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EX 2018
2018 華東電路板暨表面貼裝展覽會
2018 年 5 月 16-18 日 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CTEX 2018
2018 年 5 月 16 日(三) - 18 日(五)
海峽兩岸電路板行業代表性盛會 - 「CTEX 2017 華東電路板暨表面貼裝展
覽會」於 5 月 17 日 – 19 日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盛大展出。開幕當天，由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 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肖毅 副主任，以及臺灣電
路板協會（TPCA）吳永輝 理事長致詞，中國電子企業協會 金光濤 會長、
普天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陳洪濤 高級工程師、滬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陳梅
芳 執行長、翔國光電(蘇州)有限公司 賴語岑 執行長、悅虎電路(蘇州)有限
公司 盧耀普、臺北市電腦公會張笠副總幹事、IPC 國際電子工業聯接協會
蔣文和大中華區副總裁、中國電子學會電子製造與封裝技術分會印製電路
專委會陳長生主任、廣東省印製電路行業協會楊朝輝副會長、廣德印製線
路板行業協會沈劍祥會長、臺灣電路板協會廖豐瑩常務監事、華東 PCB 聯
誼會陳正雄會長以及各友會代表出席為展會揭開序幕。
本次展會同期搭配「eMEX 中國蘇州電子資訊博覽會．智慧科技應用暨智慧
製造展」，全館由 602 家廠商，合計 1,850 個攤位，總展示面積 35,000 平
方米，以超過同質展會 15%，高達近 8 成的制程新設備展示率，吸引逾 3
萬名專業人士及各地板廠企業組團前往參觀採購。
臺灣電路板協會（TPCA）為求不斷為華東地區行業開啟突破方向，今年喊
出「建構綠色 PCB ･ 安全生產周」全新口號，擴大舉辦「綠色製造與安全
生產論壇」、「大陸電子電路研討會」、「PCB 產學技術交流會」及「新
產品發表會」等專業活動，搭配「電路板環保、工安、設備安全」主題專
區，聚焦目前全球電子製造業最為關注的「綠色環保」與「安全生產」兩
大議題，協助華東地區電路板行業智慧轉型再升級！

展會組織
主辦單位：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協辦單位：台灣電路板協會 (TPCA)
辦理單位：上海訊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路板協會(華東辦事處)
海峽廣告會展有限責任公司
支持單位：華東 PCB 聯誼會
華南 PCB 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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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訊息
展名：2018 華東電路板暨表面貼裝展覽會
地點：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進場：2018 年 5 月 13 日(日)至 15 日(二)
展出：2018 年 5 月 16 日(三)至 18 日(五)
5 月 16 日(三)至 17 日(四)展出時間為 09:30 – 17:00
5 月 18 日(五)展出時間為 09:30 – 16:30
出場：2018 年 5 月 18 日(五)16:30 - 20:00
2018 年 5 月 19 日(六)09:00 - 17:00

展品範圍
電路板 PCB


電路板本業：各類面板、多層板、軟板等電路板製造、設計、代工



電路板設備：乾製程/濕製程相關設備、電路板用檢測設備



電路板用原物料與化學品



周邊相關設備、零組件

表面貼裝 SMT


SMT 生產設備、材料及化學品



插件組裝設備及材料



測試和品管設備



其他周邊設備、電子電路構裝設備、材料及代工服務(EMS)

智能自動化


智能自動化設備、關鍵零組件、材料



自動化控制設備

觸控面板


觸控面板製程設備



觸控面板關鍵材料、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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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流程
STEP 1

STEP 2

STEP 3

報名參展

付款與展位分配

展前準備

•填寫報名表並傳送至電子郵

•依照選位辦法及繳費

•按照參展手冊，展

箱或傳真

規定進行

商完成展品運輸、
展台搭建、水電申
請等事宜

展位價格
攤位規格

TPCA 會員價(含稅)

非會員價(含稅)

攤位含基本裝潢配備

RMB 9,725

RMB 11,700

攤位淨地

RMB 9,025

RMB 11,000

（每一攤位 9 平方米）

※ TPCA 入會洽詢：
大陸 86-21-63045419#216 王資紅先生
※ 展覽攤位費用以台幣繳納，即享匯率 4.5 之優惠；以美金繳納，則以請款日當天匯率換算。
※ 攤位含基本裝潢配備有：
三面隔間板、地毯一張、公司招牌一組、三盞投射燈、一張詢問桌、二張折椅、一個電源插
座（包括 500 瓦以內非燈具用電量）

選位辦法
完成攤位費「訂金」或「全額」款項繳交後，方具備選位之資格。選位分兩階段進行，2017 年底規
劃 10 攤位以上(含)廠商，2018 年初規劃 10 攤位以下廠商，詳細選位安排將另行公布。規則如下：
1.

大攤位優先選位。

2.

同攤位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選位。

3.

同攤位又同報名時間者，依選位基數大小選位。

※

選位基數為近三年參加本展會及近兩年參加 TPCA SHOW 之攤位數加總：
(CTEX 2018+2017+2016)+(TPCA SHOW 2017+2016)

4.

以上條件皆相同者，依繳交攤位費時間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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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參展辦法
1.

本展會同意展品相關公司共同參展，但共同參展之廠商產品必須有「共通性」與「相關性」。

2.

聯合參展展商，可享有各自獨立文宣之權利。

3.

聯合參展廠商門檻：
(1) 兩家廠商合展，攤位數須大(等)於 15 個攤位
(2) 三家廠商合展，攤位數須大(等)於 20 個攤位
(3) 四家廠商(含)以上不得聯合參展

4.

共同參展之廠商每個攤位必須額外加收 5% 之文宣推廣費。

5.

申請聯合參展之廠商必須個別提出申請資料，經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得正式取得聯合參展資格。

繳費規定
1.

自「報名日」起的 30 天內繳交 50%攤位費訂金，完成訂金繳交後方可參加選位。

※

若以支票繳納，訂金請開立「報名日」當月即期票。

※

若以匯款繳納，訂金請於「報名日」當月匯款，請匯足款項全額，手續費由參展商吸收，並
將匯款收據傳真回辦理單位（註明公司名稱）。

2. 攤位費餘款 50%，請於攤位位置確立後 20 日內繳款。
※

若以支票繳納，餘款請開立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之即期票。

※

若以匯款繳納，餘款請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匯款，請匯足款項全額，手續費由參展商吸收，
並將匯款收據傳真回辦理單位（註明公司名稱）。

3. 凡於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後報名之廠商，需一次性繳納全部展位元費用。

退展規定
1. 訂金費用一經繳納，概不退還。
2. 若參展商已繳納全額，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退展，退還 50%總攤位費；
2018 年 3 月 1 日後退展，則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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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宣傳
眾多宣傳推廣管道，大量曝光展會最新消息，獲得各界高度矚目。
公關活動

網路/EDM/短訊宣傳

新聞報導，新聞發佈會，現場採訪，為展商和展

定期發佈 E-Newsletters，將買主資料庫以電子

會增加公眾知名度。

郵件方式邀請業界前來參觀。展前並以簡訊發佈
敬邀參觀展會訊息給資料庫買主，為展商宣傳新
品和服務。

Call Out服務

展會網站

本展會會以專人聯絡方式，洽邀最直接的買方市

展會官網一直是最重要的網路宣傳管道，全年更

場人員前來參觀本展並提供免費接送服務，藉此

新展會資訊及參展商動態，同時提供觀眾預登記

帶給參展商更多的目標客戶。

的重要平臺，更能吸引高品質專業觀眾的關注。

直郵和邀請函

專業媒體報導

本展覽會將印製，由展昭公司、公協會、媒體、

擇適當與專業的媒體、電視台、國內各大報紙及

及參展廠商共同寄發，廣邀各界參觀。

相關專業雜誌發佈展訊訊息與廣告，精確地將展

展昭公司將以多年來累積的會場參觀買主資料及

覽訊息傳遞達到廣泛的宣傳效果。

相關產業採購單位為主要邀請對象。

展覽搭配活動

國外宣傳

配合展覽舉辦研討會、廠商新產品發表會、聯合

相關之國外展覽會場及展昭公司所主辦、代理國

開幕剪綵及相關活動，並發送新聞稿給媒體記

外電子及工業展之相關覽會廣宣展示會之訊息。

者，吸引更多目標對象前來參觀。

透過本籌備會國外代理單位元，邀請當地買主前
來參觀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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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華東電路板暨表面貼裝展覽會(CTEX 2018)
報名表
展會日期：2018 年 5 月 16–18 日展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

地址
Address

(中)

(En)

(En)

承辦人
Contact Person

職稱
Job Title

Tel

Fax

Mobile

E-mail

Website

http://
(中)

參展產品
Exhibit Profile

(En)

□

□板廠 Factory
□乾濕製程設備 Dry / Wet Processing Equipment
□檢測設備 Testing & Measurement
□原物料、化學品 Raw material / Chemicals

展示區域類別
Exhibit Category

□
□
□

選擇攤位
Type of Booth

電路板區 PCB

表面貼裝及電子組裝 SMT & Electronic Assembly
智能自動化 Intelligent Automation
觸控面板 Touch Panel
攤位型式
Booth Type

TPCA 會員(含稅)
TPCA Member

非會員(含稅)
Non-Member

□

標準攤位 StandardBooth (9sqm)

RMB 9,725

RMB 11,700

□

淨空地 Raw space (9sqm)

RMB 9,025

RMB 11,000

申請攤位數
No. of Booth

總攤位費用
Price VAT included

※憑此報名表即保有參展之權利及展示籌備會收費依據
This application form serves the purpose of request for payment.

單位蓋章/Seal & Signature 填表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陸地區－上海訊展會議展覽有限公司
承辦人：王資紅先生手機：＋86-13916251946
TEL：＋86-21-63045419 * 216
FAX：＋86-21-64181136
E-mail：wangzihong@xt-sh.com
QQ 在線：1346513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