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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基本信息 

☑展会名称:  昆山电子电机暨设备博览会 KE SHOW 2014 

☑展会日期:  2014年7月5日至7月8日 

☑展览开放时间:  7月5日至7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4点30分 

                               7月8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2点 

☑展会地点:  江苏省昆山花桥中国国际博览中心 

☑参展厂商:  536家1,405个摊位，展示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 

☑参观人数:  总人数62,729人，其中专业买主7,220人 

☑海外买主: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 

                      国等二十余国家及地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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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基本信息 
☑指导单位:  昆山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协办单位:  昆山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昆山市委宣传部、

昆山市商务局、昆山市发改委、昆山市经济和资讯化
委员会、昆山市旅游局、昆山市科技局、昆山市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台湾区
模具工业同业公会、台湾区照明灯具输出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台湾智慧自
动化与机器人协会、台北市电子零件商业同业公会、
台湾电路板协会、台湾电子设备协会、中华资讯软件
协会、中华流体液压气动协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昆山金展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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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综述 

☑本届昆博会筹备时间较上届充裕，在各方努力下，成功圆满的举 

     办，除了新建展馆建构完善启用无虞，主要关键因素如下: 

①展品范围广泛新颖展现高素质的智慧自动化 

    产品 

②穿戴式装置结合医疗市场展现最新科技趋势 

③ 3D打印技术发展快速一次搞懂 

④大量采购及商贸对接活动促成商贸机会涌现 

⑤国际水平的专业论坛再次推升展览专业素质 

⑥ 展会所在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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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觉设计概念 

☑本届昆博会以昆山市花及鲜艳四色来传达人文科技及产业四区的融合，辅以四种以各
区技术所解构出的意象纹路，来呈现从科技创新看见未来生活，贯穿「先进制造、智
慧生活、开创未来」的展会主题为基础设计概念。整体配色选择洁净的白色系为底，
搭以鲜艳色彩跳出产业重点，另隐喻在科技进步的同时，科技中的干净无污染目标以
及技术的不断淬炼净(进)化而呈现出的未来白。从昆山市花花瓣逐渐浮出的电波及无
线讯号而勾勒出的城市意象，代表着科技从有线至无线，从过去到未来无限(线)生活
的愿景及期待，亦也表现出产业的特性及前瞻性，更凸显昆山对昆博会的付出与开创
美好前景的强烈信念及眺望未来之远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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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划 

☑为有效吸引海内外采购商到访，本届以突显两岸电机电子产业供

应链实力及趋势性产品，集合两岸众多消费电子成品、工业自动

化、节能环保、云端应用、电子零配件等企业，展示现行新型产

品及创新技术以丰富展会内容，展区项目分为四大区域： 

 

① 趋势消费电子区 Trend Consumer Electronics Area 

② 自动化及测试设备区 Automation & Test Equipments Area 

③智能生活及云端应用区Smart Life and Cloud Application Area 

④ 电子零组件区 Electronic Component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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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划 

☑趋势消费电子区   
Trend Consumer Electronics Area 
 
主要展示内容:  

✍触控式产品 

✍3D与数码应用产品及配件 

✍电脑与系统产品 

✍各式电脑与手持装置周边配件 

✍休闲娱乐产品与周边 

除此，为能迎合普遍大众消费的需求，针对有意愿现场零售的企业，本届 

特别在前厅规划趋势消费电子「特卖区」，以满足现场零售交易的需求， 

充份体现展会B2B与B2C良好结合的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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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划 

☑自动化及测试设备区   
Automation & Test Equipments Area 
 
主要展示内容:  
机器人(工业用)、教学用机械人、旋转手臂、可程控器/机器人控制系统、表面黏着
技术设备、工业用安全系统、工业级电脑、人机界面、不断电系统、减速机、变速
机、驱动器、自动仓储系统、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电子组件自动外挂程序机、自
动送锁螺丝机、冲床自动化弹性生产线、光线反射式冲床安全装置、模具安全保护
装置、绘图机、智能型大楼中央监控工程╱工厂自动化监控工程、遥测遥控系统工
程、机电╱水电╱空调╱无尘室工程、高速度定位器、图形监控系统、自动组立机械、
自动化焊接╱分类╱输送╱装卸系统、微电脑控制系统、软体（CAD╱CAM╱CAE，
自动化工程及设备用）、自动控制软体、印刷电路板自动化生产装置、家电自动化
生产设备、测试及测量仪器、工业电子装备、光学尺、环境测试设备、AOI、量测
仪器、工业过程制及监控、工厂自动化设备、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及相关技术、办
公自动化设备、3D打印设备、工模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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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划 

☑智能生活及云端应用区  

Smart Life and Cloud Application Area 
 

主要展示内容:  

✍通讯产品 

✍人车智慧产品 

✍资讯安全产品 

✍绿色科技及环保产品 

✍其他智能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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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规划 

☑电子零组件区  
Electronic Components Area 
 
主要展示内容： 

化学原料及制品、CPU散热风扇、记忆体扩充卡、太阳能板/建材一体型

太阳能板、电池(包括各种电池及材料)、电脑机壳、散热材料、被动组件、

机械组件、混合与模组组件、磁性组件、微波组件、电阻、电容、电感、

继电器、变压器、连接器(线组)、开关、电子管、铁磁装置、应变片、配

线槽、工具组、电源供应器、主机板、马达、线圈、风扇、端子、印刷电

路板、各式基板、温控器、保险丝、断路器、精密作动组件、线材、壳/

框构件、金属蒸镀电子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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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亮点 

☑主题馆体现智能概念  前瞻技术吸睛 
     设立十五个亮点主题馆： 

① 3D打印主题馆展示最新技术与产品 

②车用电子馆展现台湾汽车电子强项 

③穿戴科技与健康照护主题馆迎合市场 

④智慧生活主题馆展示创新科技所带来 

    的效益 

⑤台湾云端主题馆展示软硬整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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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先进制造 横跨多元主轴 

 ⑥数位看板主题馆结合台湾系统整合能 

     量及创新应用 
 
 



  展示亮点 

 

⑧ 台湾软件信息主题馆展现智慧产业的软实力 

⑨ 工业节能减排示范馆呈现节能环保高效能  

⑩ 昆山企业转型升级成果馆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绩 

⑪ 台湾ICT产业地图及得奖专区展现台湾科技优势与亮点 

⑫ 能源管理主题馆展示昆山市成为节能服务产业基地成果 

⑬ 全球运筹示范馆展示电子化资讯采购的应用 

⑭ 台北市形象馆呈现台北科技产品 

⑮ 新产品展示区及馆内特色展品新颖引人伫足 

 

 
 

展后报告 SHOW REPORT 
展会活动执行汇整 

     ⑦ 国际馆显现本展国际化导向 



展会特别企划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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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筹备了系列有助展会氛围及商贸媒合之活动， 

    其中成效显着的包含： 
 

① 简洁隆重的开幕式 

② 电电公会代表处正式揭牌共同拉抬 

     昆博会声势 
③ 宾主尽欢的欢迎晚宴 

④ 精心准备的贵宾午宴 

⑤ 齐聚欢乐的大会晚宴 

⑥ 收获丰硕的买家对接洽谈会 

⑦ 结合创新与科技的新产品发布会 

⑧ 八大主题论坛吸引专业人士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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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主题论坛 
 

①两岸人才交流合作论坛 

②产业拼转型创意与创新管理思维讲座 

③智慧自动化产业发展趋势论坛 

④新能源政策及产业商机论坛 

⑤智慧物流发展论坛 

⑥供应链管理前瞻趋势论坛 

⑦碳减排助力企业发展论坛 

⑧智慧生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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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概述 

☑第五届昆山电子电机暨设备博览会，参展家数并由去年的516家

增加到536家，整体参展家数较去年成长4%。摊位数由上届

1,337个扩展至1,405个摊位，整体使用空间达45,000多平方米，

较去年成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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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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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别 
参展厂商数 使用摊位数 

台湾 大陆 海外 小计 台湾 大陆 海外 小计 

趋势消费电子区 65 30 95 188 82 270 

自动化及测试设备区 113 45 158 425 149 574 

智能生活及云端应用区 87 42 129 153 94 247 

电子零组件区 97 47 10 154 212 88 14 314 

合计 362 164 10 536 978 413 14 1405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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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昆博会针对参展企业536家进行意见调查， 

    依据「参展厂商意见回馈表」汇整如下： 
 
① 过去曾否参加过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展会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无参展过 27% 主要以专业性展会像是哈洽会、上海慕尼黑电

子展、浦东工具展、上海广州照明展、广交会、
中国制冷展、上海自动化展、中国电子展、深

圳电子电机设备展、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上

海电子展、上海触控展、海交会、重庆电子展、
世博展，PTC等为主要参展目标。  

有参展过 73%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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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过去曾否参加过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展会 

 

 

 

 

 
 

③ 如何得知征展资讯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接订单 23% 主要以接订单、宣传公司产品及形象、发表新

产品为主要目的。 

其他为：招商、展示产品功能、寻求合作伙伴。 

 

寻找代理 10% 

了解市场 15% 

宣传公司产品及形象、

发表新产品 
36% 

与客户联谊或建立关系 15% 

其他 1%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主办方函电、传真 63% 通过本会函电及传真占63%，其他主要为同类

厂商朋友互相告知。 从其他厂商得知 13% 

从广告媒体得知 7% 

其他 17%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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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来年是否继续参展 

 

 
 
 

⑤ 对展览效果的满意度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是 49% 同比去年愿意继续参展的36%，上升了13%。 

考虑中 49% 

否 2%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很满意 11% 满意人数占73%,同比去年增加14%。 
显示厂商对展览效果表示满意，但仍有进步空
间。 

满意 62% 

待加强 27% 

未填 0%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展后报告 SHOW REPORT 
参展商总数及分析 

⑥ 对主办单位现场提供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⑦客户接触家数：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很满意 18% 满意人数占88%,满意度较去年60%提升許多，

大会的服务得到认可。 满意 70% 

待加强 8% 

建议增加服务项目 3% 

未填 1%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50家以上 8% 参展厂商接触客户家数以10~30家最多，占

41%。 30~50家 14% 

10~30家 41% 

10家以下 34% 

未填 3%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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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接待最多之客户国家/地区别 

        江苏（昆山）、台湾、上海、浙江、印度、日本、美国。 

  ⑨ 希望下届邀请买家公司名称/类别 

        中兴、华为等国内知名厂商，机电设备、仪器行业厂商。 

  ⑩ 现场洽谈之订单: US$6亿 ；一年之内预计之订单: US$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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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参加了贸易对接会 

 

 
 

⑫贸易对接会满意度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是 36% 参加贸易对接会占36%。 

否 53% 

未填 11% 

项目 百分比% 说明 

很满意 4% 大多数有参加贸易对接会的厂商对效果多数表

示满意，未来应朝增加对接会参与人数努力。 满意 14% 

尚可 11% 

待加强 5% 

建议增加服务项目 2% 

未填 64% 

 

⑪ 



参展企业意见调查分析与统计 

展后报告 SHOW REPORT 
参展商总数及分析 

⑬ 厂商认为本展会之特色 

主题明确，专业性强、与会台商数量多，提供了两岸企业交流之机会。 

⑭ 其他与本展会有关之建议事项 

更有效的组织邀请专业买家、买家团；展馆内安保服务需加强，避免盗窃事件

的发生；提供高质量无线网络；完善展馆周边交通。 

 

 

 

 

 

 

 

 

 



 采购商总数及分析 

☑ 采购商总体介绍  

☑ 参观人士统计  

☑ 各乡镇到訪買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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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商总体介绍 

☑本届昆博会共吸引62,729人次前来参观，其中专业买家达7,220人次，
主要来自大陆长三角地区、以及大陆各地市政府与公协会，慈溪市、衢
州市（含江山市）、舟山市、海宁市、杭州软件协会、浙江湖南商会、
杭州LED协会、上海电机协会、常熟市、吴江区、上海台协、上海地区
台湾各大学校友会、武汉市工业总会、十堰市、鹰潭市、九江市、常州
市连云港、景德镇市、乐陵市、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马鞍山市、
苏州工商联、贸协上海代表处、台湾等，同时扩大了邀请多個国家的产
业代表公会，例如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
国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 

    此外，为精进专业采购商的质量，特别请国企、央企、华为及中国制造
网、慧聪网、华强网组团，共同合作办理八场商贸采购洽谈会，共计邀
请超过400名专业人士到场与展商进行交流洽谈，对促进展会上交流、
交易、合作做出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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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人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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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人数 专业买家 一般观众 

7月5日 2,450 25,000 

7月6日 1,015 10,158 

7月7日 2,869 18,235 

7月8日 886 9,336 

合计 7,220 62,729 



各乡镇到访买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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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時間 7月5日(人) 7月6日(人) 7月7日(人) 7月7日(人) 合計(人) 

昆山开发区 1,000 1,240 1,000 3,240 

昆山高新区 1,000 240 1,200 1,000 3,440 

花桥开发区 2,680 2,000 2,000 1,500 8,180 

张浦 500 740 1,240 

周市 500 760 1,260 

千灯 660 500 1,160 

陆家 600 100 700 

巴城 120 600 720 

锦溪 660 660 

淀山湖 300 300 

周庄 200 200 

兵希 100 100 

蓬朗 100 100 

移动、电信、联通 60 20 20 20 120 

图书馆系统 10 10 20 

卫生系统 200 20 20 20 260 

教育系统 300 300 

合计 6,130 6,190 6,400 3,280 22,000 



媒体宣传概况及成效分析  

☑ 广告投放说明 

☑ 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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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广宣是打造展会知名度的最佳利器，继前几届匆促办展的经验之
后，本届取得昆山市政府的共识提前八个月展开作业，有了充裕筹备时
间，得以在两岸各大媒体提高曝光率，加深阅览者对本展的印象，吸引
专业观众前来观展，透过媒体宣传管道如下： 
媒体分类 媒体名称 

视听媒体  中央电视台 江苏电视台 浙江电视台 昆山视听 

中国广播网 中央广播电台 视频新闻 昆山电视台 

昆山电台 昆山交通台 中新视频 苏州网络电视台 

中国网络焦点台 香港文汇网江苏频道 

   

 

  

 平面媒体   

 

样子晚报 中新社 昆山日报 新华日报 

苏州日报 城市商报 扬子晚报 东方日报 

联合早报 昆山日报 中国日报 乐居昆山 

电电时代杂志  能力杂志 贸易杂志 国际商情杂志 

昆山台商杂志 CTIMES杂志 香港无线电技术杂志 

云讯传媒杂志 电源工业杂志 PCB制造商情杂志 能力杂志  

工商时报(台湾) 旺报(台湾) 经济日报(台湾) 

  户外媒体   主要交通路口大型广

告牌   

昆山赛格电子广场大

楼户外广告牌  

路灯旗   

境外媒体  香港大公报 香港文汇报  香港商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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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分类 媒体名称 

 

 

 

 

 

 

 

网络媒体 

大公网 中国江苏网 新华网 中国昆山网 

新华报业网 华龙网 苏州都市网 中国报道网  

东方网 央视网  凤凰网 凤凰网江苏  

微信平台  百度百科 搜狐 搜狐苏州  

新浪 新浪浙江 飞象网 网易  

中国新闻网  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城市 中国江苏网 

中国台湾网 名城新闻网  苏州新闻网 亚洲贸易网 

华强电子网 慧聪电子网 中国制造网 中华工控网 

电子零件贸易网 上海机械网 中时电子报 联合早报网 

电子时报(台湾) 旺报(台湾) 商周网报(台湾) 产经网杂志官网(台湾) 

工商e报(台湾) 经济电子报(台湾) TEEMA B2B中、英文
版大型横幅Banner  

TEEMA ONLINE中、
英文版大型横幅广告
Banner广告 

台湾汽车电子产业中、
英文版网站大型横幅
广告Banner广告 

台湾通讯电子产业中、
英文版网站大型横幅
广告Banner广告 

电子报横幅Banner广
告刊登 

协办单位官网按钮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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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新闻发布会 

 

开幕式 记者实地采访邀请 其它展会现场DM放

送 

合作单位协助宣传 

 

参展商免费电子邀请

函 



本届媒体宣传分析系根据展会官网的点击率、连结来源与展
会服务人员与客商联系时的回报信息来推测，分别如下： 
   1.TEEMA B2B、主网站、TEEMA Online按钮广告及 脸书 

       链接更新、EDM广宣。 
   2.合作单位Banner互连结、EDM与电子报投放日。 
   3.参展手册发放与贵宾邀请申请截止日。 
   4.展会新闻媒体发布会。 
   5.平面杂志或报纸出刊日。 
   6.WeChat官网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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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展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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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会参展家数、展出面积及代表性企业与展出档次再创

新高 

二. 首度争取到《信息化建设》杂志以专刊方式报导昆博会  

宣传能见度再上一层楼 

三. 首度举办的大型国企及华为集团采购洽谈会实质提升买

卖对接成效 

四. 十五大主题馆突显两岸最新电子电机产业特色 

五. 展会配套活动精采丰富深获厂商肯定 

六. 展览场地新颖到位符合国际展会水平 

七. 昆博会引领昆山成为长三角产业聚合重要平台 

八. 昆博会顺利举行使昆山成为两岸产业合作与企业转型升

级成功示范区 

 

   



一.展会参展家数、展出面积及代表性企业与展出档 
   次再创新高  
 
(一)  本届在参展家数、摊位数与采购商数皆创新高，成长幅度平均较上届各提升 

     4%至5%。 

 

(二)  本届集结两岸代表性参展企业有正崴集团、友佳集团、广运集团、上银科技 

     、东元(上海)、中华汽车、大同(上海) 、士林电机、光宝科技、町洋机电、 

    罗升企业、杭州立得、创视纪科技、和椿科技、发那科、锐和达激光、美溪 

    机电、全球传动、上虞美速达、世协电机、台湾精密、金鼎科技、台湾堂华 

    、英业达、艾迪讯、中华电信、庆升工业、光颉科技、华新丽华、顺光、恒 

    亚电工、凯士士、李洲科技、富士康集团、HTC、康佳电子、正太平洋、顺   

    富节能、震旦行、优利精密、普利得、杭州先临、杭州铭展、上海联泰等知     

    名企业。同时成功邀请日本及印度团组参展，与上海机械网、慧聪网、中国 

    制造网、华强网等媒体合作邀请500余位专业客商及20余国家及地区海外参观 

    团组，让展会的商贸互动更为深化及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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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度争取到《信息化建设》杂志以专刊方式报导
昆博会  宣传能见度再上一层楼 

 

    《信息化建设》杂志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主管，刊物以服务全

大陆政府 系统信息化建设为宗旨，紧紧围绕政府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是全大陆政府系统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交流和对外宣传的阵地。发行范

围遍及中央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各大中型企业、IT企业、科研

教育机构等。本届昆博会特别争取到《信息化建设》杂志以专刊方式介绍

昆博会自2010年首届举办以来的成长历程，并深度报导昆博会的举办如何

与昆山的发展与契机相结合，协助厂商接单，发挥群聚效应，协助昆山企

业转型升级，健全昆山产业链，加强海峡两岸及海外相关产业经贸交流等

实效，将昆山市及昆博会的能见度提升到全国级的水平。  



四. 十五大主题馆突显两岸最新电子电机产业特色 
       针对现今市场需求的热门主题与台湾及昆山优势产业，本届昆博会划分  为四大展 

           区，并在各展区规划属性相似的产品项目设立十五大主题馆，充分显现本展在契合 

           产 业发展趋势与体现最新科技产品的特色，也为特色产品成功曝光并有效提升现场 

           的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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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度举办的大型国企及华为集团采购洽谈会实质 
   提升买卖对接成效 
   一个成功的展览首重提供买卖双方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本会为服务广大的参展商 

     及买主，实质提升买卖对接效果，特首度举办大型国企对接会及华为采购洽谈会。 

     本次出席的中国大陆大型国企包含中粮集团、国机集团、徐工集团、中央青年联合 

     会等将近20家大型企业，于活动现场与参展商对接，气氛热络，座无虚席。另本会 

     特邀全球最大电信产业制造商─华为公司深圳总部采购团队与参展商进行采购洽谈 

     会，现场超过40家企业、100多位代表参与，参展商纷纷表示满意，并且表示未来 

     将持续参与此类活动，昆博会提供此一平台，对其拓展商机有极大的帮助。 



Company Logo 

 五.  展会配套活动精采丰富深获厂商肯定 
          本届较以往安排更多且更密集的系列活动，包含八场买家对接洽谈会、三场 

         新产品发表会、八场论坛、每天二维条码抽奖提供精彩好礼大放送等多项配 

         套活动活络展会进行，不仅丰富了本届展会内容也提升了档次，同时展会期 

         间于各展厅定点预告系列活动内容，各区出入口并以路标指示活动地点，确 

         实传达活动讯息，让参展厂商充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进步与贴心，并给予高 

         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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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展览场地新颖到位符合国际展会水平 
             花桥国际博览中心场地宽广属国际性标准规格，本届整体设施全数完工， 

           得以充份运用整体规划，昆博会除循上届展馆规划经验再精进外、整场动 

           线安排再提升，展会形象以昆山市花勾勒出科技城市的概念清新脱俗，获 

           得厂商高度的赞赏。另外，展览馆前厅的功能办公室及用餐区域亦符合国 

           际展会需求，展商对展馆表示高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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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昆博会引领昆山成为长三角产业聚合重要平台 
         昆山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区，亦是台湾ICT产业高度聚集之地，拥有完 

         整的上中下游产业供应链。且因应大陆十二五规划「扩内需、调结构、促 

         民生」的政策，昆山为电子信息、精密机械、新显示器、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的集聚地，更是企业进入大陆市场奠定品牌基础与拓展市场的绝佳跳板 

         。随着来访的贵宾逐年增加，本届昆博会定位以「先进制造、智慧生活、 

         开创未来」为主题，正是符合资通讯及电子厂商需求为主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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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昆博会顺利举行使昆山成为两岸产业合作与企业 

        转型升级成功示范区 
            历年来昆博会目的相当明确，展会健全当地产业链，为当地企业再造、转型升级带 

            来帮助，带动昆山市第二波高端技术、工业制造的群聚效应并辐射至整个长三角， 

            促进两岸经贸往来效益，协助当地产业发展。昆博会举办五届以来，已缔造近10亿 

            订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襄盛举，总参展商突破2,000家，总展位达5,500 

            个摊位 ，观展人次超过20万人。搭载「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良好交 

            通地理区位优势，全球重要的资通讯生产基地，以及历届所累积的品牌效应与经验 

            资源，所带动的是江苏省及邻近产业的轮动与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两岸在各场域 

            商机和企业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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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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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2015年7月6-9日 

       昆 博 会 见 

智能制造  智慧生活  创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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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窗口 
 

台湾: 

电话: +886-2-8792 6666 / 传真: +886-2-8792 6140 

电子邮箱:tseng@teema.org.tw 

地址: 11490 台湾台北市内湖区民权东路6段109号6楼 

 

大陆:  

电话: +86-512-3680 7228 / 传真: +86-512-3682 5238 

电子邮箱: teema@126.com 

地址: 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海星路5号海峡两岸昆山商贸合作区115室 



简报结束  
敬请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