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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Exhibition overview

金秋九月结硕果，丹桂飘香迎佳绩！2021年商显行业的

金秋，注定是挑战的一年，虽然全球疫情严峻，但国内市场

日渐回暖。工信部电子信息司、深圳市工信局等单位的指导

下、在商显企业的鼎力支持下，【第13届中国（国际）商用

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简称2021 CBDS）暨【第四届深

圳（国际）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简称2021 

ISVE）于2021年9月16-18日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盛大

开幕，展会为期三天，人气火爆，创造了智慧商显行业在逆

境突围成功、打造出新时代的里程牌。

2021 CBDS领袖峰聚集了来自：海康、联想、腾讯、京

东方、TCL华星、视源、鸿合、利亚德、朗国、文香、康

冠、科伦特、杰和、贝可、视美泰、中沛、亿道、奥维云

网、友达、群创、大华、雷曼、宇视、三星、艾比森、海

信、迈锐、英特尔、创维、长虹、康佳、惠科、紫光展锐、

达擎、大联大、光峰科技、仙视、飞图、科天云、迅豹聚

能、智微智能、优色专显、阳光雨露、南翼、正海、晶邦、

高仁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会、也吸引了深标协、深教促

进会、深道具协会、龙岗物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代表莅临、吸

引了商显业界领袖、行业嘉宾、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投资

机构等1000余人参加了第13届中国商显领袖峰会。大会期

间共举办了6场高峰论坛、2场高峰对话和30+场主题演讲。

多位行业精英大咖、重量级嘉宾汇聚于此，一同探讨行业最

新技术、研究智慧商显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为经济增长加

速、产业转型升级共谋破局。

在2021年[CBDS 领袖峰会 & ISVE 智慧显示展]开幕式

仪式上，工信部电子司徐文立副司长指出：“2021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

建新格局，持续支持智慧商用显示产业创新发展。一是构建

产业生态；二是加速应用落地；三是深化国际合作。深圳市

作为大湾区重要城市，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政策和配套环

境，吸引了大量商用显示产业领先企业在此集聚发展，是我

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镇，也是智慧产业、商用显示产业的重

镇。我们将继续支持深圳市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商用显示

产业集群。”

开幕式剪彩结束后，工信部电子司徐文立副司长、深圳

市工信局李玮处长、深圳商显产促会名誉会长白为民女士、

深圳商显产促会郭德轩会长陪同一行参观2021 ISVE 智慧显

示展，对商显行业市场进行调研指导，与参展企业进行深入

的沟通，就商显技术的发展和前端科技应用进行探讨交流，

对商用技术的进步、以及整体产业链带动方面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

ISVE作为智慧商显行业风向标，本届ISVE以“数字驱

动，商显无界”为主题，吸引了约100+知名品牌企业参

展 ， 展 出 了 上 下 游 产 业 链 的 多 场 景 应 用 展 区 ， 共 吸 引 了

13，026人次专业观众热力追捧。

砥砺奋进十三载，不负韶华共前行！回顾过去，中国

（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由过去单一的区域论

坛、政策发布，发展到当今集“以会带展”、行业资讯交

流、商显新品发布、技术创新撞于一体的商显商贸平台，是

中 国 商 显 产 业 的 “ 行 业 风 向 标 ” 和 “ 智 慧 显 示 科 技 里 程

碑”。在未来，[CBDS 领袖峰会 & ISVE 智慧显示展]还将

突破行业界限，跨界连动。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

技术的催化下，智慧商用显示设备不再局限单向传播，更朝

着成为人与数据的交互核心方向发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相

关产业的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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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ful review精彩回顾

数字驱动、商显无界
2021 ISVE实力在线，领航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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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silhouette展会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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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 海康威视 科伦特

联想

触美

晶邦

优色专显

鸿合

康冠

高仁新材

朗国

华因

吉方工控

杰和

视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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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silhouette展会剪影

卓策 视源 视科

林电 IWORKHUB

灰度科技

创诺新

辉中盛 虹云供应链

亿道数码 中沛光电启屏

南翼 航天欧华 维超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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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silhouette展会剪影

正海科技

迅豹

智微智能

岩沛光电

宏晶微

易晖光电

由于版面有限知名参展企业众多不能逐一列举详情可资讯主办方工作人员

淮南高新展区 创新展区
贝可科技、壹芯科技、探光未来、图灵、极而峰等 文香、TCL商显、海信、飞图、众云世纪、云瀚、搜屏、富印

随锐、凯佳达、阳光雨露、能新等

深圳传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千虹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诚设计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测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贵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钿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随意触摸电脑有限公司

广东德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阔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零售智能信息化行业协会

深圳市吉方工控有限公司

数字音视工程网

深圳市汇宇朗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壹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勤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平云小匠科技有限公司

讯达康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研盛芯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诚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星空数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视新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清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兆智显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佑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优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科智能有限公司

深圳美力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快投派科技有限公司

星心相印信息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河姆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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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nacle event巅峰盛会

洞察经济趋势、共塑商显未来
高朋满座6场论坛、30+场演讲、2场巅峰对话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2021第二届教育装备与信息化（深圳）高峰论坛

2021深圳标识行业精英论坛第四期

第六届中国智慧办公系统产业创新高峰论坛

第二届全球商显产业数据发布&趋势分析研讨会

2021智慧城市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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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数据分析

观众分布

深圳及华南                       67.6%

华北                                  12.5%

华东                                  10.7%

华西                                    5.4%

东北                                    3.8%

67.6％

10.5％
12.5％

5.4％

3.8％

观众感兴趣的品类

会议/教育一体机                   23.2%

医疗显示器                           18.3%

自助显示终端                        13.5%

广告机                                   11.7%

激光投影                               10.4%

数字标牌                                 9.1%

商用电视                                 5.4%

单屏显示器                              4.1%

大屏幕拼接                              4.3%

23.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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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满意度

很满意                     84%

满意                         10%

一般                           6%

84％

10％

6％

展商满意度

89％

很满意                         89%

满意                            8.4%

一般                             1.6% 

1.6％

8.4％



巅峰聚首 共襄盛举 群英荟萃 大咖云集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第四届深圳(国际)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2021 CBDS 】同期携手【第四届智慧

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2021 ISVE】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商用显示系

统产业联盟与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再次联手纯力打造的行业上中下游产业链企业

智慧交流合作平台，顺应大行业市场需求，以数字经济为驱动、以商业显示为媒介互惠互

融，共谋发展！

在2021年[CBDS 领袖峰会]& [ISVE 智慧显示展]开幕式仪式上，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徐文

立副司长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

格局，持续支持智慧商用显示产业创新发展。一是构建产业生态；二是加速应用落地；三是深

化国际合作。深圳市作为大湾区重要城市，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政策和配套环境，吸引了大量

商用显示产业领先企业在此集聚发展，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镇，也是智慧产业、商用显示

产业的重镇。我们将继续支持深圳市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商用显示产业集群。”

参展参会企业代表鸿合科技邢修青董事长登台发表精彩讲话：对智慧商显产业未来发展、

趋势政策、机遇把握方面进行了高瞻远瞩的分析，与参会的政府领导、行业领袖、专家学者、

媒体代表共同展望智慧商显广阔未来。

友达光电彭双浪董事长也专程从台湾发来远程贺词：庆祝CBDS中国商显领袖峰会暨

ISVE智慧显示展圆满顺利召开，并向参加大会的各位政府领导、嘉宾代表、专家学者、媒体

朋友们问好。

深圳商显产促会郭德轩会长致欢迎词：中国商用显示系统产业联盟深圳商显产促会，联合

主办的第13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暨第四届深圳（国际）智慧显示系统

产业应用博览会，汇聚了众多商显产业领袖、大咖大佬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把握商显机遇、洞

察行业趋势与共塑商显未来，促进商显企业间更多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合作、达成共赢，繁

荣商显明天。



第二届协会领导班子证书颁发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郭德轩会长颁发聘书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白为民名誉会长颁发聘书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文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仙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常务副会长单位颁发证书：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监事长-监事单位颁发证书：

深圳市迅豹聚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商显产促会 王培勇监事长  

深圳市因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左克强董事长 

深圳市创诺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清董事长 

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刘峰总经理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迪科副总经理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梁毅秘书长颁发聘书

融华智显（深圳）会展有限公司 王健总经理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罗健商显总经理 

深圳市康佳壹世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 王灿林总经理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副秘书长颁发证书：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贺成敏总经理  

为深圳商显产促会专家委-主任-常务副主任颁发证书：

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深圳商显产促会专家委员会张素兵主任  

惠州市康力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商显产促会专家委员会李文涛常务副主任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九月的金秋迎来了盛大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2021 CBDS 】同

期携手【第四届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2021 ISVE】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隆重召开，这是中

国商用显示系统产业联盟及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再次联手纯力打造行业供应链，顺应大

行业市场需求，率先提出“数字驱动，商显无界”！

来自全国各地商显产业领域的行业领袖、专家学者、专业买家齐聚鹏城，共同见证中国商显产

业的高光时刻，展望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商显产业的崭新未来。

英特尔集成商项目经理谢耘乔：《建立生态合作 共赢物联精彩》

蓝普视讯董事长戴志明：《基于空间像素的Micro型全倒装COB显示面板技术创新与应用》

奥维云网董事长文建平：《转型，蜕变，新生—2021年中国商显市场回顾与展望》

BOE高级副总裁陈任桂：《屏之物联，无界商显》

鸿合总裁孙晓蔷：《商显世界千帆竞立潮头》

腾讯天籁实验室总经理商世东：《共筑开放视频会议生态，开启企业沟通新时代》

论坛由商显产促会秘书长梁毅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深圳商显产促会名誉会长白为民：致辞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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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二届教育装备与信息化（深圳）高峰论坛

2021第二届教育装备与信息化（深圳）高峰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教育领域政府领导、专家

领袖、校长、老师以及商显产业领域的各行业代表、专家学者、专业买家等，围绕《职业教育与技

术装备专题》与《智慧教育与校园专题》进行主旨演讲探讨，成立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及对专委会

主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举行颁发证书仪式，进行“教育双减”主题“校长对话”高峰环节深

讨，共同见证中国智慧商显赋能教育信息化的高光时刻，努力推进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示范

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信息化“排头兵”的崭新未来。

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魏晓亮：致辞

中国职教学会信息化工委联席主席李小鲁：《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思考》

德中联合会中国事务会长温舟：《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深圳同育董事长邵继民：《中部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的最新发展与定位》

论坛由龙岗广电中心主持人宋庆娴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深圳商显产促会秘书长梁毅：致辞

深教促进会秘书长李烈槐：致辞

德国教育部职教司原副司长Wolfgang Hill委托深教促进会部长胡冰分享：

《德国职业教育装备的现状分析及发展趋势》

华师大教授焦建利：《未来智慧校园建设》

陕西师范大学创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亚刚：《面向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创新教育技术探索》

文香售前总监祁晓新：《智慧教育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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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北京文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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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深圳标识行业精英论坛第四期

2021深圳标识行业精英论坛第四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标识领域以及商显产业领域行业领袖、

专家学者、嘉宾代表、专业买家等齐聚一堂，举行了第四届中国标识文化节（深圳）发布会，及多

位行业领袖、专家学者等进行了精彩主旨演讲分享，一起共话智慧商显赋能标识行业发展、机遇与

趋势，为进一步推进标识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提供建策指引，共鸿智慧标识璀璨未来。

论坛由深标协秘书长康亚茹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深圳商显产促会会长郭德轩：致辞

深标协会长崔云：致辞

深标协秘书长康亚茹：《第四届中国标识文化节（深圳）发布会》

视想科技总经理邹流明：《智慧显示在标识中的应用》

商业展示研究院院长赵兴阳：《智能集成研究与设计应用》

大风景标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友：《标识行业如何运用新媒体网络营销迅速占领标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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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球商显产业数据发布&趋势分析研讨会以产品为维度，分别就上游面板、数字标牌/条

形屏、LED小间距、液晶拼接、POS机、电子书包、IFPD等商显主流产品的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等角度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商显产业环境和行业发展态势，为商显领域搭建市场数据分享交流的

平台，并为企业判断市场发展趋势和决策提供有力参考。

论坛由DISCIEN副总经理方影超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DISCIEN分析师王斌：《2021年全球拼接屏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DISCIEN资深分析师张呈正：《2021年教育装备-IFPD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DISCIEN资深分析师瞿蓓蕾：《2021年全球商显面板发展现状及趋势》

DISCIEN资深分析师庄倩倩：《2021年全球LED小间距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2021年商用-IFPD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DISCIEN资深分析师勾慧慧：《2021全球数字标牌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DISCIEN分析师金婧：《2021年教育装备-电子书包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2021年条形屏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2021年中国POS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

深圳商显产促会秘书长梁毅：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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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球商显产业数据发布&趋势分析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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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智慧办公系统产业创新高峰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智慧商显行业以及智慧办公领

域行业领袖、专家学者、嘉宾代表、专业买家等各界朋友们，由深圳商显产促会白为民名誉会长进

行大会致辞，多位智慧办公领域专家学者、嘉宾代表分享精彩主旨演讲，群英共聚共话智慧商显赋

能智慧办公领域后疫情时代下行业的创新变革及新应用、新生态、新模式、新技术及未来趋势展

望，为进一步推进智慧商显赋能智慧办公领域稳健、有序、高质量发展提供建策指引，共鸿智慧办

公璀璨未来。

科天云CPO（首席产品官）刘琦嵘：《音视频物联网赋能商显行业 浅析商显模式创新》

奥维睿沃副总经理程丽丽：《智慧办公多样化需求，推动大屏企业创新和变革》

深圳商显产促会名誉会长白为民：致辞

正海科技市场部部长姜明禄：《铜 Mesh在商显应用优势》

鸿合科技中国商用BG总经理肖冀邯：《后疫情时代的云+端应用新模式》

论坛由商显产促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文涛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阳光雨露CEO吕再峰：《智能服务交付 助力智慧办公新生态》

联想集团华南大区总经理袁帅青：《“新IT 新引擎”中小企业进化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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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智慧办公系统产业创新高峰论坛



2021智慧城市产业发展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智慧商显行业以及智慧城市产业的专家学者、

嘉宾代表、专业买家等各界朋友们，由多位智慧城市产业专家学者、嘉宾代表分享精彩主旨演讲，

群英共聚共话智慧商显赋能智慧城市产业如何高质量、健康有序发展及展望未来趋势、机遇？共谱

智慧城市产业辉煌新篇章与崭新未来。

河姆渡招商部经理李祥仁：《打造智慧生态，联结产业全域》

三彩显示销售总监吕向锋：《高清节能共阴LED显示屏解决方案》

领灿科技国内销售总监张连文：《户外显示产品解决方案-稳定，高亮，节能，裸眼3D》

论坛由河姆渡招商经理龚杨梅主持，由以下嘉宾做了下列演讲：

集光安防技术支持工程师娄志恒：《集光安防智慧AI商显解决方案》

普天实业国内招商经理王少伟：《以品质传输价值以创新赋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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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智慧城市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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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对话一

在《场景细分与系统升级带来的机会与影响》、《海外商显市场机会点与挑战以及未来》高峰对话

上，由奥维云网文建平董事长主持，海康高级副总裁钱学锋、视源高级副总裁王靖夫、利亚德COO姜

毅、联想Thinkplus事业部总经理刘嘉、翰林汇副总裁郭晔、惠科商显总经理李吉亮、大联大物联网解决

方案总监刘汉上台，共鸿智慧商显未来。

1，场景细分与系统升级带来的机会与影响；

2，海外商显市场机会点与挑战及未来；

高峰对话二

智慧环境下教育“双减”工作如何有效开展

在《智慧环境下教育“双减”工作如何有效开展》校长论坛上，福田中学王德久校长、黄埔学校万象

贵校长、松坪学校冯大学校长、布吉高级中学闫斌校长、文香章鸿辉总裁共同上台，一起围绕「智慧环境

下教育“双减”工作如何有效开展」主题，就“双减之后，学校如何更好的开展5+2课后服务教学？”、

“通过哪些教学模式的创新可更好的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和学科素养？”、“随着人工智能编程教育热度

逐步高涨，学校如何构建本校特色的STEM+AI的学科项目式编程教学体系？”、“‘双减’政策下，科

技企业如何更好的为教育赋能？”四个提问，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下，如何在“双减”政策下，促进

我国教育信息化新发展，开拓我国教育信息化崭新未来。



成立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

为了推动我市乃至我国智慧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为了教育装备产业未来发展储备持续动能，

自第一届2020教育装备与信息化（深圳）高峰论坛上发出倡议成立“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的话题

以来，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现在本届2021第二届教育装备与信息化（深圳）高峰论坛上正式成立

「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对「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进行颁发证书仪

式，助力推进我国智慧教育里程碑发展、繁荣智慧教育行业涉及各领域，璀璨智慧教育未来。

商显之夜 携手同行 共赢未来

汇聚了全球智慧商显各领域超百位大咖的商显之夜，在商显产促会第二届会长郭德轩带着祝福与

展望商显未来的致辞中拉开序幕，现场言笑宴宴、观看演出节目，各抒真知灼见、一片乐融，彰显商

显行业和谐发展、共襄盛举的崭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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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 （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深圳龙岗物业协会

深圳市汉普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教育信息化产业促进会

茂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启悦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康荣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安防商会

深圳市展示道具行业协会

深圳市永达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瑞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光越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阳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天欧华信息技术

深圳市黑金工业制造公司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 

鸿运达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研科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普天太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蓝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孚力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惠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君安天下（深圳）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紫光展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开美电子科技

东莞市欧谛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佳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奥信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启万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CL商用公司

深圳创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言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康佳

海尔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全景空间工业有限公司

菱商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惠州市智然环境修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瑞华新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电捷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组团花絮
VIP



观众评价

展商评价

深圳市商业展示研究院  院长 赵总

第一次受邀参加第十三届商显领袖峰会和ISVE 智慧显示展，收获颇多。这

是一场的专业性的展会、企业的参与度比较高，行业的知名企业基本都来

了，现场观众人气比较好；论坛是本次展会的梁点，演讲嘉宾分享当下政

策分析、行业热点、市场案例，听众的反馈也比较热烈。

东莞马可波罗视觉设计 设计总监 周生

展会比较专业，我们主要想了解，新型展示技术下对视觉、设计方面的应

用，寻找灵感和合作机会。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王生  总秘

第一次参观本次展会，对展会的规模、人气都很满意，这次来的目的，应

自身客户的需求，主要关注商显大屏，系统解决方案的，了解行业信息，

方便为合作的客户做推荐，未来也考虑自身的产品与之结合，丰富产品的

多样性，提供客户的满意度。

 爱联教育   副总经理  李生

展会品质很好，展品和人气都不错，在这疫情下能顺利开展，对展会很满

意。

 深圳市文华教育  总经理  吴生

展会的展品比较丰富，展厅设置很好，论坛讲座内容比较多，希望能配套

相关企业做样板落地。

深圳天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文生

举办了数场高端论坛，人气爆满，设有分会场，论坛及讲座也非常好，整

体不错。

协会评语

深圳市教育信息化产业促进会

热烈祝贺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第四届智慧

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顺利举办并圆满结束。此次峰会围绕智慧化领导

创新、发展、共建、共融等相关主题展开，体现了商显促进会在促进中国

式经济商贸全新体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本次大会大咖云集，与会人士普遍表示，此次大会干货满满。展现了

商显促进会在展会领域的专业素养、开放的合作态度。

深圳展示道具行业协会&深圳商业展示技术研究院

第十三中国商显领袖峰会暨&第四届ISVE智慧显示展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

举行，我协会和研究院组织会员参观团参与了此次峰会和展会，并在峰会

中分享探讨了关于商显系统在商业展示空间方面的应用研究。此次商显领

袖峰会充满干货、多位嘉宾带来了精彩的分享和思维碰撞，智慧显示博览

会现场多家行业标杆性企业的展区也非常吸睛和热闹，整个活动精彩纷

呈。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受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邀请，组织会员单

位100余人前往智慧显示展参观，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

是传统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升级的转折点，标识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业，

也面临着重大变革。而数字标识、智慧标识的发展中，商业显示屏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商业显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智标识的未来发展

方向。

深标协作为深圳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的兄弟协会，愿在今后的交流

中，能够与商显协会共同发挥引领作用，推动行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

发展中，一定全力协助推动商显行业领域高质量、健康有序的发展，共同

为国家的产业生态与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近90人，前往第四届

ISVE智慧显示展参观考察，并和各知名参展企业现场交流经验，让企业在

体验的同时能亲身感受和学习，大家都表示此行受益匪浅。此届展会专业

程度较高，特色的开辟视频系统展、教育信息化展、智慧商显软硬件及应

用综合展等，针对性的展示创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同期举办的“世界

职业教育装备峰会”、“中国智慧办公系统产业峰会”等活动，以多维视

野洞察市场走势和前沿技术。让行业企业能“一饱眼福”，回味无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展位达到我司预期效果，四个字”精彩纷呈“。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今年是我司连续二年参加，ISVE展会是商显产业风向标，本次参展对于品牌宣传及业内交流

合作超出预期。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四届参加ISVE智慧显示展，主办的组织能力强。

鸿合科技

在疫情反复的当下，能够顺利组织展会举办，是非常大的成功，离不开产业界各位的努力。

广州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ISVE展，有新技术和新产品，是不错的交流平台。

联想集团

展会举办的很成功，专业性强，服务到位，期望未来越办越好。

深圳北海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

展会专业性和品质都很好，论坛内容比较丰富，行业品牌企业不少，同事

们反馈不错，下届继续关注。



2021
CBDS+ISVE

媒体传播
Media Communication

行业媒体篇
主流媒体云集，CBDS&ISVE热议不断！专业媒体独家采访，全方位多渠道报道



媒体传播
Media Communication

大众媒体篇
峰会展会亮点纷呈，吸引更多网络媒体争相报导

2021
CBDS+ISVE



2021
CBDS+ISVE

媒体传播
Media Communication

视频篇
重磅视频立体呈现，打造展会信息、商显行业传播新模式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商用显示系统产业领袖峰会
The 14th China (International) B2B Display System Industrial Leaders Summit

第五届深圳(国际)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应用博览会
The 5th Shenzhen(International) Smart-Display Vision Expo

王健：139 2747 9639

冯飞：187 1857 7677

蒋锋：139 2286 7627

魏贤富：186 8157 5310

林    强：135 3789 6803

谢双双：158 8934 8661

CBDS+ISVE2022
9.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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