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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 China 2010, SOLARCON® China 2010, 
及 FPD China 2010

 

同期展览会
半导体领域—CSTIC 2010   310 篇演讲和 711 名听众

太阳能领域—6th CSPV
115 篇论文和 799 名听众平板显示领域—11th CFC 
255 篇演讲和 1,200+ 名听众

 

总展商数   978

总展位数   2,179

总展出面积    57,500 平方米

展商信息   

 

现场登记总人数

网上登记并现场参观总人数

VIP、政府官员及企业团体参观总人数

参观总人数

有效参观总人数 *

  15,148

 3,316

 1,884

 
20,676

 

36,761
®

观众信息   

2010展后报告

2010年3月16-18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

2010年3月16-18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

SEMICON, SOLARCON 及 FPD China 吸引了全球 978 家知名厂商到场参展，
为到场的 36,000 多名业内观众提供了面对面、一站式的交流平台。2010 年
展览的成功举办，证明了中国市场依旧是全球厂商最关注的战略市场。

此外，展览会期间还举办了半导体、太阳能和平板显示产业领域的顶级研讨
会：中国国际半导体技术大会（CSTIC 2010），第六届太阳级硅及光伏发电
研讨会（6th CSPV）及 2010 中国平板显示学术会议（11th CFC）。 同期研讨
会 的 成 功 举 办，极 大 地 提 高 了 展 会 的 观 众 质 量，巩 固 了 SEMICON、
SOLARCON 和 FPD China 在半导体、太阳能及平板显示产业年度盛会的领军
地位。

* 包括参观 SEMI  展会的 ePC, Laser, CPCA 展会观众



观众信息

展会吸引产业链上各大买家到场参观 

SEMICON China, SOLARCON China, 及 FPD China 
吸引企业关键决策人到场参观

 
 

对公司采购产品/技术的影响力

89%的观众涉及公司产品和技术的采购 

 

 

• 20% 决策者

• 25% 推荐人

• 44% 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或评估

• 11% 不涉及采购

20%
11%

44% 25%

30%

管理级别

64%的观众拥有管理职能  

 

• 12% 

• 22%  高级管理人员（副总裁、总监、主任）

• 30% 其他管理人员

• 31% 非管理人员（员工/技术人员） 

• 5% 其他 (包括受训人员)

22%

12%

31%

5%

主要职责

54%的观众工作主要职责涉及制造工艺 
• 16% 市场营销

• 16% 制造（工艺、设备或设计工程）

• 15%  执行管理

• 12% 研究开发

• 11% 制造/工程/运营管理

• 9% 采购

• 8% 可靠性、质量控制、测试

• 6% 封装、组装工艺

• 3% 产品管理

• 2% 其它

• 2% 设施

• 1% 财务/分析

• 1% 政府/公共政策

• 1% 环境卫生和安全

16%

3%

8%

11% 15%

12%

9%

6%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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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数据来自展会观众登记时所填写的表格。展览会吸引了大批高质量的观
众到场参观，他们分别来自半导体、太阳能光伏及平板显示产业链上的各个
环节。

执行级管理人员（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来自中国产业发展热点地区

• 88%  中国观众：16,314

• 12%  海外观众： 2,150

观众如何获知展览会信息？
 

• 30%  参展商邀请函

• 24%  展览会网站和网络广告

• 20%  朋友同事推荐

• 17%  主办单位的材料和邮件

• 7%  报纸杂志

• 2%  其它

97% 半导体

•     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制造/IDM）

•     设备制造商

•     材料制造商

•     测试封装合同制造服务（后道装配）  

•     代工合同制造服务（前道）  

61% 太阳能

•     

•     

•     

•     

•        

47% 平板显示

•      

•       

•     

•         

•      

参观企业主要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服务*

下列数据仅选取了观众所在行业的5大热门产品/服务

 * 本题为多选题

SEMICON，SOLARCON和FPD China 2010 吸引了中国最强大的购买团体到访参观，包括中央及地区政府代表团、全球领先企业和业
内巨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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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

•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  海力士─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

•  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  和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  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  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  快捷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挪威太阳能集团

•  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

•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广电富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  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  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

•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威宇科技测试封装有限公司

•  星科金朋（上海）有限公司

•  应用材料公司

•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  友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效公司

•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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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分析基于18,325个有效观众数据

来自29个省市的中国观众参观了本届展览
会，其中大部分观众来自华东六省一市，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山东。他们的到访证明了中国企业对
展览会的重视。

据调查，展前的活动推广材料及展商发送
的邀请函是观众获知展会信息的主要渠道。 电池组件及系统

光伏材料

光伏设备

光伏发电系统

子系统、组件及零部件

工厂设计和建造

FPD生产材料和零组件

FPD设备生产

其它（咨询等其它产业相关的服务）

FPD面板和模组

主要参观企业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服务*  

57% 平板显示
工厂设计和建造  10%
FPD生产设备 8%
FPD面板和模组  8%
FPD生产材料和零组件 7%
FPD终端产品组装  6%

FPD终端产品  6%
FPD生产场所/环境/自动化系统  5% 
FPD软件、市场数据和行业服务 

 
4%

其它

 

3%

165% 半导体设备
测试设备  14%
检测和测量设备  12%
封装设备  12%
晶圆凸起加工系统 12%
化学机械抛光(CMP) 10%
淀积（CVD,PVD,ALD,电镀）  10%
刻蚀/脱膜/灰化  9%
衬底和厂房的清洁、清洗、干燥设备 9%
光刻/曝光  8%
热处理  8%

晶体生长和加工  8%
涂覆、显影、匀胶  8%
外延设备  8%
通用设备  7%
晶圆、掩膜板或平板显示器传送系统 7%
离子注入设备 7%
MEMS设备  6%
晶圆标识、标记材料  5%
纳米技术设备  5%

65% 半导体材料
工艺材料  11%
装配材料  11%
晶圆衬底材料  8%
化学试剂和固态材料 8%

测试材料  8%
光掩膜材料  7%
气体材料 7%
纳米材料  5%

28% 其他产品或服务
工厂控制/设备  8%
子系统、组件及零部件  6%
子系统  6%

软件  4%
支持产品  4%

54%  光伏电池组件及系统
光伏：电池 16%
光伏：组件 10%
太阳能光热 8%

光伏：独立发电系统 7%
光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  7%
光伏建筑  6%

53% 光伏设备
电池制造设备 10%

检测与度量设备
 

一体化与自动化设备

 

6%

组件制造设备 7%

 

5%
其它 5%

薄膜  6%
 
 

硅片制造设备 7%
晶硅制造设备 7%

40% 光伏材料
原料：单晶硅、多晶硅、冶金硅等 8% 
消耗品  8%
硅锭、硅片  8%

气体、液体化学品  7%
其它 5%
玻璃、封装材料  4%

25% 光伏发电系统
充电器、电池  8%
逆变器  6%

量测及控制系统  6%
独立发电系统  5%

15% 光伏零部件、追踪器及支架系统
电缆、连接器、接线盒  6%
支架系统  5%

追踪系统  4%

21% 光伏服务
教育、培训  5%
产业协会、其他社团组织 5%
融资、产业促进  4%

研发机构  4%
检测机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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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分析基于18,325个有效观众数据，指
明了观众主要寻找的产品/服务

*本题为多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