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瓶颈！

第88届中国电子展

2016年11月8日至10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突破
助力



第88届中国电子展

中国电子展(CEF)始于1964年，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电子行业展会。

由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主办，中电会展

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第88届中国

电子展将于2016年11月8日至11月10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

会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电子技术

促进产业升级”为主题，以需求对接和

品牌推广两大主线打造九大核心展区，

展览展示将贯穿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将

为参展企业提供展览展示、产业交流、

宣传推广、以及商贸洽谈等多位一体的

最优展示平台与机会。



三大核心优势助力企业发展

九大核心展区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将以促进产业上游下游
企业需求对接为核心目标，打造近60000
平米展示面积贯穿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相关

九大核心展区。

丰富供需贸易机会

围绕展区行业参展商的实际需求，策
划组织促进行业内供应商与采购商对
接、优质供应商评选等活动。提供丰

富的供需对接及贸易洽谈机会

助力前沿产品技术趋势发布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将在展期举办
近百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包
括第十八届全国电子元件与材料学
术大会为代表的超过30场高端专业

论坛同期举办



九大核心展区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将
以促进产业上游下游
企业需求对接为核心
目标，在W1至W5馆
打造近60000平米展
示面积，包括电阻电
容、连接器、半导体
分立器件、仪器仪表、
电子制造设备、集成
电路、新能源汽车电
子、智慧家庭及国际
展区等九大核心展区。



九大核心展区：电阻电容展区

作为中国电子展传统展区，本届展会电阻电容展区已吸引包括
彩智电子、常州常捷、常州法拉、成都芝田、东莞美福、福建火炬、
福州欧中、广州金矢、陕西华星、上海克拉、上海众韩、幸亚(苏
州)电子、陕西华星、西安创联、北京元六鸿远、贵阳顺络迅达、
江西联晟、中国振华（集团）新云、成都宏明等近100家的国内阻
容知名制造及分销企业参展。展区将重点展示包括超级电容器在内
的相关新技术产品。

四川永星 双环 法拉电子 火炬电子

华星电子 元六鸿远成都芝田 常州星海

彩源电子 七星华电

部分参展厂商

展示内容

电阻

电容
电解电容、电力电容、钽电解电容、
铌电解电容、钛电解电容、合金电
解电容、纸介电容、超级电容等

热敏电阻、通用电阻、光敏电阻、
湿敏电阻、力敏电阻、高阻电阻、
熔断电阻等



九大核心展区：连接器展区

历经多年的努力，本届展会连接器展区已受到国内外连接器
及接插件厂商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中航光电、贵州航天、深圳
通茂、瑞士雷莫、珩星电子、东莞精途、上海洲日、泰兴宇航、
上海星宇、石家庄八五零、四川华丰、慈溪大发、泰兴航联等近
百家连接器厂商关注，展区已有超过100家企业报名参展。

瑞士雷莫 美国诺通 泰兴宇航 上海洲日

通茂电子 珩星电子 中航光电 贵州航天

慈溪大发 精进实业

部分
参展
厂商



九大核心展区：半导体分立器件展区

半导体分立器展区作为中国电子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展会
转型提升的历史重任。本届展会半导体分立器件展区着重突出半导
体技术主题，汇聚了广东科信、桂林斯壮微、惠州玛尼微、江苏捷
捷微、山东迪一、上海泰锐、上海赢朔、上海佑风、无锡东海旭日、
扬州扬杰、济南半导体四厂等近百家知名展商关注，展示面积近万
平。展示内容涵盖消费电子、计算机及外设、网络通信、汽车电子、
LED显示屏等相关领域。

玛尼微电子

科信 聚鼎科技 佑风电子

迪一电子 长源电子 北京晶宇兴科

扬杰科技

美邦利电子 赢朔电子

部分参展厂商



九大核心展区：仪器仪表展区

仪器仪表展区作为中国电子展的优势展区，历来得到仪器仪表
企业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也是知名的展示新产品交流新技术的优质
平台。第88中国电子展目前已吸引包括罗德与施瓦茨、固纬电子、
北京普源、深圳市稳科、江苏坚力、常州同惠、南京长盛、常州安
柏、常州市致新、深圳霍达尔、广州德肯、广州飒特、中电科五十
四所等超过70家行业知名企业参展。展示内容涵盖电子和通信仪
器、电工仪器仪表、环境试验仪器和设备、光学仪器、分析仪器、
认证检测、自动化仪器仪表、IC测试、安全与电磁兼容测试仪器及
系统、微波射频、防静电产品及技术、材料、设备、工具等仪器仪
表前沿内容。

展区领军企业

本届展会还将在展会同期举办汽车电子测试论坛，以汽车测试
为主题，并围绕 “将汽车打造成最大的移动终端”主题展开探讨
促进汽车产业与仪器仪表相关产业深度互动。

汽车电子测试论坛

是德 罗德与施瓦茨 泰克 福禄克

固纬电子 稳科电子 艾德克斯 普源精电

同惠 CETC 华仪仪表 长盛仪器



九大核心展区：电子制造设备展区

电子制造设备展区涵盖电子元件与机电组件生产设备。展示内
容包括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LED生产设备；电子装联设备、电
子通用设备等。在设备展区基础上，更是细分了线束设备和激光设
备。展区积极关注电子行业的发展动向包括节能减排，降低污染节
能降耗领域。立足努力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推动设备行业向
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现已有包括Fanuc、ABB、Kuka、安川
首钢机器人、厦门特盈、北人机器人、厦门宏发、田中精机、无锡
明炜、無錫昌鼎、西北机器、常州快克、东莞品一、杭州登新、汕
头华仑、台湾宝工、上海佰斯特、无锡国邦等近百家点制造设备企
业选择参加本次展会。

部分参展
厂商

电子制造装备智能化与机
器人高峰论坛

展会同期将举办2016中国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以及2016年电子制造装备智能化与机器人高峰论坛
等电子制造相关论坛活动，与参展企业共同探讨产业发展
趋势。

Fanuc ABB 安川首钢 厦门特盈

北人机器人 厦门宏发 田中精机 无锡明炜 無錫昌鼎

西北机器 常州快克 东莞品一



九大核心展区：集成电路展区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成电路是第88届中国电子展重点
打造核心展区。展区将重点展示电路设计、芯片加工、封装测试、
半导体专用设备、半导体专用材料等集成电路前沿领域。包括恩智
浦、东京精密、联发科技、紫光集团、华润微电子、中芯国际、华
虹宏力、日月光、江苏长电、迪思科、宁波江丰、华天集团等近百
家产业领军企业均已报名参展。

展会同期将举办包括集成电路产业政策解读涵盖 “体制创新、
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等内容的高峰论坛和专题研讨会。论坛研讨
会活动在业界有着极佳的口碑和知名度。

集成电路产业高峰论坛



九大核心展区：新能源汽车电子展区

本届展会新能源汽车电子展区将重点展示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
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以及最新工艺和理念。展区内将展示具有代表性
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BMS、电控系统，以及充电设施、电源
模块等。展览展示新能源汽车电子的产业链，也将重点展示新能源
汽车制造过程。目前，包括NXP、松下、特来电、南瑞、南都等超
2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已经选择参加本届展会。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汽车电子论坛暨新能源汽车电子峰会作为展区配套
重点活动，其已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内的顶级峰会。SAIC、BYD、Bosch、
NXP、一汽、丰田、大众等行业内知名企业高管、工程师将参加本次峰会。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汽车电子论坛

上汽集团 江淮汽车 比亚迪 丰田

中信迪生电池. 天津巴莫科 新能源科技 比克电池

力神电池 国轩高科

展区参展
厂商



九大核心展区：智慧家庭展区

智慧家庭展区将打造智慧融合概念，将集结地产商、家居卖场、智能
家居、家装电商、整体设计等领域的公司。集中展示智慧家装与商业
住宅的结合、智慧家装与写字楼的结合、家居卖场与智能家居的结合。
目前已有包括海尔、海信、TCL、广田智能等近50家智慧家庭行业相
关企业关注展会。

展会同期将举办中国国际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
峰会将以“跨界、融合、互联网+”为主题针对智慧家庭产业未来
趋势进行探讨。

中国国际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



九大核心展区：国际展区

第88届中国电子展也是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展览、展示及
国际贸易平台。展会同期将会有近百家包括韩国和日本等亚
洲国家在内的知名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参展。同样，香港及台
湾地区的电子信息代表企业也将现场参展。不仅如此，还将
会有来自亚洲及世界各地近30家采购团队到现场与参展商交
流采购。第88届中国电子展已经成为企业走出国门进军世界
的最优出口平台。

覆盖美国、加

拿大等美洲国

家

覆盖俄罗斯、

德国、意大

利等欧洲国

家

覆盖日本、韩国

等亚洲国家

12.8% 海外观众占总观众数量

海外观众覆盖



丰富的供销贸易机会

第88届中国电子展联合专业机构

将对参展的供应商产品和服务进

行评选。并在展会现场向业界发

布。届时，评选结果将通过中国

电子展宣传渠道推送给采购商、

合作媒体及专业观众。

中国电子展优质供应商评选

围绕展区行业参展商的实际需求，

策划组织促进行业内供应商与采

购商专区洽谈活动。组委会为参

展企业提供与采购商一对一推荐

产品的场地与机会。

VIP买家卖家对接

中国电子展不仅是电子信息产业权威的展览展示平台，同样也为参展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贸易

交流机会。第88届中国电子展推出“中国电子展优质供应商评选”、“VIP买家卖家对接”两

大重点活动结合展会专业的观众组织将为参展企业提供丰富的供应销售机会。



中国电子展优质供应商评选

2016年9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8日至10日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开展

参展企业提交参加评选
信息，组委会进行信息
编辑汇总。

组委会对将评选结果通
过网络、媒体、以及纸
质资料进行发布。展会
现场将向专业观众发放。
同时开展期间将针对评
选结果组织发布活动

组委会对参展企业提交的评选
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进行评审。
所有提交的信息将进行公开

参展商信息申报

评选结果发布

评审组评审&公示

第88届中国电子展为了推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将
联合专业机构将对参展的供应商产品和服务进行评选。
从参展商中选出中国电子展优质供应商，并在展会现场
向业界发布。届时，评选结果将通过中国电子展宣传渠
道推送给采购商、合作媒体及专业观众。

评选流程

成为优质供应商坐拥四大优势资源

优质供应商名单将定点发送到全国500000采购商邮箱

优质供应商名单将发到所有参展商\现场观众\专业
观众手中

优质供应商名单将通过近100家展会合作媒体权威发
布

优质供应商名单将在展会现场举办发布活动，扩大
影响力



中国电子展VIP买家卖家活动

第88届中国电子展不仅为基础电子企业打造优质的展示交
流平台，同样围绕展区行业参展商的实际需求，策划组织促进
行业内供应商与采购商专区洽谈活动，并为参展企业提供与采
购商一对一推荐产品的场地与机会。

展会期间将举办由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以及有采购决策权的
工程师参与的专场采购推介活动，促进参展企业展示推荐自己产
品增加销售机会。我们与专业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展会期间定向
邀约包括海尔、松下、日立、东芝、三星、申沃客车等近50家
采购商手持“30亿”采购意向到现场与参展商沟通采购。



中国电子展VIP买家卖家活动

历届中国电子展在上海展会三天接待观众超过60000人，近
100000人次。其中超过80%的观众为电子信息产业专业观众，其
中整机品牌制造商、OEM/EMS及模块相关观众占比超65%。组委
会将组织上海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及电子信息行
业知名企业组织超过50个参观团参观第88届中国电子展。

多渠道
多手段
组织专
业观众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制定专业
观众定向
邀约计划

拜访产业园
区及大型企
业沟通组团
事宜

组织大巴将
专业观众带
到现场

观众参加买
家卖家相关
活动并参观

65%
电子信息产
业专业观众

60%
采购/研发/设计

人员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43310人
55782人

42224人

59970人
60170人

展
会
观
众
数
据

邀请专业观众组团参观

通过百万专业观众数据库发布展会信息

对展会专业观众进行电话精准沟通

在展会周边区域产业园投放广告



中国电子展VIP买家卖家活动

观众关注产品与技术

观
众
所
属
领
域

观众性质

海外观众



助力前沿产品技术趋势发布

媒体宣传推广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同期论坛与研讨会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同期将举办多场涵盖电子信息技术前沿领域内容如嵌入式系统、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前沿
技术应用领域高端论坛与研讨会。同时将在展期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为参展商提供发布新产品系技术的场
地。展会将与与超过50家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媒体、门户网站、大众媒体及自媒体合作，并通过网站、杂志、自媒体
等渠道持续对展会品牌及展商进行全方位报道。



同期论坛与研讨会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同期将举办超30场涵盖电子信息技术前沿领域
内容如嵌入式系统、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应用领域高端论坛
与研讨会。会议将邀请政府官员、行业领军企业及行业专家学者与来宾
共同分享产业发展趋势。

时间：2016年11月8日-1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题：电子元器件产业 机遇与挑战

第十八届全国电子元件与材料学术大会

时间 内容

11月8日 代表报到

11月9日

08:30-09:00 学术年会开幕式

09:00-12:00 大会主题邀请报告

14:30-18:00 会议报告

18:30-20:00 交流晚餐

11月10日

09:00-12:00 分组报告

14:30-18:00 分组报告

18:30-20:00 晚餐

11月11日 会议结束

会议日程

部分参会企业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元件分会、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无源元器件及集成省部产学研创新联
盟

2016中国智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峰会暨第十四届中国（上海）汽车电子论坛

2016中国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016年电子制造装备智能化与机器人高峰论坛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半导体高峰论坛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汽车电子论坛暨新能源汽车电子峰会

2016第四届中国国际智慧家庭产业创新与应用(上海）峰会
部分同期
活动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第88届中国电子展将在展期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为
参展商提供发布新产品新技术的场地。所有具有前瞻性及领先性
的参展商新产品与新技术都可以参与由组委会组织的新产品新技
术发布会。

每届中国电子展现场均发布近千
款新产品与新技术

参展商根据自身需求申请举办新
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组委会根据参展商申报发布产品
与技术进行规划与统筹

组委会与参展商确定发布会时间
后现场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会



媒体宣传推广

展会与超过50家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媒体、门户网站、大众媒体及
自媒体合作，并通过网站、杂志、自媒体等渠道持续对展会品牌及展
商进行全方位报道。展会开展期间，展会将联合合作媒体推出网络及
大众媒体专题报道，将会对参展商进行宣传采访。历届中国电子展新
产品与新技术推出与发布、都会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网络媒体 平面媒体 自媒体

网络媒体+平
面媒体+自媒
体助力企业品

牌传播

填写宣传资料 前期网络宣传 现场媒体专访

组委会前期通过
媒体渠道宣传参
展商，展期将根
据展商需求提供
媒体专访机会

展会吸引超过50家
媒体现场采访报道

近百家合作媒体



成为第88届中国电子展参展商

标准展位 光地

国内参展商 15000元/间 1500元/㎡

境外参展商 2520美元/间 1500元/㎡

展位价格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签订展位合同 锁定九大核心展
区展位

成为中国电子展优质
供应商

参加VIP买家卖家对接

高端论坛研讨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丰富媒体宣传资源

……..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10-51662329-16
传真：010-53216092
Email：choisc@ceac.com.cn
联系人：崔承哲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