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活动（一）

现场活动（二）

现场活动（四）

SMTA华南高科技会议2012

防静电技术论坛

“信用大家行”电子元器件采购洽谈会

主办单位：

主办方：

2012年8月29日 13:30~16:30

支持方：

技术交流区（二号馆）
2012年8月27~30日

2012年8月28日 10:30~15:30

深圳会展中心

NEPCON剧院（一号馆）

SMTA华南高科技会议2012将与NEPCON South
China同期举办。
■ 高科技会议将有来自世界各国顶尖专家发表有关电
子组装/制造，工业/技术路标,商业焦点，新兴技术，
实践技能发展和无铅及其可靠性等范畴之论文。
■

会议安排
SMTA香港分会周年高尔夫球比赛
8月25日 08:00~17:00
东莞市清溪镇银利外商高尔夫球俱乐部

高科技设备技术研讨会
8月28日~29日 10:30~15:30 展会现场
8月30日 10:30~12:30 展会现场
SMT工程师认证课程
8月28日~30日 09:00~17:00 608A会议室
SMTA香港分会周年早餐会
8月29日 07:30~10:00
深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3楼大宴会厅
高科技技术研讨会/高科技设备技术研讨会主题
■ 环保工艺
■ 先进工艺
■ 新兴技术焦点

《防静电工作区技术要求》（GJB3007-2009）宣贯
主讲人：刘清松，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
分会技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防静电》杂志编委委员，
深圳市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制、修改多部防静电
行业标准，深圳市亨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离子静电消除器的技术分析
主讲人：李焜全，依工斯诺科恩静电（深圳）有限公
司（SIMCO）区域经理；ESD认证工程师。

现场活动（三）

现场活动（五）
SMTe 2012周年庆典暨第十届会员
联谊会
2012年8月29日 09:00~16:00
深圳会展中心 牡丹厅
深圳拓普达资讯有限公司将携手励展博览集团以及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举行盛大的
SMTe周年庆典暨第十届会员联谊会，同时开启“中国电
子行业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神秘面纱。
通过此次活动，会员可以共同分享点滴，见证成长；更
能首次与院校面对面交流，搭建SMT专业职业技能教育
培养、SMT职业技能人才定向输出的交流合作新舞台。

2012年EDN CHINA汽车电子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

协办方：

现场活动（六）

2012年8月29日 09:30~16:30
SMT工程师认可证书课程
此课程是一个为期三天之SMT工艺重温工作坊，考
试于课程第二及三日举行；此课程并非初级课程，
考试内容需运用代数学，但可使用有关计算机；考试
合格可获得SMTA认可SMT工艺工程师资格。
查询及报名：电邮至peggy@smta.org

NEPCON剧院（一号馆）
EDN CHINA今年将再度与NEPCON展会携手合作，为观
众精心打造“2012年汽车电子论坛”，邀请领先半导体及
元器件供应商与您探讨汽车电子新发展。
演讲嘉宾来自飞兆半导体、富士通电子、
飞思卡尔、力科、
CSR、德州仪器等业内领先的IC和元件厂商以及业内专
家，为与会者讲述汽车电子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NEPCON之友现场回馈忠实观众
新浪微薄、QQ群积极互动，积分换好礼！
此次NEPCON之友俱乐部现场将在现场通过新浪微
薄、QQ群进行互动，招募更多NEPCON粉丝，现场
参与者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012年8月30日 09:30~15:00
NEPCON剧院（一号馆）
励展博览集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
业分会与深圳市拓普达公司将为您奉上华南十周年献
礼：
“SMTe高级人才群英会”，集聚本行业精英，共同
交流探讨！更为了实现企业与人才的完美对接，开启
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活动将由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 企业发布技能型人才精英需求
■ SMT精英自我形象与技术改进案例展示
■ 中国电子行业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校企联合办学洽
谈会
同时现场还将展示：SMT技术进入中国26年历程回顾
及趋势展望、NEPCON进驻中国22年历程、拓普达的
十年回顾等。

现场活动（八）
工程师沙龙暨SMT之家会员见面会
2012年8月30日 09:30~12:00

诚邀参观！
华南地区全面展示电子
制造整体产业链的盛会

th

0
510
153
15
62
+8
话：
，电
先生
邓萌

高科技技术研讨会（一）（二）
8月28日 10:30~15:25 314、316会议室
高科技技术研讨会（三）
8月29日 10:00~15:25 316会议室

《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
（SJ-T10694-2006）宣贯
主讲人：宋竸男，信息产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
装备分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防静电》杂志
编委委员。

SMTe高级人才群英会及校企联合办学
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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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坊（一）（二）（三）
8月27日 09:00~17:00 314、316会议室

浅谈国内、外标准化管理差距
主讲人：孙延林，国内防静电领域资深专家，信息
产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中国电子
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理事长，电子行业职
业技能（防静电专业）鉴定工作站主任。

此次采购洽谈会是中国电子供应商网、深圳电子商会
和无线电技术有限公司免费为电子行业买卖双方提供
的大额采购洽谈、交流、促进成交的平台，此次活动将
移师NEPCON South China现场举办。
主办方将组织买卖双方面对面进行沟通洽谈。买家可
以有效地比较和鉴别供应商，更加高效、快速的找到合
适的诚信供应商；而供应商也获得一个公平公开的竞
争环境，赢得快速成交的机会。
参于活动采购商将尊享多重礼遇，现场有机会抽取平
板电脑等奖品。

现场活动（七）

技术交流区（二号馆）
主题：如何玩转微时代的SMTHOME2012新版
励展博览集团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
行业分会诚邀您再次与SMT 之家论坛版主及会员共
聚NEPCON展会现场，只要您是SMT之家会员，均可
提前报名参加。具体报名事项请关注SMT之家论坛
头条报名贴！SMT之家是SMT行业最大的在线论坛，
目前拥有超过450,000活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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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smthome.net
*所有现场活动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发布为准。

第十八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

主办单位

D

www.nepconsouthchina.com

8月28日 10:00~17:00 8月29日 09:30~17:00
8月30日 09:30~16:30

汇聚全球电子领域知名品牌

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
久，全面呈现电子制造产业链最
新产品及技术的贸易和采购平
台之一，三天展会为电子生产制
造商和外包服务商提供了寻找
供应商，收集市场信息和学习
新技术的绝佳平台。

汇聚全球电子领域知名品牌
38,000平方米的展会现场，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家领先企业将集中亮相。1000余种电子制造生
产设备、测试测量产品及相关元器件等现场展示。
精彩呈现电子制造整体产业链
除了表面贴装之外，NEPCON South China现场还将
覆盖测试与测量、焊接、电子制造自动化、防静电、工
具及机器人、机器视觉等领域，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关注行业热点，把握市场脉动
家电、笔记本制造、通讯电子等传统热点行业与汽
车电子、医疗电子、LED等新领域联袂登场。
■ 众多SMT领域知名厂家将带来LED领域相关的设备
产品及相关技术。
■ 防静电专区精彩亮相，展会同期将举办防静电技
术论坛。
■ 电子制造自动化展商为您呈现工业自动化技术和
产品在电子制造业中的应用方案。
■

电子制造整体产业链精彩呈现

新产品及技术华南地区抢先发布
美亚、安必昂、欧姆龙、KIC、SONY、诺信、ZESTRON
等将在现场展示新产品和新技术。
行业人士沟通交流的绝佳平台
关注行业热点，把握市场脉动

多形式多领域的行业培训、认证课程及现场活动同期
开展，28,000多名业界人士共聚一堂，分享行业最佳
实践。

同期举办
2012华南国际电子组装及包装技术展览会
该展会展示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电子组装及包装设备，
其中包括组装工具、机器人、传送设备和防静电产品
等，为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有效帮
助物色新供应商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华南国际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该展会将聚集多家国内外领先的金属加工设备及相
关产品供应商同台展示。根据华南独特的工业结构，
本次展会将观众重点放在汽车及摩托车整车及零部
件制造、汽摩模具、医疗设备和电子生产制造领域，
同期将举办的“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亚洲大会”，为
金属加工行业企业打造一流的垂直应用行业沟通及
商贸平台。

提名10名同事一起参观展会，将会得到价值600元的
研讨会免费听课券一张及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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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来的客商可经深南大道、滨海大道、深圳西
部港口以及未来西部通道抵达。
■ 从机场或火车站，搭乘地铁一号线至会展中心站，
只需30分钟。
■ 从福华三路观众入口直接进入。
■

观众预登记
开展之前为观众提供的一项额外增值服务
预先登记可以使您：
■ 开展前2周收到参观胸卡，现场无需排队登记，直
接入场。
■ 预登记可至现场礼品兑换处换取精美小礼品一份。
■ 现场免费获得CD版会刊一份，众多参展企业及产
品尽收眼底。
■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掌握即时行业资讯。
■ 参与电子快讯抽奖，赢取价值600元的SMTA研讨
会听课券。
马上预登记，三种方法
www.nepconsouthchina.com在线快速、便捷预登记。
■ 填妥附带的观众预登记表，回传至010 8518
8016。
■ 直接致电400 650 5611 或010-5763 1818垂询预
登记。
■

同时，您也可关注NEPCON展会官方微博和QQ群
最新资讯，随时获悉！
新浪 http://weibo.com/nepconchina
腾讯 http://t.qq.com/nepconchina
■ NEPCON QQ群 172586652
■
■

行业人士沟通交流的绝佳平台

联系人

高玥小姐

电话

400 650 5611或010-5763 1818

电子邮件 Linda.gao@reedexpo.com.cn

■

新产品及技术华南地区抢先发布

联系方法
提名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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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CON South China
华南地区最大最全面的SMT及电
子制造盛会之一
您寻找新供应商，收集市场信
息和学习最新技术的平台

如何抵达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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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CON South China

+86
邓邓
邓邓
邓邓
邓邓

驱动电子制造
引领行业风向

组团参观
同一公司20人以上组团参观，我们将安排专车接送，
仅限深圳及深圳周边地区。
联系人

高玥小姐

电话

400 650 5611或010-5763 1818

电子邮件 Linda.gao@reedexpo.com.cn

现场活动
联系人

童敏祺小姐

电话

021-2231 7075

电子邮件 karena.tong@reedexpo.com.cn

其他问题
联系人

赖建红小姐

电话

021-2231 7074

电子邮件 nico.lai@reedexpo.com.cn
或登录：www.nepconsouthchina.com了解最新资讯
更多精彩同期活动及新设备演示，欢迎莅临展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