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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上海）城市停车博览会
International Urban Parking Expo Shanghai 2019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2H馆

www.urbanparkingexpo.com

11.21-23
中国专业从事停车行业

设备及技术、服务全产业链的

行业旗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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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作为城市交通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受到了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广大百姓的高度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与百姓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机动车数量的巨增导致城市道路超负

荷运作，停车资源的不平衡或相对集中，又进一步加剧“停车难”问题 ,

目前已经成为各大、中城市的共同问题。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 3.25 亿辆，与 2017 年底相比增加 1556 万辆。全国

汽车保有量达 2.4 亿辆，较 2017 年增加 2285 万辆，增长 10.51%。

近年来，国家政策不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智能停车设施，停车

设备制造、停车场建设、停车场运维以及停车后服务等已逐渐成为

80,000+ 
平米展出面积

600+ 
家参展企业

200+ 

款新品发布

90,000+ 

专业观众

各大企业的关注热点。可以预期，未来停车产业化的发展将带动整

个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产业规模将迎来数量级的增长。这一新的

商机给中国停车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紧扣行业趋势，由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和上

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2019 国际（上海）城市停车

博览会将以 “停车设备”、“智慧停车”、“充电设备”为三大主题，

汇聚国内一线的停车设备设计、生产、制造企业，力邀业主、开发

商、车库管理方、物业管理方等全产业链优质买家，打造专业咨询、

互动体验和意向选购的一站式平台。

展会规模

展会概述
PARKING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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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北美洲

10 %
欧洲

1 %
非洲

65%
亚洲

4 %
南美洲

7 %
大洋洲

9 %
其他

定向邀约业主方、投资方、运营方、服务方等观众团组

72.4% 有采购需求，采购金额为 0-5000 万人民币

94.9% 的观众对参观体验感到满意

国际观众分布

3.2 %
东北地区23.6 %

华北地区1.5 %
西北地区

0.8 %
港澳台地区

0.9 %
西南地区

17.5 %
华中地区

47.3 %
华东地区

5.2 %
华南地区

2018 回顾

2018 
REVIEW

86,032
    观众人次

增长

83.02%

职业分析

技术 / 研发
31.1%

公司管理层
23.6%生产 / 制造

10.8%

市场 
6.4%

销售 
5.7%

质量安全控制
4.7%

行业专家、学者
4.7%

采购
4.0%

成本控制
3.3%

其他
5.7%

来自33个

国家及地区

增长

32.8%

国内观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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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这个展会确确实实是目前国内同行业当中最为专业、规模也

是最大的展会，每年我们在展会上都屡有收获，有很多我们

的客户，包括海内外的一些客户来我们展位上参观，我们也

获取到了很多项目信息，跟同行也有一些交流，每年我们都

很有收获。所以每年我们都会来参加这个展。

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
（原西子石川岛）

战略客户部┃沈皆悦

部分展商 logo 集锦

2018 回顾
2018 REVIEW

这个展会也是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必定要参加的。也是

我们公司一年一度品牌宣传的重头戏。这一次展会，主要是

想推出我们最新的滚筒式的泊车 AGV 机器人，据目前的情

况来看，展会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观众蛮多的，我们的

目标领导也来参观了，对我们的产品也给予了好评。明年我

们期待还会继续来这里。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营销经理┃巫兰燕 

我们停车协会这次提供这个平台特别好，在这次展会上认识

了很多同行，业内的朋友，在他们这里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

经验，希望协会后续多组织这样的展会，让同行之间有一个

交流的平台。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曹军

排名不分先后



停车设备主机丨

机械式停车设备、停车机器人等

智慧停车系统丨

智能停车管理系统、智慧停车平台、智慧停车 APP、城市道路

停车管理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统、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等

停车场收费及管理系统丨

票卡系统、车牌识别系统、远距离车辆识别系统、道闸、车辆

检测器、自助 / 手持缴费机等

充电设备丨

充电桩、充电设备配套零部件与设施、储能系统等

停车设备配套零部件和技术丨

机械车库专用传动链条、机械式停车设备控制系统、钢结构电缆、

人机界面 HMI、载车板、电磁铁和防坠器、边梁 /车台板成型机、

行程开关、安全保护装置 - 警示灯 / 蜂鸣器、急停开关、钢丝绳、

六角螺栓、油漆、轴承、车库用减速电机、倒车影像、护栏、

防撞设施、警示牌、交通安全标志、材料、地锁、减速带、停车桩、

停车棚钢结构等

中国停车行业

首选商贸平台

No1

66% 展商

连续两年参展

98% 展商参展

效果达到预期

展品范围

展示内容

DISPLAY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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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览共享优质观众

2019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上海市住建委主办，全方位展示城市建设与管理阶段性成

果的综合展。

观众群体：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城市运营相关行业的主

管部门；住建委注册执业人员。

2019上海国际建筑工程设计与城市规划展览会

反映建筑设计最前沿趋势，国内规格最高的建筑规划代表展。

观众群体：城市规划相关职能部门；国内外规划设计研究院

及事务所。

2019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聚焦建筑工业化发展，亚洲极具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建筑技

术展。

观众群体：国内外房地产开发商及投资方、建筑承接商、系

统集成商、产品，材料及服务供应商。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EVENTS

行业论坛共话停车未来

邀请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内及与行业相关的专业人士，就停

车行业的现状和未来组织系列专业论坛，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1

2 买家盛宴助拓商业版图

定向邀约业主方、投资方、运营商等海内外实力买家，精心安

排 30+ 场商贸配对促成合作。

3 四新技术推动行业发展

年度新品发布的不二之选，洞悉行业风向的首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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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广
MARKETING PROMOTION

数字营销 点对点邀约核心用户

甄选 100,000+ 优质观众数据，

通过 EDM、SMS、Call center 等

渠道进行针对性推送。

结合企业数据库，量身定制专

属邀请函进行展前宣传推广及

观众邀约。

自媒体 开创内容营销新篇章

面向 10,000+ 自媒体专业粉丝，精准

推送最新政策、创新技术、领先企业

动态及展会资讯。

30+ 家大众综合类主流媒体

20+ 家国内外专业媒体深入合作

100+ 家行业网站发布信息

100,000+ SEM 搜索引擎点击

媒体网络 
展前无缝立体曝光

定制推广 
一对一定制宣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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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国际（上海）城市停车博览会
International Urban Parking Expo Shanghai 2019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

杨京京 | 女士

010 6858 4668

+86 136 8334 3298

chinaparking@163.com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26 号院 1 号楼 2002 室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姚鉴洁 | 先生

021 6195 3555

+86 136 1160 7136

rainhard.yao@vnuexhibitions.com.cn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33 号上海展览中心商务楼

Parking 2019
期待与您相约！

南 厅
South Hall

北 厅
North Hall

7H
8H

3
4

6 5

1H 2H

扫一扫 · 获取
最新展会资讯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