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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9-21 | 深圳会展中心 1,6,7,9 号馆

2020 深圳新型显示展

2020 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

2020 5G 手机创新技术暨材料展

2020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

2020 华南国际涂布与模切加工技术展

2020 深圳国际胶粘带展

同期举办 

主办方：



这是一场贯通触摸屏与显示屏领域上下游产业链的
B2B专业展会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C-TOUCH & DISPLAY SHENZHEN）将于 2020 年 11 月 19-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同期举办深圳
新型显示展（DISPLAY SHENZHEN）、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COMMERCIAL DISPLAY ）、5G 手机创新技术暨材料展（5G 
Mobile Phone Innovation Technology & Material Exhibition）。作为一年一度海内外触摸屏行业极具影响力的盛会，展会将吸
引近 1000 家参展商及品牌，面向来自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商用显示、智能家居、智慧医疗、工控等领域的 40,000 名专业
买家展示创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展会特别推出 3D 曲面玻璃智造展区（3D Curved G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Zone）
和工业视觉与工业 AI 技术展区（Industrial Vision & AI Technology Zone），引领未来应用行业发展新趋势。此外，通过特色主
题高峰论坛、商贸推荐及配对服务、E 渠道线上推广等，将为参展商及品牌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以便捷高效的方式维护
客户关系，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同时，展会特有的 TAP 特邀买家计划提前锁定核心客户采购需求，助力
展商精准配对，突破行业瓶颈逆势增长！

展会 规模
展出面积
60,000 m2

专业观众
40,000+

展商
1,000+

来 自 全 球         多 个 国 家 与 地 区 的 展 商 和 观 众 共 襄 年 末 行 业 盛 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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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碰撞与智慧分享，权威论坛彰显产业链新风向

▪ 2020 深圳国际新型显示与触控精英峰会
▪ 2020 手机产业链峰会
▪ 2020 5G 终端电子功能材料应用及产业发展论坛
▪ 2020 全球显示市场趋势及热点研讨会
▪ 2020 第三届全球商用显示应用与创新主题论坛
▪ 2020 深圳国际车载显示及娱乐系统发展高峰论坛
▪ 2020 Micro-LED 显示大会
▪ 2020 全球量子点显示技术与应用论坛
▪ 2020 工业视觉与 AI 技术发展研讨会
▪ 2020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 2020 洁净室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同期活动

▪ 3C 电子产品与泛娱乐新品展示
▪ 柔性显示技术展示
▪ 智慧家居及可穿戴设备展示
▪ 大屏商显与智慧交互展示
▪ 车载与电子座舱展示
▪ 智慧楼宇及智慧教育展示

向业界展示创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
树立品牌形象，打造行业标杆

维护触摸屏，显示屏产业与传统应用行
业客户关系

与 TAP特邀买家配对，提前锁定核心
客户采购需求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营销，全年不
间断为您的企业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

覆盖触控，显示领域全产业链一站式发
布，采购及学术平台

参与显示精英年度会面，与行业大咖亲
切交流 找到投融资先机，掌握资本动向

与 40 + 个国家及地区观众齐聚，共创
国际化社交圈，提前获取日韩、东南亚等
市场商机

加速触摸屏与显示屏在可穿戴设备、车
载电子、城市交通、健康医疗、商业零售、
数字办公、智能家具等新兴终端领域的
发展，拓宽应用开发和商业视角

参与 15 + 场特色主题论坛及活动，把握
行业动态，快速洞悉业内市场机会

选择我们，商机无限

6 大主题应用领域展示
⸺让显示无处不在

最终以现场实际呈现为准*



展品范围

▪工业视觉与工业 AI

工业 AI 产品、视觉系统集成类产品、
视觉核心部件产品、测量检测类设备、
相关自动化配套设备等

电容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红外
线式触摸屏、表面声波式触摸屏等

▪显示屏

LCD 显示屏、TFT-LCD 显示屏、
OLED 显示屏、AMOLED 显示屏、 
Micro-LED 显示屏、Mini-LED 显示屏等

丝印机、镀膜 / 显影 / 清洗设备、净
化设备、激光切割设备、固化 / 烘干
设备、贴合 / 点胶设备、AOI / 分析仪
/ 检测仪等

▪触摸屏制造设备

丝印耗材、高功能性薄膜、盖板玻璃、
真空镀膜材料、蚀刻剂 / 光阻剂、ITO
薄膜 / ITO 玻璃、纳米银线、金属网
格等

▪触摸屏材料

沉积设备、曝光设备、显影设备、
蚀刻设备、清洗设备、贴偏光板设
备、检测设备、PI 涂覆 / 固化设备、
定向摩擦设备、灌注液晶 / 封口设
备、喷墨打印设备等▪显示屏制造设备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PCB 高频高速
履铜板、LCP / MPI 天线、金属中框、
微波介质陶瓷、高导热及 EMC 材料、
终端壳体材料、芯片、射频器件、无
线充电等▪5G 创新材料与技术

触摸屏

显示面板

基板及盖板玻璃

消费电子应用产品

商用显示应用产品

汽车主机厂及零部件供应商

观众范围

基板玻璃、液晶材料、偏光片、彩色
滤光片、光学薄膜、背光源组件、驱
动 IC、靶材等

▪显示屏材料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 笔记本电脑、
车载显示屏、智能穿戴设备、电视、
银行 / 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商业零售
自助服务终端、数字标牌 / 广告机、
电子医疗设备等▪触摸屏 / 显示屏

应用产品

▪触摸屏



2019 展会观众回顾

展会面积
近 60,000
平方米

参展商及品牌
近1,000  家

专业观众总数
30,774  人

企业参观代表
团超过 80  家

合作媒体
170 家

组团观众
2,013 人

特邀贵宾买家
1,138 人

会议听众
2,922 人

展会规模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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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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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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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主要工作职责 
（29.28% 的观众主要从事企业 / 项目管理）

  了解行业中创新产品及新 的
市场趋势，为后期采购准备

寻找合作伙伴，探索新商机

会见现有的供应商，以回顾业务合作

接触更多供应商，以达成业务合作

会见特定参展商，以落实采购需求

34. 59%

13. 01%

11. 88%

10. 13%

9. 27%

前五大参观目的  
（34.59% 的观众关注新产品 / 技术，为后期采购准备）

重点知名观众

企业 / 项目管理

工程技术

采购

设计开发

生产制造

市场 / 销售

其他

29. 28%

20. 89%

16. 78%

12. 73%

9. 80%

9. 04%

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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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宸鸿科技展台   南玻集团展台   伦丰电子展台

2019 展会现场剪影

历届部分知名展商

* 排名不分先后

触摸屏加工材料

触摸屏加工设备

触摸屏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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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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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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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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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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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 叁迪光学

王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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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总监 | 高仁新材

陈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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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k Braeunlich



关于主办方 同期展会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裕通路100号洲际中心42楼
邮编：200070
电话：021-2231 7000
网址：www.quanchu.com.cn 关注官方微信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是由励展博览集团（世界领先的展览
及会议活动主办机构）和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一家专
业策划和组织国内外大中型展览和会议的公司）于 2015 年在
中国组建的合资公司，是触摸屏与显示行业知名的展会主办机
构，也是励展博览集团在华的九家出色的成员公司之一。目前
公司每年在深圳举办多场行业展会 , 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深圳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C-TOUCH & DISPLAY SHENZHEN），深圳
新型显示展（DISPLAY SHENZHEN），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

（COMMERCIAL DISPLAY），5G 手机创新技术暨材料展（5G 
Mobile Phone Innovation Technology & Material Exhibition），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FILM & TAPE EXPO），华南国际涂布
与模切加工技术展（ICDE），深圳国际胶粘带展（IATE）。除了
将展会打造成一站式采购和体验专业平台外，展会同期还将举
办十余场特色主题高峰论坛活动，面向来自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商用显示、智能家居、工控、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海内外专
业观众及买家展示前沿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中国乃
至全球光电显示行业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