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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2018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圆满落幕。展会面积达到 60,000平方米，
有近千家参展商集中亮相，三日的参观总人数达 37,451人， 创造了历届新高！同时组织了超过 151家
企业的 3,052名专业观众组团参观，同比增长 28%。到场特邀贵宾买家达到 1,360人，实现超 1,000场
特邀贵宾买家展中商务配对。展中举办 12场高端专题论坛，涵盖触控与显示、3D 玻璃、机器视觉、光学膜、
模切、涂布、洁净室等行业热点议题，共吸引 2,564名听众参与听会及现场交流，同比增长 19.8%。

展示面积 参展品牌 企业代表团 合作媒体

60,000平方米 近1,000家 超过151家 120家

专业观众总人数 组团观众 会议听众

37,451名 3,052名 2,564名

90% 的观众对展会感到满意

 29% 
触摸屏生产厂商

 28% 
触摸屏及显示屏应用产品

 15% 
触摸屏及显示屏材料

 10% 
触摸屏制造设备及配件

 7% 
显示屏生产企业

 4% 
其他

 2% 
净化设备

 1% 
EMS/ODM企业

 1% 
协会、学会、工会、产业联盟

 1% 
科研 /咨询机构

 1% 
检测设备

 1% 
媒体

观众行业
构成

观众职能
划分

 26% 
营销部门

 21% 
管理部门

 15% 
设计开发部门

 10% 
工程技术部门

 10% 
生产制造部门

 10% 
采购部门

 4% 
项目部门

 4% 
其他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组织方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
以参观专业展会。展前从人员的统计，
到现场的接待都给予了优质的服务。尤
其是今年的午餐券很贴心。展会上我们
也收获不少，找到不少自己的需求，也
看到不少同行的产品创意。非常赞。祝
全触展越来越成功。

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司参加 2018国际
触摸屏与显示展会。从前期的邀请，咨
询解答和展会两天的接待，指引等，体
现出专业展会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细
致！通过本次展会，我们公司网罗了不
少信息，拓展了很多资源，为以后的产
品开发做资源储备！在此，再次感谢展
会方的辛勤付出！

深圳市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特别感谢全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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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上展出的产
品比较新颖，看到了行业前端的设备、
材料。现场会议内容丰富。最后祝愿全
触展越办越好！

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对于本次展会，从展前的观众邀请、展
中班车接送，现场接待都非常专业服务。
同时，我司工程师对本次展会比较满意，
现场看到了行业最新的产品，现场研讨
会内容丰富，可以及时运用到工作中。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明年还会参加！

富士康科技集团

全触展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参加，今年办
的特别好。本届展会展商质量很高，包
含触控、3D玻璃、摄像头、显示器以及
机器视觉等与我们集团发展很贴切，特
别是同期的论坛对我们很有益，对我们
帮助很大。另外本次接待人员非常热情，
服务很周到，态度非常好，对我们的要
求也耐心解决，犹如好朋友一般，非常
感谢你们的付出。 

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

每年展会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影响力迅
速提升，产品品类多、产品展会面积最
大、展会活动最为丰富。组团参加深圳
全触展的体验很好，展中班车统一接送，
有效避免团队迟到，可以让我们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参观。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
多可以用在我们工作中的产品，还能与
同行共同探讨对行业发展的看法。

组团观众寄语



TAP特邀贵宾寄语

ivvi

ivvi团队在通信行业打拼了 20余年，也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手机行业最高奖项
国家科技进步 2等奖）。本次展会汇聚
了华南地区大部分触摸屏产业的优秀企
业，通过参展，我们发现了行业新技术，
也收获了理想合作伙伴。在此，我们对
于展会提供的便捷服务与业务机会深表
感谢！祝展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惠州市合森玻璃有限公司

本次展会是一场触控行业技术交流盛会。
作为行业里的配套生产厂家，我们非常
重视和珍惜这个交流平台，所以每年一
次的展会我们都会来参观学习，在每一
次的参展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新技术
新亮点并受到新的启发！感谢展会！感
谢主办方！感谢特邀贵宾专员的周到服
务！祝展会越办越好！我们明年再相会 !

合力泰科技

合力泰科技作为一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主营的电子触控显示业务（涵盖新
型平板显示器件、触摸屏、摄像头等产品）
需要许多新型材料及先进生产设备来作
为产品研发设计及生产支撑，而此次展
会为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交流
平台，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行业
产品技术发展脉络，此次参展让我们受
益良多。在此也特别感谢特邀贵宾专员
非常贴心周到的服务，祝愿展会越办越
好，期待明年再见！

江西天翌光电

天翌光电以电容触摸屏的自主研发与制
造作为企业的核心产业 ,非常需要这个平
台让我们了解行业的新技术、新发展。
展会每一年都有新亮点，并且每一年都
让我们获益颇多。在此衷心感谢展会主
办方，感谢 TAP团队，让我们享受到了
优质的服务，感受到了展会的专业性。
祝展会越办越好，推动行业发展，引领
行业前进！

迈超光电

本次展会一直都是我寻找供应商的优质
平台，近四年来本人从未缺席，但却是
第一次享受 TAP贵宾服务，这令我感触
很深，享受到很多便利服务。服务人员
非常热情，对玻璃产业很有见解并带我
见了很多商家，在此本人向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同时祝愿展会越办越有影响力，
促进行业交流！引领行业前进！

宸展科技

感谢主办单位邀请这么多优秀的公司进
行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展示，便于我们现
场的采购工作。能在这个大平台搜寻到
许多新的产品及技术，对于公司的产品
开发有相当大的帮助。在此也感谢主办
方在展会前期热心的关怀以及在现场专
业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主办方办展
的专业。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TAP对服务满意度 93%

未来预计成交额 2.795亿元

到场人数 1,360人

商业配对场次超 1,000场

特邀贵宾综合数据

重点邀请的 TAP特邀贵宾

TAP特邀贵宾数据分析 商务配对精彩回顾

TP企业

蓝宝石企业

智能家居企业

汽车电子企业

触控显示企业

手机企业



展商评价

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
示展了，一路过来，想第一点先说的
就是：感恩。感谢我们展会这么好的
平台，将整个产业链的这么多企业聚
到一起，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共
同的地点，可以互相的交流、学习。
第二点，祝福展会越办越好，希望展
会可以吸纳更多的上下游的企业一起
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一起去探讨，
去讨论未来的方向。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每年都来这个展会，在这里我们
也遇到了潜在性的客户，我们也把我
们公司的名声在这里扩大，所以我们
每年都会来参加，我们也希望这个展
会能够越办越好，会越来越国际化。

英属维京群岛商天材创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今年已经是我司第三次参加 C-TOUCH 

& DISPLAY了，每一次参加我们成果都
非常丰硕，不止可以顺利的与我们目
标客户群体接触到，也和同行业之间
有非常好的交流机会，所以也预祝这
一次展会能够顺利成功。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整体来说我觉得展会对高端企业的凝
聚度很强，我也希望展会能够越办越
好，成为我们优质材料的顶尖的沙龙。

宸鸿科技 (厦门 )有限公司

祝愿展会可以号召更多的客户、观众、
应用商共同参与进来，大家合作交流，
开拓更多的商业机会。

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本届展会，向大家展现新技术新
材料，既与同行业的同事一起交流，
又与柔性材料这一方面的朋友有了很
多交流，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现场精彩活动回顾

97位
演讲嘉宾

2,564名
会议专业听众

2018 深圳国际触摸屏与显示技术发展
论坛

2018 全球显示产业前瞻分析师大会

2018 手机产业链峰会―全面屏 3.0 时代
下的产品设计与创新

2018 消费电子胶粘材料技术与应用创新
论坛

2018OLED 关键材料技术研讨会

2018 全球商用显示应用与创新主题论坛

2018 第二十四届洁净室技术研讨会―华
南洁净关键

2018 模切工艺大讲堂

2018 视觉系统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2018 深圳国际车载显示及娱乐系统发展
高峰论坛

2018 第二届中国柔性显示技术（材料）国
际论坛

2018 第四届模切涂布市场与新材料技术
发展高峰论坛



参展咨询：李翔 先生
电话：021-2231 7018
传真：021-2231 7181
邮箱：info@reedkuozhan.com

参观咨询：孙梅 女士
电话：010-5763 1828
传真：010-8518 8016
邮箱：mei.sun@reedexpo.com.cn

2019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
2019上海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19年 6月 26 - 28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随着 4K 在消费市场的大红大紫、8K 时代也日益临近，中国新型显示行业正迎来第三个发展周期，行业产值正从千亿到万亿快速
递进。世界首条 10.5 代线及中国首条 6 代柔性面板产线的相继投产也预示着未来产品将进一步向超大尺寸、高清晰、快速响应的
方向发展。新型显示材料，制造工艺和市场竞争格局都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为了加速显示行业新技术发展成果的市场转化，促进显示技术和未来创新应用的融合，由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 (CODA)、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Reed Exhibitions Kuozhan) 联合举办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 (DISPLAY CHINA)，向来自面板制造、配套材料、
设备、代工服务、消费电子、通信、计算机、汽车电子和医疗电子等各类显示应用企业的观众集中展示新型显示行业内企业的技术、产
品和服务。此外，展会还通过巡回路演，行业高峰论坛，知名媒体专访、E- 渠道推广等为参展商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

2019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19年 11月 21 - 23日 |深圳会展中心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立足于中国电子制造行业的核心区域，是触摸屏行业影响深远，规模盛大的行业聚会。近 1000 个国内外知名
品牌齐集 60,000 平方米的展会现场，展示触控和显示领域面向未来的产品创新与技术革命。穿梭于展厅，参观者可以看见并触及各
种关于以触摸屏模组、显示面板为核心的海量新品及前沿技术，涵盖成品，加工制造，检验检测、元器件、零组件、原料及辅料等。此外，
展会还通过数十场高品质研讨会、知名媒体专访、全方位 E 渠道推广为参展商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诚邀您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
示展，以便捷高效的方式维护客户关系，获取销售线索，推广新产品，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从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同期同地举办的深圳大屏智能交互技术展览会、中国（国际）3C 电子新材料展览会、摄像模组和机器视觉技术展览会，汇聚大屏
触控应用，新材料，光学成像和检验检测领域的新突破和新方向。

2019我们再相聚！

同期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