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业界同仁、合作伙伴、开发者们：

大家好！我们很高兴的宣布，今年全球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WGDC）将正式迎来第

一个十周年。WGDC2021将定于5月18日-19日在长沙举办，会议主题为 “更智能、更

泛在、更融合”。

被誉为“科技与产业跨界创新风向标”的WGDC自2012年创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了九届。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科技与产业的快速变化，见证了地理信息

从传统领域不断跨越边界，与更广泛的技术和应用不断融合创新的历程，也见证了许许多

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从初创走向成功的故事。我们心怀赤诚，由衷的感恩曾经参与和支

持WGDC的每一个人。

十年之约已经起航，今年的WGDC注定将是一场别开生面和精彩纷呈的大会。这其中

既包含着我们对过去十年的回顾，也蕴含着我们对未来十年的期盼。除了举办地的创新，

本届大会还将推出十周年特别策划，包括开幕式、领袖峰会、产业报告发布、榜单发布、

市长见面会、未来城市峰会、未来交通峰会、商业航天2025峰会、新基建与产业经济论

坛、实景三维中国峰会等十大热门板块、十位大会特邀院士、十位全球青年科学家、十大

杰出开发者团队、十大热门展区及十年之约·WGDC十周年颁奖晚宴等。作为全球科技与

产业盛会，WGDC十周年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从科学到产业，从跨界到创新，从中国到全球，WGDC至今已吸引了来自全球二十余

个国家的十万多人次参会。“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此，我们非常诚挚的向广大专家

学者、企业家、开发者们发出参会邀请，一起“湘”约WGDC十周年。

WGDC组委会

2021年3月

WGDC即将迎来十周年！



WGDC 2012 
新技术新模式新商业

WGDC 2013 
跨越边界共享价值

WGDC 2014 
融合开放智能

WGDC 2015 
构筑地理信息新生态

WGDC 2016 
无处不在的地理信息

十年WGDC，创新不止步



WGDC 2017 
空间大数据的崛起

WGDC 2018 
空间智能驱动万物互联

WGDC 2019 
新空间经济时代

WGDC 2020 
科技与产业的共振

WGDC 2021 
更智能、更泛在、更融合

十年WGDC，创新不止步



科技与产业的共振

WGDC始终贯彻“科技服务于产业”理念，聚合政产学研影响力嘉宾，洞察产业趋势，跨行业、跨学科深度交流。

WGDC独特亮点



G-Tech开发者星球 科技项目路演 商业巨头专场

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发布

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品
分享优秀产品与解决方案
科学研究与产业市场的碰撞

汇聚产业优秀创业团队
投资人与项目精准对接
充分挖掘核心技术项目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滴滴，商汤科技等技术专场精
彩分享，战略业务板块布局

WGDC独特亮点



WGDC独特亮点

发布年度《空间信息产业趋势报告》



WGDC独特亮点

BEST OF WGDC 年度榜单

TOP100新基建榜单 BEST OF WGDC 榜单



十位来自全球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基于WGDC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深入研讨了地理信息前沿科技所面临

的机遇、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向全球展示中国新一代青年科学家的创新力量和精神风貌。

全球前沿科技青年科学家论坛

WGDC独特亮点



线上线下联动，影响力升级
嘉宾远程互动，观众云端观看。万级规模，千万级流量。

WGDC独特亮点



WGDC独特亮点

高关注，话题引爆媒体



WGDC独特亮点

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深度社交

产业链生态对接

搭建企业业务合作交流平台

政企对接

搭建政企深度交流平台



WGDC独特亮点

自然资源

商业航天 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 未来出行

卫星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区块链

WGDC科技创新成果展
◆ 十大领域全面覆盖

◆ 多维度跟踪传播推广

WGDC云上展厅
◆ 重塑线上新供需、激发产业新动能

◆ 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一键链接全球商机



WGDC2021-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指导单位：

GYSY
联合主办：



李德仁(已确认)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雷军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陶闯(已确认）
知卓资本董事长

前微软“虚拟地球”全球
领导人

李斌
易车董事长，蔚来创
始人、董事长、CEO

刘慈欣
著名作家、中国当代

科幻第一人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WGDC2021-拟邀嘉宾 (部分）

刘先林(已确认)
中国工程院院士

龚健雅(已确认)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
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王耀南(已确认)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视觉
感知与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刘经南(已确认)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孟立秋(已确认)
德国科学院院士

王建宇(已确认)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
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九林(已确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珲(已确认)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

金勇章(已确认)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邓中亮(已确认)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邮
电大学教授、无线定位领域学

科带头人



WGDC2021-组织机构及合作伙伴

资本支持

战略媒体



WGDC2021-组织机构

官方支持机构（部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航天局

国家海洋局

国土空间规划局

国家国防科工局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国家遥感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总参谋部第六十一研究所

中船重工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同济大学

德国科学院

英国伦敦大学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

国际宇航联合会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

ACM SIGSPATIAL

中国宇航学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中国测绘学会

中国土地学会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WGDC2021-组织机构及合作伙伴



WGDC2021-十周年特别策划

十大热门议题

涵盖智慧城市、商业航天、Gtech、出

海、文旅、应急、出行、新基建等十大

热门议题。

十位大会主席
十位在过去十年中对WGDC影响力最

大的十位嘉宾，颁发成为大会主席

十位青年科学家
面向全球寻找十位中国新一代中流砥柱科

学家代表，带来最前沿科技的精彩show

WGDC十年音乐盛典，大佬的饭局，

大象们的聚会

十大展览板块

十大板块，上百家国际顶尖科技企业，

上千平沉浸式体验创新黑科技，有趣、

好玩

十大杰出开发者团队
全球顶级的地理信息赛事，高手如云，

巅峰对决，开发者的专属「竞技场」

十年之约 WGDC十周年颁奖晚宴



• 回顾与展望：重新定义下一个十年

• “智能、泛在、融合”如何影响产业未来

• 2021地理空间产业趋势报告发布

• 数字孪生探索城市治理新思路

• 新型智慧城市的顶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 科技如何助力“城市体检”

• 智联新世界，智行新时代

• 海内外自动驾驶场景落地

• 自动驾驶商业化之路

• 智能时代的实景三维应用

• 实景三维与文物遗产保护

• 实景三维的发展方向

主题峰会

领袖峰会 未来交通峰会

未来城市峰会 实景三维中国

5月18日上午 5月19日上午

5月19日下午5月18日下午

WGDC2021-十大内容板块



• 新基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 新基建下空间信息的发展与应用

• AI新基建，产业新机遇

• 青年说

• 对话青年科学家：未来已来

• 全球十位顶尖青年科学家项目展示

• 哪些新技术正在影响产业？

• 科技大公司的产品哲学

• 顶尖技术高手的爱与恨

• 卫星产业的场景化与商业闭环

• 商业航天发展图景展望

• 商业航天的区域化崛起

新基建与产业经济论坛 G-TECH开发者星球

青年科学家论坛商业航天2025峰会

5月18日下午 5月19日上午

5月19日上午 5月19日下午

WGDC2021-十大内容板块

平行论坛



第二届全

球前沿科

技青年科

学家论坛

WGDC2021-相关活动说明

十位来自全球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基于WGDC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深入研讨了地理信息前沿科技所面临

的机遇、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向全球展示中国新一代青年科学家的创新力量和精神风貌。



科技创新
成果展示

5000平方米 100家展商 覆盖全产业链

小而美的空间科技创新成果展，汇聚优质项目，彰显天心魅力

空间科技

创新成果展

(精品展)

WGDC2021-相关活动说明



WGDC

之夜

大咖们的聚会

榜单发布

科技与产业的盛宴WGDC十年之约

WGDC

十周年晚宴

暨年度榜单

发布

WGDC2021-相关活动说明



科技产业全连接大会

从合作伙伴、用户、开发者到投资人，90%高净值人群。

19%
18%

13%

10%

8%
7%

6% 6%
5%

4% 4%

智慧城市 商业航天 自然资源 智能驾驶 智慧电力 水利海洋 智慧环保 智慧农业 公共安全 航天军工 智慧商业

31%

17%

14%
13%

11%

4% 4%
3%

2%
1%

WGDC人群画像



10,000,000
媒体覆盖用户
1000万用户传播矩阵
月活跃用户超过20%
全球合作企业5000家

200,000
移动端
移动用户涵盖多个政府、
行业协会、产业企业群体

500,000
数据库
深耕行业十年
拥有1.8万家企业数据

国家机构

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工信部、发改委等

9个部委级单位

媒体
200家合作媒体

业界厂商
全球5000家产业链

上中下游厂商

投资/咨询机构
全国100余家资本、咨询机构

跨界领域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BIM、区块链等

18个跨界领域

地方机构
全国400座城市2300个

行业部门

WGDC用户触达



WGDC会场展位图



三 .展览权益：

【开幕式+领袖峰会】演讲时段1个(20分钟)

大会主论坛（非开幕式）演讲时段1个（20分钟）

大会主论坛（非开幕式）圆桌论坛参与名额1个

二 .演讲发布权益

一.冠名权益

“战略合作伙伴”冠名,出现在大会官网、前中后期宣

传文案、会议现场展示物料中

特装展位1个

五 .战略发布权益

四.推广权益

大会期间媒体大会现场群访，大会全流程宣传推广中

同步企业参会信息

大会主论坛战略发布时段1个（10分钟）

六 .商务对接：

合作伙伴领导受邀参与会期专题午餐会／晚餐会
，现场商务对接和引荐、促进交流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80万元



三 .展览权益：

大会主论坛（非开幕式）演讲时段1个(20分钟)

二 .演讲发布权益

一.冠名权益

“大会合作伙伴”冠名,出现在大会官网、前中后期宣

传文案、会议现场展示物料中

特装展位1个

五 .商务对接

四.推广权益

大会期间接媒体现场专访，大会筹备及全流程宣传推

广中同步企业参会信息

合作伙伴领导受邀参与会期专题午餐会／晚餐会
，现场商务对接和引荐、促进交流

大会合作伙伴

大会合作伙伴

50万元



专场合作伙伴

作为分论坛联合主办单位，共同策划组织分论坛，论
坛使用时间3小时

二 .专场论坛权益

一.冠名权益

“专场论坛合作伙伴”冠名,出现在大会官网、前中后

期宣传文案、会议现场展示物料中

四 .商务对接：

三.推广权益

大会期间泰伯网发布分论坛报道稿件，大会筹备及全

流程宣传推广中同步企业参会信息

合作伙伴领导受邀参与会期专题午餐会／晚餐
会，现场商务对接和引荐、促进交流

专场合作伙伴

50万元



三 .展览权益：

大会分论坛演讲时段1个(20分钟) 

二 .演讲发布权益

一.冠名权益

“主题合作伙伴”冠名,出现在大会官网、前中后期宣

传文案、会议现场展示物料中

标准展位1个

四.推广权益

大会期间泰伯网发布企业参会报道稿件，大会筹备及

全流程宣传推广中同步企业参会信息

五 .商务对接：

现场商务对接和引荐、促进交流

主题合作伙伴

主题合作伙伴

20万元



其他单项合作

标准展位 3万元 闭门沙龙 20万 会场广告 10万

大会礼品赞助 10万
大会酒水赞助 10万

大会乘用车赞助 10万



WGDC战略合作伙伴

往届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WGDC重要合作伙伴



WGDC重要合作伙伴

经过三年论证，十年实施，高分专项系统由遥感化、产品

化、工程化、业务化向产业化迈进。

——赵文波 国防科工局遥感卫星应用总工程师

城镇化发展的十大背景将决定2035年城市置顶技术：人

类大规模精准认识和把握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规律，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等。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

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

商业航天需求强烈、共享紧迫、创新旺盛，产业在国家计

划和市场激励下正在快速发展，商业航天正迎来重要发展

机遇。

——李朋德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

数字技术产业化和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数字化正在成为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驱动力量。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旨在建立卫星与地面远距离量子科学实验平台，助力构

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王建宇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做数字全球还是相对

困难的，抓住全球命

脉，根据生物多样性，

集成大量数据平台从

而形成整合系统，为

发展中国家做服务，

传播科学创新思想。

——郭华东 中国科

学院院士、地球科学

学家

智慧城市之上是数字孪生城市：要运用5G、6G、物联网、城市信息模型、

时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

——李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感谢泰伯网坚持十年，一直做正确的、艰难的，但是对行业发展有帮助的

事情。希望在未来能够和泰伯在一起，做更多有创新性、能落地的合作。

——腾讯公司

WGDC，最具影响力的空间及位置领域创新大会。在这里，我们携手探

寻空间大数据的崛起，洞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趋势，加速与行业用户的

连接。愿我们携手，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迎接明天的

到来。

——华为公司



邀您共聚长沙
2021. 5.18-19 湖南·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