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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总体工作方案 
 

根据《科技部办公厅关于调整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举办时间和形式的通知》精神，对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14-15 日在深圳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以下简称大会）举办时间和形式作出了调整。为切实做好

调整后的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经研究，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聚焦国

家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紧紧围绕“融全球智力、促创新

合作、谋共同发展”主题，立足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

汇聚全球创新和人才资源，面对新冠肺炎等全人类共同挑战，

构建休戚与共的科技创新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

的国际交流平台，共享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中国机遇”，

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和成为

世界科技强国发挥积极作用。 

二、大会概要 

（一）时间地点。 

拟定于 2020 年 7-11 月举行网上大会，视疫情防控形势

择期在深圳市和相关省区市举办线下活动。 

（二）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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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办单位：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深圳市

人民政府。 

2.承办单位：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交

流中心，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外国专家局）、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部分省

区市科学技术厅（委、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 

3.具体执行单位：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4.合作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科学技术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技

术局（外国专家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

属机构科技主管司局（引智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

有关合作机构等。 

三、大会形式 

（一）网上大会。  

本届大会以网上大会为主要形式，以大会官网为载体，

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和“互联网+

会展”双向赋能会展新模式，主要设置“虚拟展厅”“项目

对接”“主宾国”“线上招聘”“在线服务”“大会资讯”等 6

大功能区。 

1.“虚拟展厅”功能区。借助 AR/VR/3D 等最新信息技

术手段，为参展单位搭建街景式虚拟展厅，以图、文、音、

像等多媒体形式，全方位展示各地营商环境、人才政策和科

技成果。 

2.“项目对接”功能区。以需求为导向，打通基于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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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的供需对接渠道，提供项目发布、路演直播、精准

对接、培训讲座等功能，推动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与产学研

机构对接，形成高端人才和项目落地的务实成果。 

3.“主宾国”功能区。集中展示主宾国俄罗斯与我国科

技创新和人才交流成果，发布俄罗斯专家组织、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业拟与我方开展的合

作项目信息，为寻找对俄合作契机提供平台。 

4.“线上招聘”功能区。设置外籍人才招聘会、海归人

才云聘会、“智汇全球”网聘会、“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及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云招会等线上招聘专区，实现全流程一站

式无接触招聘求职，充分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优势，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 

5.“在线服务”功能区。主要提供注册登录、展厅管理、

线上会议、广告宣传等服务。  

6.“大会资讯”功能区。主要发布大会有关的新闻、通

知、公告等重要资讯。 

（二）线下活动。 

视疫情防控形势择期举办大会开幕式、深圳论坛（主论

坛+专业会议）、展览推介、部分省区市专场专题活动、海外

人才中国行、科技外交官行动等系列活动。 

1.开幕式。邀请有关领导、主宾国嘉宾、国际知名学者、

专家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 

2.深圳论坛（主论坛+专业会议）。以“科技创新与人

才交流”为主题，邀请主宾国代表、顶尖科学家、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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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领导围绕论坛主题开展研讨交流。科技部相关司局、直

属单位组织各类专题会议，聚焦疫情防控举办相关主题活动。

合作单位同期举办基础研究领域专业会议、全球院士科技创

新与合作论坛、国际 STEM 教育深圳峰会、人力资源服务业

高峰论坛、总裁创新峰会、海归职业规划发展论坛、第九届

项目管理国际论坛等分论坛活动。 

3.展览推介。结合当前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产业发展的

趋势和重点领域，多维度展示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

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中俄科技创新和

人才交流成果，推动中俄在新材料、智能交通、能源技术、

人工智能和高新技术产品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4.部分省区市专场专题活动。继续设置深圳宝安、龙华

分会场。鼓励有条件的省区市筹办区域分会场，举办展示推

介、人才招聘、项目对接、参访交流等活动。在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举办专题对接活动。 

5.海外人才中国行。组织主宾国嘉宾赴各相关省区市开

展考察对接等活动，协助中方代表赴俄罗斯参加大型展洽活

动。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全球邀请不同学术、技术背景的海

外专家学者、技术持有者回国（来华）开展深入交流。 

6.科技外交官行动。邀请部分我驻外使领馆科技处外交

官回国参加大会。介绍驻在国相关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现状，

为国内企事业单位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建议与参考。 

四、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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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参展统一在大会官方网站（www.ciep.gov.cn）或

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号：CIEP2001）在线报名，各相关单

位可自行报名参会。大会日程、内容等信息以大会官方网站

最终发布为准。大会具体组织实施方案由深圳国际人才交流

中心制定，另文发布。 

为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积极服务各相关单位开展展览展

示、项目对接洽谈等活动，各地方参展参会名单及项目供需

信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科

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汇总整理并提交

大会组委会；各部门参展参会名单及项目供需信息由国务院

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集团公司科技（引智）主管部门汇

总整理并提交大会组委会。 

五、参会准备 

（一）根据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深圳市人

民政府总体部署，大会会务由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具体承

办，详细信息请登录大会官方网站查询，并与大会组委会深

圳工作组联系。相关费用请提前汇至大会组委会指定账户。 

联系人：黄小莉，联系电话：0755-81707963。 

（二）人才及项目对接工作，除利用大会组委会为参会

单位和个人开通的网上人才对接、项目推介功能外，各科技

主管部门、有关用人单位可提前将希望通过大会引进的人才、

项目的具体需求上传至大会官方网站，并与大会组委会深圳

工作组联络接洽，以便统筹做好线下对接服务工作。 

联系人：刘会忠，联系电话：0755-8170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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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上大会虚拟展厅会场展位设置详见大会官方网

站。展务详情请与大会组委会深圳工作组联系。 

联系人：芮麟娇，联系电话：0755-81707962。 

（四）各省市线下活动请填报活动方案，且须包括活动

名称、主承办单位、拟举办时间和形式、活动内容、拟参会

人员等内容信息。具体请与大会组委会北京工作组联系。 

联系人：王泱，郭妍，联系电话：010-58882487，58882132。 

（五）请各代表团、各参展单位积极报名参加本届大会

突出贡献奖、最佳组织奖、最佳展示奖评选活动，具体评选

方案请见大会官方网站公告。 

六、联系方式 

（一）大会组委会北京工作组。 

联系人：张伟、王泱   

电  话: 010-58882487、13910907876 

E-mail：guoyan@ciep.gov.cn 

（二）大会组委会深圳工作组。 

联系人：李永良、黄小莉、钟大华 

电  话: 0755-81707963、81773047 

E-mail：ciep2001@ciep.gov.cn 

（三）大会相关信息。 

网  站：www.ciep.gov.cn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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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网上大会（虚拟展厅）主要内容 

2.线下活动主要内容 

3.各板块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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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网上大会（虚拟展厅）主要内容 

 

根据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总体工作方案，大会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以大会官网

为载体，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和

“互联网+会展”双向赋能会展新模式，设置“虚拟展厅”“项

目对接”“主宾国”“线上招聘”“在线服务”“大会资讯”等

6 大功能区。主要内容如下： 

一、活动概要 

（一）上线时间。2020 年 7 月（具体时间待定）。 

（二）展示形式。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建设虚拟展厅，

打造智慧会展新形态。 

二、功能设置 

（一）“虚拟展厅”功能区。 

1.展览展示内容。 

国际科技合作成果展示专区。结合当前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与产业发展的趋势和重点领域，多维度展示我国在科技创

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科学技

术部机关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执行〕 

主宾国展示专区。展示内容与“大会主宾国”功能区的

“主宾国展览展示专区”相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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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哈尔滨科技局、深圳国际

人才交流中心执行〕 

“一带一路”建设板块。加强“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

交流合作，深化创新合作政策对接，加快创新要素融通，拓

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促进形成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创新共

同体。〔各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局）承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板块。以北京、天津、河北等“两市一

省”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为合作重点，着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形成京津

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

格局。〔北京、天津、河北科技厅（委、局）承办〕 

长江经济带板块。充分发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

“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作用，辐射

带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全面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和科技创

新策源能力，强化科技与人才在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枢

纽功能和航运高端服务功能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变各自优

势为区域优势，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效能和核心竞争力。〔各

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局）承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板块。促进整合香港、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

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 9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要素和人才智

力资源，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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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生活圈。（广东省科技厅承办） 

中部地区崛起板块。发挥科技创新核心支撑作用，巩固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的“三基

地、一枢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

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积极承

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由沿海向内

陆地区扩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科技厅承办） 

西部开发战略板块。结合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西部

12 个省区市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实施“三带镶嵌”（自然

带、农业带、人文带）工程，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产业西进

转移，深度释放西部生产力。〔各相关省区市科技厅（委、

局）承办〕 

新旧动能转换板块。促进提升济南、青岛、烟台在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着力点，以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

新生产要素为支撑，形成“三核引领、多点突破、融合互动”

新旧动能转换总体布局。（山东省科技厅承办） 

先行示范区建设板块。结合深圳市贯彻《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

见》，展示深圳市科技创新工作以“体系架构市场化、关键

环节国际化、政府布局主动化、高校支持稳定化、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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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化、深港澳合作紧密化、国际交流全面化”为抓手，增

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供重要支

撑的各项举措。〔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承办（以下简称深

圳市科技创新委），深圳市相关区政府执行〕 

国（境）外人才交流机构展示专区。本着巩固已有渠道、

开辟新增渠道的原则，突出国别多元化，由国（境）外专家

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境外培训合作

机构提供资源、项目信息，通过虚拟展区进行展示推介。〔各

省区市科技厅（委、局）承办，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执行〕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专区。集中展示中央企业科

技创新成果和人才对接交流重点项目，促进与海外机构和人

才进行有效对接，助推中央企业人才国际化。（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合作局承办） 

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展览推介专区。聚焦国际化科

技创新人才与创新创业项目引进，结合当前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与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设置科技人文交流等专题活动，

同期筹备展览展示与路演推介。（交流中心牵头，国际技术

转移协作网络承办）  

海归人才创新创业展示专区。邀请海外留学生组织、海

外高等院校以及留学生个人、国内各归国留学人员主管部门、

留学生创业园及企业通过虚拟展区展示推介各地留学人员

引进、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环境等。〔深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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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执行〕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展示专区。邀请国内外知名猎头公司、

人力资源市场、劳务派遣和外包服务机构、人才测评机构、

管理咨询公司等进行展示推介。（亚太人才服务研究院承办） 

校企合作展示专区。邀请国内高等院校、科技类“独角

兽”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百强 IT 企业等展示推介高校与企

业合作研发、人才联合培养、人才招聘等活动，推动产学研

融合协同创新平台构建。（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圳市

科技评审管理中心承办） 

国际人才大数据展示专区。围绕信息化领域产业大数据、

高校人才大数据、国际知识产权大数据、高端互联网产业大

数据等，展示大数据技术与人才信息化应用案例，积极探索

大数据技术在科技创新、人才共享领域的有机融合。（深圳

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深圳前海智库国际人才大数据中心有限

公司承办） 

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成果展示专区。秉承“开

展国际交流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理念，集中展示大赛

四年多来的发展历程和参赛选手风采，围绕深圳重点发展的

产业，呈现历届大赛优秀获奖项目。（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承办） 

中国项目管理二十年发展成果展示专区。全面展示国际

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特别是项目管理领域等引才引智成果。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承办） 

2.展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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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AR/VR/3D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参展单位搭建街景式

网上虚拟展区，并以图、文、音、像等多种媒体融合形式，

多维度展示各参展单位展示内容，为观众提供直观新颖的观

展体验。 

（二）“项目对接”功能区。 

1.展示内容。 

（1）科技创新项目。集中发布国内各省区市参展单位，

以及国外各专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的科技创新项目供需信息，内容包括项目

基本信息和所属领域、项目单位简介和联系方式、供需要求

和合作方式等。 

（2）人才交流项目。集中发布国内外用人单位岗位需

求和国内外高端人才求职信息。 

注：具体项目对接、专家资源、人才需求等填报信息请

关注大会官网内容。 

2.展示形式。 

按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业、生物

医药、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水利和环境、金融和管理等国

民经济行业划分项目，具体领域归类以实际收集项目分类为

准。发布的项目（人才）信息采用“一项目（人才）一网页”

形式展示，结合“项目直通车”“路演直播室”“智汇服务

区”等线上服务功能，为供需双方智能匹配，精准对接提供

便利。 

（三）“主宾国”功能区。（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承办，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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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科技局、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执行） 

1.主宾国（俄罗斯）展览展示专区。专题展示中俄科技

创新和人才交流成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对推

动中俄两国人才合作发挥的枢纽作用。对俄罗斯在国际合作

方面的政策、环境等进行介绍；对俄罗斯科技创新能力、优

势领域、可提供合作的资源和项目进行展示。 

2.主宾国（俄罗斯）项目推介对接专区。邀请俄罗斯专

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

业收集提供拟与中方开展的合作项目信息，通过项目推介对

接专区集中发布展示，为各单位开展对俄合作提供平台。 

3.主宾国（俄罗斯）展团风采专区。集中展示参加本届

大会的俄罗斯政府部门、专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业等参展单位概况、优势领域、

科技创新能力、可提供合作的资源和项目等。 

4.主宾国（俄罗斯）线下会议活动专区。介绍其他拟择

期线下举办的主宾国相关活动的背景、内容、议题等。 

（四）“线上招聘”功能区。 

设置外籍人才招聘会、海归人才云聘会、“智汇全球”

网聘会、“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云招

会等线上招聘专区，实现全流程一站式无接触招聘求职，充

分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优势，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外

籍人才招聘会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承办，海归人才云

聘会由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承办，“智汇全球”网

聘会由智联招聘承办，“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及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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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云招会由深圳千里马国际猎头有限公司承办） 

（五）“在线服务”功能区。 

1.注册登录系统。构建大会官方互联网平台账号体系，

参展单位和个人可根据需要填写注册信息，生成数字通行证，

并享有相应权限。登录后可依不同权限进行信息检索、信息

发布、在线洽谈、广告申请等操作。 

2.展厅管理系统。围绕展前准备、展中管理、展后服务

等全业务流程，提供包括在线展位预定与展位管理、展位合

理规划、展台技术要求、展台集成上传、后台管理等服务。 

3.线上会议系统。为论坛、专业会议、项目对接等活动

提供线上会议、在线直播、线上交流等辅助服务。 

4.广告宣传服务。充分发挥大会互联网平台作为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和人才交流对外宣传主窗口的作用，结合各地需

求提供全媒体投放管理方案，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便利。 

（六）“大会资讯”功能区。 

集中发布与大会有关的新闻、通知、公告等重要资讯。 

三、参展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科技

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直属机构科技主管司局（引智主管部门），各集团公司，

各有关单位；科技创新企业及园区；引才引智示范基地；软

件与集成电路引智成果项目单位；国（境）外人才交流机构

（包括专家组织、境外培训合作机构）；国内外产业园区运营

及投资机构、国际国内著名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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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机构、猎头公司、国际资质证书机构、

咨询服务机构；外国专家和各类国际化专门人才；国内外人

力资源研究专家、学者；留学人员及留学人员团体；留学人

员创业园区及风险投资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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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线下活动主要内容 

 

根据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总体工作方案，大会组委会决定视疫情防控形势择期在深圳

和相关省区市举办开幕式、深圳论坛（主论坛+专业会议）、

展览推介、部分省区市专场专题以及海外人才中国行、科技

外交官行动等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如下： 

一、活动概要 

（一）举办时间：视疫情防控形势择期举办。 

（二）举办地点：深圳市及相关省区市。 

二、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 

邀请有关领导、主宾国嘉宾、国际知名学者、专家代表

在开幕式上致辞。 

（二）深圳论坛。 

包括深圳论坛（主论坛）以及专业会议（分论坛）两个

部分。 

1.深圳论坛。邀请顶尖科学家、知名企业家和有关领导，

围绕“科技创新与人才交流”主题，重点突出科技创新和国

际人才交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逐步将深

圳论坛打造成科技创新和国际人才交流的科技“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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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会议。 

科技部相关司局、直属单位组织各类专题会议，聚焦疫

情防控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合作单位同期举办基础研究领域

专业会议、全球院士科技创新与合作论坛、国际 STEM 教育

深圳峰会、人力资源服务业高峰论坛、总裁创新峰会、“百

博行”、海归职业规划发展论坛、第九届项目管理国际论坛

等，发布政策、宣介环境、推广项目、分享经验。 

（三）展览推介。 

线下活动主要设置“国际科技合作成果展览推介”“主

宾国（俄罗斯）展览推介”两大展区。其中： 

1.国际科技合作成果展览推介专区。结合当前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与产业发展的趋势和重点领域，多维度展示我国在

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 

2.主宾国展览推介专区。展示中俄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

成果，体现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对推动中俄两国人才合

作发挥的枢纽作用。组织俄罗斯专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人力资源机构、科技创新企业参展推介，推动中俄两

国在新材料、智能交通、能源技术、人工智能和高新技术产

品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四）部分省区市专场专题活动。 

继续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区筹办分会场活动。 

鼓励有条件的省区市筹办展示推介、人才招聘、项目对

接、参访交流等区域分会场活动。 

赴香港、澳门举办高层次人才和科技创新项目交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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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邀请有关省区市科技、人才主管部门，内地高校、科

研机构、博士后工作站和企业赴港澳交流洽谈，促进内地与

澳门企业、项目、人才的深度合作，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成果。 

（五）海外人才中国行。 

1.主宾国（俄罗斯）对接与合作。通过中俄科技创新论

坛、中俄科技合作成果展示、合作项目现场推介、供需合作

洽谈等活动，组织主宾国嘉宾赴相关省区市考察对接，推进

项目落地，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协助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企事业单位赴俄参加大型科创展洽活动，开展现场推介、

项目交流对接，同期举办大会主宾国活动闭幕式及中俄科技

合作成果展。 

2.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接与合作。聚焦数学、物理、化学

等基础科学，以及应用技术等领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

全球邀请不同学术、技术背景的海外专家学者、技术持有者

回国（来华）开展深入交流。 

（六）科技外交官行动。 

邀请部分我驻外使领馆科技处外交官回国参会，并赴国

内部分省区市开展调研交流活动，介绍驻在国科技创新和人

才交流现状，为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国际合

作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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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各板块联系方式 
 

一、网上大会 

（一）虚拟展厅。 

联系人：钟大华、芮麟娇 

电  话：0755-81773047、81707962 

（二）项目对接。 

联系人：刘会忠 

电  话：0755-81707802 

（三）主宾国。 

联系人：孙大永、王泱 

电  话：13313639963、010-58882487 

（四）线上招聘。 

1.外籍人才招聘会 

联系人：杨佳萌 

电  话：010-58882326、13683142353 

2.海归人才云聘会 

联系人：许洁丽 

电  话：0755-81773491 

3.“智汇全球”网聘会 

联系人：刘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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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751179633 

4. “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云招会 

联系人：林淑凤  

电  话：13421844228 

（五）在线服务。 

联系人：钟伟雄 

电  话：0755-81773047 

二、线下活动 

（一）深圳论坛。 

联系人：陈琳 

电  话：0755-81707962 

（二）展览推介。 

1.国际科技合作成果展览推介专区 

联系人：刘玉宏 

电  话：010-58881019、13801113551 

2.主宾国（俄罗斯）展览推介专区 

联系人：张伟、王泱 

电  话：010-58882177、58882487 

（三）专题活动。 

1.分会场 

联系人：许洁丽 

电  话：0755-81773491   

2.海外人才中国行 

联系人：王泱、刘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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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58882487、0755-81707802 

3.科技外交官行动 

联系人：王泱 

电  话：010-58882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