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将于2016年06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为了促进全球OLED产业实现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发展，同时加强全球OLED产业链企业之间更加紧密的交流和合作，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联合中国OLED产业联盟拟于2016年6月30日到7月1日在在全球最大的显示产业聚集地
——深圳首次盛大举办“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

此次大会将是全球首届大型高规格OLED技术和产业主题大会，具有：涵盖“国内到国际”、“从产业链的上游到下
游”、“从玻璃到柔性”和“产、学、研、政、经”五位一体等四大特点，集高峰论坛、高端访谈、精品展览和行
业优秀企业评选四大版块，将成为OLED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行业盛会。

大会拟邀请“OLED之父”邓青云先生和LG、三星、JDI、友达、京东方、天马、华星光电、和辉、信利等面板厂
商，康宁、默克、日东等材料和装备厂商，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创维、康佳、
TCL、华为、小米等电视和手机厂商，航盛电子、天派电子等车载显示厂商以及国际显示学会（SID）、日本电子信
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韩国显示行业协会（KDIA）、台湾显示器联合总会（TDUA）、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
会液晶分会（CODA）等国内外行业协会的企业家、技术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以及金融界、投资界、新闻媒
体界的精英人士参会。

鉴于您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您对我协会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诚邀您在百
忙之中莅临参加本次盛会。

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简介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简介

以2016年为历史转折点，显示应用市场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OLED作为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已逐渐被业界视为主
流发展趋势。为促进全球OLED产业发展，提升全球OLED产业链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全球
OLED企业之间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合作，经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中国OLED产
业联盟、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申请共同主办的“2016中国国际OLED产业大会”，拟定于2016年6月30日-7月1
日（周四、周五）在全球最大的显示产业聚集地——深圳盛大举办。

此次产业盛会是全球首届大型高规格OLED技术和产业专题研讨大会，具有涵盖“国际到国内”、“上游到下游”、
“玻璃到柔性”和“产、学、研、政、经”五位一体等四大亮点，在全球范围内将受到高度关注和支持。本届大会
拟邀请工信部领导、深圳市政府领导、全球各大显示行业学/协会、国内外显示行业专家、知名学者、企业家出席。
以后大会将每年举办一届，将成为全球OLED产业的“奥斯卡”盛会。

届时与会嘉宾和企业将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共同展望与分析全球OLED技术、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现状、未来趋
势，关注与探讨最新OLED技术的发展。此外，为了提升本届大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特别邀请了多家平面、网络
及电视主流媒体进行全程报道。

大会将本着“以人为本，以企业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为参与大会的企业和嘉宾获得最新的行业资讯、最高效的交
流合作、最大化的商业契机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平台。

大会的宗旨大会的宗旨

促进全球OLED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提高全球OLED产业链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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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全球OLED产业链企业市场竞争力

加强全球OLED产业链企业更紧密的交流与合作

大会的目的大会的目的

通过聆听行管领导、行业专家的发言，对OLED产业最新发展前景和趋势进行卓有成效的研讨。

通过与会OLED产业链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并实现企业之间的合作，提升企业影响力。

通过与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成功企业家的交流，了解并学习OLED最新的技术发展，掌握最新行业动态。

与会人员共同分析OLED产业现状，探讨未来发展前景，对未来OLED市场进行合理展望。

大会组织机构大会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工信部电子信息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中国OLED产业联盟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SDIA）

协办单位：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CODA） 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 国际显示学会
（SID） 韩国显示行业协会（KDIA） 台湾显示器联合会（TDUA） 日经BP社（NikkeiBP） 广东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GDSIA） 四川省平板显示行业协会（SCFPD） 南京平板显示行业协会（NDIA） 群智咨询（∑intell）

承办单位：亚威资讯

支持媒体：《中国电子报》、《国际光电与显示》、《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手机报》、深圳卫视、凤
凰卫视、中华显示网、中华液晶网、腾讯、新浪、搜狐、网易……

大会时间大会时间

2016年6月30日-7月1日（周四、周五），为期两天。

大会地点大会地点

深圳前海华侨城JW万豪酒店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

OLED—开启未来显示新纪元

大会形式大会形式

高峰论坛+高端访谈+精品展+行业优秀企业评选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日程大会日程

6月29日签到
6月30日主旨论坛+嘉宾访谈+颁奖典礼
7月1日OLED产业发展分析报告+趋势论坛
（注：论坛期间将安排主流媒体对演讲嘉宾进行即时访谈）（注：论坛期间将安排主流媒体对演讲嘉宾进行即时访谈）

 

第一天：主题论坛+嘉第一天：主题论坛+嘉
宾访谈宾访谈

来宾致辞 SID KIM 主席

政府领导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领导  

时间：2016年6月30日  地点：深圳前海华侨城JW万豪酒店

时  间 主  题 单位 嘉宾 职务

09:00-09:05 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 主持人   

09:05-09:10 主办方致欢迎辞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
业协会

许生 执行会长

09:10-09:13 来宾致辞 SID KIM 主席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35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09:13-09:16 来宾致辞 KDIA 金京洙 副会长

09:16-09:19 来宾致辞 TDUA 王信阳
常务副秘
书长

09:20-09:25 政府领导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领导  

09:20-09:50 OLED——下一代显示技术 香港科技大学 邓青云 教授

09:50-10:20 中国OLED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 彭红兵 副司长

10:20-10:50 OLED Market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LG Display 李廷汉 常务

10:50-11:00 茶歇

10:50-11:20 持续创新•从OLED基础研究到产业化 国显光电 黄秀颀 副总裁

11:30-12:00 有机电视时代的到来 创维 待定  

12:00-12:30 如何面对OLED的机遇与挑战 京东方 常程 总经理

12:30-13:30 自助午餐

14:00-14:25 OLED可实现导演的心灵所想 Digital Media   

日本画质学会 麻倉怜士 评论家、副会长   

14:25-14:50 中小尺寸AMOLED显示技术 天马 曾章和 副总裁

14:50-15:15 全球OLED动向分析 & 日本的技术研发形势 日本Tech & Biz
北原洋
明

总经理

15:15-15:40
垂直沟道有机发光晶体管——革命性的
AMOLED显示技术

美国nVerpix 刘博
首席技术
官

15:40-15:50 茶歇    

15:50-16:15
OLED显示的机会和挑战以及华星光电的发展战
略

华星光电 孙亮 副总监

16:15-16:40
AMOLED显示发展趋势和柔性AMOLED大面
积制造挑战

上海大学 张建华 教授

16:40-17:05 深圳投资环境和政策介绍 投资推广署   

17:05-17:15 《深圳宣言》宣读 中国OLED产业联盟 耿怡  

17:15-18:30 嘉宾访谈 孙政民主持   

18:30-20:30 贵宾晚宴(仅限邀请)

 

第二天论坛第二天论坛

时间：2016年7月1日  地点：深圳前海华侨城JW万豪酒店

时  间 主  题(拟) 单位 嘉宾 职位

09:00-
09:25

OLED，离我们多近，离我们多远 群智咨询 李亚琴 副总经理

09:25-
09:50

康宁Lotus™ NXT 玻璃在高性能OLED显示应用中的价
值

康宁 Su Po-Hua 项目经理

09:50-
10:15

默克OLED:从蒸镀到打印OLED技术之新型显示材料 默克 Altman Tsou
先进事业部总经
理

10:15-
10:40

OLED产业升级的机遇 爱发科 羽根功二 产品经理

10:40-
11:05

新显示技术在未来的趋势
TCL-聚华光
电

James Lee 副总工程师

11:05-
11:30

印刷柔性OLED显示及其背板技术研究进展 华南理工大学 王磊 副研究员

11:30-
11:55

柔性显示给光学膜材料带来的新机遇 康得新 李守军
柔性材料事业部

副总经理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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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30

自助午餐

14:00-
14:25

OLED屏：从小众走向主流 酷派 严炜炜 产品经理

14:25-
14:50

手机VR的前景 基伍 肖华 研发总监

14:50-
15:15

对柔性AMOLED设备解决方案 AP SYSTEMS 待定  

15:15-
15:40

把握国内AMOLED发展机遇 中颖电子 陈秀宗 技术总监

15:40-
16:05

OLED产业链未来投资价值分析 中信证券 王少勃 研究部副总裁

16:05-
16:30

关于OLED材料产业发展 奥来德 轩景泉 董事长兼总经理

16:30-
16:55

OLED在车载显示领域的应用 汽车企业 待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1．非会员单位：全场注册费2000元/人次。

2．会员单位：全场注册费享8折优惠（1600元/人次）。（备注：2016年度未缴会费的企业不享受此优惠）。

3．参会费用包括：参会门票、大会文集、资料费、午餐费（6月30日、7月1日）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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