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 

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1229 號世紀大

都會 1 號樓 11 層，200122 

 

 

 

新聞稿 2019 年 9 月 17 日 

Parking China 呈現中國智慧停車市場龐大商
機 

李淑欣 

電話: +852 2230 9281 

yan.li@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www.messefrankfurt.com.hk 

www.smartparkingchina.com 

 

PKC19_FR_TC 

 

為期 3 天的 2019 年 Parking China——中國（上海）國際智慧停車展覽

會於 9 月 5 日圓滿落幕。作為法蘭克福展覽「智慧生態」系列展之一, 

Parking China 向觀眾及展商展示智慧停車行業的璀璨前景。此次展會同

時展示有關智慧停車、智能建築、智慧辦公和智能家居的創新產品和技

術, 為以上行業提供全面綜合的採購平台。聯同同期舉辦的上海國際智能

建築展覽會（SIBT）、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SSHT）及上海國際智

慧辦公展覽會（SSOT）、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SILF）以及上海國際供

熱通風空調及舒適家居系統展覽會（ISH Shanghai & CIHE），本次展會

一共吸引 30,374 名買家到場（2018: 29,423）。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寶琪女士表示:「通過此次展覽

會以及同期高峰論壇，展商及專家們向行業展示了當下具有前瞻性的停車

技術以及整體解決方案，為參與者就如何打造城市停車生態圈解決停車難

挑戰帶來了一定的啟發。通過與法蘭克福展覽旗下相關題材展會同期舉辦

也有效地將物聯網、AI 等熱門技術和智慧停車相結合。」 

 

「此次展會的觀眾數量及質量也得到了參展商的認可，這離不開合作協會

的大力支持。相信明年展會在中國城市停車行業協會聯盟以及各行業組織

進一步扶持下，大家將群策群力調動更多相關資源繼續推動行業交流、促

進技術應用落地，將平台推到新的高度。」 

 

中國城市停車行業協會聯盟（聯席會議）第一屆輪值主席蕭一峰先生表示: 

「本屆展會是聯盟與法蘭克福展覽的首次合作，我對今年展會的成功感到

欣慰。聯盟致力於推廣“資源共享，生態共建，開放共贏”的停車商業模

式，打造“城市停車生態圈”，通過今年的展會及同期論壇活動，我們有

效地向行業傳達了我們的理念。」 

 

「通過今年的磨合，我更有信心在來年協同聯盟各地方停車協會的成員組

織動員更多優秀的停車行業代表企業參與到展會中來，將展會打造為促進

行業資源整合，技術互通，平台開放以實現行業共贏的專業平台。」 

 

中國城市停車行業協會聯盟（聯席會議）作為展會的協辦單位，首次與法

蘭克福展覽合作, 充分發揮雙方優勢共同推廣「城市停車生態圈」理念。

這次合作使展會得以擴容升級, 觀眾能接觸到行業最領先的智慧停車產品

及解決方案, 包括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出入口控制管理系統、地磁、泊位

引導、道路及停車場智能收費管理系統、智能尋車系統等停車解決方案。 

 

展商反饋 

 

「這次參展的最大目標是希望找到新客戶, 我們達到了這個目標, 這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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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一些來自工程商和地產商的客戶, 他們都是我們公司的目標客戶

群。雖然這個展覽的規模較少, 但它的人流量很高, 我們都忙著招呼客

戶。我覺得智慧停車在國內的發展很快, 因為各地方都很重視解決泊位不

足的問題。」 

李志亮先生,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 
 

「我們是相對比較新的創業公司,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展會宣傳自己, 

以及跟行內成熟的企業交流合作的可能性。這個展會可以讓我們直接了解

這些客戶的需求, 幫助我們建立客戶網絡, 他們對我們的產品也感到挺驚

艷。我覺得國內的停車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很多數據都可以看到, 中

國人的車量不斷增加。」 

衛璁先生, 愛筆(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產品經理, 中國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參展, 展會的觀眾人流比預期多。我們接觸了不少客

戶並有生意上的交流, 他們有些來自印度、日本和泰國, 我覺得停車展的

作用很大, 它讓我們有效地推廣產品, 而且觀眾群很專業, 都是來自建

築、設計等行業, 所以我們明年會再來。智慧停車未來的發展潛力很大, 

因為各地的停車場不足問題都很嚴重, 不僅是一線城市, 二、三線城市都

面對這個問題, 智慧停車算是人工智能的領域, 也是國家推動的方向, 所

以我覺得這個行業未來是很有前景的。」 

張一弘先生, 上海智遠弘業機器人有限公司客戶經理, 中國 
 

「我們接觸到不少來自政府部門和地產商的容戶, 他們都對我們的路測智

慧停車系統有興趣。我覺得這個展會是最快捷、直接的方法讓我們接觸客

戶, 我們有機會跟他們聚集在一起, 面對面溝通。中國的智慧停車市場潛

力很大, 這是剛性需求, 因為國內很多城市的停車場都缺乏管理。」 

劉軍先生, 炎鑫智慧停車(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 
 

「我們公司原先生產電腦, 去年開始研發智能停車產品, 當中包括這個

ETC 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ETC 有很大的優點,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展會

讓大家知道它可以讓停車變得更加方便。其實它的費用沒有很高, 而且國

家也在大力推動 ETC。我們公司新進入停車這個行業,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展會大力推廣及拓展 ETC 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在不同場景的應用, 除了

停車場外, 還有高速公路。我很滿意展覽的觀眾人流, 來了很專業的停車

廠商, 所以我們明年還是會再次參展。」 

潘勇先生, 上海長江智能數據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 中國 
 

買家反饋 

 

「我參觀這個展覽其中一個目的是來看看停車行業的發展趨勢。這個展會

帶來了很多解決停車問題的產品和技術。智慧停車在中國各大城市都需

要, 因為車輛不斷增加, 大家沒有共享停車資源, 造成了停車難這個問

題。」 

廖科飛先生,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廣州市番禺區委員會委員, 中國 
 
「我是來找一些可以應用在瑞士的智慧停車技術和解決方案。因為中國的

車輛數目龐大, 所以我很好奇中國會有甚麼方法解決停車場不足問題和管

理停車場。在這裡我可以找到最新的智慧停車產品和技術。」 

谷山先生, 瑞士國家鐵路公司駐中國辦事處主任, 瑞士 
 

同期活動反饋 

 

智慧停車行業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 有見及此, 展會舉辦內容豐富的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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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供參展商和觀眾參加。重點活動包括中國城市停車生態建設高峰論壇

及上海「智慧停車」技術及產品研討會。參展商透過研討會分享及推廣他

們最新的停車產品和技術, 增強行業觀點交流。 

 

「中國很多城市都在面對停車場不足的問題, 智慧停車行業在近年發展得

很快。今天這個論壇正正匯聚了一班業內人士共同探討最新的停車產品和

技術, 交流觀點和看法。除了停車展, 同期還有四個有關建築技術的展

覽, 我很欣賞這個安排, 因為這是一個很完整的概念, 觀眾能夠同時全面

了解有關建築的最新技術。」 

朱建東先生, 上海市停車服務業行業協會秘書長, 中國 
 

「這個論壇對於推動中國的智慧停車行業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政府的決策

者和從業者能夠交流行業未來發展的觀點, 了解智慧停車技術發展到甚麼

程度。參加這個論壇和展會的觀眾也可以更了解國家的政策方向, 還有智

慧停車的最新技術和產品。」 

孫曉波先生,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協會城市停車分會會長, 中國 
 

2019 年 Parking China 與上海國際智能建築展覽會（SIBT）、上海國際

智能家居展覽會（SSHT）、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SILF）以及上海國際

供熱通風空調及舒適家居系統展覽會（ISH Shanghai & CIHE）於在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同期舉辦。下屆展會將於 2020 年 9 月 2 至 4 日舉行。欲

了解更多展會信息，請瀏覽 www.smartparkingchina.com，並關註官方微

信公眾號“ParkingChina_MF”，或發電郵至 

park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更多媒體資料及展會照片： 

https://parking-china.hk.messefrankfurt.com/shanghai/zh-

hk/press/photos.html 

 

- 完    -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30 個地區聘用逾 2,5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18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

領域保持緊密聯繫，在展覽活動、場地和服務業務領域，高效滿足客戶的商業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佈世界各地的龐大國際行銷網絡，堪稱集團獨特的銷售主張之一。多元化的服務呈現在

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佈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時，能持

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廣、人力

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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