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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同期展会



注：以上数据已排除来自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和触摸屏行业无关的观众。

展会规模

观众数据分析

  终端应用产品生产企 
业（含 ODM/EMS） 26.19%

  触摸屏生产企业 23.51%

  显示面板生产企业 15.45%

  盖板玻璃生产企业 8.98%

  触摸屏及显示面板材 
料及元器件生产企业 7.66%

  触摸屏及显示面板制造 
设备及配件生产企业 5.22%

  机器视觉集成系统及 
核心部件生产企业 4.95%

  检测设备及配件 
生产企业 2.31%

  科研 /咨询机构 2.26%

  协会 /媒体 2.23%

  其他 1.24%

81.82% 
的观众对展会表示满意

84.95% 
的观众表示会把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推荐给同行或同事

观众主要工作职责 
（29.28%的观众主要从事企业 /项目管理）

企业 /项目管理 29.28%
工程技术 20.89%
采购 16.78%
设计开发 12.73%
生产制造 9.80%
市场 /销售 9.04%
其他 1.48%

观众参观目的前五位 
（34.59%的观众关注新产品 /技术，为后期采购准备）

了解行业中创新产品及新的市场趋势， 
为后期采购准备 34.59%
寻找合作伙伴，探索新商机 13.01%
会见现有的供应商，以回顾业务合作 11.88%
接触更多供应商，以达成业务合作 10.13%
会见特定参展商，以落实采购需求 9.27%

展会面积

近60,000 平方米

专业观众总人数

30,774 人
组团观众

2,013 人

参展商及品牌
近1,000 家

企业参观代表团
超过80 家

合作媒体

170 家

特邀贵宾买家

1,138 人
会议听众

2,922 人

观众行业构成

26.19%

1.24%
2.23%

2.31%

2.26%

4.95%

5.22%

15.45%

8.98%

7.66%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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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评语
深圳市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特别感谢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主办方的热情邀请，从展前人员统计、胸卡制作、车辆安排、
现场接待与引导都特别细致入微，都能体现出专业展会的运作模式。本次展会三个馆都有参观，
也看到想看的产品，同期会议内容也很丰富。最后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参观专业展会，今年展会现场主要是参观膜材类产品，
在现场也看到相关的产品。主办方从展前人员的统计，到现场的接待都给予了优质的服务。整
个展会接待服务流程健全、服务专业、质量高。祝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越来越成功！

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每年都会派各相关分集团代表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今年展会办的一如既往办得好，
前期工作安排很妥当，接待人员服务到位，态度很好。展会参展商质量越来越高，展示范围包含
触控、3D玻璃、摄像头、显示器以及机器视觉等核心技术，和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整体发展很贴切，
同行们的反馈给工作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和技术创新。展会的同期论坛对我们同仁们收益很大！
再一次感谢为这次展会付出的工作人员，你们呈现了一个美好而有素质的企业形象！感谢！

东莞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今年展会材料类参展商居多，现场看到一些我们公司现有的供应商均已参展，在新供应商合作
这方面也有几家意向的，整体来说收获颇丰。同时也感谢主办方提供的接待服务。

比亚迪第一事业部

对于本次展会的参观工作，从展前的观众邀请、展中班车接送到现场接待服务都非常专业。同时，
我司工程师对本次展会比较满意，现场三个馆都有参观，也看到一些想看的产品，研讨会内容
丰富。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明年还会参加！

深圳市商用液晶显示行业协会

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有助于企业收集产品信息和技术，寻找挖掘新的优质供应商，更好
地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深圳市商用液晶显示行业协会每年组织会员单位参观展会，企业代表们
对主办方的各项服务工作表示高度评价，参展企业质量很高，参观成效甚好。感谢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东莞市工业自动化协会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协会会员企业参观如此专业的展会。展会现场展示的自动化设备和系统解
决方案目不暇接。现场组团接待整体服务很到位，不管是展前的邀请，还是跟进。工作人员很
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类问题。无论从现场展出的产品，还是现场的服务均能让我们体会到是一个
专业的大展会。是专业人士开拓视野、学习交流、建立关系和寻求合作的绝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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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主办方非常周到细心，安排了 TAP服务，李小姐全程推荐了很多厂商。
展馆非常大，提高了我看展会的效率，明年有空也会继续参加。

中南创发维达力深圳有限公司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经常出入各大平台各大主办方的各类论坛及展会，
本次是唯一一次享受从展前邀约到展会引领陪同、再到展后资料收集全
程服务的一次。展会引领陪同增加了我的观展效率，展后资料收集弥补
了我由于时间问题导致的资料收集不齐全的问题。感谢 TAP专员徐小姐
全程贴心服务，祝展会越办越好！

富士康科技集团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这样的展示平台，展方资源共享、信息共通，被
人所知、为人所晓，为采购人员提供最具价值有效的供应商资源渠道，
TAP服务提前安排人员信息调查，现场专人引导，耐心、专业的讲解，
大大节省了观展人员的时间，辛苦了敬业的特邀贵宾专员！作为展方能
够为企业单位提供一对一更加详细的说明，很贴心！祝展会越办越好！
希望展方有更新的突破！期待下次展会的到来！

深圳市宏普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为期三天的展会已经圆满结束了，作为展会特邀贵宾的我也全方位、深
入的了解触摸显示这个行业的新动态、新发展，无论是成品、材料或是
设备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展示。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的平台，也为产业
链的发展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希望可以在展会上看到更多、
规模更大、更多元化的显示整机展商和应用案例、实用场景。最后祝愿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蓬勃发展，越来越好！

1,453场

*以上成交金额信息皆为 TAP观众通过励展 TAP团队提交，可能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预计交易金额

商务配对完成场次 

预计未来 3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RMB69,500,000元

预计未来 4-6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RMB97,000,000元

预计未来 7-12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RMB79,000,000元

预计总体成交额金额约： 

RMB245,500,000元

TAP特邀贵宾贸易配对情况

TAP特邀贵宾评语

1,138人

TAP观众是指得到励展 TAP团
队一对一服务，安排与展商现
场会面的具有明确采购意向且
有决策权的海内外专业观众。

TAP到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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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群 |市场营销处处长 |宸鸿科技

TPK已经是第二年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对展会非常的赞许。
展会参展规模涵盖了显示与触控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给参展商带了众多的客户流量，让我们的产品与客户交流，
与同业之间也有了良好的交流机会，让大家在触控产业及面板相关产业上能够携手共进，让消费者得到更好的
产品及更优秀的服务。

杨昕宇 |董事会秘书 /助理总裁 |南玻集团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行业知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建筑节能玻璃、电子玻璃与显示器件、太
阳能光伏等三大业务集群。此次展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让我们更加全面和
深入地感知市场的变化、技术和产品的进步，客户的需求。

王福全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伦丰电子

今年是芜湖伦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的首次亮相，展会期间新老客户莅临展会参观指导，
获得了一致好评。2019年度是大尺寸电容触摸屏的元年，我司在触摸屏领域深耕多年，大尺寸电容纳米银线触
摸屏出货量连续多年全国领先。

黄拓中 |市场营销管理处处长 |科立视

科立视借由2019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成功的举办，展示了公司的新品：科立视微晶玻璃、科立视彩色微晶玻璃、
科立视盖子盖板玻璃、科立视智慧音箱盖板及科立视高阶高铝玻璃。借由此次展览展示了科立视对于玻璃材料
的研发及精细加工等优秀的综合实力。感谢主办方提供的交流平台。KMTC将会秉承一贯的务实！创新！拼搏！
奋进！继续不断的发展为行业带来新的生命力！欢迎大家走进科立视，一起探索关于未来的可能。

王伟东 |总经理 |叁迪光学

本次我们携带了手机 3D曲面屏、汽车中控屏、智能手表显示屏等新产品亮相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获得了众
多新老客户的青睐。此外，我们也与众多行业专家一起探讨了新工艺、新技术，为构建未来新产品获得了不错
的市场信息，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如此便捷的沟通平台。

陈梦君 |销售总监 |高仁新材

高仁新材已是第五年参与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平台，从展前到展后的工作安排给
予了优质的服务，展会上我们也收获很多，本次展会上展出的产品比较新颖。

Dirk Braeunlich |总经理 | VON ARDENNE

VON ARDENNE作为工业真空设备的领先制造商，已经是很多年连续参与到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中了，我司
对展会是具有很高的认可。展会很大程度覆盖到了显示与触控的有关领域，不论是给参展商还是参观者都带来
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同时促进了该领域信息渠道便捷的快速发展。我司也不断对此展会进行了支持，希望双方
发展越来越好。

展商评语

04



111位
会议专业听众 演讲嘉宾

2019深圳国际新型显示与触控 

精英峰会

2019 5G终端电子功能材料应用 

及产业发展论坛

2019 ESD+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

2019第二届中国消费电子胶粘材料技术
与应用创新论坛

2019深圳第四届国际车载显示及 

娱乐系统发展高峰论坛

2019视联网技术与 

应用高峰论坛

2019洁净室技术研讨会 

—华南洁净关键

2019第五届中国模切市场 

与涂布技术发展论坛

2019手机产业链峰会 

—5G时代的增长机遇与技术挑战

2019第二届全球商用显示应用与创新 

主题论坛

2019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

2019膜界黑科技发布会

2,922名

现场精彩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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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海外展团
展会邀请众多韩国本土显示面板上游企业打造韩国展团，促进中韩两
国商贸交流，深挖行业未来商机。

现场直播秀
展会期间邀请参展商参与现场直播活动，通过现场大屏幕及微信同步
直播展会盛况。

一对一商务配对服务
展会全新提供一对一商务配对服务，帮忙参展商提前锁定来自蓝思、
伯恩、富士康、小米等具有采购力的大品牌核心买家。

5G手机创新技术暨材料展区
5G换机潮带动手机上游材料需求增长，展会特设“5G手机创新技
术暨材料展区”，助力手机行业的重新洗牌。

大屏智能交互技术及应用展区
展会新增电子白板、广告机、会议平板等大屏终端整机展示，打造商
用显示新兴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商贸导览团
展会现场推出商贸导览团，带领观众更有计划性地参观展会，有效提
高观众的观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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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宸鸿科技展台   南玻集团展台   伦丰电子展台

  亚马顿展台   科立视展台   发那科展台

  TORAY展台   大族激光展台   天材创新材料展台

现场精彩掠影

现场观众

展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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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C-TOUCH & DISPLAY SHENZHEN 2020

展会预告

主办方 同期展会

参展咨询
李翔 先生
电话：+86 21 2231 7018
传真：+86 21 2231 7181
邮箱：info@reedkuozhan.com

参观咨询
白智勇 先生
电话：+86 21 2231 7222
传真：+86 21 2231 7181
邮箱：jimmy.bai@reedkuozhan.com

关注官方微信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20年 11月 19 - 21日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老展馆）

官方网址：www.quanchu.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