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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Organization

⽀持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观众组织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

战略合作单位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汽⻋⼯业协会

中国电⼦学会

重庆市电⼦学会表⾯贴装与微组装技术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福祥德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学会

⼭东电⼦学会

四川省电源学会

深圳市半导体⾏业协会

深圳市电⼦⾏业协会

⼴西电⼦学会

天津市集成电路⾏业协会

浙江省半导体⾏业协会

⼤连市半导体⾏业协会��

河南省电⼦学会

成都市集成电路⾏业协会

重庆市电⼦学会

重庆市软件⾏业协会

四川省电⼦学会

重庆市半导体⾏业协会�

重庆市电⼦电路制造⾏业协会

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

重庆市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重庆市机器⼈与智能装备产业联合会

重庆市电源学会�

重庆市集成电路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四川省电⼦学会SMT/MPT专委会

陕西省半导体⾏业协会

川渝电⼦信息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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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贯彻执⾏国家战略⽅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带
���������������������������������������������������������������������动全国⾼质量发展的重要增⻓极和新的动⼒源，既是党中央交给川渝两省
���������������������������������������������������������������������市的重⼤政治任务，也是两地迎来的重⼤历史机遇。随着内资电⼦向西部转
���������������������������������������������������������������������移，我国西部将成为中国重要电⼦制造⾼地和世界性电⼦制造集聚地之⼀，
���������������������������������������������������������������������尤其是重庆，重庆⼤⼩电⼦制造企业已达七千余家。重庆市作为国家定位的
���������������������������������������������������������������������先进制造业中⼼，以《重庆市制造业⾼质量发展“⼗四五”规划（2021-2025）》
���������������������������������������������������������������������等政策为引领，推动电⼦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促进政产学研⽤合作，深⼊
���������������������������������������������������������������������实施“专精特新”计划，加快建设电⼦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我们在
���������������������������������������������������������������������2023年5⽉10-12⽇举办“第五届全球半导体产业与电⼦技术（重庆）博览会”。
���������������������������������������������������������������������本会助推电⼦产业上下游互动与供需对接，是电⼦制造企业和业内⼈⼠收集
���������������������������������������������������������������������⾏业动态、采购⽣产设备、了解新技术、新产品及⽣产解决⽅案的重要渠道，
���������������������������������������������������������������������是西部地区最具规模有影响⼒的电⼦产业交流平台。�
���

�
��������������第五届全球电⼦技术（重庆）展（曾⽤名：全球电⼦产业及⽣产技术展）是“第五届全球半导体产业与电⼦技
����术博览会”的重要组合部分，英⽂简称“GEME”。是近年来随着西部电⼦产业⾼速发展成⻓起来的电⼦产业及⽣
����产技术的⾏业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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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述
Overview�of�the�exhibition

创造新型模式、开启会展新篇章，以参展企业
的终端⽤⼾单位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主承
协办单位优势、开辟新的活动模式。

在招展同期开始逐⼀⾛访终端⽤⼾，建⽴有效的沟通
关系，利⽤主协办⽅圈⼦深⼊企业、深度沟通、了解市
场需要和发展趋势，搭建真正的供需双⽅交流平台。活动亮点

BRIGHT�SPOT

活动权威
AUTHORITY

由国家级电⼦、汽⻋⾏业机构与地⽅政府主管部⻔经信委的全⼒⽀持，重庆市与四川省电⼦⾏业相
关机构共同主办，其他省市电⼦产业机构的积极协办与配合，川、渝电⼦学会SMT/MPT专委会共同
参与承办的活动；

活动优势
ADVANTAGE

重庆市和四川省电⼦相关学会/协会主办、联合国内其他省市的电⼦⾏业机构作为观众组织、协办
单位，组织会员单位参展参会，同时主办单位沟通⼤学/科研机构⾏业知名院⼠、教授发表最前沿科
研技术学术演讲；

专业化会展市场模式,通过电话、拜访、邮件、快递、微信、短信、新⽼式媒体全⾯宣传等现代化模式
全⽅位组织⾏业⽤⼾企业，保证每家参展单位满载⽽归。

充分利⽤政府主管部⻔、电⼦⾏业学会/协会、市场模式的三位⼀体综合资源、由国家级⾏业学会
/协会与当地政府主管部⻔⿍⼒⽀持、协助沟通央企、国企、合资企业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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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环球⽹ 新华⽹ 央⼴⽹ 第 1 眼

活动宣传
PROPAGANDIZES

⾛访海尔 ⾛访四联测控 ⾛访声光电 ⾛访海康威视 ⾛访盟讯

|�成都市集成电路⾏业协会 |�河北省电⼦学会

|�河南省电⼦学会|�四川省电⼦学会
��SMT/MPT专委会

|�陕西省半导体⾏业协会

|�上海市电⼦学会

|�深圳市半导体⾏业协会

|�深圳市电⼦⾏业协会

|�四川省电源学会

|�四川省电⼦学会

|�天津市集成电路⾏业协会 |�浙江省半导体⾏业协会

|�中国电⼦学会 |�中国汽⻋⼯业协会 |�重庆市半导体⾏业协会

|�重庆市电源协会|�重庆市电⼦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重庆市电⼦电路制造⾏业协会|�重庆市电⼦学会

|�重庆市电⼦学会SMT/MPT专委会

|�重庆市机器⼈与智能
��装备产业联合会

|�重庆市经信委

|�重庆市软件⾏业协会

|�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



同期⼤会
Meetings3/

� � � � � � �当下我国的电⼦产业还是以⻓三⻆与珠三⻆市场为主，这两个

经济中⼼是我们企业发展的主要市场，未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波动

不会太⼤。相信，作为⼀家有发展⽬标的企业⼀定会跟着国家经济部署

和市场因素不断与时俱进。

�� � � � � �重庆作为新兴市场⼜是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更是未来经济的发

展中⼼之⼀、也是众多沿海城市⼯业转移的⾸选城市，企业家们⼀定

很关注成渝经济和市场发展，这⾥将是企业未来做⼤做强的重要基地。�

� � � � � � �为了更好吸引专业⼈⼠，我们和主协办单位共同承办专业⾏业

⼤会：“第五届未来半导体发展⼤会”、“GEME第⼆届全球电⼦

产业链创新发展⼤会”等，共有分论坛20多场。围绕⾏业的未

来趋势、技术分享与交流，⼤会依托国家级⾏业协会/学会、

组织电⼦、汽⻋知名企业技术⼤咖与国家院⼠等相关⾏业

影响⼒专家为主要嘉宾，共同探讨电⼦产业的技术与

发展。

参与必要性
NECESSARY

·成渝经济圈

GEME第⼆届全球电⼦产业链创新发展⼤会

第五届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会

展会概述
Overview�of�the�exhibition

Chengdu·成都

Chong qing·重庆

渝

蜀



展品范围
Range4/

01

电⼦智能制造
SMT技术和设备、激光设
备、焊接与点胶技、PCB及
电路载体制造、半导体制
造设备、ESD防静电和净
化设备等

05

测试测量

02

智慧⼯⼚

06

03

07

04

08
政府、产业园区

3C⾃动化及机器⼈、AGV
及智慧仓储，3D打印、整
体解决⽅案、⾃动化/机器
⼈精密部件及配套产品，
软件和开发等

机器视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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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地政府组团及电⼦产业园区

各类线路板、IC封装载板�
(BGA/CSP/倒装晶⽚等)、
线路板⾃动化加⼯设备等

PCB�及电路载体制造

连接器及线束加⼯ 电⼦元器件 电⼦和化⼯材料

各类连接器、插头、插座、
开关、线束线缆及加⼯设
备等

被动元件、元器件分销、
继电器、集成电路、嵌⼊
式系统、微纳⽶系统、传
感器技术、微波射频与电
磁兼容、电源模块及电源
整机等

PCB⽤基材料及辅助材料、
电⼦精细化⼯材料、半导体
材料、光电⼦材料、微电⼦
封装材料、电⼦专⽤⾦属材
料等



�����2022年6⽉29⽇-7⽉1⽇在重庆国际博览中⼼成功召开，聚集300多家的知名企业参展，展⽰⾯积达15000㎡。

往届回顾
Retrospectives5/

参展情况

^̂ ^

成功树⽴企业形象�

与预期买家⾯对⾯交流

深度了解中西部市场�

初步建⽴合作意向

取得买家考察意向

新技术新产品分享

与协会/政府园区建⽴联系

37%��

52%��

57%��

62%��

84%��

58%��

22%��

(部分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通过展会，盟讯科技与同⾏业者共同探讨，如何促进西部
地区电⼦制造企业⾼质量发展。伴随着国家疫情防控形式
的持续向好，盟讯科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出
来展⽰⾃⼰，与同⾏业者相互交流，⼤家群策群⼒，⼀起推
动我国电⼦制造⾏业⽔平⾼质量平稳发展。

这次GEME电⼦展是亚伯兰西南重庆分公司成⽴后第
⼀次参展宣传，展会现场签单14台WMS智能仓储货
架、3条MES制造执⾏系统；收获意向客⼾数家、销售线
索数条。期待未来和组委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为西南
电⼦制造企业赋能！

� 这是华富第⼀次抱着试⼀试的态度带产品到西南地
区参加展会，开展第⼀天就出乎我们意料了，对设备感
兴趣的客⼾⼀波接⼀波，展会结束后直接到客⼾⼯⼚
洽谈细节。感谢主办⽅的⼤⼒邀约，感谢客⼾对华富的
认可，希望能和更多西南地区的客⼾交流合作，为电⼦
企业智能制造贡献我们的⼀份⼒量！

东莞市⻁⼭电⼦有限公司

� 这是我们第⼆次参加GEME重庆电⼦展，本次展会有
来⾃全球各地的优质资源。在活动中，有很多⻁连的终
端客⼾莅临展会，与我们进⾏了深⼊的产品探讨及⽅
案交流。⾯对⾯的交流让客⼾对⻁连有了更全⾯、深⼊
的了解，也为我们今后⽅案合作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本次展会中，⻁连在借助平台展现⾃⾝的同时，也
更加深⼊了解企业与⾏业发展。本次博览会圆满结束，
期待我们的下次再会！

深圳市捷泰达电⼦科技有限公司

创廉润莘⾃动化设备（成都）有限公司

� 捷泰达作为⼀家专业精密电⼦装配⽅案提供商，这是
第⼀次参加GEME重庆电⼦展，不论是前期跟组委会、
主场的沟通，还是展会现场的效果，都让我们感觉⾮常
不错。期待明年规模能更上⼀层楼！

这是我们第⼀次参加GEME，本来以为疫情的影响展
会效果会⼤打折扣，但现场来参会的都是专业观众，特
别是前⾯两天，来展台交流的客⼾络绎不绝，此次参展
收获颇多。希望展会越办越好，为我们展商和观众提供
⼀个线下交流的优质平台！

这是图锐第⼀次参加GEME，主办⽅邀请的⾏业观众
⾮常专业，⽬的明确，在现场进⾏了顺畅的交流，参展
效果明显。

��
苏州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有限公司

展会期间，我们同西南地区数家电⼦⾏业企业进⾏了
深度洽谈，后疫情时代通过展会亮相，对于FANUC在
电⼦制造⾏业影响⼒的提升是很好的机会，达到了此
次参展的品牌推⼴⽬的及销售⽬标。希望在明年展会
现场能看到更多⾏业客⼾，预祝展会越办越好！

� � 艾兰特连续两年带X-RAY设备参加GEME重庆展，西
南地区是我们很看重的市场，这次展会上接到不少意
向客⼾咨询，第⼆天就有客⼾直接到展会现场打样。在
⼤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树⽴品牌、
拓展业务有很⼤益处。

��
深圳市艾兰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盟讯电⼦科技有限公司

华富（深圳）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昆⼭亚伯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LOGO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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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职能分布 专业观众地区分布

专业观众感兴趣展区专业观众参观⽬的

30.4%

29.2%�

19.7%�

13.9%�

3.6%�

45%�

8.9%�

7.5%�

15.7%�

16.9%�

18%�12%�

8.5%�

6%�

5%�
3.5%�

19.8%�

11.7%�

6.3%�

5.2%�
8.0%�

30%�

26%�

2%�3.2%

26%

7%

5%
6%

了解技术动态
封装测试专区

智慧电源 集成电路设计制造

电⼦元器件专区半导体材料专区 连接器及线束加⼯

测试测量
电⼦智能制造

AI+IOT+5G专区收集信息，产品⽐较 与业务伙伴会⾯

寻求合作

其他

采购产品

⾼级管理⼈员 西南
⽣产管理/操作/执⾏ 华北研究/开发/技术

华中市场/销售
西北

采购 华南 华东
其他 �东北 其他��

(部分观众�|�排名不分先后)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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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参展商

5,000

00

Visitors
观众

50
Speakers
演讲嘉宾

+

0
Participants
参会听众

150
Visiting�group
特邀参观团

+

参展花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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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会·主论坛

IC 设计＆封装测试论坛⾼性能电源、电动⻋技术发展论坛

成渝地区电⼦信息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电⼦信息产业与新技术论坛暨重庆市电⼦学会学术年会

智能⼿机芯⽚＆汽⻋芯⽚论坛

全国（成渝）半导体产业投资峰会

“现代电⼦制造⼿⼯焊接知识及技能探索”公益培训

GEME�2022电⼦产业链创新发展⼤会

同期论坛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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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议



组委会联系⽅式��Contact�us
联系⼈：姚雅婷��15213453006

邮�����箱：893300071@qq.com

⽹�����址：www.gemecq.com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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