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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平方米

展示面积

超过200家

参展企业

95场

现场销售会议

35个

企业代表团

88家

合作媒体

2017上海国际全触与显示展、2017国
际新型显示技术展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圆

满落幕。本届展会面积达到12,000平

方米，有超过200家参展商集中亮相，参

观总人数2 2 , 2 1 2人，同比去年增长

13.5%！主办方同时组织了超过35家企业

的1,071名专业观众组团参观。到场特邀贵

宾买家达到468人，实现特邀贵宾买家展中

95场商务配对。展中同期活动2017国际新
型显示技术论坛、2017上海国际触控与显
示技术论坛和2017手机产业链峰会等，

3场高新技术论坛共吸引407名听众
参与。

22,212名

专业观众

468名 特邀贵宾买家

1,071名 组团观众 

75%
的观众一定或非常愿意将
展会推荐给同行或是朋友

观众行业
分析

26.76%
触摸屏及显示屏应用

产品生产企业

3.45%
科研/咨询机构

0.75%
媒体

1.83%
其他类型

0.6%
协会、学会、公会、产业联盟

0.15%
EMS/ODM企业

23.49%
触摸屏生产企业

17.39%
显示屏生产企业

7.58%
触摸屏制造设备及
配件生产企业

3.3%
显示屏制造设备及
配件生产企业

6.75%
触摸屏及显示屏
材料生产企业

1.35%
净化设备生产企业

4.8%
检测设备生产企业

1.8%
触摸屏及显示屏元
器件生产企业



观众声音

TAP特邀贵宾寄语

组团观众好评

南京平板显示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参加此次全
触与显示展和新型显示技术展，展会给大家提供
了很丰富的交流平台。展会规模盛大，人气很高，
让大家及时了解到行业内最新讯息及技术，获得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展会整个参观行程细节都做
的很好，主办方全程贴心引导，为大家提供了无
微不至的服务，非常感谢主办方举办此次活动，
这次参观很顺利，大家非常满意。祝全触展越办
越好，我们期待下一届的参与！

南京平板显示行业协会会员代表

尊敬的主办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显
示行业从业30年以上的企业，对展会有着严格的
选择，并对展示效果有规范的评价机制。这次与
主办方的合作，达到了良好地预期效果。

我们特别感谢，主办方委托代曼丽小姐作为联络
窗口，正是代小姐良好地沟通能力，及时反馈了
参加者的意愿。我们知道要组织一支200人的参观
活动，是件繁琐的事，主办方从人员统计、核对，
论坛报名，证件的制作、寄送，安排接送班车，
午餐等工作，都非常妥当，就连对各班车车长适
当感谢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我们将以代曼丽以及现场的孙小姐细致地工作态
度为榜样，历练我公司员工同样的处理复杂实务
的能力。愿全触与显示展和新型显示技术展越办
越好！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经连续几年组团参观展会了，每年都带
着学习的心态积极与展商交流，通过每年的参与，
感受到全触与显示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和不断变化
的行业发展资讯，对我司评估市场信息有很大的
帮助。

感谢全触与显示展和新型显示技术展组委会对我
司参观展会一如既往的帮助，上海在业内已经是
具有相当地位的展会，我司会一直关注并参加。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我司参加了全触与显示展和新型显示技术展，作
为触摸屏及显示产业久负盛誉的专业展会，可谓
是期待已久的一次活动，特别是作为业内人，更
是一次绝好的认识和了解触控行业发展的机会。
随着触控及显示行业日益明显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上下游产业链合作越来越密切，展会现场，可折
叠的OLED显示器件、移动端超窄边框显示器件等
新产品定让人耳目一新，让我们对行业发展有一
个全新的认识。此次展会主办方安排、服务到位，
工作人员尽心尽力，辛苦了，非常感谢！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今年是我司第一次组团参加上海展，从最开始报
名到现场参观，感受到主办方服务很热情，提前
把工作都安排的很好，现场布置很美观，点赞。

全触与显示展和新型显示技术展为行业内企业提
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展会上看到很多高新产
品及材料，通过与展商的进一步交流，了解到最
新的行业信息，对我司帮助很大。

我司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上海全触展，希望上海展
越办越好。

苏州键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很感谢此次全触展贵司组委会对康得新参观团的
安排和接待，我们在整个观展中感受到大家热情
的服务。此次展会做到了行业对口，厂商信息明
确，一些行业的资深参展商对我司提供了够专业
的支持。康得新公司会密切关注贵司未来的展会，
期待下半年的展会更丰富，谢谢。

张家港康德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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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贵宾服务高效、直接，
通过专员直接引荐，构建了
供需直接沟通的桥梁。此外，
全触展主题突出、专业，期
望能在今后的展会上看到更
广泛相关领域的供应商，以
满足高效一站式采购的需求。
最后，衷心祝愿全触展越办
越好。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卢冶 

展会服务到位，展商推荐的
比较准确，接待工作也做的
很好，希望展会的规模能越
办越大，吸引更多展商及观
众莅临展会。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 李长顺 

对此次展会非常满意，对TAP

团队的服务非常满意，展会
服务到位，希望展会的规模
能越办越大，在业内更具影
响力。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 孙国峰 



TAP特邀贵宾数据分析

特邀贵宾对服务的满意度 未来12个月内最高成交额预估

商务配对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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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展会服务感到满意

87.5%

特邀贵宾综合数据

重点邀请的TAP特邀贵宾

到场人数

347人 95场

商业配对场次

手机企业：

汽车电子企业：

触摸屏及显示屏企业：

智能家居企业：

蓝宝石企业：

2,300万(RMB)

1,850万(RMB)

950万 (RMB)

展后1-3个月

展后3-6个月

展后第6-12个月



展商评价

京东方本次参展意在宣传京东方的集团品牌和产品品牌，京东方核心事业包括显示器件、智慧系统和健康服

务。三大板块技术、产品相辅相成，共享商机。通过与展位上工程师的沟通得知，来自手机、智能穿戴、智

能家居的专业观众数量众多且专业度高。京东方衷心祝愿展会越办越好，成为企业推广品牌、寻找客户、建

立上下游产业链合作长效机制的绝佳平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华东地区领先的触控与显示行业展览会，该展会的举办契合了当前国内外的大环境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

略要求，各种有关当前产业热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新产品缤纷亮相，继续引领中国触控与显示行业的风向

标。本次，天马携多款明星产品亮相这一行业盛会。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利国际首次参展，感谢主办方的热情邀请和优质服务，为信利提供了良好的展示、交流平台。展会是励展

博览集团的专业展会，观众专业度很高，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展示了代表行业领先水品的车载、移动终端显示、

魔法玻璃等产品，得到了行业观众的认可。在此祝愿展会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信利国际有限公司

展会相关事宜的沟通非常高效、愉快。公司对参展非常重视，准备了精美、详实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展会第

二天便已发完。期望展会能开辟周末场，让更多行业观众及对显示科技感兴趣的普通群众能有参观的机会，

祝愿展会早日成为世界知名的新型显示技术、产品年度交流及展示平台。

华瑞茂 总工程师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对展会的服务很满意，同时观众的数量及质量也很好。与京东方配套的合肥工厂投产，能为面板企业提供代

表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尺寸TV片产品，京东方、华星光电、中电熊猫等专业观众企业均是我们的目标客客户。

除此之外防爆膜等产品也受到了TP企业的关注。

孙琴 研发工程师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会服务非常好，不管是展前定展，相关推广，买家对接，回馈速度及效率都非常高。作为首次参展，我们

推出了全新的array段黄光微影设备，受到了面板专业观众的关注。同时我们的设备也在不断的精进，以迎接

OLED的市场机遇。

郑珮君 行销公关资深专员

亚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中电科风华前身为太原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中电科电子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中国的液晶显示、液晶模组、背光源、触摸屏、偏光片和导光板企业

提供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及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解决方案。通过参加上海展，一来提升了企业知名度，二来与

来自产业上下游的企业加深了彼此的了解，预祝展会越办越出色。

勒建鼎 总经理

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与主办方的沟通十分流畅，展会现场观众相较传统的激光展，质量及专业度更高。展会现场展示的针对面板

及触摸屏企业的产品受到了目标企业如京东方、天马的关注，祝愿展会越来越出色。 

刘彤 市场拓展部市场专员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前沟通很到位，展期对展商有求必应。我司的光谱测量仪主要用在显示模组的生产及研发，上海展相对与

深圳，更加侧重显示，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祝愿展会取得圆满成功。

陈思一 技术工程师

Admesy

4展后报告



展商评价

非常荣幸受主办方邀请参加展会，展会提供了很好的推广品牌、拓展市场和发展潜在客户的契机和平台。

展会期间，和西股份带了国际先进水平的3D玻璃热弯机产品，受到了来自各大3C设备主机厂专业观众的

好评特别有需求客户的好评。

王小林 总经理

深圳市和西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大尺寸触摸屏，参加上海展主要是提升企业在华东市场的影响力，及寻求华东地区工

控设备、触摸一体机、广告一体机的客户群体。参加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年度创新产品评选活动，获得

创新工业触控产品奖，企业品牌及产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

吴祥明 销售经理

深圳市品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公司以集团形式参展，因此各项确认流程繁琐。但主办方销售良好的沟通能力，使得流程走的非常
的顺利。显示模组制造设备国产化一直是行业谈论的焦点，北玻臻兴能为面板生产企业提供代表国际领
先技术的设备产品。除了针对显示模组客户的产品，本次也带来专门针对手机盖板玻璃及大屏触控玻璃
的切割及磨边设备，相比传统精雕机，效率提升了6到7倍。感谢上海展为我们提供了全方面的展示平台，
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温仁中 国内销售部长
广东北玻臻兴玻璃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主要针对有光电印刷需求的客户，展会观众质量高，对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拓展新客户大有好

处，此次展会现场推出的最新丝网印刷设备，受到了TP及平板显示企业专业观众的好评。

陈文成 总经理

苏州市网印之星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沟通非常满意，观众非常的多元化，和京东方、天马、信利等客户一起参展，对于提升企业影响力很

有帮助。展会上下游展商企业较多，透过参展相互交流拜访，进一步拓展了商业机会。预祝展会越办越

成功。

王子文 副理

惠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与主办方的展前、展中沟通十分的顺畅、高效。观众数量多，专业度高。此次参展，公司提前做了调

研，认为此展会的平台在行业十分具有影响力。因此借助此次参展推广全新3D热弯机产品，提高企业的

知名度。

彭立 市场部经理

苏州龙雨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我们参加了深圳及上海的全触展，主办方的TAP特邀贵宾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无疑极大提升了全触与显示
展的参与价值，颠覆了展会传统服务模式，为观众和展商带来了双赢的经济效益，这点做得非常好。上
海和深圳相比较，深圳胜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而上海有非常优质的客户。究其原因，主要是华东地区
集中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资在华企业、工厂，对高端触控产品有可观的需求。我们的产品适用于智能家
居、工业自动化，数字标牌等领域，并在大尺寸全贴合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市场对其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我们看好电容触控领域，看好全触与显示展

傅建伟 国内销售总监
深圳市飞帆泰科技有限公司

沟通十分的顺畅，观众非常的专业。主要的客户如TP厂商、方案公司、整机企业数量都非常可观。华东

地区是我们想要拓展的区域，基于本次上海展参展的效果，我们基本锁定参加今年11月份的深圳展。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胶片事业部

5展后报告



现场精彩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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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际新型显示技术论坛

随着以有机发光、量子点、OLED印刷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材料及制造工艺的不断创新，截止2016年中国大

陆显示行业营收预计超过2,000亿元。为集中展示显示技术发展最新成果，引领未来显示技术和显示应用

创新相结合，2017国际新型显示技术论坛于4月25日在2017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同期隆重召开。本届论

坛由励扩展览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共同主办，来自显示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220

余位专业观众与京东方、维信诺、博砚、Kateeva、FlexEnable、IHS Markit、群智咨询等业内知名企业的

演讲嘉宾共同探讨新型显示技术的市场现状及未来行业走向。

2017上海国际触控与显示技术论坛

近年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移动终端及商业化信息查询系统等智能终端产品逐渐普及，全球触

摸屏产品和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产业规模不断提升。顺应市场发展，2017上海国际触控与显示技术论坛

于4月26日在上海全触与显示展同期盛大召开。此次论坛是由励扩展览有限公司及知名商业研究机构IHS 

Markit联合主办，中国触控协会协办的行业交流盛会，汇集上、中、下游产业链全面信息，结合触摸屏

与显示行业热门技术应用，来自触摸屏上下游产业链的180余位专业观众与天马微电子、IHS Markit、敦

泰、奇景光电、彩虹、诺菲纳米、维业达等知名企业的演讲嘉宾共同探讨触摸屏的技术发展与市场现状。

2017手机产业链峰会—材料和元器件

随着显示、触控、芯片、通信、材料的不断创新，智能手机的技术、市场、产品和竞争格局都将在未来

几年里发生深刻的变化。为集中展示智能手机产业技术发展最新成果、引领未来智能手机关键技术和应

用创新相结合，2017手机产业链峰会-材料、元器件于4月27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Nepcon剧院顺利召开。

此次论坛是由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携手高科技咨询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联合主办的手机行业交流

盛会。为期两天的论坛，来自于Counterpoint、SanDisk、高通、闻泰等知名企业的演讲嘉宾为280名来自

光电显示上下游企业的参会代表梳理了全球手机产业趋势及核心部件的技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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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17年11月24-26日 | 深圳会展中心

2018上海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2018年6月27-29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参展咨询：张祥丽 女士
电话：+86 21 2231 7258

传真：+86 21 2231 7182

邮箱：sunny.zhang@reedkuozhan.com

参观咨询：孙梅 女士
电话：+86 10 5763 1828

传真：+86 10 8518 8016

邮箱：mei.sun@reedexpo.com.cn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助您
   提高品牌知名度

   扩大市场份额

   获取更多销售线索

   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及代理商并建立良好关系

   成功推广您的新产品新技术

   加快国际市场拓展步伐

同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