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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参展商与观众朋友们 ：

感谢您于 2020 年 11 月 19-21 日参加由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0 深圳国际全触与
显示展（C-TOUCH & DISPLAY SHENZHEN 2020），同期举办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FILM & TAPE
EXPO）和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COMMERCIAL DISPLAY）。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行各业。作
为和行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专业平台，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凭借着各位行业伙伴们勇于担
当、迎难突破的企业精神成功举办。本届展会的展览面积达到

45,000 平方米，吸引

700 余家参展商及品牌汇集现场，创新产品与黑科技技术相得益彰，覆盖智慧触控与新

型显示行业全产业链。在今年这一特殊的社交大环境下，我们呈上的观众答卷是三天展
期共吸引

31,852 名专业观众齐聚现场，到场观众人数较去年同比增长，这无疑象征着

整体行业向上向好的凝聚力，全面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为行业合作共赢注入强心剂。

企业勇担社会责任、稳定行业发展，汇聚成一股阴霾下温暖且又坚定的力量，展会现场

130 家企业的 2,994 名专业观众组团参观，到场特邀贵宾买家 1,339 名，成功开
展 956 场特邀贵宾买家展中商务配对，其中包含 40 场海外买家在线视频会晤。通过专

超

业化平台，助力高质量买家和展商高层建立高效的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突破瓶颈、拓展
商机，把握 2021 年度的新一轮机遇。此外，本届展会同期举办 12 场高峰论坛活动，覆盖
可折叠手机、车载显示、量子点、商用显示等行业热点议题，共吸引
众与到场嘉宾展开热烈交流，上演着一场场脑力激荡的思想盛宴。

2,954 名与会观

2020 年 11 月 21 日，为期三天的 2020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圆满收官，

2021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将于明年 10 月 19 至 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老展馆）
精彩继续。我们期待与您的再次相会！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项目组
2020 年 12 月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
满意度

90%

93%

观众对展会表示满意

1.66%
1.96%

观众表示有意向继续参观 2021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1.44%

2.12%
2.21%
2.97%

1.54%

20.42%

显示触控应用产品生产企业

智能手机
23.91% 工业自动化设备
平板电脑 / 笔记本
19.02% 智能穿戴设备
电脑

3.03%

汽车电子

商用显示

2.36%

15.72% 家用电器
12.73% 智能家居

观众行业构成

3.78%
4.17%

10.10% 视听及数码电子
6.54% 电子医疗设备

航空航天及军用
4.99% 电子
2.20% 其他

1.99%
1.20%
0.54%
1.06%

19.82%

4.58%

12.37%
显示触控应用产品生产企业

20.42%

触摸屏生产企业

19.82%

显示面板生产企业

14.57%

3D 玻璃盖板生产企业

12.37%

5G 关键材料生产企业

4.58%

显示面板制造通用设备及配件生
产企业
触摸屏及显示面板材料及元器件
生产企业
机器视觉自动化设备生产企业

触摸屏制造设备及配件生产企业

观众主要工作职责

27.50% 的观众主要从事企业 / 项目管理
企业 / 项目管理
设计开发
采购

工程技术

协会、学会、公会、产业联盟

14.57%

27.50%
22.95%
16.50%
15.17%

生产制造

市场 / 销售
其他

8.89%
7.46%
1.53%

3.78%
3.36%
3.03%

检测设备及配件生产企业

3D 玻璃加工材料生产企业
净化设备生产企业

3D 玻璃加工设备生产企业
其他

观众服务的行业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 笔记本电脑
汽车电子
商用显示
自动化及工控电子

了解行业中创新产品及新的市场趋势，为后期采购准备

33.22%

物色新代理商 / 合伙人，探索新商机

13.98%

会见现有的供应商，以回顾业务合作

12.72%

接触更多供应商，以达成业务合作

11.49%

会见特定的供应商，以落实采购需求

4.17%

家用电器

观众参观目的前五位

33.22% 的观众关注新产品 / 技术， 为后期采购准备

媒体

7.73%

智能家居

智能可穿戴设备
医疗电子及设备
视听及数码电子

航空航天及军用电子
其他

2.97%
2.21%
2.12%
1.96%
1.66%
1.44%
1.54%

24.61%
17.63%
10.65%
9.72%
9.53%
5.55%
5.26%
4.73%
3.68%
2.45%
1.88%
4.31%

组团观众评语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展会三天都有同事参观，大家反馈都很好，展前组织接待很
到位，非常满意。从现场看到了很多新的产品，现场研讨会内容
丰富，对于将来工作很有帮助！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展会现场看到很多新的材料和触摸屏之类的新产品，感觉学
习到很多新知识，接待人员态度非常好，指引也很到位！

星星触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会上见到很多在合作的合作伙伴，同时对柔性新材料做了了解，
对企业柔性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感谢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专车
接送，特别贴心。

富士康科技集团

非常感谢贵单位邀请我们集团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从展
会宣导，到论坛介绍，人员接待及沟通协调方面给我我们很大的
帮助。本次展会展商门类齐全，技术论坛专业深入，在产品与技
术方面对我们集团在光学方面助力很大，非常感谢！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服务有限公司

本届展会由于疫情原因相对于前些年少了一些国际厂商，但相对
于其他的展览规模已经很大了，办得很不错！本次展览涉及范围较
广，触摸屏、玻璃、油墨、膜材、显示屏等，体现了展会主办方
的用心和专业，值得点赞。接待人员很专业、很负责、很敬业！希
望明年展会时疫情已经完全控制，可以来观展更大规模的深圳国
际全触与显示展，谢谢！

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

感谢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的邀请，展会接待人员积极且专业性强，展会规模庞大且展品示范性较强，对于参
观展品的品牌与品质表示认可！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参观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收获很大，公司主要关注触控与模切设备，通过和展商沟通了解老花设备、高
光谱成像等技术，现场和几家参展商均有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

东莞石龙京瓷有限公司

组团专员接待热情，服务周到！本届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主要以国内企业为主，感受到了国产品牌的飞速发展，
有一家企业做的液晶屏画面外观 AOI 检测设备在将来可能会纳入我们供应商体系中。

TAP 特邀贵宾贸易配对情况
TAP 特邀买家到场人数

1,339

预计交易金额

预计未来 1-3 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名

元

58,000,000

元

预计未来 4-6 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商务配对完成场次

956

52,000,000

RMB

RMB

预计未来 7-12 个月内交易总金额约：

场

127,500,000

元

273,500,000

元

RMB

预计总体成交额约：

* TAP 特邀买家观众是指得到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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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 以上成交金额信息来自 84 份 TAP 特邀买家展后调研问卷，可能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TAP 特邀买家评语
联想（深圳）电子公司

本次的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让人印象深刻，参展商的产品和技术覆盖面广，新颖度高，我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寻找的技
术和合作伙伴，对我们的研发和业务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尤其感谢主办方安排的专员参观与引导，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

组织有序、准备充分、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本届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谢谢！

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展会提前一个月开始沟通安排，了解参展需求，提前规划路线，现场带路指引，还有丰
盛的午餐，精美的礼品，让会展轻松高效的进行，目前我司已有多个项目新增了会
展供应商直接和间接投入评估。感谢主办方，期待明年的会展继续参与！

芜湖伦丰电子有限公司

在这次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上成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同事又维护
了很多已合作的供应伙伴，效果很好！展会期间公司不仅增加了知
名度，也实现了低成本获取新供应商伙伴的预期目标。同时在展
会上我们也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对手，这对企业未来发展和规
划非常有帮助。在此衷心感谢主办方，让我们明年再会！

秦皇岛波盾电子有限公司

强烈感谢 TAP 特邀卖家团队，根据我们的需求帮忙挑选
展商，让这次展会的参观变得更有效更有意义。接待专
员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每个展商都记得位置，帮助我们
和展商对接沟通，感谢如此用心的服务！

展商评语
这是我们首次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
显示展，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如
此贴心的服务，使我们很顺利完成
了智慧显示终端系列产品的展示。
此次展示期间不但有很多专业的客
户到现场咨询，同时主办方还提供
了线上交流平台，使很多线上客户
有针对性的跟我们进行了对接。最
后衷心祝愿展会越办越好，继续给
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能够更好的交流、学习！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市场经理 郭乃嘉

TCL 华星携大中小尺寸及商显全系列
产品首次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
展，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我们展商
一个非常优质的行业交流平台，特
别是在触摸显示领域，很好的推动
了触控产业积极发展、上下游产业
供应链的完备完善，让我们的企业
及消费者共同感知触控技术及产品
/ 解决方案等带来的市场机遇及生
活变化。希望我们的触控显示产品
越做越精，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越办越好！
TCL 华星
商显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小兰

触控显示作为现代工业中人机交互
的重要载体，在商用显示、车载显
示、3C 产业、新零售等领域应用广泛。
随着以 5G 为核心的创新智能生态逐
步建立，数据、信息、影音各种显
示与输入装置更会无所不在。柔性
屏、折叠屏、超大屏等显示新科技
多角度发力，触控显示产业正迎来
新一轮上升周期，身为触控行业领
先企业，宸鸿未来将完善准备，超
越期待！凝心聚力，2020 深圳国际全
触与显示展聚合了行业上下游的优质
展商共聚一堂、合作共赢。TPK 也祝
愿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蓬勃发展，
越办越好！
宸鸿科技
首席战略技术官 江耀诚

精卓光显，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承
接欧菲光原触控显示业务，实现独
立发展。在本次展会上，我们以全
新面貌展示了盖板玻璃、触控、显
示模组、及未来新技术多领域一体
化解决方案，获得产业链的高度认
可。感谢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副总经理 崔俊峰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此次展会所做出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显示 的努力和贡献，给触控显示行业创
行业中领先企业，本次参加深圳国 建了如此优秀的线下交流和展示的
际全触与显示展，天马顺利圆满完 机会，让大家一起探讨未来显示技
成参加展会展示推广和组团参观等 术的发展机会，共谋未来显示新发
事宜。在展会现场，天马得到很多 展。帝晶光电作为深圳国际全触与
业界人士、合作伙伴的认可，并且观 显示展的常客，此次参展更是带来
众人流大，前来咨询和洽谈很热烈。 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产品尺寸涵
此次举办的主题论坛、分论坛、研 盖 0.96-15.6 寸，有水滴屏、单盲孔、
讨会等也是一场业界内的峰会，各 双盲孔、VR、智能穿戴、平板、车
企业高管、院士等在主办方提供的 载工控等高端产品。帝晶光电致力
这个平台上发表了很多新的论点以 于打造一流产品质量、一流的研发
及思路，对显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技术、一流的诚信服务，树立起行
向更是有促进作用。这次参展非常 业典范。祝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顺利，祝愿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越办越好！
越办越好！
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陈博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拥有节能玻璃、电子玻璃及显示
器件、太阳能光伏三条完整产业链
的行业知名大型企业集团，正在让
全世界体验南玻技术，享受品质生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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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玻集团
执行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杨昕宇

IVT 维业达携大中小尺寸及商显教育

等全系列产品又一次参加深圳国际全
触与显示展，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我
们一个品质比较高的行业交流平台。
此次展会，我司首次展示了新产品 86
寸 AD 膜的产品，可满足大尺寸、超薄、
高精度等需求，现场沟通了很多专业
参观者，收获颇丰。希望我们的深
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规模越来越大，
为行业带来更精更多的产品与需求。

维业达触控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小红

本次，亚玛顿展位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不愧
是行业内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展
会，展前推广、展中采访活动、展
后宣传活动等，都对我们公司品牌
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让我们
公司在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知名
度。希望展会越办越好，来年再见！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吴婷

通过本次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的
韩国共同馆项目进一步扩大了中韩
两国间的显示器与触摸屏产业的技
术交流，也巩固了两国关系。向给
予关心的主办方致以深深的谢意，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韩国显示产业协会
副会长 金成珍

精彩活动回顾

2,954

会议专业听众

名

102

位

演讲嘉宾

2020 深圳国际新型显示与
触控精英峰会

2020 第五届深圳国际车载显示
与智能座舱高峰论坛

新型显示技术论坛暨 2020 年
SID 显示周新技术演讲会

2020 第三届全球量子点材料技
术及应用创新峰会

2020 第三届全球商用显示应用
与创新主题论坛

2020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高峰论坛

2020 第五届赋能 |AR/VR
跨界融合创新论坛

2020 5G 新材料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

2020 ESD+ 产业创新与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2020 深圳国际薄膜与
胶带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2020 第三届中国消费电子胶粘
材料技术与应用创新论坛

2020 第六届中国模切市场与
涂布技术发展论坛

现场精彩掠影
现场观众

参展商及品牌

BOE 展台

TCL 华星展台

天马展台

惠科展台

宸鸿科技展台

精卓光显展台

现场精彩掠影
参展商及品牌

帝晶光电展台

南玻展台

维业达展台

华科创智展台

亚玛顿展台

梦派展台

北玻展台

东远展台

深鸿海展台

轴心展台

天弘激光展台

中科慧远展台

富印展台

汉高展台

瓦克化学展台

展会亮点
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

顺应商用显示全球智慧化趋势，本届展会携手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公
共信息显示（PID）分会全新推出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全面呈现商用显
示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解决方案。

显示面板厂商首次集中亮相

伴随着新兴应用场景和应用产品的迭代更新，新型显示产业的蓬勃发展
迎来重要机遇。本届展会吸引京东方、TCL 华星、天马微电子、惠科金渝、
柔宇五家显示面板厂商集中亮相。

触摸屏及盖板玻璃核心展商阵容再升级

受益于各种技术设备的换代和在各行业的普及应用，中大尺寸触摸屏持
续保持快速增长，宸鸿科技、精卓光显、帝晶光电、维业达、华科创智
等领军企业纷纷参与亮相本届展会。

全球显示行业获奖产品展示区

为了使国内显示行业人士足不出户近距离领略到全球显示技术前沿技术
发展和应用，本届展会特设全球显示行业获奖产品展示区，成功吸引元太、
康宁、长信等 7 家企业参与展示。

韩国展团

在海外疫情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本届展会秉承为观众与展商健康高度负
责的原则，携手韩国显示产业协会一起打造韩国展团，汇集诸多韩国触
控与显示行业上游领先材料及设备厂商，结合“线上 + 线下”的方式，
以国际化的视角，全方位呈现韩国前沿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

海外买家在线商贸配对

本届展会全新提供一对一海外买家商贸配对服务，助力参展商锁定因疫
情原因无法亲临现场参观的海外买家，在线达成采购洽谈，精准收获一
手订单。

展会第二空间

本届展会打造“展会第二空间”，通过直播秀、在线参观团、云相册三个
维度，全方位、多视角第一时间在线呈现展会现场盛况，高效便捷地促
进展会信息交流，拓展潜在商机。

欢迎您参观
2021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C-TOUCH & DISPLAY SHENZHEN 2021
2021 年 10 月 19-21 日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老展馆）

同期展会

参展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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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 ：www.quanchu.com.cn

市场合作

袁帅 先生
电话 ：010-2231 7235
传真 ：021-2231 7181
邮箱 ：klaus.yuan@reedkuozhan.com

关注官方微信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