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方同期展会

2021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C-TOUCH & DISPLAY SHENZHEN 2021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老展馆）2021年 10月 19-21日



为何选择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展示面积 

60,000 m2

参展商及品牌 

1,000家

专业观众 

40,000名

极具规模的智慧触控与新型显示全产
业链的风向标盛会1
从触控显示到终端应用，精准覆盖触

控显示面板、商用显示、汽车电子、智能
家居、消费电子五大核心领域目标观众3
日韩台三大展团集中亮相，30+国家及
地区观众共同打造国际化高端社交圈5

展示创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树
立品牌形象，打造行业标杆的专业商贸
平台2
由小尺寸走向中大尺寸，加速在可

穿戴设备、汽车电子、商用显示等新兴
应用领域的发展4

20+场极具前瞻性的同期会议及活
动，从学术到应用，构建服务于光电行
业技术创新的交流平台6
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营销，全年不间
断带来更多有效市场曝光机会8TAP特邀买家服务锁定核心客户采购需

求，助力参展企业商务配对7

作为一年一度海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展览会，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将于 2021年 10月 19-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
老展馆）举办，集中展示触控显示上游材料技术和装备工艺、触摸屏、显示面板以及商用显示应用产品。展会将吸引
海内外 1,000家参展商及品牌，面向来自触控显示面板、商用显示、汽车电子、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消费电子、工
控等领域的 40,000名技术、研发、采购决策人和众多来自展会第二空间的线上专业观众展示创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

通过励展特有的 TAP特邀买家计划、全程商贸配对及全方位品牌推广，以高效便捷的方式助力参展企业拓展目标客户、
提高品牌知名度、推广现有产品服务、开拓新应用市场。展会同期举办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和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
致力打造智慧触控与新型显示全产业链风向标盛会。



展品范围

往届部分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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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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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屏制造设备
沉积设备、曝光设备、显影设备、蚀
刻设备、清洗设备、贴合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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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设备等

商用显示应用产品
电子白板、商用电视、显示器、液晶拼接屏、广告机、会议平板、激光投影、LED显示屏、新零售系统、
终端显示设备配套服务商等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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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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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屏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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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设备、3D热弯设备、无尘洁净及
防静电设备、CNC雕铣机、机器人及自
动化部件、智能运输及仓储系统等

TM

*以上参展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4,000+名

参会听众

150+位

演讲嘉宾

20+场

主题论坛

●● 2021深圳国际新型显示与触控精英峰会

●● 2021智能座舱暨车载显示与智能交互技术大会

●● 2021全球量子点材料技术及应用创新峰会

●● 2021 Micro-LED显示大会

●● 2021全球商用显示应用与创新主题论坛

●● 2021中国智慧新零售产业大会

●● 2021物联网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 2021 AR/VR跨界融合创新论坛

●● 2021 5G新材料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 2021 ESD+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具体安排以展会现场为准

同期论坛及活动



智能手机 23.91%
平板电脑 / 
笔记本电脑 19.02%

汽车电子 15.72%

商用显示 12.73%

工业自动化设备 10.10%

智能穿戴设备 6.54%

家用电器 4.99%

智能家居 2.20%

视听及数码电子 1.99%

电子医疗设备 1.20%

航空航天及军用电子 0.54%

其他 1.06%

20.42%     显示触控应用产品生产企业

1.54%
1.44%
1.66%1.96%

2.12%

2.21%

2.97%

3.03%

2.36%

3.78%

4.17%

4.58%

19.82%

12.37% 14.57%

观众行业构成

上届部分参观企业

汽车电子

显示与触控

3C通讯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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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 生产制造 8.89%
设计开发 22.95% 市场 /销售 7.46%
采购 16.50% 其他 1.53%
工程技术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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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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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

观众服务的行业
智能手机 24.61%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17.63%
汽车电子 10.65%
商用显示 9.72%
家用电器 9.53%
自动化及工控电子 5.55%
智能家居 5.26%
智能可穿戴设备 4.73%
医疗电子及设备 3.68%
视听及数码电子 2.45%
航空航天及军用电子 1.88%
其他 4.31%

商用显示

上届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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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触摸屏及显示面板材料及元器件生产企业 3.78%
机器视觉自动化设备生产企业 3.36%
触摸屏制造设备及配件生产企业 3.03%
协会、学会、公会、产业联盟 2.97%
媒体 2.21%
检测设备及配件生产企业 2.12%
3D玻璃加工材料生产企业 1.96%
净化设备生产企业 1.66%
3D玻璃加工设备生产企业 1.44%
其他 1.54%

观众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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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届现场观众

上届参展商及品牌

展会现场精彩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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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届参展商及品牌

展会现场精彩掠影



关于主办方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是由励展博览集团和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在中国组建的合资公司，是励展
博览集团在华的九家出色成员公司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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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用显示技术展（COMMERCIAL DISPLAY）、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FILM & 
TAPE EXPO）、柔性卷材加工技术设备展（ICE China）和深圳国际胶粘带展（IATE）。除了将展会打造成一站式采购和体验
专业平台外，展会同期还将举办二十余场特色主题高峰论坛活动，面向来自触控显示、消费电子、商用显示、汽车电
子、医药日化、智能家居、工控、印刷包装、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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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触控与新型显示行业的蓬勃发展。

关注官方微信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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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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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www.quanchu.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