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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g China2020展会概况

日期 2020年9月2-4日 (星期三至五)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5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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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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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起重
机发展促进中心

•展会总共占地20,000平米
•展会共吸引25,837名观众
•合共超过200家参展商
•同期举办多场高峰论坛

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Parking China）圆满落幕。作为国内智慧停车行业的重要技
术交流及商务拓展平台，Parking China已成为国内外智能行业企业挖掘买家资源、提升品牌知名度、商
贸配对获得订单的重要平台。

今年展会以新基建与停车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主题。覆盖产业链全面展示了城市级停车、ETC停车、全视频
停车、无感支付、无人值守、停车充电一体化、精准导航、自动泊车等热门停车解决方案及应用场景。

此外Parking China与以“智•联”为主题的三场同期展会联动，将停车与5G、物联网 (IoT)、人工智能
(AI)、大数据、云计算、智慧社区和城市等多个行业领域融合，向观众展示了一场汇集行业最新技术和尖
端智能产品的盛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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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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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讯息

2020年的展会云集了硬件设备供应商、平台运营商、解决方案供应商、整合服务商等诸多停车
行业优秀企业，包括：信路通、加视诚、全球泊、精英路通、停易通、宜泊科技、泊电科技、
苏州德亚、千帆科技、泊讯物联、Aibee（爱笔智能）、泊知港、天合世纪、华普物联、上海深
识、富立叶、咪网云、山水光电、聚源鑫、重庆智可、蚂蚁智行、汉德霍尔等代表性企业。
展示了城市级停车、ETC停车、全视频停车、无感支付、无人值守、停车充电一体化、精准导航、
自动泊车等热门停车解决方案及应用场景。

360度全方位展示最新智慧停车产品、技术丶系统丶解决方案

部分展商:

Smart Parking Smart Parking

Home



Smart Parking
无锡加视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陆羽先生
“我们在2017年开始涉足停车业务并知道Parking China。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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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
反馈

全球泊（深圳）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周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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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精英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姚盼先生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Parking China展会，觉得效果挺不错的，人流量比预期要多，
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接触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志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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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的，我们的销售也基本上是
翻翻的。所以疫情是一个积压期，但市场需求一直存在，一旦得到控制项目就多了很
多。”

苏州德亚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副总经理，焦伟先生
“我们是第一年参展，选择这个品牌是因为这是针对停车行业的专业展会，我们可以
在这里找到目标客户，同时了解市场趋势和客户的需求。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不少订单
的交易。”

杭州咪网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邵奔先生
“我们是做停车的软件解决方案，针对不同的范畴包括路内停车，路外停车，人脸识
别，门禁，以及城市级的解决方案，例如数据处理。因为我们品牌涉足停车领域不久，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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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高质量专业，共拓广阔商机

Parking China2020连同同期智能展会

吸引超过25,837名专业观众

专业买家汇聚Parking China，寻找优质的智慧停车产品，并与展商真实接轨，带动商贸活动。

Smart Home Smart Parking

观众业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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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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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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挺丰富的。

上海红星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发展总经理，李宏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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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道闸，摄像头，反向寻车等，也要找一些路侧停车的供应商。我是第二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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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样很有针对性，采购效率也会高一些。

江苏建院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停车事业部负责人，项军龙先生

“我们公司专门从事汽车充电运营，来看停车展主要是想寻找合作伙伴以及了解一下
行业趋势。 这个展会的好处是它跟每个地方的协会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协会帮这
个展会带桃了很多展商，涵盖了整个停车行业，当中包括立体车库行业，出入口管理
系统、路边停车设施和停车场经营管理投资。因此我们坚持来了很多年。”

Smart Parking

南京智慧停车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管理部部长，江曼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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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都做了充分准备，例如清华同衡
静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的王婕教授从国际视角剖析停车问题。有像她这样的专
家在宏观层面分享他们对停车业的知识真的很棒。我们还看到关于智能建筑、智慧园
区等的展会，是一个额外收获！我们希望之后每年都能参加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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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tching”商贸配对洽谈会

In-Matching 商贸配对洽谈会

Parking China与同期SIBT，SSHT及SSOT分别作为智慧城市主题下的行业领先的智慧停车、智能建筑，智
能家居与智慧办公展览会都离不开“智能”—— ”Intelligent”。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智能行业的商贸合作落地，搭建一个供需对口，精准且优质的商贸技术交流平台，
使参与者在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有机会进行有深度的洽谈，实现双赢。本届展会现场隆重推出线下“In-
Matching”商贸配对洽谈会

此活动得到了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楼宇物业管理公司，集成商，工程装饰公司，大型卖场等优质观众的
大力支持与参与。我们为这些观众成功对接了42家参展企业，完成共70场多场商贸洽谈会！

Smart Parking

商贸配对



论坛
嘉宾
寄语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城市停车分会 会长，孙晓波先生

“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去年开始和法兰克福展览合作，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展
会公司之一，双方合作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我很高兴作为联盟成员受邀参与论坛分
享。中央政府非常关注智慧停车，并把智慧停车列入新型基础建设的项目内，希望在
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从而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停车的产品和技
术发展非常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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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企业受到经济压力，适应这些变化
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工作和趋势，例如在线办公和在线交流; 但是对于展览会来
说，面对面的交流是无法取缔的。”
。

清华同衡静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所长，王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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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家就城市智
慧停车来进行研讨，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受组委会邀请，所以来到这跟
大家做分享和交流。
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面临城镇化，因此对城市基础设施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整个城市的停车已经非常严峻，因此我们在空间规划上要重视人的这样一种
价值的规划。要创造这个为人服务的人民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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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联席会议） 轮值主席，萧一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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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当然是强有力的
市场的推手。从展会这个平台上来讲，我们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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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展会及论坛比我预期都要好很多，相比起
其它的展会，人气非常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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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活动 高质量同期活动，启发行业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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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活动 高质量同期活动，启发行业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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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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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
Parking China2020作为行业年度盛事,迎来业内不同范畴的参展商,集合各个领军品牌，吸引多家国内外知
名媒体莅临展会报道。连同电视台,报章杂志, 展会讯息受到广泛报导。

上海电视台 新民晚报 东方卫视

部分国内媒体单位节录:

中国停车网 停车邦&海泊停车 中国路桥网 中国一卡通网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物联网世界 慧聪网 千家网 天极网 先锋科技网

a&s传媒安防知识网 影音极品 搜狐客户端 极客网 财报网

太平洋安防网 中国制造网 搜狐焦点 商业观察网 互联日报

国脉物联网 环球财经 中关村商情网 东方财富号 洞见科技

联动原素 好居网 站长之家 中经在线 商界新闻

亿欧 华强智慧网 科技讯 大风号 中华财经网

中国物联网 中国集群通信网 凤凰客户端 智能头条 科技之家

ZAKER新闻 至顶网 一点资讯 科学中国 趣科技

中安网 CIO时代 网易客户端 IT研究中心 成渝在线

安防展览网 绿色节能网 IT时代网 环球财经 河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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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外媒体单位节录:

Building Journal Global Trade PRC Magazine ELE Times
Marshall Cavendish 
Business Information 

Bina TECH BCI Asia
Building Review 
Journal

Taiwan Architect KNX today

SourceSecurity.com Zingy Homes IoT Now TheBigRedGuide.com Creative Hom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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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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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Parking China官方微信
紧贴展会资讯以及最新行业动态

明年见!

与您再相约！
2021年8月31日-9月2日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联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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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凌捷小姐 +86 21 6160 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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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英女士
电话: +86 28 62083926
电 邮：2824909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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