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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总人数为 31,359 人，比上届展会增加18.64%
◆   TAP特邀贵宾买家达 1,742 人，他们是公司的采购计划的决策者，并且公司有明确的采购计划

◆   VIP观众人数达 3,589 人，他们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采购计划有直接的建议权

◆   组团观众人数达 4,704 人，他们是电子制造行业知名公司的精英人群
*TAP为特邀贵宾计划：来自电子行业内参与采购决策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监、厂长、总工程师
*展会面积为上海世博展览馆1、2、3号馆总面积，含NEPCON系列展会及IOTE 2021国际物联网展会

展会面积 50,000㎡   观众总数 31,359人   会议听众 4,603名

NEPCON现场直播在线观看总数 1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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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呈现超强“表面贴装”阵容年度新品，
提供面向EMS工厂的电子制造及自动化各环节的
完整方案；
100家新展商首次参展，40家EMS电子制造服务领先企业亮相
NEPCON China，为OBM企业提供完整代工方案；
首创电子元器件展区，与元器件贸易平台、元器件授权代理商、贸易商面
对面，配货充足、品质保障；
电子制造行业历史一刻，EMS中国电子制造服务企业联盟正式成立；EMS 

Award暨NEPCON电子制造大奖荣誉盛典首次亮相；
同期举办20场高峰论坛及技术研讨会，电子制造思想者大会与通信品牌
企业意见领袖面对面，畅享行业灵感。

展会亮点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总数：31,35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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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NEPCON展会一直都是电子制造行业领先的展会平台，时隔两年，我们很高兴看到NEPCON再一次成功
举办！我们对本届的展会效果很满意，因为有很多来自电子制造行业的高质量买家莅临我们的展台。
通过技术交流、客户来访我们获取到最新的市场需求与信息。为落实防疫政策，展会主办方也对各项
防疫措施进行完善和升级，以保证展商和观众可以安全放心地参展和参观，我们期待NEPCON未来绽放
更多的精彩。

韩华商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  部长/直销Team   朴明焕

我们从NEPCON展会进入中国开始，每年都有参加，今年是有史以来展位面积最大一次，达到了265平方
米。因为NEPCON展会专业程度比较高，我们会将新型设备在这里展出，接待了很多高端的客户。面对面
交流对于我们促成交易会非常有帮助。展会对于防疫方面做得很好，入场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而
且每个人都要佩戴口罩，这让我们觉得很放心。我们想通过NEPCON展会，把我们的品牌形象更好地展
示给观众朋友们。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日东智能装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销售副总监   李  伟

我们公司非常重视NEPCON的每一次参展机会，已经有近20年的参展NEPCON展会的历史。参展NEPCON展
会让我们觉得兴奋和期待，因为展会中可以遇到新、老朋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维护到老客户关
系，还能拓展新客户。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的客户能看到，听到甚至摸到我们公司最
新的产品。为了响应防疫要求，今年NEPCON展会入场特别增加了一系列卫生措施及安全检验流程，让
参展商很放心。

富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  副总经理   黄建伟

商务配对总数量

2,230 场
现场通过Match Me服务

向观众推荐感兴趣的展商

共计推荐  6,296 次

有 26,141 名观众
浏览了 NEPCON 智慧

会刊小程序

商务配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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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寄语

今天有幸参加了第30届NEPCON China展会，万名专业
观众莅临参观，700家参展企业及品牌，近千款PCBA

展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实力抢镜！全场爆棚的人气，
笑眼闪烁，洋溢着幸福与满足。促行业交流、发行业
之声、享行业硕果， NEPCON China 正用实际行动为振
兴中的电子制造业助力喝彩。

常州武进博世汽车有限公司

此次展会，主办方的服务之好，参展商的数量之多，
业内企业参会愿望之浓厚， 表明 NEPCON China 不愧
是业内领先的电子行业展览会，每次参加展会都有
新的收获，主办方今年新增的电子元器件展区令展
会规模更大，展品门类更多， NEPCON China 在慢慢的
变大变强。

科世达华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本次展会参观非常满意，TAP服务很好！有专门负责
带领我对接符合公司需求的供应商，让观展更有针
对性、更方便。展会中还有相关讲座，展示了新技术，
收获到了很多。下次展会还会参加，期待遇到更多
优质的供应商，体会更好的TAP服务。 

纽福克斯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 顾利峰 

今年又来参观 NEPCON China 展会，对展会整体很满
意，见到了许多合作过的供应商，也收获到了一些
新的供应商朋友。感谢TAP团队的带领和陪同观展，
全程细心热情，节省了观展时间，大大提升了观展
效率。祝愿展会越办越好，期待更多的供应商加入。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电气工科部科长 · 沈卫华 

NEPCON China 展会展示的内容丰富且多样，从中能
接触到许多供应商和新技术，给公司注入更多的新
设备。这次观展选择了TAP服务，体会到了宾至如归
的接待，有专人陪同带领观展，可以快速获得展会
各个模块的内容，还能快速找到想见到的供应商。
展会整体非常好，下次见！

浙江保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 · 陈志华 

非常感谢 NEPCON China 邀请我参加本次展会，更感
谢NEPCON给SMT相关业内人士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
台，疫情不断，现场人流并没有受任何影响，很多优
质展商如期到场参加，各行各业的顶尖供应商尽收
眼底。最要感谢的是TAP团队们全程热情的帮助和
带领，精准推荐展商对我们帮助很大，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展后还在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线上的展商
推荐，促成最终的下单。以后博世定会一如既往的
支持NEPCON 。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AE/MSE2-CN 部门经理 · 黄亮

TAP特邀贵宾寄语

组团观众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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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依然有幸参加 NEPCON China 电子展，在疫情背景
下，展会依然举办的有条不紊。展会现场的工作人员
认真负责的检查每一位进场人员，体现了现场安全
防控的专业性。进入会场以后，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收
眼底，也看到了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智能设备、自动化
设备、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电子设备及零配件、电子
产品等等。另外，展会为买家提供了很多采购方面的
帮助，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感谢展会所有工作人
员的付出，为我们的参观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澳特雷布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NEPCON China

电子展会。今年同期举办的 IOTE China 国际物联网展，
让整体展会阵容更加强大，覆盖了物联网的的各个
层面，另外，我们也参与了同期的专业论坛，NEPCON

峰会-电子制造思想者大会令人印象深刻，演讲嘉宾
分享了电子制造产业动向和技术趋势，给我们带来
了更多的灵感和启发。现场的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
到，专业的指引让我们更高效地参观，再次感谢主
办方的精心准备。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

佰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准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中达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立讯精密（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理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富士康科技集团
科世达-华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达研（上海）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松下生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玄甫电子有限公司
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四海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
华通电脑（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炜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
名硕电脑（苏州）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昆山柏特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和精电子有限公司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南京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依工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
英华达(上海)有限公司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万都海拉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天合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常州武进博世汽车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组团观众名单

NEPCON已有30届历史了，我们参加了好几届 ，目睹
了 NEPCON China 从一只雏鸟成长得羽翼丰满， 展翅
翱翔。这次展会主办方服务很周到，包括班车、午餐
券、单独的入场通道等，同事防疫工作也很到位，让
我们感觉到安全与安心。展会在规模上相比往年也
大了不少，我们看到SMT最新贴片与插件设备，真空
回流焊，自动换线接料，还有SMT治具厂商的展示，
观展期间有专人接待和引导，非常感谢！ 

华通电脑（苏州）有限公司

今年NEPCON China 展会，主办方的服务细心周到。双
展联动展商阵容比较强大，我们主要关注元器件，
今年电子元器件板块是展会的创新展区，我们对接
到“元器件授权代理”和“贸易商”，解决了我们公司
的采购合适元器件的难题。 我们通过 NEPCON China 

展会收获了很多，将继续关注下一届展会。

佰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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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NEPCON China同期举办17场现场活动，其中包括9场全新主题论坛，覆盖时下EMS疑难问题、功
率半导体、智能仓储、数字化制造、工业制造营销等热门话题， 总计吸引4,603名专业观众参会。

SMTA华东高科技技术研讨会 SMTA华东高科技设备研讨会

《电子制造产业联盟“焊接工匠”人才培养
中国行》上海站培训

2021电子行业智能仓储与信息化高峰论坛

《2021“快克杯”全国电子制造行业焊接能
手选拔赛》上海分赛区

2021（第二十五届）上海智能制造及SMT
技术高级研讨会

第二届中国集成电路暨微组装产业突围与
创新高峰论坛

第五届中国数字化制造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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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联盟成立仪式 EMS企业疑难问题及工艺技术研讨会

NEPCON峰会-5G赋能万物可期 功率半导体与车用LED技术创新与应用论坛

中国电子工业静电防护2021专业论坛 AWC 2021第三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开发
与测试技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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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精彩回顾

观众扫码入场 NEPCON峰会2021

1号馆精彩盛况 2号馆精彩盛况

EMS Day首次举办 中国电子制造服务联盟成立仪式

EMS电子制造服务展示区 智慧工厂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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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获奖名单

迅捷服务奖
郑州市牧和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道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巨传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地通电子有限公司

最佳雇主奖
意拉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郑州市牧和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企业人气奖
新乡美达高频电子有限公司

卓越制造奖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意拉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广上科技
华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奖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资电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新乡美达高频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康博电子有限公司

创新突破奖
上海财驰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邦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挪拉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个人奖 企业奖

生产技术专家奖
游春生  技术总监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王胜亮  技术经理
利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个人人气奖
游春生  技术总监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最佳经理人奖
刘海燕  总经理
资电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金红心  总经理
江苏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特别致敬人物奖
王豫明  高级工程师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SMT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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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致辞
 感谢您参加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和励展博览集

团主办的NEPCON China（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

  4月21-23日，全球电子制造行业的国际化盛会NEPCON China 2021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成
功举办，本届展会聚焦于表面贴装技术(SMT)、焊接及点胶喷涂、测试与测量、电子制造自

动化等设备与技术的展示。来自全球领先的700家电子制造专用设备供应商及品牌齐聚上海，
尽数呈现前沿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展会特别打造“首发新品”“EMS Award”“NEPCON峰会”“元

器件团购会”等精彩亮点帮助展商与观众更好了解行业动态，收获更多商贸交流机会。

 1982年，NEPCON进入中国，此后一路见证中国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助推数千家国内外电子制造企业成长，
为近百万人次专业观众的交流搭建平台。NEPCON China 2021今年是第三十届，在展会深度和影响力上再度突破，

以更多亮点、更大格局、更完善的生态链覆盖，展示产业前沿技术与产品，反映产业趋势，促进产业合作，为电子
制造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路走来，感谢您的大力支持，30年感谢有你，让我们下一站再见！

         2021年，NEPCON China和NEPCON ASIA展会将分别在4月21-23日上海世博展览馆和8月25-27日深圳会展中心继续精
彩上演。 我们期待您明年继续参与NEPCON系列展览会！

励展博览集团
高级项目总监

   



谷冰蓉 女士  +86 21 2231 7010
孙    梅 女士  +400 650 5611

展位预定请联系 
参观预登记请联系

julia.gu@reedexpo.com.cn
mei.sun@reedexpo.com.cn

欢迎您参加下一届
NEPCON 展会！

NEPCON ASIA 2021
2021年8月25-27日

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NEPCON China 2022
2022年4月20-22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
励展博览集团上海分公司
谷冰蓉 女士
电话：+86 21 2231 7010
传真：+86 21 2231 7181
julia.gu@reedexpo.com.cn

日本
Reed Exhibitions ISG Japan
Ms. Sayo Hirano
电话：+81 3 6261 2996
传真：+81 3 6261 2997
hiranos@reedexpo.co.jp

德国
Reed Exhibitions ISG Germany
Ms. Annegret Falkenburg
电话：+49 211 5562-8554
传真：+49 211 5562-31
Annegret.Falkenburg@reedexpo.de

中国台湾地区
贸友展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Ms. Jessica Liu
电话： +886 2 2598 2630 ext.106
传真：+886 2 2598 2650
jessica_liu@wesexpo.com

韩国
Reed K. Fairs
Mr. Jay Koo
电话：+82 2554 3010
jayun.koo@reedlfairs.com

新加坡
Reed Exhibitions ISG Singapore
Mr. Albert Ho
电话：+86-755-2383 4515
albert.ho@reedexpo.com.cn

若您想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更多NEPCON系列
活动新动态， 请访问
展会官方网站或关注
NEPCON 微信公众号：

上海展：www.nepconchina.com
深圳展：www.nepconasia.com

NEPCON
官方微信

电子制造全智道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