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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市场需求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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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力成都发展速度：

成为未来 16 年在全球大城市中

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 

     进入“中国西部硅谷”城市：

中国 IT 第四极——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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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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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效应：

与国内外同行业领导厂商

同台展示，切磋技术

     分享万亿市场：

2022 年四川数字经济总

量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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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应用领域专业观众与高质量

买家：在成都举办多届，具备强

大的数据积累和市场认知

     政府补贴 :

有机会享受成都市政府的补贴

政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引爆全国电子信息行业

第十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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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未来第三极潜力巨大

四川——中国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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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 中国西部的“硅谷”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这是西部大开发 20 周年之际，

对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次巨大利好。全球视野下，西部大开发迎来升级版。四川经济突飞猛进。其装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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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双循环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意

味着要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不断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而电子信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高地也

必将在国内市场，成都作为国内自主可控的重要城市，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必将在国内大循环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世界 500 强企业已有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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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四川数字经济新功能：

     四川“加快推进 5G 网络建设”年内会完成 3 万个 5G 基站建设，年底实现 21 市（州）5G 网络覆盖，成都主城区全覆盖；

实施“县县通 5G”工程，完成 143 个县（市、区）1338 个 5G 基站建设任务。

     四川数字经济新蓝图：

2017 年四川数字经济总量已达 1.09 万亿

预计 2022 年四川数字经济总量将超 2 万亿

规划“抓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5G、超高清……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涵盖工业互联网、智能

制造、农业数字经济数字化、生活服务数字化……

推动智慧社会和数字政府构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

旅游，数字政府，信息基础设施

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包含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数字安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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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设置

2 号馆：西部数字新场景馆

促进新经济、呈现新场景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展区：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存储、大

数据与智慧城市、大数据与健康医疗、

大数据与金融创新、大数据与电子商

务等

智慧生活展区：

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医疗、智

能教育

3 号馆：科技创新与信息技术馆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展区：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工业大数据、工业 APP、操作系统

及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工业机

器人、高端数控机床、增材制造设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

和装配装备，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SMT 技术和设备、线束设备、激光

设备、PCB 制造设备等

智能终端展区：

智能交通、智慧商圈、智能家居、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安防、物联网

信息安全、大数据处理、VR/AR、智能硬件、智能汽车相关产品及解决

方案等

智能驾驶展区：

自动驾驶技术、雷达传感器（毫米波、红外、激光）、智能辅助驾驶系

统（ADAS）、导航模块（北斗、GPS、惯性制导）、北斗应用、停车

管理系统、车联网技术、车路协同、车载电子设备

网络安全展区：

可信计算、安全操作系统、计算机病毒防护、应用安全服务

4 号馆：基础电子馆：

助力产业基础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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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展区：

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加工、封装测试、半导体专用设

备及材料、集成电路产品（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

嵌入式产品、汽车电子、PMIC 等）、第三代半导体

器件及材料、智能电源产品

微波射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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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号馆：新型显示与消费电子馆

西部超高清产业集群

新型显示展区：

OLED 显示、车载显示、医疗显示、教育显示、可穿戴

显示、VR 显示、智能交通显示以及应用终端显示

消费电子：

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数字家庭、3C 产业应用、本体 /

视觉 / 核心零部件

展位价格：

规格 标准展位（3m×3m） 光地（36m2 起租）

价格 8000 元 / 间 800 元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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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聚焦电子信息产业热点

智能驾驶 新型显示

5G 和智能终端

集成电路

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

知名厂商

百度、海康、大华、瑞为、博实结、苹航、首航、开易、

锐明、易甲文、魔视、掌锐等

专业技术活动

成都智能驾驶与主动安全论坛 

成都汽车电子发展论坛 

知名厂商

夏普、富士康、京东方、天马微电子、成都菲斯特、中

科院光电、长虹、中电熊猫、维信诺

专业技术活动

中国（成都）新型显示行业论坛

知名厂商

华为、联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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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萝卜、成都新橙北斗、暴风魔镜、

成都极企科技

专业技术活动

5G+AI+IoT 融合应用论坛

知名厂商

贸泽、德州仪器、西南集成、飞虹半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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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

激光半导体测试

专业技术活动

中国（成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知名厂商

德富莱智能、大族激光、CEC、CTEC45 所、48 所、

奇力速、泰德激光、华海达

专业技术活动

全国电子制造行业焊接能手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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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存储和人工智能

知名厂商

Intel、AMD、西部数据、希捷、东芝存储、戴尔、澜起、

镁光、腾讯、暗物智能、英伟达

专业技术活动

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

Web3.0 中国峰会 



电子元器件

测试测量与微波射频

网络安全

知名厂商

太阳诱电、中航光电、贵州航天、西南自动化研究所、

科信、深圳市崇达电路、北京元六鸿远、成都宏明、四

川永星、上海君耀、捷配、捷多邦

专业技术活动

核心电子元器件发展论坛 

“1”场开幕峰会

   第十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峰会 

“3”场竞技及评奖活动

   中国西部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评奖

 “快克杯”全国高技能焊接装配大赛 

   中国（西部）电子信息人才创新大赛

“N”场专业峰会

   中国（西部）显示产业峰会

   汽车电子发展论坛

   智能驾舱发展论坛

   核心电子元器件发展论坛

   IC 设计与创新应用论坛

   5G+AI+IoT 融合应用论坛

   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

   WEB3.0 中国峰会

   中国（西部）网络安全高峰论坛

   半导体国产化替代高峰论坛

   军民两用电子信息发展论坛

   微波射频技术论坛

   ......

知名厂商

是德、泰克科技、福禄克、赛宝、同惠、数英仪器、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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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活动

中国西部微波射频技术研讨会

知名厂商

奇安信，卫士通，迈普，360 政企安全，金蝶，龙芯中科，

中孚信息，深信服，圣博润，中创为，立思辰，永中软件，

东华软件，万里开源，东方通，华清信安，惠尔特等

专业技术活动

成都网络安全论坛

论坛活动 1+3+N 场专业活动汇聚行业精英  

1

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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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

全媒体立体传播邀约专业观众

航空航天电子

触摸屏 / 平板显示制造

光模块 / 光通信

半导体封装与测试 设备制造商 物联网 / 智能家居 / 可穿戴

军用电子

 LED 照明及显示

控制、安全、测试

通信系统

电源电池及组件制造

集成电路制造

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

数据库： 移动等新媒体终端
邀请：

大数据营销、印刷品 / 直邮、

电子快讯、短信推送、电话

邀请等

微信公众号、DSP 广告等定

向投放 

汽车电子

 电脑、系统及外围设备

印刷电路板制造

官方网站 

公关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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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协会合作 

专业媒体 大众媒体 社交媒体

第十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

十年献礼
西部电博会首个十年，组委会鼓励企业参展同时，参与 “我

与西部电子信息共同发展这十年”主题展区，展示十年产品发

展变化，共同见证与回顾西部电子信息行业不平凡的十年发展

历程。参与企业也将获得组委会独家制定展示位置与宣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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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增值服务 提升参展效果、助力企业品牌塑造

直击买家的专场采购活动

买家配对：通过精准定位采购商的需求和展

商的产品，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加优质的采购

商洽谈机会

参展商新产品 / 新技术发布会 一对一采购洽谈会 采购商俱乐部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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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机 会： 官 方 网 站 和 电 子 通 讯 ( 

newsletters) 中的 banner 广告等发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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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园区企业的中高

层技术采购工程师到展会现场采购、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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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推广：官网、专业媒体、微信等渠道推

广参展商的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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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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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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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回顾

第九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以“新

格局、新极核、新机遇”为主题，展览面

积 33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近 700 家，

其中国内外知名品牌超 50 家，专业观众

到场 30162 人。展览面积、参展企业数量，

专业观众人数均较去年增长 100% 以上，

博览会吸引了上百位百强企业副总裁级别

以上嘉宾出席。同期举办“1+11+1”场

活动，暨一场开幕峰会，11 场专业论坛，

1 场行业赛事，全面覆盖大数据存储、人

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智能驾驶、

基础元器件、测试测量等专业领域。

主要成果

西部新赛道，四大新展区助

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

成渝双城经济圈正在成为全国第四极，成

渝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地标城市，电

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中西部城市前列，去年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突破万亿大关之后，初

步建成涵盖元器件、模组、软件、系统整

机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为结合成渝双

城经济圈发展，本届博览会在传统的优势

展区之外设立四大新展区，完整西部电子

信息产业链打通新赛道。

 

总体情况

大数据存储展区：

腾讯云、英伟达、英特尔、希捷、西部数据、

东芝存储、戴尔、曙光、澜起等。同期举办

WEB3.0 中国峰会

人工智能展区：

腾讯、百度、暗物智能、联想、天马微电子、

创维等。同期举办 5G 时代下 XR 创新融合

发展之路、智能物联网（AIoT）融合应用

论坛，首场 AILA 智能作业灯产品推荐会

 

Post  Exhibi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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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35%

华东地区 28%

制造商 56%

其他 4%

设计公司 7%

中西部地区 23%

海外地区 9%

华北/东北地区 5%

经销商 15%

科研机构 18%

展示内容：大数据存储、人工智能、物联网、网络安全、智能驾驶、基础元器件、测试测量等专业领域。。

展商对观众数量给予高度评价或基本满意 87％
展商对观众质量给予高度评价或基本满意 90％
展商对展会的宣传组织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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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满意度：

展商
性质分析

展商
地域分析

网络安全展区：

奇安信，卫士通，迈普，360 政企安全，金蝶，

龙芯中科，中孚信息，深信服，圣博润，中创为，

立思辰，永中软件，东华软件，万里开源，东方通，

华清信安，惠尔特、成都启航、杰伦联控。同期

举办的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特种元器件展区：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物资供应站、

CETC47 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兵器工业新技术推广研究所、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等。同期举办特种装备元器件应用验证论坛。

除以上四大新增特色展区外，电子元器件、测试

测量与微波射频、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传统展区，

同样是本届博览会的看点担当，吸引了乐山无线

电、富捷电子、虹威科技、本原微电子、华茂电子、

长岭迈腾电子、雨菲电子、平晶微电子、安邦半

导体、晶辉半导体、中电思仪、杭可仪器、普源精电、

拓米科技、大族激光、田中精机等众多龙头企业

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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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规模：展出面积超过33000平方米、参展厂商700余家



• 专业媒体：

合作132家：

涉及元器件、半导体、测试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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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世界、Techsugar、电子技术应用、与非网、电子产品世界、国际电子

商情、半导体行业观察、芯师爷、中国测控网、高工机器人、电源网、新电子……

• 大众传媒广告及报道支持：
中央媒体：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电子报

电（视）台：四川卫视、成都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成都高新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交通台……

报纸/网站：成都日报、四川手机报、四川热线、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四川经济网、成都热线、麻辣社区、人民网、成都全搜

索、中新社、成都晚报、四川日报、搜狐、网易、中华网、21CN、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网、中国商报网、中国青年网……

3场

17场

6场

12场
6场 8场 7场 6场

80场

6场

40场

西南 86%
(来自成都、绵阳、
德 阳 、 乐 山 、 广
元 、 广 安 、 重 庆
等地)

设计/研发 35%

采购/选型 26%

政府官员 4%

生产/工艺/测试 10% 华南 6%
华东 4%
其他 4%

市场/销售 12%

公司管理 13%

规模：31152人， VIP参观团2000余人

观众
职位分析

观众
地域分析

40%

35%

31%

22%

18%

15%

14%

14%

13%

12%

7%

4%

20%

17%

15%

15%

10%

9%

9%

5%

电子元器件

航空航天

电源电池及组件制造

物联网/智能家居/可穿戴

通信产品/广电设备

汽车/汽车电子

机械工程/工业控制

电力/能源设备

照明/建筑/交通用电子设备

安防设备

医疗电子

其他（媒体、政府等）

电子元器件

大数据

智能制造

智能终端

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

智能驾驶

5G与物联网

观众所属应用领域分析（多选）：

观众所属应用领域分析（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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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成都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市电子信息生态圈联盟

深圳市亚威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成都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成都市电子学会

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

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

侯旭海

电话：010-63937966

手机：13810788214（同微）

邮箱：hxh@cead.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