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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盛会 

• 西部的市场需求潜力无限：中国重要的军工、航空/航天、雷达、空间技术产业基地，

聚集了一大批的用户厂商、研究所及科研单位 

• 进入“中国西部硅谷”城市：中国IT第四极——成都 

• 借力成都的发展速度：成为未来16年在全球大城市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  

• 助力未来世界经济中心： 成都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50大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 分享万亿市场大蛋糕：2020年四川电子信息产业主营收入有望超过1.2万亿 

• 深入西部产业重心：辐射重庆、西安、绵阳、乐山、遂宁等重点电子信息产业带 

• 西部电子信息产业最大的交流平台：整合呈现西部电子制造完整产业链 

• 俘获不同类型的专业观众和高潜力买家：中国(成都)电子展在成都举办多届，具备

强大的数据积累和市场认知 

• 明星效应：与国内外同行业领导厂商同台展示，切磋技术 

• 政府补贴:有机会享受四川省商务厅和成都市政府的双重补贴政策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第四极潜力巨大 

四川--中国的新未来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四川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西部大开发，四川是核心，

其能源化工、装备制造、航天科技等产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全国重要的基础电子装

备基地。十二五规划中节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7 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为西部工业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十三五”期间,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战略

新兴产业的主力军，将对促进经济转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工业升级，

将实现传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打开了工业电子的广阔市场。



 

成都 —— 中国西部的“硅谷” 

世界 500 强企业已有超 300 家在四川落户，其中不乏众多世界顶尖电子制造企业，位居中

西部城市首位。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万亿俱乐部”的第一支柱产业。 

成都在电子信息行业逐步融入全球电子信息高端产业的核心版图。 

仅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将形成 5000 亿元产值的 IT 产业集群 

�  

 



配套完善，激活产业链  

• 产业配套：国际+本土  

由数千家规模以上企业组成的产业群  

• 地域配套：成德绵→其他产业带  

一个中心(成都)+两个基地(绵阳、德阳)+多个园区  

 

四大优势吸引电子信息产业入驻 

便捷的交通物流 

• 中国四大航空枢纽之一  

• 拥有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 马士基、UPS、DHL 等知名物流企业已落户  

电子信息人才储备充沛  

• 52 所普通高校，95 所职业培训院校  

• 每年可为企业提供 15 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和 10 万余专业技术工人  

• 企业人均用工成本比沿海城市低约 30%  

政务服务规范高效  

• 全国同类城市中审批事项最少、审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 获得“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 享受国家层面的关于税收、土地、外资利用、矿产等资源的优惠政策  

• 在四川省层面，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十大政策  

 

九大展区全面展示电子信息产业热点 

展区设置 

电子元器件展区：被动元件、元器件分销、半导体分立器件、连接器、PCB 等 

电源和半导体展区：半导体集成电路（MCU、SoC、PMIC、集成稳压器、运放、传感器等）、

有源功率器件（IGBT、MOSFET、BJT 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器件（SIC-SBD/MOSFET、

GaN、AIN 等）、电源模块及电源整机 

微波射频与电磁兼容展区：微波元器件、通信整机、微波材料、微波射频检测仪器、专用软

件；电磁测量仪表与设备、EMI 屏蔽材料、屏蔽室、防雷/滤波技术、解决方案、标准与认

证等 

军民融合展区：军用电子元器件、指挥控制装备、电子对抗系统、仿真系统、军事物联网等 

测试测量展区：电子和通信仪器、电工仪器仪表、环境试验仪器和设备、分析仪器、认证检

测、自动化仪器仪表等 

智能制造展区：3D 打印、无人机、智能机器人、SMT 技术和设备、线束设备、激光设备、

PCB 制造设备、半导体制造设备等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展区：智能家居、远程医疗、云端医疗、移动医疗 APP、物联网、信息

安全、VR/AR、智能硬件、智能汽车相关产品、LED 智能照明等 

创新创业展区：智能硬件解决方案、移动互联网应用等 



大数据展区：大数据与健康医疗、大数据与金融创新、大数据与电子商务、大数据与智慧城

市、大数据与地理空间信息、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等 

 

展位价格： 

规格 标准展位（3m×3m） 光地（36 ㎡起租） 

价格 8000 元/间 800 元/㎡ 

 

知名厂商 

• 元器件：泰科、欧姆龙、太阳诱电、中航光电、贵州航天、风华高科、广东生益科技、

深圳市崇达电路、北京元六鸿远、成都宏明、四川永星、福建火炬、广东百圳君耀、德

清华莹、欧度 

• 电源、半导体：雅特生、MPS、罗姆、Vicor、Power Integrations、台湾明纬、霍尼

韦尔、贸泽、德州仪器、Qorvo、西南集成 

• 微波射频：中电 41 所、嘉兆科技、成都天大、生益科技、天奥电子、航天天绘等 

• 军民融合：福建火炬、中航光电、贵州航天电器、锦江电器、中电 40 所、中电 41 所、

中电 43 所、八九九、天奥电子、司南卫星导航、军友射频等 

• 测试测量：是德、泰克科技、福禄克、罗德与施瓦茨、美国国家仪器、Ametek、日置、

日本安立、日本横河、固纬电子、普源、艾德克斯、赛宝、同惠、数英仪器 

• 智能制造：德富莱智能、大族电机、CEC、云制造科技集团、中电锦江、鲁班机器人、

华数机器人、绿色智能研究院、锐宏科技、中科赛凌、捷多邦 

•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中科大旗、中电数据、四川迈普、长城网际、Beone 智慧家居、

天启智能、绿喵数据、芯软科技、大疆、零度、安果、联想、车萝卜、成都新橙北斗、



暴风魔镜 

• 创新创业：智汇青年孵化器、firefly 孵化器、创客邦、成都极企科技 

• 大数据：Intel、京东云、IBM、中国电信、新华三、联想、科大讯飞、托普龙 

 

观众行业： 

• 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 

• 航空航天电子 

• 军用电子 

• 通信系统 

• 汽车电子 

• 触摸屏/平板显示制造 

• LED 照明及显示  

• 电源电池及组件制造 

• 电脑、系统及外围设备 

• 控制、安全、测试 

• 光模块/光通信 

• 集成电路制造 

• 印刷电路板制造 

• 半导体封装与测试 

• 设备制造商 

• 物联网/智能家居/可穿戴 

 

观众性质： 

采购、设计/研发、代理商/经销商、生产/工艺/测试、工程/项目、企业高管、质量控制、

技术工程师、科研专家、市场/销售、政府官员 

 

全媒体立体传播邀约专业观众 

• 数据库：印刷品/直邮、电子快讯、短信推送、电话邀请等 

• 官方网站  

• 移动等新媒体终端邀请：微信公众号、DSP 广告等定向投放  



• 专业媒体 

• 大众媒体 

• 社交媒体  

• 公关媒体合作  

• 行业协会合作  

• 工业园区合作  

• 观众分类计划 

• 展商自邀请观众计划  

• VIP 贵宾计划 

 

更重要的是…… 

开设一系列专业技术活动吸纳更多技术采购到场 

 

服务于九大展区和应用领域 

电子元器件展区：  

•• 2018 连接器技术研讨会 

• IPC 手工焊接竞赛西南分赛区和全国总决赛 

电源和半导体展区：  

• 2018 成都电源集成技术和高功率密度设计研讨会 

• 2018 下世代半导体应用商机及趋势论坛 

微波射频与电磁兼容展区：  

• 2018 中国西部微波射频技术研讨会 



• 雷电及电磁防护中的智能技术 

军民融合展区：  

• 2018 中国（成都）军民融合高端论坛 

测试测量展区：  

• 第二十四届国际电子测试测量研讨会 

• “中国好仪器”——2017 年度中国优秀国产基础电子仪器评选颁奖礼 

智能制造展区：  

• 崛起中的国产贴片机技术 

• 印制板智能制造专题技术研讨会 

• 工业大数据与智能制造论坛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展区：  

• 车联网采购沙龙活动  

• 大数据与智能汽车论坛 

• 新一代智能软件开发引擎 

创新创业展区：  

• 西部高校创客文化节 

• 西部电子竞技场馆创新峰会 

大数据领域： 

• 第三届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 

• 大数据健康医疗应用论坛 

• 通信与行业大数据发展论坛 

• 大数据核心技术论坛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 

• 经济大数据论坛 

• 教育大数据论坛 

• 人力资源大数据论坛 

• 大数据与智媒体论坛 

• 政务大数据论坛 

• …… 

 

服务于品牌推广、直击买家 

• 参展商专业媒体采访会 

• 参展商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 一对一采购洽谈会 

• 电子产品专场采购会 

 

展会增值服务提升参展效果、助力企业品牌塑造 

• 买家配对：展前根据展商或买家的需求，对数据进行匹配，撮合贸易/会面意向 

• VIP 买家团邀请：组委会将主动邀请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大型企业前来采购、参观 

• 展商自邀请客户之礼遇：对于您推荐的重点目标观众，我们将特别为他们准备免费周到

的接待安排 

• 专业技术演讲：通过权威论坛发布或聆听行业导向、市场趋势、技术前沿等热点话题 

• 重点传媒专访：我们将邀请行业内最权威的一些媒体到现场，您可以向我们预约行业内

VIP 媒体对企业新品、技术和业内重要人物的专访 



• 展会快讯(Showdaily)专访：展会期间我们每天都将推出展会快讯，面向到场所有的观

众、展商免费派发，受众面广 

• 广告机会：中国电子展官方网站和中国电子展电子通讯(newsletters)中的 banner 广告

等发布机会 

• 新品推广：官网、专业媒体、微信等渠道推广参展商的新品 

• 微信推广：官方微信数万级的粉丝将在开展前接到新品咨询 

 

2017 年展后回顾-展商 

规模：展出面积超过 20000 平方米、参展厂商 600 余家 

展示内容： 

军民融合、智能制造、电子元器件、测试测量、微波射频/物联网、智慧城市、创新创业和

大数据等八大展区 

1、展商满意度： 

展商对观众数量给予高度评价或基本满意 90％ 

展商对观众质量给予高度评价或基本满意 88％ 

展商对展会的宣传组织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92% 

展商认为 CEF 是拓展西部市场、提升知名度、促进销售不错的选择 91％ 

2、展商性质分析： 

制造商 52% 

科研机构 19% 

经销商 14% 

设计公司 9% 



服务商 3% 

其他 3% 

3、展商地域分析： 

华南地区 35% 

华东地区 30% 

中西部地区 22% 

华北/东北地区 5% 

海外地区 8% 

 

2017 年展后回顾-媒体 

• 专业媒体： 

合作 132 家： 

涉及元器件、测试测量、军工、智能制造、电源电池、微波射频、智能硬件、大数据等多个

领域 

代表性专业媒体：21ic 中国电子网、电子发烧友、百战工控网、与非网、电子产品世界、

半导体行业观察、中国测控网、高工机器人、国防科技网、电源网、新电子…… 

• 大众传媒广告及报道支持： 

电（视）台：四川卫视  成都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 

报纸/网站：中国日报网、头条四川、四川热线、四川新闻网、四川视窗、四川经济网、成

都热线、重庆在线、中国日报网、搜狐、网易、中华网、中国经营网、21CN、中国经济网、

财经网、中国商报网、中国青年网…… 

新闻稿件 165 



新闻发布量 4934 

媒体 banner 279 

刊登杂志 56 

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15 

微信发布 401 

EDM 发送 65 

文章在报纸、杂志刊登 464 

电视台播放时间长达 1 小时 48 份 11 秒 

 

2017 年展后回顾-论坛技术活动 

电源 7 

半导体 6 

测试测量 8 

军民融合 5 

智能制造 15 

微波射频 6 

物联网/人工智能 10 

智能汽车 8 

创新创业 4 

大数据 8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6 



采购洽谈 40 

 

2017 年展后回顾-观众 

规模：超过 20000 人，达到 23000 人次，VIP 参观团两千人 

采购额：20 亿，据悉已有几十家参展企业已经进入相关对口企业的供应商目录中，参与采

购洽谈厂商八十余家。 

1、 观众职位分析： 

 

您的工作性质 比例 

设计/研发 27.92% 

市场/销售 26.71% 

其他 13.90% 

公司管理 11.85% 

生产/工艺/测试 10.05% 

采购 9.56% 

 

2、观众地域分析： 

西南 

(来自成都、绵阳、德阳、乐山、广元、广安、重庆等地) 

88.27% 

华东 4.51% 

华南 2.87% 

其他 4.35% 



3、观众所属应用领域分析（多选）： 

您公司属于哪个领域 比例 

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工具、集成模

块等 
26.01% 

通信产品\广电 11.57% 

其他 11.12% 

工业控制与自动化 11.10% 

消费电子\数码产品\智能硬件 6.45% 

航空航天/军工 5.83% 

物联网与云计算 5.39% 

汽车电子/汽车 4.06% 

新能源（锂能/风能/太阳能等） 3.43% 

电脑和周边设备 3.15% 

安防 2.46% 

照明与显示 2.44% 

医疗 2.00% 

轨道交通 1.93% 

电力 1.91% 

计算机和接口设备 1.17% 

 

4、观众来展会寻找的产品和技术领域： 

您来展会寻找的产品和技术领域 比例 



集成电路 11.92% 

电子材料 11.72% 

电子制造设备 11.34% 

其他 10.57% 

电子元器件 10.47% 

LED 9.63% 

仪器仪表/测试测量 9.59% 

数码产品 8.36% 

平板显示 6.98% 

锂电 4.88% 

视听及数字家庭产品 4.28% 

便捷式智能终端 0.26% 

 

5、重点买家活动：用心服务买家和展商，搭建供需平台 

拒绝等待：一对一采购洽谈会 

10 所，29 所、30 所、芯锐科技、汉蓉科技、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成都燎原星光、绵

阳开泰电子等买家团 

脱颖而出：产品/技术推介会 

九洲集团、长虹集团、三星、富士康、海尔、松下、格力空调、华丰集团、成飞集团、绵阳

9 院、58 所、10 所、29 所、30 所、铁路通信、前锋电子、九洲迪飞、锦江电器、中航凯

天、京东方、天马微电子、先进功率半导体、东方电气、燎原星光、仁宝电脑等企业参观团 

华丽邂逅：电子专场采购会 



长虹、三星、中航凯天电子、海尔集团、松下集团、成都富士康、中电锦江集团的采购部参

与采购洽谈 

 

三展联动，深入产业，中国电子展与您共创辉煌 
第 91 届中国电子展 

2018 年 4 月 9-11 日 

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2017 中国锂电新能源展 

2018 中国（成都）电子信息博

览会 

2018 年 7 月 12-14 日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同期：2018 中国大数据应用大

会 

第 90 届中国电子展 

2017 年 10 月 25-27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同期：2017 亚洲电子展 

IC China 2017 

2017 新能源汽车电子展 

 

权威的综合性专业电子展。始于 1964 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电子行业展会。

以领先的基础电子技术，促进中国电子产业自主创新，与中国电子产业共同成长。 

完善的战略布局。春夏秋三季配合，布局华南－中西部－华东，全年展览规模达到 18

万平方米，服务于 3C、工业和国防等应用行业，助你全面拓展中国市场，赢得更多商机。 

高度的国际影响。亚洲电子展览联盟五大成员之一，与日本电子展(CEATEC JAPAN)、

韩国电子展(KES)、台湾电子展(Taitronics)、香港电子展(HK Electronics Fair)并称为亚洲

五大电子展。 

 

联系方式： 

电话：北京：010-51662329 成都：028-85910836   84477973 上海：021-39254818/28 

传真：北京：010-53216092 成都：028-84477973 上海：021-39254828 

邮箱：914341271@qq.com 

展会网站：www.ice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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