台、长江云、湖北生活广播、楚天交通广播、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

天都市报、武汉晚报、腾讯大楚网、新浪网、今日头条、搜狐网、新华网等。

十一、参展需知

■ 参展企业必须保证三证齐全（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展品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为了保护公众安全权益，严禁
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的产品参展。

■ 参展企业填写申请表（合同）并加盖公章，邮寄、扫描至组委会。
■ 参展企业于一周内支付总参展费的 50﹪作为定金，余款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前付清，

并将电汇凭证发送至组委会，否则组委会不予保留原展位，原交定金不予退还。组委会在 2022
年 3 月 1 日前提供《参展指南》协助参展单位做好展前准备工作。以上组委会拥有此次活动最
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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