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名称：第95届中国电子展

展会时间：2020年4月9日-11日

展会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会主题：新技术、新产品  打造一站式选型采购平台

参观方式：专业人士凭名片免费入场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

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各省市电子器材公司

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 

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光电器件分会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

中国视像行业协会

香港贸易发展局

秋季 
第94届中国电子展
2019年10月30-11月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联手 ICExpo 2019

春季 
第95届中国电子展
2020年4月9-11日
深圳会展中心
联手 2020中国智能网联与新能源
汽车技术展
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夏季 
2020年中国(成都)电子信息博览会
2020年7月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联手 第五届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

上海

成都

深圳

第95届中国电子展
2020中国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展
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同期
推出

新技术、新产品
打造一站式选型采购平台

2020年4月9日-11日 
深圳会展中心

参展联络：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世纪经贸大厦A座28层

电话：+86-10-5166 1100转628

直线：+86-10-6393 9866

手机：+86-138 1155 3498（微信同号）

Q  Q: 70444 2086

E-mail:wangqs@efaircn.com



十八万平方米
铸就中国电子第一大展

中国电子展
CEF 权威的综合性专业电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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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展以领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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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展春夏秋三季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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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照明与显示、新能源、轨道交通、安防、物联网、云计算、5G、智能手机、无人

机等应用行业，助参展商全面拓展国内市场，赢得更多商机。

高度的国际影响。

中国电子展是亚洲电子展览联盟(AEE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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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之间的相互协作极大地提高了CEF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展会规模：105000平方米



为什么选择
中国电子展

展示交流
1.与全球电子制造、配套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的电子制造配套企业共同成长。

2.获得范围、高密度的强势宣传，拓展更多的商业机会。

3.与国内外同行业领导厂商同台展示、切磋技术。

4.接触珠三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业界人士及用户企业最终决策者、实力买家和

研发工程师。

专业观众及买家
1.消费类、计算机、通讯、工控与自动化、照明、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的采

购订单大量涌向展会现场。

2.智能终端、汽车与汽车电子、新能源报、电力、医疗、三网融合、云计算、

物联网、轨道交通等新的行业也从四面八方汇聚展会现场，寻求合作。

3.海外合作伙伴每年都为中国电子展带来颇具实力的国际买家。

4.参观中国电子展的观众50%以上是从事采购和研发工作。

5.团体参观的买家主要包括：中国电子集团、福群集团、比亚迪集团、创维集

团、康佳集团、中兴通讯、华为集团、TCL集团、天马微电子、珠海格力电器

、三星电子、深圳长城开发、富士康科技集团、美的集团、盈科、惠而浦、万

和、富信、德力、亚艺电子、步步高集团以及各个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

宣传推广
1.数百家行业媒体通过其官网和优质数据库，同时发布展商的最新展品。

2.行业优秀媒体长期对展会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报道。

3.展会档期各大门户网站对展会进行重点的专题报道。

4.广播电台、电视台多时段、多频率的对展会现场进行全方位报道。

增值服务
1.市场推广服务：门票、新品、微博微信、展商专访及报道、新产品/新技术推

介会、买家洽谈活动、会刊、现场广告。

2.除常规方式外，中国电子展还拥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协助您充分利用展会平台

进行市场推广。

研讨会
1.展会同期举办多个主题百余场专题论坛、覆盖电子行业各个专业领域，为展

商观众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交流机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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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经验。

政府支持
1.中国电子展由商务部批准，具有国际性的电子展览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支持的展会。



最有价值的产业交流平台
中国电子展聚焦行业最新产品和最新技术，为国内外
企业打造一流的交流和合作平台

为了获得更多的参展回报，您可以实施以下四项工作：

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电子展平台

信息交流
这意味着要知道如何与观众的多样化交换信息，展前、展中、展后、更有效地与观众进行

对话，直接与他们建立联系。

a) 考虑有效的展台风格及布局，便于更多的产品展示，并专注观众视觉焦点着重展示，

让观众消息交流方便。

b) 制定观众邀请计划，吸引观众莅临展台。不仅发送电子邮件来邀请客户，还可以通过

展品快讯发送邀请。

c) 展览期间约见重要客户，并创建一个充实的预约日程。

d) 准备展品文档，如演示 PPT、视频和小册子，并可为海外观众提供外语版本。

话题互动
有效地利用参展机会，和业界人士互动交楼。

a)与珠三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业界人士及用户企业最终决策者、实力买家沟

通洽谈。

b)利用产品技术发布会等，与研发工程师沟通交流、分享经验。

c)参加高端活动，与行业内高端企业共同成长，与相关部委、媒体和行业高

管沟通交流。

d)参加权威论坛发布会或聆听行业导向、市场趋势、技术前沿等热点话题。

新闻发布
利用中国电子展的独特宣传能力，有计划的进行企业宣传。

a)展前，未雨绸缪的发布新闻稿、展品技术新闻稿。

b)展中，充分利用组委会邀请的众多媒体资源，更多的做企业品牌，形象推广。

c)展后，做好会后回顾工作，在行业、协会、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传播。

新产品/新技术
携带公司新产品和技术参展，并积极主动地传播该信息。

a)根据展会举办时间、有计划的准备参展展品和发布的技术。

b)充分利用展会的官方网站和增值服务

c)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针对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讲解和分析。

促进产品和技术的销售

招揽新的合作伙伴

展示新的产品服务

获得最新信息

加深品牌效应、提升
企业形象

开拓新客户



目标观众 如何邀请观众

传统目标观众：
消费类、计算机、通讯、工控与自动化、照明、航空

航天、军工等。

新型目标观众：
智能终端、汽车与汽车电子、新能源、电力电力、医疗、

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轨道交通、医疗电子等。

海外观众组织：
中国电子展新闻稿发布范围覆盖了亚洲、北美、欧洲及

拉美等地区，超过 700 家全球媒体转发展会新闻。

组委会通过海外数十家合作伙伴全球招募买家，合作伙伴包括海外知名展

会主办方、海外电子行业协会、学会及海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等。

通过海外直邮发送展会信息邀请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近 2 万名买家。

组委会全年参加十余场海外最有影响力的电子信息类展会以宣传和推广

中国电子展。

官方网站：

中国电子展官方网站汇集项目的所有

内容，方便查看展会进度，适时进行

观众注册。

大众宣传：

地铁广告、机场广告、大巴、广播、电视、

报纸、园区、电子市场、高速公路、高铁

杂志。

数据库邀请：

电话邀请、直邮、EDM、短信、彩信。

专业媒体宣传：

banner 广告、网络专题、软文、广告杂

志、微信邀请、微博邀请。

展商邀请观众：

针对 VIP 展商，制作个性化邀请函，为

展商邀请观众提供便捷渠道。

论坛活动：

展会同期举办的多场论坛活动，会邀请

高质量的听众参加。



全方位、立体化的

宣传推广

网络媒体：

通过大范围的专业网络媒体宣传，能更好的呈现中国电

子展的相关信息及展会现场的行业热点，从而吸引更多

的展商和观众关注展会。

平面媒体 :

展会宣传当然离不开平面媒体，与高质量的平面媒体展

开 深入合作至关重要。在杂志上做广告投放，简单明了

使更多的专业读者了解展会。

大众媒体：

大众宣传是中国电子展品牌推广的一项重要手段，通过

地铁广告、门户网站、大众报纸、公交大巴、机场等方式

进行宣传推广，实现展前预热，加深展会的印象。

现场报到：

为了更好的打造中国电子展品牌，展会现场邀请包括中

央电视台、深圳电视台、新华网等多家媒体，全方位、多

角度进行采访报道。

官方网站：

中国电子展的官方网站（http://www.icef.com.cn/）是

展商和观众了解展会最直接便捷的方式，中国电子展团

队会不断的对官网进行完善，以更丰富、更简洁的方式

呈现展会相关信息。

数据库推广：

对于一个展会数据库的充分利用，在项目推广当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电子展拥有极为庞大的数据库，

为了展会的宣传推广，组委会做了大量的数据销售工

作。

微博、微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也跟着有所变化。近两年火热

的微博微信消息传播及时、传播范围广泛。为了把展会

消息及时、有效的传播出去，中国电子展有注册了微博、

微信，实时播报展会相关信息。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邀请了近百余家展会当地知名大众媒体和

专业媒体，做展会展前预热，使中国电子展成为热门搜

索事件。

国际化推广：

中国电子展是一个国际性的综合展会，国际化宣传覆盖

了亚洲、北美、欧洲及拉美，其信息在全球众多知名企业

网站和杂志进行了发布。



大众媒体现场报道：

中国电子展走过五十年风雨历程，影响力已走向全国。为此，展会现场

吸引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人民邮电报、中国工业报、亚太日报、新浪、腾讯、网易、搜狐、

凤凰网、YAHOO、波士顿环球报、华盛顿商业日报等众多媒体进行现

场采访报道。

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

展商可以申请参加展会现场举办的新产品、新技术市场推介会，同时

享受中国电子展免费提供的对外宣传服务。

买家洽谈活动：

展商期望见到哪些客户，可以提前联系组委会，组委会会不遗余力组

织这些高端买家到展会上来。另外，展会现场提供一系列 VIP 接待服

务，使客户在展会现场有一个舒适、尊贵和愉快的参观之行。

会刊：

展会会刊每年发行上万册，是一本针对展商信息、产品信息详细介绍

的工具书，主要方便观众查询所需客户的相关信息。

现场广告：

现场针对 VIP 展商做了各种拱门、彩旗、易拉宝、各式广告牌、对观众

和展商的视觉极具冲击力。

论坛活动：

展会现场亮点纷呈，同期举办近百场高端研讨会，吸引了众多观众和

展商的参与，成为了中国电子展的一道亮丽风景。其中，每年举办的中

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中国 LED 产业健康发展高峰

论坛、无线通信技术论坛、亚洲智能机器人论坛、中韩显示企业交流会

等，在业内影响力更是屈指可数，VIP 展商可获得免费参会名额。

微博微信：

对展商新闻稿、新产品 / 新技术内容的推送，其信息直达行业观众。官

方微博、微信现已成为业界普遍认可的行业互动平台，集聚大量优质

企业、专业媒体、行业人士及高端买家。

VIP 展商专访及报道：

中国电子展充分调动媒体资源，提供展商曝光率。联合数十家媒体，如

《中国电子商情》、《与非网》、《华强电子网》、《中国电子报》、《21—IC

电子网》等，以独特视角，免费为展商提供展会前期和现场的专访及报

道。媒体报道软文会通过合作媒体发布。

优质的增值服务
全面提升参展效果



追踪行业热点、同期举办多场高端论坛活动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推进大会

中国车联网大会

中国用户体验发展论坛

全球区块链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第四代半导体与应用高峰论坛

SIP 技术物联网领域应用论坛

2020 年中国消费电子先进电池技术论坛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高端芯片高峰论坛

2020 国际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大会

VR+ 生态创新大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资本对接高峰论坛

集成电路军民通用标准及应用高峰论坛

同期论坛活动 如何参展

日期 参展流程 备注

2019 年 4 月 10 日 参展报名开始，咨询沟通

提交企业基本信息

合同签订及展位确认

付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联报活动结束 联报活动结束前付款可享受优惠政策

提交企业详细信息

提供重点客户增值服务资料

2020年 3 月 1 日前 发布参展手册 官网发布

电子版门票服务 根据客户要求，1 对 1 发给客户

重点客户 VIP 邀请函服务 主要给参展面积为 36 平米以上的展商提供服务

邮寄预登记观众胸卡

2020年 3 月 8 日 参展报名截止

现场服务预约：1 对 1 买家预约、展商观众撮合、
VIP 观众预约

主要给参展面积为 36 平米以上的展商提供服务

现场用水、电、气预约截止

展前布展
特装展商布展时间 2020年 4 月 7 日 -8 日

标展布展时间 2020年 4 月 8 日

展览时间 2020年 4 月 9 日—11 日

撤展时间 2020年 4 月 11 日 16 点开始撤展

标准展位（3m×3m） 光地（36 ㎡起租）

境外参展商

境内参展商

2520 美元 / 间 260 美元 / ㎡

15000 元 / 间 1500 元 / ㎡



20192015 2016 2017 2018

11.21%

59970 63882
71884 74618 74829

深圳近几年观众统计

海外观众来源情况

观众性质

国内

海外

本届观众3天总人数

74829

第一天

海外观众主要来自于韩国、日本、

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

泰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伊朗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约占总人数的11.21%

第二天 第三天

11078

16890

3680

12056

9478

2810

10094

6858

1885

31648 24344 18837

观众所属领域

观众来展会寻找的
产品和技术领域

采购 31.58%

设计/研发 20.82%

公司管理 25.64%

市场/销售 13.25%

服务/咨询 6.15%

其他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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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其他

医疗

航空航天/军工

电力

安防

机械工程

轨道交通

新能源（锂能/风能/太阳能能）

汽车电子/汽车

照明与显示

消费电子

电脑和周边设备

通信产品/广电

工业控制与自动化

电子产品制造 40.38%

23.21%

10.58%

12.92%

18.52%

11.95%

28.05%

9.81%

10.36%

5.53%

12.85%

5.08%

7.56%

5.75%

7.35%

0 10 20 30 40 50

其他

视听及数字家庭产品

数码产品

便携式智能终端

锂电

平板显示

LED

仪器仪表/测试测量

电子制造设备

集成电路

电子元器件

电子材料 29.83%

48.18%

30.50%

20.25%

19.67%

12.81%

9.05%

18.25%

16.73%

9.26%

13.62%

5.85%



第93届中国电子展 回顾

20192015 2016 2017 2018

参展商 展位数

1280 2493

近5年参展商数量分析

参展商专业分析

12.8%

384 5687
179

国内

海外

境外参展国家和地区包含：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

日本、美国、德国、英国、

芬兰、瑞士等。

展商比例12.8%

1280
1142 1187 1228 1251

0 5 10 15 20 25 30

其他

线缆线束

继电器

散热器

变压器/线圈/电感

材料

光电/LED

设备和工具

仪器仪表和工具

电阻/电容/电位器

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

连接器/端子/开关/插头

仪器仪表类

元器件类

设备类

半导体类

LED类

锂电类

应用等类

材料类    

专业媒体合作

145家

1小时45分10秒

50分40秒

1365

75
385

30

40
320

10

5

0

10场

4场 4场

5场

8场

5场

3场 3场

2场 2场2场

4场

3场

20.85%

28.52%

20.08%

11.67%

9.32%

4.08%

10.17%

12.05%

3.26%

5.92%

4.35%

5.94%



秋季  第94届(上海) 中国电子展

2019年10月30至11月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联手：ICExpo2019

春季   第95届中国电子展

2020年4月9日至11日 深圳会展中心
联手：
2020中国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展
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夏季  2020中国（成都）电子信息
         博览会

2020年7月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联手:第五届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

上海

深圳

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