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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博览广场)

TEL：+86-512-62580111

主办单位 / 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协办单位 / 台湾电路板协会(TPCA)
办理单位 /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电路板协会-华东办事处

          台湾电路板协会-华南办事处

          台翔科技咨询 (苏州) 有限公司

          深圳台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海峡广告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讯通展览公司

支持单位 / 华东PCB联谊会

          华南PCB联谊会

电路板

• 电路板本业：各类硬板、IC 载板、多层板、软板、软硬结合板

• PCB 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及零组件 　　

　- 电路板设备：包含干制程/湿制程相关设备、电路板用检测设备

• PCB 高新材料技术 　　 
　- 电路板用原物料与化学品

• 周边相关设备、零组件

表面贴装及电子组装

• SMT生产设备、材料及化学品

• 插件组装设备及材料

• 测试和品管设备

• 其他周边设备、电子电路构装设备、材料及代工服务(EMS)

智能自动化

• 智能自动化设备、关键零组件、材料

• 自动化控制设备

※ 大会保留调整之权利。

征展范围

5.13-5.15

进场
布置

5.18-5.19

出场
时间

5.16-5.18

展出
日期

时程表

展览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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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展会同意展品相关公司共同参展，但共同参展之厂商产品

  必须有“共通性”与“相关性”。
2.联合参展展商，可享有各自独立文宣之权利。

3.共同参展之厂商每个摊位必须额外加收5% 之文宣推

  广费。

4.申请联合参展之厂商必须个别提出申请资料，经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得正式取得联合参展资格。

完成摊位费『订金』或『全额』款项缴交后，方具备选位之资格。

选位分两阶段进行：2017年底规划10摊位以上(含)厂商，2018年初规划10摊位以下

厂商，详细选位安排将另行公布。规则如下：

选位办法
1.订金费用一经缴纳，概不退还。

2.若参展商已缴纳全额，于2018年2月28日前退展，退还60%总摊位费；

2018年3月1日后退展，则不退费。

1.自“报名日”起的30天内缴交40%摊位费订金，完成订金缴交后方可参加选位。

•若以支票缴纳，订金请开立“报名日”当月即期票。

•若以汇款缴纳，订金请于“报名日”当月汇款，请汇足款项全额，手续费由参

展商吸收，并将汇款收据传真回办理单位(注明公司名称)。

2.摊位费余款60%，请于摊位位置确立后20日内缴款

•若以支票缴纳，余款请开立2018年3月31日前之即期票。

•若以汇款缴纳，余款请于2018年1月31日前汇款，请汇足款项全额，手续费由

参展商吸收，并将汇款收据传真回办理单位（注明公司名称）。

3.凡于2018年1月1日之后报名之厂商，需一次性缴纳全部展位费用。

展位价格

TPCA入会洽询：

台湾 +886-3-3815659 #205 吴筱梅小姐 
华东 +86-512-68074151 #713 陈晶晶小姐

华南 +86-755-27669617 #804 曾喜键先生

★ 展览摊位费用若以台币或美金缴纳，则以请款日当天汇率换算。

★ 三面隔间板、地毯一张、公司招牌一组、两盏投射灯、一张询问桌、二张折椅、

  一个电源插座（包括500瓦以内非灯具用电量）

★ 摊位净地不包含以上配备

联合参展办法

缴费规定

退展规定

参展商服务

※ 选位基数为近三年参加本展会及近两年参加TPCA SHOW之摊位数加总：

(CTEX 2018+2017+2016)+(TPCA SHOW 2017+2016)
4.以上条件皆相同者，依缴交摊位费时间选位。

大摊位

优先选位

同摊位者，

依报名先后顺序

选位

同摊位又

同报名时间者，依

选位基数大小选位

1 2 3

新产品发表会（付费）

主办方提供专业场地租借，供参展商举办产品、技术、研发成果发表等活动 
直接接触更多电路板行业潜在客群︒

公关服务

营销服务

专业活动

行业媒体合作

由主办方与电路板行业相关媒体合作，报导展会活动、参展商等，提前炒热

展前话题︒

大会专刊（免费）

发行对象为电路板行业相关人士的展会官方专业刊物，刊载展商基本信息、

联系方式与产品介绍︒

官方网站（免费）

主办方提供展商于官网随时刊登新闻稿、产品上传等服务，搭配即时线上咨

询系统，供参观者及媒体浏览︒

摊位规格 ( 9m2 / 摊位 )
摊位含基本 装潢配备

摊位净地

非会员价(含税)
RMB 11,700
RMB 11,000

TPCA 会员价(含税)
RMB 9,725
RMB 9,025

www.circui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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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了解更多展会最新信息！

台湾地区－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方强 (#153)、黄姝嫥 (#122)、
           黄敬涵 (#315)
TEL：＋886-2-26596000   
FAX：＋886-2-26597000
E-mail：ctex@chanchao.com.tw

大陆地区－台湾电路板协会-华东办事处

承办：李冬玲 (#702)
TEL：＋86-512-68074151   
FAX：＋86-512-68074152
E-mail：show@pcbshop.org  

大陆地区－台湾电路板协会-华南办事处

承办：曾喜键 (#804) 
TEL：＋86-755-27669617   
FAX：＋86-755-27669873
E-mail：paul@pcbshop.org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
The 14th East China PCB / SMT Exhibition
第14届

报名表展会日期：2018年5月16-18日 展馆：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填表日期/Date 单位盖章/Seal & Signature

※ 展会办理单位将凭此报名表做为展会收费依据 This application form serves the purpose of request for payment.

台湾地区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1494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185号3楼
T: +886-2-26596000    F: +886-2-26597000
承办：方强 ext.153 / 黄姝嫥 ext.122 / 黄敬涵 ext.315
E-mail：ctex@chanchao.com.tw

大陆地区

台湾电路板协会-华东办事处

215028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8号乐嘉大厦718室
T: +86-512-68074151   F: +86-512-68074152
承办：李冬玲ext.702
E-mail: show@pcbshop.org
   
台湾电路板协会-华南办事处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74区怡园路5173号润丰源大厦A座B-203室
T: +86-755-27669617   F: +86-755-27669873
承办：曾喜键 ext.804
E-mail：paul@pcbshop.org

整合营销计划

展会联络

展会将透过公关(PR)、广告(AD)、直效营销(DM)、网络营销(EM)、
策略联盟(SA)、活动(EVENT)等营销工具，达「整合营销」传播效果，

以创造最大的展会宣传效益。

公关

广告

直效营销

网络营销

策略联盟

系列活动

开幕典礼 / 
行业媒体合作

报纸 / 杂志 / 网络

手机简讯 / 电子报 / 
展会邀请函

官方微信 / 
展商独立官网页面

学研机构 / 各大院校相关
科系 / 国内外各产业媒体

展览杯高尔夫联谊赛 / 
欢迎晚宴 / 新产品发表会 / 
大陆电子电路研讨会 / 
PCB制造专区 / 
PCB优秀学生论文奖
TPCA 书局 / 
白蓉生专题讲座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 中 )

(En)

地 址
Address

( 中 )

(En)

承办人
Contact Person

职称
Job Title

Tel Fax

Mobile E-mail

Website http://

参展产品
Exhibit Profile

( 中 )

(En)

展示区域类别
Exhibit Category

□ 电路板区 PCB
□ 电路板本业 PCB Manufacturer 
□  BCP  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 PCB Intelligent & Automatic Processing 

Equipment
□ PCB 高新材料技术 PCB Advanced Material Technology
□ 周边相关设备、零组件 Peripheral Equipment & Components

□ 表面贴装及电子组装 SMT & Electronic Assembly
□ 智能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 Intelligent and Automatic Peripheral

选择摊位
Type of Booth

摊位型式
Booth Type

TPCA会员 ( 含税 )
TPCA Member

非会员 ( 含税 )
Non-Member

□ 标准摊位 Standard Booth (9sqm) RMB 9,725 RMB 11,700

□ 净空地  Raw space (9sqm) RMB 9,025 RMB 11,000

申请摊位数
No. of Booth

总摊位费用
Price VA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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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Title

Tel Fax

Mobile E-mail

Website http://

参展产品
Exhibit Profile

( 中 )

(En)

展示区域类别
Exhibit Category

□ 电路板区 PCB
□ 电路板本业 PCB Manufacturer 
□  BCP  智能自动化生产设备 PCB Intelligent & Automatic Processing 

Equipment
□ PCB 高新材料技术 PCB Advanced Material Technology
□ 周边相关设备、零组件 Peripheral Equipment & Components

□ 表面贴装及电子组装 SMT & Electronic Assembly
□ 智能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 Intelligent and Automatic Peripheral

选择摊位
Type of Booth

摊位型式
Booth Type

TPCA会员 ( 含税 )
TPCA Member

非会员 ( 含税 )
Non-Member

□ 标准摊位 Standard Booth (9sqm) RMB 9,725 RMB 11,700

□ 净空地  Raw space (9sqm) RMB 9,025 RMB 11,000

申请摊位数
No. of Booth

总摊位费用
Price VAT included



www.circuitex.com

5.16 ▲18

EXHIBITION PROPOSAL

征展企划书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
The 14th East China PCB / SMT Exhibition
第14届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Suzhou Int’l Expo Center

扫一扫!关注更多产业最新讯息!

PCB资讯家

www.circuitex.com

华东电路板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