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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g China2019展会概况

日期 2019年9月3 - 5日 (星期二至四)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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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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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停车场行业协会、西安市
机动车停车行业协会、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城市停车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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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停车技
术企业行业协会、长沙市停车产业协会、哈尔滨市静态交通协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智慧停车专委会

•展会总共占地28,750平米
•合共超过280家参展商
•展会共吸引30,374名观众 (来自50个国家/地区)
•同期举办多场高峰论坛及发布活动

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Parking China）与同期举行的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SIBT）、上海国际智慧办公展览会（SSOT）、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SSHT )和一同圆满落幕，衷
心感谢业界的鼓励和支持。

今年展会上展示了便捷停车、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泊车机器人、反向寻车、ETC停车、精准导航等热门
停车解决方案及应用场景。推广了“资源共享，生态共建，开放共赢”的停车商业模式。
此外Parking China也与同期智慧生态圈类主题展会联动，将停车与5G、物联网 (IoT)、人工智能 (AI)、大
数据、智慧社区和城市等多个行业领域融合，向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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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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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泰科技、优橙科技、信路通、誉兴智能/易帕克、智远弘业、AIpark
（爱泊车）、福路觅、停协科技、炎鑫智慧停车、安居宝、图聚智能、光达嘉业、三嘉、美旅
出行、智向科技、沃发节能、聚源鑫、华赛地磁、君旭智能、创感PNI、全球泊、软杰智能、长
江智能、Aibee爱笔、威尔普、永腾工贸、加视诚、中国联通等代表性企业。
展示了便捷停车、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泊车机器人、反向寻车、ETC停车、精准导航等热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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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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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Parking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志亮先生
“这次参展的最大目标是希望找到新客户, 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 这两天接触到一些来
自工程商和地产商的客户, 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目标客户群。展会人流量也很高, 我们
都忙着跟招呼客户。我觉得智慧停车在国内的发展很快, 因为各地方都很重视解决泊
位不足的问题。”

展商
寄语

炎鑫智慧停车(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军先生
“我们接触到不少来自政府部门和地产商的容户, 他们都对我们的路测智慧停车系统有
兴趣。我觉得这个展会是最快捷、直接的方法让我们接触客户, 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聚
集在一起, 面对面沟通。中国的智慧停车市场潜力很大, 这是刚性需求, 因为国内很多
城市的停车场都缺乏管理。”

爱笔(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卫璁先生
“我们是相对比较新的创业公司,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展会宣传自己, 以及跟行内成
熟的企业交流合作的可能性。这个展会可以让我们直接了解这些客户的需求, 帮助我
们建立客户网络, 他们对我们的产品也感到挺惊艳。我觉得国内的停车行业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很多数据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的车量不断增加。”

上海长江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潘勇先生
“我们公司主推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有很大的优点,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会
让大家知道它可以让停车变得更加方便。其实它的费用没有很高, 而且国家也在大力
推动ETC。我们公司新进入停车这个行业, 希望透过这个展会大力推广及拓展ETC电子
不停车收费系统在不同场景的应用, 除了停车场外, 还有高速公路。我很满意展览的观
众人流, 来了有很专业的停车厂商, 所以我们明年还是会再次参展。”

浙江美旅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晓先生
今年的ParkingChina我们准备了36平米特装展位，打造出了我们想呈现的停车场景。
展会开始前我们的销售人员就提前进行了客户邀约，三天的展会我们接触到了不仅有
长三角地区的潜在买家，还接触到几批来自境外智慧停车采购商，对于此次展会的收
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明年我们还会继续参展，并且我们会考虑更大的展出面积。

上海智远弘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张一弘先生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参展, 展会的观众人流比预期多。我们接触了不少客户并有生意上
的交流, 他们有些来自印度、日本和泰国, 我觉得停车展的作用很大, 它让我们有效地
推广产品, 而且观众群很专业, 都是来自建筑、设计等行业, 所以我们明年会再来。智
慧停车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 因为各地的停车场不足问题都很严重, 不仅是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都面对这个问题, 智慧停車算是人工智能的领域, 也是国家推动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是很有前景的。”



观众分析 专业观众质量高

展会吸引超过30,374名专业观众，比去

年同期上升3.23%，分別来自50个国家

及地区：

其中海外国家占50个，包括韩国丶马来西亚、日本、印度、

泰国、俄罗斯、新加坡、台湾、阿联酋、加拿大、巴西、澳
洲、美国、英国、比利时等：

国内及海外买家汇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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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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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寄语

Smart Home 

扬州市交通停车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姚陈先生
“我们是来自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的代表，主要负责扬州市路边占道停车及市区公共
停车场库的管理建设。这次展会我们不仅了解到市场上尖端的停车科技产品，也接受
了主办方安排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停车道路考察。整个展会活动内容丰富，也为我们未
来城市停车管理带来了更多新的升级理念。明年我们也将邀请更多当地停车行业代表
再次到访展会学习。”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番禺区委员会，委员，廖科飞先生
“我参观这个展览其中一个目的是来看看停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这个展会带来了很多
解决停车问题的产品和技术。智慧停车在中国各大城市都市都需要, 因为车辆不断增
加, 大家没有共享停车资源, 造成了停车难这个问题。”

瑞士国家铁路公司驻中国办事处，主任，谷山先生
“我是来找一些可以应用在瑞士的智慧停车技术和解决方案。因为中国的车辆数目庞
大, 所以我很好奇中国会有甚麽方法解决停车场不足问题和管理停车场。在这裡我可
以找到最新的智慧停车产品和技术。”

上海浦保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培云
我司主要负责路边停车的运营管理，很关注道路停车方面的产品。这两年不少城市开
始试行道路停车无人化智慧化管理，我们计划协同主管部门在部分管理道路部署视频
桩或高位视频方面的应用。通过这次展会我们也了解到了相关产品的案例及使用反馈，
希望能够早日将相关智慧停车产品进行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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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VIP观众节录

政府相关停车职能及主管部门： 各城市停车行业协会： 停车经营管理单位及物业公司：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上海市停车服务业行业协会 威华停车场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交通管理处 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 上海市中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城投资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市停车服务业协会 上海畅杰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扬州市交通停车场投资建设管理 大连市停车协会 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

衢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城市停车分
会 上海舒泊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 武汉市机动车停车场行业协会 上海宏圣车辆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静态交通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公共停车服务业协会
宝泊智能停车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市停车服务行业协会 福州行云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太仓市停车管理所 深圳市停车技术企业行业协会 苏州市新舒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市城市管理局 沈阳市停车行业协会 太仓新生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政府驻上海经济联络办公室 安徽省停车服务行业协会 苏州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经济合作与外事
局 天津市停车业协会 苏州华新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德清县投资促进局 静态交通及停车规划设计单位： 河南郑新泊业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宿迁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派盟交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保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交通管理中心 清华同衡静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上海丰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市城管局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臻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集团 上海翼鸣静态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戴德梁行

江苏阜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苏州高新园区市政服务集团 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开投蓝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科律物业

Smart Office Smart Parking



部分VIP观众节录

房地产开发商： 停车场用户单位： 汽车厂商：

万科地产 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博世汽车

易居中国 中铁十一局 上汽集团

绿地集团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TESLA

光明地产 家乐福中国 观致汽车

华润置地 宜家购物中心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仁恒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潘多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网络运营商&支付服务商：

碧桂园 上海理工大学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新疆风云房地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亚朵酒店集团 中国联通

中海地产 上海日月光商场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金地商置集团 杨思医院 阿里巴巴

绿城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置地广场 投资公司：

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拙政园停车场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金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临沂金鹰商场有限公司
上海国智智慧城市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湖南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三元宾馆 铭耀资本

华夏幸福 同济大学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万达地产 雅阁酒店集团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海泰北外滩房地产有限公司 逸泊酒店集团 上海金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浩瀚置业（厦门）有限公司 锦江国际 海汇投资

新鸿基地产 正大集团 上海赞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Smart Office Smart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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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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期间，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颁发了首届“城市停车生态建设创新奖”。
联盟借此机会甄选出能够解决行业痛点问题的解决方案，表彰深耕停车领域优化城市停车体验
的品牌企业。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广优秀停车商业模式，从而推动城市停车生态建设。

获奖企业分别是：

成都福路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停协科技有限公司

北斗易行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AIpark（爱泊车）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软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智远弘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炎鑫智慧停车(深圳)有限公司

易帕克智能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Smart Parking Smart Parking

Home行业颁奖 “城市停车生态建设创新奖”，树立行业标杆



媒体报导
Parking China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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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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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Parking



展览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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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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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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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