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美和欧洲: Jim Buckley • jbuckley@pcm411.com • 203-502-8283 

亚洲: Sue Chung • schung@ghtconnections.com • 408-489-9596 
 

 

 

信息显示学会（SID）将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第 53 届年度座谈、研讨暨展会 

 

SID显示周被誉为全球电子显示行业的顶尖盛会，其对突破性科技的精准定位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全面剖析是

其他展会所无法比拟的。与会者和参展商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精英和企业/消费市场的领导者。显示周所

产生的协同效应让其他盛会望尘莫及。 

 

将于旧金山举行的 2016 年 SID 显示周为业内提供了最佳的学习机会： 

•为期三天的展会将展出业内最权威企业的产品（包含 3 天的创新区） 

•为期五天的顶级技术座谈会 

•以企业、投资者和市场焦点为题的专项会议 

•短期课程和研讨会 

•职业社交平台 

 

 
座谈会和研讨会日期: 5月22 – 27日 

展覧会日期：5月24 – 26日 

地点：美国旧金山摩斯康会展中心 (MOSCONE CENTER) 

 

信息显示学会成立于1962年，旨在推进显示技术。其成员包括业内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

研究人员和商业人士等。该行业每年创造的价值超过1千亿美元。 

 

www.displayweek.org • 信息显示学会（SID）举办的官方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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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日 

期 

2015 年 6 月 2 日 开始接受展位预订 

2016 年 2 月 5 日 展位优惠价的截止日期 

请参阅本册第3和第5页，了解有关展位和会议室价格，截止日期等详情。  

 

参展理由 

 相较其他的大型展会，SID显示周将展出更多的显示创新技术。 

 显示周的盛誉吸引了最具权威的技术专家和企业领袖的参与。其中75%拥有专业背景。 

 81﹪的与会者拥有影响采购显示产品的决策能力。 

 展会规模逐年扩大：以2015年为例，展区面积比去年增长了10%；除此之外，自展会迁至硅谷，与会人

数也成长了28%。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与会人数将持续上升。 

 显示周独有的学术交流与社交活动的融合让您不但增加知名度，更能获得潜在客户、合作伙伴及未来雇

主或新职员的联络方式。 

 SID显示周不断的变化求新旨在推动最新的显示技术。新增加的主题专会如成像（Imaging）、车载显示

（Vehicle Displays）与照明（与照明工程学会联合举办）会议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和合作伙伴。 

 我们将为参展商提供免费的广告宣传、新闻报导、咖啡和茶點等服务。（参阅第4页） 

 SID显示周将为参展商和与会者提供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包含： 

 

氧化薄膜晶体管（Oxide TFTs）•可穿戴显示屏（Wearable Displays）•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屏（OLED 

Displays）•高清和超清电视（HD and 4K TV）•低温多晶矽薄膜晶体管（LTPS TFTs ）•铟锡氧化物取代技术

（ITO Replacement）•触觉技术（Haptics） • 量子点（Quantum Dots） •数位看板（Digital Signage）•显示

屏制造(Display Manufacturing) • 柔性显示屏和电子纸（Flexible Displays and e-Paper）• 高画质电视

（HDTV）• 进阶液晶显示屏（Advanced LCDs）• 3D立体（3D） • 触控和互动性（Touch and Interactivity）• 

光照（Lighting）• 薄膜和涂层（ Films and Coatings）• 电浆投影（Plasma Projection） • 显示度量学

（Display Metrology）• 显示元件和电子（Display Components and Electronics）• 投影技术（Projection）• 

车载显示屏（Vehicle Displays） 

 

  

 

 

 

 

 

 

 

您在贵公司的职位？ 

 

高级经理, 
26.70%

科学家, 

13.70%工程师／技术

团体, 32.50%

市场营销, 
9.10%

业务销售, 
8.40%

采购, 2.60% 其他, 7%

高级经理

科学家

工程师／技术团体

市场营销

业务销售

采购

其他

此次参与将影响您对未来一年产品／技术／服务的评估、推荐、采购还是对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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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SID显示周 

展会将于5月24日（星期二）至26日（星期四）举行，为期三天。其间您将会认识许多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

SID显示周是他们了解业界的主要平台。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展位费 

优惠价截止日 优惠价 常规价开始日 常规价 

2016年2月5日 US$40／平方英尺 2016年2月6日 US$44／平方英尺 

若展位含有角位，每一角位将收取US$50。无论大小和角位数多少，所有含角位的展位都要收取角位费。 

 

 

 

 

 

 

 

展位将包含以下免费福利： 

 

                                                                       

请点选以下链接查看展区的平面图和蓝色的空白展位。

http://www.pcm411.com/sid16/ec/forms/attendee/indexTab.aspx 

 

注释： 

针对2016年的展会，SID已与GES就原料处

理和基本配置达成协议，会为新老顾客提供

优惠服务。我们也很愿意为您安排运输服

务，同样折扣多多。 

印刷品宣传 

• VIP参展商可发邀请卡给您的至尊客

户，邀请他们到场免费参访。三天入场

费全免。 

• 贵司的资料将列入展位和产品指南 (官

方指南) 。 

• 信息显示杂志的展场刊号將介绍展会

的相关产品，并派送给所有的与会者。 

电子宣传 

•展会官网可查询贵司名称、摊位号码、

地址和介紹。 

•展会官网有关贵公司的信息会与贵司网

站直接链接。 

•您可在贵司网站或是文宣上，使用显示

周的商标来宣传和推广贵司的参与。。 

http://www.pcm411.com/sid16/ec/forms/attendee/indexTa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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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SID显示周的同时，您亦可： 

•加入参展商论坛，向与会者介绍推广。 

•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或免费或享有优惠折扣。詳情請查询官網。 

•使用SID显示周所准备的新闻发布室进行记者会或媒体采访。 

•有机会赢取展会最佳奖，并刊登在信息显示杂志的展后期刊內。 

•免费享用会场每天提供的咖啡和茶点。 

•凡选择线型摊位（linear booth），均附有8英尺硬墙当背景、3英尺侧墙以及公司标牌（company sign）。 

•展前向大会指定的服务承包商预定产品或服务，可享有优惠。 

•预定大会指定的酒店可享有优惠。 

•旧金山旅游局（San Francisco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协助招待 

•可优先预定展会主办地指定的酒店套房。 

 

会客室 

2016年SID显示周参展商会客室选择 

会客室安静，私密和安全，适于参展商与客户开会。而且所有会客室均位于

展区，非常便利。 

大型会客室– 

凡参展商都有机会获得一间16x18英尺大小的会议室，配备下列完整设施： 

•地面全地毯 

•10英尺高的隔音墙 

•密码锁大门 

•96x42x 29英寸大小的会议桌 

•12把软垫椅 

•10安培供电 (10-amp electricity) 

•门旁装有12x24英尺大小的标有公司名称和会客室号码的标牌 

•展会官网列有会客室的租用信息 

•官方名录列有会客室的租用信息 

“在硅谷举办SID显示周最完美不

过。对国际旅客而言，旧金山不

但交通便利，更是全球的科技重

镇。” 

— 

IDTechEx 执行长 

Raghu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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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室费用 

优惠价截止日 优惠价 常规价开始日 常规价 

2016年2月5日 

（无天花板） 

US$8,000 2016年2月6日 

（无天花板） 

US$9,500 

2016年2月5日 

（含隔音天花板和吊扇） 

US$10,500 2016年2月6日 

（含隔音天花板和吊扇） 

US$12,000 

 

10x10英尺小型会客室  

参展商展位若介于100~300平方英尺，可租赁小型

会客室（10×10），三天费用共计US$4,400。会客室

备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全地毯，含门锁和公司标

牌。您参看官方手册向展会指定承包商订购所需的饮

食和视听设备。会客室的使用时间和展区的开放时间

同步。所有餐饮须向摩斯康会展中心购买。 

大型會客室專用的4x8英尺公司标志，仅US$600 

每间会客室备有一块1x2英尺大小的标牌，印有公司

名称和会客室号码。若加US$600，您可获得一块4x8

英尺的标牌，可根据您的需求设计该标牌。两标牌可

安放在门口同侧。 

美工设计截止日：2016年4月24日。 

 

 

赞助和品牌机会 

显示周是您向潜在客户展示您产品和品牌信息的绝佳机会。无论是提高品牌

知名度，或是突出企业领导者地位，又或是开发新业务，成为赞助商无疑是

一个最佳选择。赞助机会多多，不限公司大小和预算。 

  

 

“用户界面技术的选择是产

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但科技

的进步之快，让我们实难跟

上。SID通过显示周将最新最

棒的用户界面技术集合在一

起，让您轻松地漫步在科技

最尖端。” 

—  

UICO董事长 

Mus Cha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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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包括将公司标志印在大会特制的手提袋上；印在横幅和旗帜上或贴在阶梯上；又或是赞助媒体早餐会

等。此外, 您还可赞助显示周周三晚所举办的社交晚宴。宣传册还有更多有关赞助的介绍。 

 

初步安排一览表 

星期六 5月21日 

参展商开始进场 

星期三 

 

5月25日 

展会 

技术座谈会 

创新区 

聚焦市场专会- Market Focus conference 

午宴颁发最佳展示奖(Best in Show)，年度显示产品奖

(DIAs)和创新区奖(I-zone) 

社交晚宴 

星期日 5月22日 

短期课程-short course 

星期一 5月23日 

研讨会-Seminars 

商务会议-Business conference 

荣誉与颁奖典礼- Honors and 

Awards banquet 

 

星期四 5月26日 

展览 

技术座谈会 

创新区 

聚焦市场专会 

海报讲习会 

星期二 5月24日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es 

展览开幕 

长寿奖- Longevity awards 

技术座谈会- symposium 

创新区- I-Zone 

投资者大会- Investors conference 

星期五 5月27日 

技术座谈会 

参展商撤展 

 

旧 金 山 见！ 

2016年SID显示周是由信息显示学会（www.sid.org）主办，Palisades Convention Management（www.pcm411.com）承办。 

 

SID企业会员 

许多参展商加入成为SID企业会员。会员

年费包含团队成员的个人会费、展位折

扣、信息显示杂志上刊登的广告宣传费

等。有关详情，请查阅SID企业会员网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