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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次展会的效果非常满意，明年肯定会继续参加。我们认为主办方
法兰克福展览很细心，参会之前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宣传，为展会现场的
火爆做好了铺垫。我们希望主办方以后能提供更多的这种行业内的交流。

全球泊（深圳）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周逊先生

我们在2017年开始涉足停车业务并知道Parking China，我们感兴趣是因为
展会专业度高。我们之前只是来参观，去年我们决定参展，因为这里有很
多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也想把最新的产品展示给大家，还有跟业者一起
交流停车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我认为线下展会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可
以更深入的交流，所以我们明年会再次参展！

无锡加视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陆羽先生

我们是Parking China的老展商并参加了同期高峰论坛，论坛的形式对我们
参展果是很有帮助的，而我们在展会及论坛上都得到了收获。今年疫情对
停车行业我觉得影响不大，就我们而言从业务数据上看跟去年同期比是翻
倍的。所以疫情是一个积压期，但市场需求一直存在，一旦得到控制行业
就将继续蓬勃发展。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志亮先生

我们希望通过展会提高我们的 知名度，让更多客户认识我们。今年下半年
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对行业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外加国家推行新基建，
各地政府也推出一些救市计划，我相信这些政策未来会为停车行业带来很
多机遇。我们也通过参展达到了目的，为之后业务拓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杭州咪网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邵奔先生

引领智慧停车新风向，打造国际化智慧停车首选平台

助力业务拓展，获展商高度认可

Parking China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将于2021年12月10至12日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度登场。展会将

打造专注于城市停车生态建设的国际化商业交流平台，以“中国停车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让企业紧扣行业发展脉

搏，创造商机。

展览会将呈献市场上最领先的智慧停车解决方案，将停车与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智慧社区及城市等多

个行业领域融合; 并推广“资源共享，生态共建，开放共赢”的停车商业模式，为新基建背景下智慧停车产业的发展

带来新启发及解决之道，并促进行业资源整合、技术互通，实现共赢。



品牌优势

联手权威行业机构，共建专业高效平台

Parking China与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联席会议）及更多专业机构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和资源，共同

打造Parking China成为中国停车行业的品牌展会。联盟及所属主要地方城市停车行业协会，将为展会提供

专业背景支持，引进丰富资源。组织政府主管单位等具有行业话语权、高质量买家及优质企业代表参与展

会，将共同挖掘智慧停车市场的商机，促进优秀的智慧停车技术落地。

智慧生态平台创造更多商机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已成功打造出以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上海智慧办公展

览会为代表的一系列“智•联”主题品牌展览会。将停车与5G、物联网 (IoT)、人工智能 (AI)、大数据、云计

算、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等多个行业领域融合，向观众展示一场汇集行业创新技术和智能产品的盛会。将

展会打造为促进行业资源整合，技术互通，平台开放以实现行业共赢的专业平台。

精准配对促进深入合作交流

Parking China围绕“智能”—— “Intelligent”主题。重磅推出的线下“In-Matching”商贸配对洽谈会。更有效地

促进商贸合作落地，搭建一个供需对口，使参与者在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有机会进行有深度的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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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寄语
      停车行业正在成熟完善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实力的人去引领，政府当然是其中

强有力的市场的推手，而专业的行业展会也起到重要作用。从展会这个平台上来

讲，我们会选择一流的展会平台，它需要付出，需要引领，需要有一种凝聚力，法

兰克福展览公司的Parking China平台是具备这种条件的，而我们停车行业协会联盟

把26个省市协会的资源都整合在一起，我们都肩负着这个对行业的一种引领，还有

付出。双方强强联手必将为行业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 联盟首届轮值主席，萧一峰先生



高端论坛及活动，激发创新灵感

这个展会展示新的产品和技术对于行业来说
非常有意义。今天的论坛邀请了行业专家分
享他们先进的理念和方案，推动行业发展。
对于行业来说，通过展览会面对面的交流是
无法取缔的。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城市停车分会
会长，孙晓波先生

今年的展会和论坛我觉得很好，把全国的智
慧停车企业聚到这，就城市智慧停车来进行
研讨，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在城
镇化建设背景下，我们现在城市的停车压力
已经非常严峻，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停车产
业、企业还是市民，我们都应该高度的意识
到停车问题背后产生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怎
么样去解决城市停车位，是用智慧化的手段
也好，从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好，都应该把它
重视起来。

清华同衡静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所长，王婕女士



专业买家汇聚，实现高效业务合作

  目标观众
·政府相关职能及主管部门、交投、城投公司、各 

   城市行业停车协会、政府停车平台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商；

·物业管理单位、业主委员会、停车场运营管理等

   专业服务机构；

·城市规划、静态交通、建筑设计院所，科研院所；

·智能化系统集成商、工程商；

·智慧停车系统用户单位、采购商、供应商；

·汽车厂商、支付服务商、通信网络运营商；

·经销商、分销商、代理商

2020 年 Parking China 现场观众构成

观众赞誉展会推动行业发展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观停车展，我们非常感恩有机会与行业同仁交流并寻求好的解决方案。除了展会上呈现的丰富内容外同期论坛
的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思路，能学习到行业权威在宏观层面分享他们对停车业的知识真的很棒。我们还看到同期关于智能建筑、
智慧园区等展会与智慧停车生态的关联，是一个额外收获！我们希望之后每年都能参加展会。
 
南京智慧停车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管理部部长，江曼姝女士

我们公司正在山西做智慧停车的整体方案，因此我们想通过这个展会采购一些合适的的停车产品和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个展会的
内容很丰富，它汇集了停车硬件和软件供应商。一些国内有名的停车品牌基本上都在这个展会里面。我们还参加了In-Matching商
贸配对洽谈会，并成功与四家参展商进行配对，收获很丰富。

山西国晋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经理，齐胜凯先生

我们是红星美凯龙旗下一个停车管理公司，我们商场都需要采购智能停车设备。我是第二年来参观，今年还参加了商务对接，会
面让我了解到他们产品的优点优势在哪里，那我就能判断这些产品在我们的运营场景上能不能操作。我觉得这样很有针对性，采
购效率也会高一些。

上海红星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发展总经理，李宏峰先生

A. 政府相关停车职能及主管部门

B. 停车经营管理公司

C. 物业管理单位

D. 房地产开发商

E. 停车场用户单位

F. 停车施工建设单位

G. 智能化系统集成商 & 工程商

H. 运营商、投资商及产业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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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料
日期        2021年12月10至12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开放时间  12月10至11日           09:00 - 17:00
                  12月12日                      09:00 - 14:30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3馆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参展费用  标准摊位：
              人民币12,000元/9平米(最少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展位：
              人民币1,100元/平方米(最少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联席会议）

支持单位  上海市停车服务业行业协会
              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
              昆明市停车行业协会
              南京市停车服务业协会
              安徽省停车服务行业协会
              沈阳市停车行业协会
              大连市停车协会
              武汉市机动车停车场行业协会
              天津市停车业协会
              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
              西安市机动车停车行业协会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城市停车分会
              苏州市公共停车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静态交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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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类别

城市级智慧停车平台、停车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定位导航等解决方案；

智慧停车系统：车牌识别、道闸、出入口控制管理系统、地磁、泊位引导、智能收费系统、

智能寻车系统、ETC 停车技术、车位锁等；

道路停车智能收费管理系统、高位视频、视频桩、道路巡检车等；

机械式停车设备及配件、泊车机器人等；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充电桩及相关配件；

停车场建设配套设施及产品；

停车服务软件、停车场新媒体运营解决方案、停车场环境设计；

淮南市停车协会
重庆市停车行业协会
四川省停车服务行业协会
深圳市停车行业协会
长沙市停车产业协会
哈尔滨市静态交通协会
青岛市停车产业协会
太原市停车行业协会
兰州市停车管理行业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静态交通产业分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智慧停车专委会
中国停车设备产业联盟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起重机发展促进中心

展会垂询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国内联络人：王尧 先生 +86 21 6160 8583
                       张哲夫 先生 +86 21 6160 8472
海外联络人：刘道萍 小姐 +86 21 6160 8489
电    邮：park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    站：www.smartparkingchina.com

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
联络人：联盟秘书处
电    话：+86 25 8330 9719
电    邮：2308302212@qq.com

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嘉定区汇旺东路1188弄34号1101室
联络人：张晓东 先生  
电    话：+86 21 39561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