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SMA 公布 MWC19 上海最新进展 

 
来自阿里巴巴、ATM、中国移动、GE 能源、摩根大通、联想、高通、深创谷的演讲嘉宾
将云集 MWC19 上海；GSMA 首推人工智能加速项目；创新城市展示领先移动技术方案 

2019 年 5 月 16 日，香港——GSMA 今日公布了 MWC19 上海的最新进展，包括新增的主题演

讲嘉宾及 4YFN 创新系列活动的演讲嘉宾、人工智能加速项目、GSMA 创新城市将展出的领先移

动技术方案、GSMA 研讨会与论坛以及新加入的展商信息。MWC19 上海将于 6 月 26 至 28 日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 举行，届时将吸引来自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横跨移动生态系统及

邻近行业的逾 6 万名专业人士参加。 

GSMA Ltd.首席执行官洪曜庄 (John Hoffman) 表示：“以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赋能

的‘智联万物’新时代，势将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MWC19 上海期间，与会者将有机

会聆听来自推动创新的全球领袖的真知灼见，更将通过展览及人工智能加速项目、数字领导者计

划、Women4Tech 、4YFN 创新系列活动等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获得激动人心的体验与宝贵的

讨论机会。我们竭诚欢迎广大移动行业人士再次莅临上海参与这年度盛宴。” 
 
新确认的主题演讲嘉宾 
GSMA 公布了新增主题演讲嘉宾名单： 

• 中国移动执行董事兼董事长杨杰 
•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 (Jing Ulrich) 
• 高通总裁 Cristiano Amon 

 
之前公布的演讲嘉宾包括： 

• Grab Group 联合创始人陈慧玲 
• GSMA 会长葛瑞德 (Mats Granryd) 
• 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 
• OneWeb 董事长 Greg Wyler 
• Telenor Group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igve Brekke 
• 中兴通讯首席执行官徐子阳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大会的更多信息，包括议程和主题演讲嘉宾名单，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conference-programmes。 
 
4YFN 创新系列活动的主要演讲嘉宾 
参加 4YFN 创新系列活动，聚焦初创企业会议的主要演讲嘉宾包括： 

• 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执行董事周骆美琪 (Cindy Chow) 



• ATM Capital 投资合伙人 Minjun Liang 
• GE 能源首席信息官 Michelle Wu 
• 联想集团首席战略官唐昭平 (Janet Tang) 
• 深创谷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徐家斌 (Chad Xu) 

 
GSMA 关注初创企业的 4YFN 创新系列活动正逐步拓展出席的投资者资源，今年的“投资者俱乐

部”迎来了新成员深创谷 (Shenzhen Valley Ventures) 的加入，此前长期的合作伙伴凯辉中法创

新基金 (Cathay Innovation) 也将回归。社区合作伙伴墨腾创投 (Momentum Works) 、启迪之星 
(TusStar) 和中国加速 (Chinaccelerator) 将率最前沿的初创公司代表团亮相展区和创新探索区。

同时，Mobile World Capital 将带领西班牙创业公司代表团参展，Sud de France 将赞助支持一个

独家 VIP 接待活动。Spaces 提供的定制工作空间将向所有参观者开放。 
 
如需了解有关 4YFN 创新系列活动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experiences/4yfn/。 
 
首个人工智能加速项目亮相 MWC 上海 
作为 MWC19 上海的新增内容，人工智能加速项目将推出一系列活动，将政策制定者、行业领

袖、人工智能专家、学术界人士及初创企业等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关键政

策，激发创新灵感，探索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方法。该活动将于 6 月 25 至 28 日举行，

将包括智慧网络论坛、人工智能政策圆桌峰会、人工智能畅想峰会、与哈佛大学孵化的 Digital 
Asia Hub 智库合办的人工智能信任专题讨论以及其他会议活动。如需了解有关人工智能加速项目

的详细信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about/get-involved/ai/。  
 
GSMA 创新城市展出最新移动技术 
GSMA 创新城市位于 N5 展馆，将再次聚焦最尖端移动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它们将如何对社会

产生积极影响并助力创造美好未来。中国移动咪咕以及 Singtel 与之前确认的 BICS、华为、

myFC、上海雷塔智能科技等合作伙伴将为创新城市带来互动演示。创新城市还将展出 GSMA 未

来网络、身份识别和物联网的相关内容。演示方案包括区块链如何帮助实现物联网数据的价值；

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船如何为环境监测提供支持；以及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如何利用移动认证来帮助

消费者开展日常金融交易。如需了解有关创新城市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gsma-innovation-city。 
 
确认参加 MWC19 上海的更多参展商与赞助商 
N3 超级展馆将聚集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爱立信、新华三集团、上海诺

基亚贝尔和中兴通讯等知名企业，展示 5G 技术在智能互联时代的应用。MWC19 上海最新确认

爱立信将赞助“MWC19 上海活动主题 - 连接”，Apigate、金雅拓 (Gemalto) 、FIME、高新兴科

技集团、Intracom Telecom、韩国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协会 (KICTA) 、微软中国、SI-Tech 等确认

参展，此前已确认的展商包括联想、高通、OPPO、三星、vivo 等。如需了解有关展览的更多信

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 
 



2019 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连续两年与 MWC19 上海同期举办 
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今年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5 展馆与 MWC19 上海同期举办，推广最新

的柔性高清显示器及未来创新应用。持有 VIP 会议证、金卡会议证、全馆通行证或媒体/分析师通

行证的 MWC 上海参会者均可参加 2019 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如需了解有关国际新型显示技术

展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display-china。 
 
GSMA 论坛与研讨会 
GSMA 还将在 MWC19 上海期间推出一系列论坛与研讨会，提供有关行业重要发展动态的洞见与

最新资讯。 
• GSMA 未来物联网大会，由上海诺基亚贝尔与日海智能科技赞助   
• 第 4 届 5G 频谱和政策论坛，由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 (GSA) 联合主办 
• eSIM 论坛，由 Valid 赞助 
• 未来宽带论坛 - 5G 时代的光网络战略，由 C114 中国通信网联合主办 
• 5G 网络论坛 

 
欲了解有关 GSMA 论坛与研讨会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conference-
programmes/forums-seminars。 
 
注册并参与 MWC19 上海 
MWC19 上海的注册现已开放，有关注册和通行证类型的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attend/register/。 
 
如需了解有关 MWC19 上海的更多信息，包括参会、展览、合作或赞助方式，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关注 MWC19 上海的进展和最新资讯——您可

以登陆新浪微博 (weibo.com/mwcshanghai) ，或者在微信上搜索“GSMA_MWCS”关注我们。 
 

-完- 
 

关于 GSMA 
GSMA 代表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共同权益。GSMA 在更广泛的全球移动生态系统中连结着 750 多

家移动运营商，超过 400 家企业，其中包括手机与终端制造商、软件公司、设备供应商、互联网

企业、以及相关行业组织。GSMA 每年在巴塞罗那、洛杉矶和上海举办业界领先的 MWC 大会，

以及 Mobile 360 系列区域会议。 
 
更多有关 GSMA 的信息，请阅览 www.gs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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