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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上海国际全触展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圆满落幕。本届展
会共汇聚 200 余家展商，展示面积达
到 10,000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触摸
屏、平板显示和手机方案设计等行业的

19,569 名专业观众和高端买家。展会现
场共有 462 位TAP特邀贵宾到场，超过
30% 的展商获得了TAP服务，展会得
到了 20 多家相关行业协会和 60 多家
专业媒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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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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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声音
TAP特邀贵宾寄语
我们作为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期待有更优质的资源
和令人心动的精进服务，以推动行业上游及移动终端的
融合发展。而全触展为触控显示行业提供了一个宽广的
展示及商贸平台，给材料、设备、芯片等厂商及客户提
供了多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感谢全触展，为我们特邀
贵宾提供了细致的安排和周到的服务，也让我们有幸在
展会中获得了更多的技术信息和资讯。九层之台，起于
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此祝福全触展每届的成功
举办，也希望全触展能更加贴近产业链供应商和终端客
户需求，越办越好再创辉煌，成为触控显示行业展会的
风向标！
—— 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叶金鑫 部件规划经理
本次展会TAP专员服务非常到位，带领我们看到了辅助
手机加工制造、组装方面的自动化一部分的发展方向，
如：外观加工更精细化，组装更智能化并可自动检测功
能。同时也看到了手机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如：VR、
全息投影等的发展。希望触摸屏展越办越好，内容更加
丰富。
—— 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敏 研发经理

本来此次展会我是在前期贵方强力推广，加上贵方代表大力
邀请（多次电话告知）下参加的。整合观展过程很顺畅，体
验相当好！因为此次展会有专员陪同，可以为我快速的找到
我想找的厂商，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方向。还有好多细节都
让我对此次展会感触颇深。真心不错的观展体验！感谢全触展
举办方，感谢特邀贵宾团队热情周到的服务，感谢我没有错失
良机，参加了这个展会！感谢！
—— TCL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何德海 产品部经理

本来展会举办期间正值项目攻关的关键时期，实在抽不出时间
参观，但是上海全触展的主办方每天会帮我更新展会的信息，
并且会在展会前特别制作好参观的胸卡，实在盛情难却。在参
观的前一天和主办方的TAP专员进行了联系，展会现场顺利碰
面并由她带领我参观了数家我很感兴趣的展商。关键是在展
会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拿到总部测试之后也满足我们的
需求，解决了困扰我三个月之久的难题。感谢主办方以及TAP
专员的热情接待，明年还会参观，重点参与行业的讲座！
—— 上海华为有限公司 邹建忠 高级工程师

组团观众好评

对于贵司的服务，我们非常满意。我们的同
事在展会参观的也很开心，学到很多知识，
了解很多新技术。非常感谢组团专员的接
待，合作愉快！
—— 天马微电子集团

主办方从邀请到接待工作都安排得很周到，
通过本次观展我们了解到行业最前沿的信
息，并结识了新的材料供应商和设备厂商，
达成了预期目标，感谢上海国际全触展为我
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 昆山华冠商标印刷有限公司

2016上海国际全触展是一个集触摸屏，手机金属外壳及相关设备等
为一体的专业展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对于开发新
客户，维护老客户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展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
触摸屏行业最新产品，同行业之间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进一步促进行
业的整体发展。展会的服务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真诚对待每一位
参展观众，及时处理参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帮助解决。
——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贵司服务主动周到，态度热情友善。本次观
展我司收获良多。万分感谢！

——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感谢主办方之前对于“全触展参观”邀请，此次参观后对于我司收益颇
多，对于目前刚进入此行业不久的我司而言，帮助是很大的，非常
感谢。最后期待下期的参观。
—— 平田精密器材（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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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

TAP特邀贵宾数
特邀贵宾综合数据

实际到场人数

实际商业配对场次

462人

85场

重点邀请的TAP特邀贵宾
TP厂商：
手机厂商：
汽车电子：
应用终端：

特邀贵宾对服务的满意度

未来12个月内最高成交额预估
800万
(RMB)

700万
(RMB)

2150万
(RMB)

1000万
(RMB)

展后1-3个月

展后3-6个月

展后第6-12个月

其它
(按项目、不固定等)

对展会服务感到满意

91.1%

商务配对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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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55%

的展商推荐展会

感谢上海国际全触展的热情邀请和优质服
务，为首次参展的乐凯华光提供了良好的
展示、交流平台。在这个专业平台上，我
们带来的ITO替代新技术产品----纳米银线胶
片,该产品受到了现场行业观众的关注和好
评，带来的近千份资料首日即发放一空，
我们还与包括TCL在内的知名企业有了深入
的接触，对于这次参展情况我们非常满意，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让客户和同行对乐凯华
光有更直观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在此
祝愿全触展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作为国内知名的专业触控与显示展会，前
来上海国际全触展观展的观众数量众多，
质量很高，展会服务也很到位。在全触展
上，正海的系列产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
达到了品牌宣传的目的，我们带来的自主
品牌的电容方案也得到了与会人士的广泛
推崇，总而言之，本届展会正海的参展效
果超出预期，感谢主办方的热情接待！

——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郭佳亮 副总经理

感谢上海国际全触展为佑威提供了专业展
示和交流平台，本次参展佑威带来了非常
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研发的PUR热熔胶系列
产品，UV固化胶系列产品和AF产品，借助
展会平台，特别是今年与NEPCON China电
子展同期，让佑威看到了更多潜在专业买
家，非常高兴。佑威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
触展，希望展会越办越好，而参展商能借
助这样一个优质平台，共同成长。

—— 烟台正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焕章 研发人员

上海国际全触展是知名的专业触摸屏展
会，来观展的观众数量众多，质量也很高，
展会服务也很到位，在全触展上，我们公
司 的 全 自 动 O C A贴 合 机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宣
传，达到了品牌宣传的目的。下半年我们
还有意携机器以更大规模继续参展深圳全
触展！

—— 上海佑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柳成良 总经理

—— 深圳市深鸿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葛天宇 市场部经理
香港置威科技参展2016上海国际全触展获
得了圆满成功！展会现场观众的质量符合
预期，我们很满意，希望往后的展会能够
进一步提升观众和展商的服务，将这个商
务平台打造得更好！

相较触控与显示行业中其他展会，力巨更
加看重上海国际全触展这一专业对口的展
示和交流平台。本届展会上力巨接待了大
量高质量的专业观众，对于参展效果非常
满意。未来我们将继续参展，并持续进行
各类赞助活动，期待未来全触展越办越好！

—— 香港置威科技
彭群兴 总经理

—— 厦门力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玲玲 市场部

现场精彩活动回顾
2016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触摸屏与显示技术发展论坛
2016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触摸屏与显示技术发展论坛每年分别于深圳、上海两地举办，至今为
止成功举办了十一届。论坛以权威的演讲嘉宾，高规格的参会代表，专业的议题与丰富的资讯
受到业内广泛推崇，是触摸屏行业内技术交流与学术研讨的专业平台。本届论坛将邀请国内外
知名触摸屏企业与资深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带来触摸屏行业先进技术、生产工艺
和材料特性，探究大数据背景下的触显行业如何融入移动互联、智能穿戴等新兴概念。

2016光学膜现状与未来论坛
随着需求的持续提升，光学膜类产品的市场总值已达千亿级别，而薄膜的涂布同样也涉及到设
备、工艺、胶水、配方、基膜等各方面配合，复杂程度高，对企业的综合能力要求也较高。随
着功能膜要求的延伸和拓展，对涂布工艺、基膜、胶水等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功
能膜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涂布技术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与薄膜新材
网共同主办的“2016光学膜现状与未来论坛”将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论坛旨在增进行业
上下游的交流，共同探讨涂布产品与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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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举办

2017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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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5日-27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下届展会见！
参展联系：张祥丽 女士
电话：+862122317258
传真：+862122317182
邮箱：sunny.zhang@reedkuozhan.com

观展联系：高玥女士
电话：+861057631828
传真：+861085188016
邮箱：linda.gao@reedexp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