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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享受的服务与权益 

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SID) 是由显示行业顶尖科学家、工程师、企业研发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全球型专业组织，成立于

1962 年,已有 57 年历史。依托 SID 全球化资源与专业化服务平台，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可享受的服务和权益包括：

通过 SID 平台拓展业务 

⚫ SID 的约 70 多家会员企业遍布全球，SID 与全球

各地区的显示行业有着良好互动，SID 的专家精英可

帮助您分析市场商机及开拓业务空间；与各地方政府

产业发展需求、资源对接；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协助会

员企业融资。 

加入 SID 技术委员会参与尖端显示技术讨论与交流 

⚫ SID 北京分会旗下设有 17 个高水准不同技术领域

的专家委员会，委员均是来自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与

行业领袖。成为 SID 区企业会员即有机会参与 SID 组

织的各类活动进而提高公司对产业的影响力，在快速

发展的技术革新中占据领先地位。 

高性价比优惠方案参展 ICDT，显示周 

⚫ 成为 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即可在国际显示技术

大会 ICDT（SID 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显示技术会议）和

Display Week（SID在美国举办显示周）显示展会中，

优先选择展位，并享受与会员等级对应的折扣。在

ICDT 和 SID Display Week 同期举办的论坛会议，

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的员工可享受相应的优惠。 

参加产业联谊活动 

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会优先受邀参加每年 ICDT 和

Display Week 期间举办的产业晚宴、颁奖仪式等联谊 

活动。 

 

享受 SID 会员之家的各种服务 

⚫ 获取权威技术信息：SID 资料区提供免费的数字化

电子资料库，为显示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攻克研究难

点，突破技术难点提供思路。 

⚫ 共享办公与众创空间：SID China 实体运营中心将

推出共享办公场地的概念，共享办公区将提供标准办

公隔间区和独立办公区，为显示上中下游企业提供临

时的或长久的办公场地，为 SID 会员企业减少企业运

营成本。 

⚫ 企业风采展区：SID 显示创新中心将以优惠价格 

向会员企业在 SID China 深圳办公室提供常年展示展

位，并有针对性举办活动，供会员企业展示其最新产

品与技术，凭借 SID 独特的平台优势与聚集效应，为

会员企业吸引下游客户乃至投资方的关注，有利于提

高企业曝光度，进而推动产品的市场化，促成企业获

得融资机会，也为投资商带来良好的投资机会。 

参加 SID 显示技术培训和沙龙 

⚫ SID China 将定期举办与显示相关的技术、市场、

投资方向的讲座和系列沙龙活动，如中国显示培训学

校，邀请 SID 显示专家智库的专家带来精彩分享。为

显示企业人员、高校人员，以及投资机构献上全方位

实用的技术介绍和指导，以及市场热点和显示投资方

向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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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 中国区企业会员类型 

⚫ 企业会员 

显示屏生产和制造企业、显示产业上游企业如显示制造设备商、检测设备生产商、零部件生产、显示相关材料、专项工

业支持产品；下游整机、系统集成、显示应用，均可以成为企业会员。 

⚫ 合作会员 

任何从事显示器件生产制造、系统集成和应用的大型公司、大型材料和设备大型厂商、大型投资机构，愿意与 SID 深度

合作的企业均可成为合作会员。 

⚫ 联席会员 

任何为显示行业提供研究、教育、咨询或规范化服务的公司或组织（一般为非营利组织），以及、专业出版和网络宣传公

司、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均可成为联席会员。如大学、研究院所、图书馆等机构均属于联席会员。 

SID 中国区的基本企业会员、银牌企业会员、金牌企业会员同时是 SID 总部的相对应的基本企业会员、银牌企业会员、

金牌企业会员，除了享受以下所列的权益之外，同时享受 SID 总部相对应的企业会员权益。SID 中国区的合作会员享受 SID

总部金牌会员待遇。 

SID 中国区会员费及会员有效期 

⚫ 会员有效期为 1 年，初次入会的 SID 新会员需缴纳一整年会员费。 

⚫ 会员费续费周期：为每年会员入会时间到次年会员周期满一年时，需要缴纳下一年度会费（按周期为一年核算） 

⚫ 会员费价格表及相应待遇如下： 

会员类型 
企业会员 

合作会员 联席会员 
基本企业会员 银牌企业会员 金牌企业会员 

会员年费 RMB 10,000 RMB 30,000 RMB 70,000 RMB 80,000 RMB 3,500 

在 SID 官网上发布

企业信息 

Logo、网站链

接，招聘信息 

Logo 和网站链接 

招聘信息 

Logo 和网站链接，

宣传视频，招聘信息 

Logo 和网站链接，

宣传视频，招聘信息 
Logo 和网站链接 

赠 SID 个人会员名

额 
3 个 5 个 10 个 10 个 1 个 

企业会员信息发布在

《Information 

Display》杂志上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半页广告 

企业名称 

4 个半页广告 

企业名称 

4 个半页广告 
NA 

SID 微信公众平台免

费企业宣传 
一次 三次 六次 八次 一次 

SID 相应会议展板和

手册印制会员 logo 
ICDT 

ICDT, Display 

Week 

ICDT, Display 

Week  

ICDT 手册广告一页 

ICDT, Display 

Week  

ICDT 手册广告一页 

ICDT 

在 Display Week 展

位优惠和积分 

在一个 3m*3m

展位获 10%优惠 

在三个 3m*3m 展

位获得 10% 优惠 

可在五个 3m*3m 展

位获得 10% 优惠 

可在五个 3m*3m 展

位获得 10% 优惠 
NA 

优先选择 ICDT 展

位，并享受折扣 
5%折扣 15%折扣 25%折扣 35%折扣 5%折扣 

Display Week同期

国际显示精英晚宴名

额 

NA 1 个 2 个 3 个 NA 

享受 SID 会员之家

的资源与服务 

SID 档案和资料 

共享办公区 

产品展示体验 

SID 档案和资料 

共享办公区 

产品展示体验 

SID 档案和资料 

共享办公区 

产品展示体验 

SID 档案和资料 

共享办公区 

产品展示体验 

SID 档案和资料 

共享办公区 

产品展示体验 

联系人：Mindy，office-sidchina@sid.org, 14759166586; Selina, selina@sidchina.org,15605175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