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采访主任： 

贸发局「秋季七大贸易展」下周三举行 

展示最新创科、电子、医疗、照明及环保产品 

 
2021 年 10 月 22 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秋季七大贸易展」将会以「实体+网

上」展览模式举办，展示一系列崭新和顶尖的的科技产品、解决方案、服务及资讯。展览结合「香

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国际资讯科技博览」、「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香港国际秋季灯饰

展」、「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香港贸发局及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合办的「国

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以及香港贸发局与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的「国际环保

博览」。实体展将于 10 月 27 至 30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登场，而网上展则在 10 月 27 至 11 月 6 日

举行，在疫情下继续全方位为中小企缔造商机，争取订单。 

 

「秋季七大贸易展」迎来各式崭新科技产品、解决方案、服务及资讯，并于首天设有传媒导赏团，

现诚邀 贵机构派员采访，详情如下： 

 

日期：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  

时间：下午 3 时 30 分（3 时 15 分开始传媒登记） 

集合地点：湾仔博览道 1 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地下 — 香港贸发局传媒中心  

主持：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嘉玮  

语言：粤语（欢迎以普通话或英语提问）  

 

「秋季七大贸易展」部分特色产品及活动亮点包括： 

 

秋季电子产品展、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焦点展商 / 

特色产品: 

展示多款智能家电、电子产品及配件、抗疫产品、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可穿戴产

品、组件及生产技术等，当中包括由韩国展商 Gogotak Inc 在网上展展出的

「智能乒乓球拍」，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可收集用家的运动数据，提供挥

拍分析和指导，迎合全球运动风气；亦有香港展商 Bonbon Robotics 带来自主

研发的自动导航机械人，于室内进行点对点巡逻和检查，亦可以度身订制机器人

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场景及功能（如防疫）需求。此外，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及香港

物联网商会均会组织本地展团参展，展示更多电子科技的创意应用。 

 

活动亮点:  

 

由贸发局与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合办的创新科技论坛将于秋电展第一日（10 月 27

日星期三）举行，网上亦会同步直播，题目为「生机展现 迈步向前」(REVIVE 

& THRIVE) ，多国行业代表及教授，将剖析最新科技市场及技术发展，包括 6G

无线网络、人工智能及太空科技等。详情请浏览：https://bit.ly/3v1YVMs 
 

https://bit.ly/3v1YVMs


 

 

于 10 月 28 日贸发局将联同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及香港电子业商会举

办香港电子论坛，探讨第三代半导体的相关议题。 

 

秋季电子产品展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3oQZozV 

 

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3iVJ9h5 

 
 

资讯科技博览 

 

焦点展商 / 

特色产品: 

博览云集知名展商展示智慧城市相关技术及资讯科技方案，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

公室将设有「智慧政府展馆」及「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展馆」，其他焦点展商

包括快易通 (Autotoll)、香港宽频企业方案(HKBN Enterprise Solutions)、数码

港、香港科技园、智慧城市联盟(Smart City Consortium)及多间本地研究及发展

中心(R&D centre)包括：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ASTRI 应科院)、汽车科技研发中

心(APAS 研发中心)，相关技术有助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本地

智慧城市及数码商业发展。 

 

「智慧城市」方案介绍：https://bit.ly/3p9qiTK 

 

活动亮点:  

 

10 月 28 日将举行以「巨企有约」：后疫情时代下「智慧出行」的新角色和发展

趋势为题的研讨会，分享和探究疫情下智慧城市以及绿色运输的发展动向。 

 

资讯科技博览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3FDcMxv 

 

医疗及保健展 

 

焦点展商 / 

特色产品: 

汇聚最新医疗科技、产品及技术，包括流行病预防及控制、生物科技、保健护理

世界、复康及长者护理用品、医院仪器、初创专区，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

会更会设立展馆。 

 

展商依纳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疫苗接种前测试，检查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否已被激

活，从而预计接种后可能引起的风险，如测试结果显示免疫系统已被激活，此时

接种疫苗将会增加免疫系统的负担，用家可以考虑推迟疫苗接种，直至免疫系统

回复至正常水平后再安排接种；有香港展商 Doctor Now 介绍自家研发的视像医

疗平台应用程式，透过广泛的医疗网络，病人可以选择不同医护专业进行遥距诊

症，避免外出交叉感染的风险，药物更可速递上门。 

 

活动亮点:  

 

10 月 27 日将举行多场参展商论坛，介绍各项特色医疗及护理产品和医学新知。 

 

医疗及保健展活动详情：https://bit.ly/2XmYX53 

https://bit.ly/3oQZozV
https://bit.ly/3iVJ9h5
https://bit.ly/3p9qiTK
https://bit.ly/3FDcMxv
https://bit.ly/2XmYX53


 

 

 

秋灯展、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 

 

焦点展商 / 

特色产品: 

智能及环保照明产品继续成焦点，展商 Qivation Company 展示光触媒智能

LED 全彩光灯胆，可以全天候启动消毒功能，分解空气中异味、细菌和其他污

染物。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今年设有「创新建筑廊」，展示建筑及五金相关产

品，展商点子建带来一款智能型工业用头盔，提供健康监察、安全警报、即时定

位通讯等功能。 

 

活动亮点:  

 

10 月 28 日将举行一场以「照明及智慧联网新世代」为题的研讨会，由多位照明

及建筑业界代表分享零售照明设计、智能照明及建筑联网技术的新动向及行业趋

势。 

 

秋灯展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3v7oUSr 

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2YPt0mq 

 

环保博览  

焦点展商 / 

特色产品: 

「绿色运输」专区将展示多款电动车及相关充电设备，包括香港聚晖贸易带来电

动电单车，适合货物及外卖速递等用途。「废物处理及循环再造」专区将有专门

从事发泡胶回收的睿智环保科技展示所开发的专利技术，极速降解发泡胶并循环

再造成塑胶原材料聚苯乙烯 (PS) 。「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专区则有 CLP 

Innovation Enterprises Limited 展示其个人及企业碳信用服务介绍。 

 

活动亮点:  

 

亚洲环保会议将于 10 月 27 及 28 日举行，围绕四大主题「迈向净零」、「推动

绿色复苏 迈向碳中和」、「香港迈向资源循环之路」及「环保业绿色及可持续

金融」，探讨重要环境议题，协助业界洞悉行业发展趋势。 

 

环保博览研讨会及活动详情：https://bit.ly/3p1r70C 

 

 

「秋季七大贸易展」展览详情 

 

展览 实体展 入场人士 地点 网上展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 10 月 27 至 29 日

（星期三至五） 

上午 10 时正至 

下午 6 时正 

 

10 月 30 日 

（星期六） 

上午 10 时正至 

只供 18 岁或以上的 

业内人士参观 

（免费入场） 

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 

2021 年

10 月 27

至 11 月

6 日 

国际电子组件及 

生产技术展 

国际资讯科技博览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香港国际户外及 

科技照明博览 

香港国际医疗及 

https://bit.ly/3v7oUSr
https://bit.ly/2YPt0mq
https://bit.ly/3p1r70C


 

 

保健展 下午 5 时正 

国际环保博览 

10 月 27 至 29 日： 

只供 18 岁或以上的 

业内人士参观（免费入场） 

 

10 月 30 日（贸易及公众日）：

开放予业内及公众人士 

免费入场参观 

 

「秋季七大贸易展」网页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 https://hkelectronicsfairae.hktdc.com/tc   

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 www.electronicasia.com/tc   

国际资讯科技博览: https://ictexpo.hktdc.com/tc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 https://hklightingfairae.hktdc.com/tc   

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 https://hkotlexpo.hktdc.com/tc   

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https://hkmedicalfair.hktdc.com/tc   

国际环保博览: www.ecoexpoasia.com/tc  

 

香港贸发局新闻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传媒查询 

新闻界如有查询，请联络香港贸发局传讯及公共事务部： 

陈彩霞                          电话：(852) 2584 4369                          电邮：janet.ch.chan@hktdc.org 

屈洁茵     电话：(852) 2584 4554     电邮：agnes.ky.wat@hktdc.org  

 

国际环保博览 

刘茸   电话：(852) 2584 4472  电邮：clayton.y.lauw@hktdc.org 

 

https://hkelectronicsfairae.hktdc.com/tc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electronicasia.com%2Ftc&data=04%7C01%7Cdoris.py.cheng%40hktdc.org%7C3f6589992c304b58fcc208d987a5d031%7Cde180f95eee842a49cabdc2dd6ce3ed0%7C1%7C0%7C6376899685209028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nonLlw40cqax%2BeG8q7Z0uJbvMt%2FMqOQnRNIFOC6nLk8%3D&reserved=0
https://ictexpo.hktdc.com/tc
https://hklightingfairae.hktdc.com/tc
https://hkotlexpo.hktdc.com/tc
https://hkmedicalfair.hktdc.com/tc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ecoexpoasia.com%2Ftc&data=04%7C01%7Cdoris.py.cheng%40hktdc.org%7C3f6589992c304b58fcc208d987a5d031%7Cde180f95eee842a49cabdc2dd6ce3ed0%7C1%7C0%7C6376899685209028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9C863XonF2iNHoH9YZG2O%2BHCT5k32hJAjJtw%2Fdbr%2F3Q%3D&reserved=0
http://mediaroom.hktdc.com/tc
mailto:janet.ch.chan@hktdc.org
mailto:agnes.ky.wat@hktdc.org
mailto:clayton.y.lauw@hkt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