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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展范围

参展信息

系列活动
中国城市停车大会

中国城市停车大会是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

究中心、住建部交通工程中心三大部委专业研究机构的指导下，由中国重型

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中国安全产业

协会联合共同举办。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公安部、国家住建部等政府领导，

以及各地停车协会、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投融资机构、新闻媒体和全国各地的

会员企业代表等近千人应邀出席。

作为停车行业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大会肩负了行业总结和展望的重要使

命，对推进停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推动停车政策进一步完善，提升社会对

停车行业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停车建设发展论坛

中国城市停车建设发展论坛由中国老旧小区暨建筑改造产业联盟、中国重型

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以及上海市建筑学会共同联合举办，全国

各地的政府人员、地产、规划设计、停车场建设企业代表等应邀出席，与专家

学者及企业代表进行学术交流、案例分享，共同探讨“停车难”的解决方法以

及停车行业的发展之路。

历届部分参展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智能化

停车设备

停车

自动化系统

智慧停

车设备

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

智能充电及

充电设备

停车配套

技术与产品

停车

管理系统

停车检测 

保养设备

展位价格 ( 以下单价不含 6%VAT)

标准展台 :  1, 600 / 平米 (12 平米 起租 )

光地展台 :  1, 500 / 平米 (40 平米 起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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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最具规模的专

业主题展，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全产业链

体系，邀请来自国际国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代表，行业协会、学会，设计院，开发商，项目承

包商，新型建材供应商等各个行业专业人士，

集中展示了 2000 年以来国内外关于城市建

设成果和经典案例。

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办展时间最长的建

筑与室内设计、工程设计、城市规划领域的

专业主题展，是中外建筑行业加强交流、促

进贸易、互通信息的行业盛会。

国内最早从事装配式建筑建造方式，服务全

产业链的行业旗舰展。配套丰富多样的系列

活动，汇聚房地产开发商、建筑设计师、总工

程师、技术总监、产品采购等业界翘楚及专

业买家，是国内最有影响力最为专业的建筑

工业化国际性展览会。

同期展会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上海国际建筑工程设计与城市规划展览会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专业观众所属行业

建筑开发单位
（房地产开发商、业主方、酒店管理方）

政府部门
（政策制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

建筑工程设计单位
（工程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开发与咨询等）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

其 它

设备、材料及系统技术供应商
（停车设备生产商、电机与配套技术、系统技术、机械、材料）

停车设备及相关
电机与配套技术

建筑设计与施工建筑工业化

绿色建材与设备 城市规划与设计

87.27% 89.12%74.27%30.50% 20.58%

专业观众感兴趣的版块

专业观众参观目的 市场推广

合作媒体

  收集市场信息，
了解行业动态

43.04%

采购新产品

32.66%
22.53%

16.20% 7.85%

鉴赏设备案例演示

参加同期会议、
论坛、活动等 

其 他
媒体推广
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

30+ 家大众综合类主流媒体

50+ 家专业媒体深入合作

100+ 家行业网站发布信息

展前、展中、展后全年持续曝光

展期集中报道，形成三维立体、无缝连接的媒体推广网络

数字营销
聚拢核心用户

20万+强大的观众数据库资源，主办方针对所属行业、

观众智能，甄选匹配度最高的优质数据，多重渠道精准

推送。

定制推广
主办方高端服务

定制专属邀请函、邀约海报等专业的营销手段，结合企

业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高效、专业的展前宣传

和推广。

定制推广 
展现主办高端服务

定制专属邀请函、邀约海报等专业的营销手段，结合企
业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高效、专业的展前宣传
和推广。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汽车消费市场持续走高；全国汽车

保有量不断攀升，城市用地资源紧缺，城市停车供需不足的矛盾将

进一步加剧；截至 2016 年 3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83 亿辆，

其中汽车 1.79 亿辆，私家车总量超过 1.3 亿辆，并且以每年 20%

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国内一些大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近 200 万

辆，停车难问题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国内一些大

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近 200 万辆，停车难问题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的

一大难题。

停车已成为一个产业，它不仅仅只包括停车设备制造、销售，它还牵

涉到规划设计、投资、生产、安装、维修保养、管理等多个方向。智能

停车场及其相关的系统的横空出世，立体车库及智慧停车等解决方

案的出现势必为停车行业创造无限生机。随着各地有关停车政策的

出台和停车位需求量及已建数量的不断增大，对有条件的企业，把

经营范围从停车设备制造业推向停车产业把投资——生产——管

理三方面结合起来，这一新的商机，意味着市场给中国停车行业的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上海）城市停车博览会由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

作委员会主办、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协办 ,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本届博览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31-11 月 2 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隆重召开，届时将有预计超过 50 家的国内

一线停车设备设计、生产制造的企业齐聚上海，各参展企精心设计

的展示空间通过样机、模型、图片、多媒体的形式向观众集中展示

了各类立体停车库的应用案例和解决方案，为业主、开发商、车库

管理、物业管理方等提供了一站式的咨询、互动体验和意向选购的

专业服务。

政策导向 展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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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
（政策制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

建筑工程设计单位
（工程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开发与咨询等）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

其 它

设备、材料及系统技术供应商
（停车设备生产商、电机与配套技术、系统技术、机械、材料）

停车设备及相关
电机与配套技术

建筑设计与施工建筑工业化

绿色建材与设备 城市规划与设计

87.27% 89.12%74.27%30.50% 20.58%

专业观众感兴趣的版块

专业观众参观目的 市场推广

合作媒体

  收集市场信息，
了解行业动态

43.04%

采购新产品

32.66%
22.53%

16.20% 7.85%

鉴赏设备案例演示

参加同期会议、
论坛、活动等 

其 他
媒体推广
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

30+ 家大众综合类主流媒体

50+ 家专业媒体深入合作

100+ 家行业网站发布信息

展前、展中、展后全年持续曝光

展期集中报道，形成三维立体、无缝连接的媒体推广网络

数字营销
聚拢核心用户

20万+强大的观众数据库资源，主办方针对所属行业、

观众智能，甄选匹配度最高的优质数据，多重渠道精准

推送。

定制推广
主办方高端服务

定制专属邀请函、邀约海报等专业的营销手段，结合企

业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高效、专业的展前宣传

和推广。

定制推广 
展现主办高端服务

定制专属邀请函、邀约海报等专业的营销手段，结合企
业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高效、专业的展前宣传
和推广。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汽车消费市场持续走高；全国汽车

保有量不断攀升，城市用地资源紧缺，城市停车供需不足的矛盾将

进一步加剧；截至 2016 年 3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83 亿辆，

其中汽车 1.79 亿辆，私家车总量超过 1.3 亿辆，并且以每年 20%

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国内一些大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近 200 万

辆，停车难问题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国内一些大

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近 200 万辆，停车难问题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的

一大难题。

停车已成为一个产业，它不仅仅只包括停车设备制造、销售，它还牵

涉到规划设计、投资、生产、安装、维修保养、管理等多个方向。智能

停车场及其相关的系统的横空出世，立体车库及智慧停车等解决方

案的出现势必为停车行业创造无限生机。随着各地有关停车政策的

出台和停车位需求量及已建数量的不断增大，对有条件的企业，把

经营范围从停车设备制造业推向停车产业把投资——生产——管

理三方面结合起来，这一新的商机，意味着市场给中国停车行业的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上海）城市停车博览会由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

作委员会主办、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协办 ,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本届博览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31-11 月 2 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隆重召开，届时将有预计超过 50 家的国内

一线停车设备设计、生产制造的企业齐聚上海，各参展企精心设计

的展示空间通过样机、模型、图片、多媒体的形式向观众集中展示

了各类立体停车库的应用案例和解决方案，为业主、开发商、车库

管理、物业管理方等提供了一站式的咨询、互动体验和意向选购的

专业服务。

政策导向 展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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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院1号楼2002室
chinaparking@163.com
343385983@qq.com

136 8334 3298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韩硕 | 先生

010 5781 1804
138 1035 0433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1号建材南新楼0901室
cupta@cupta.org.cn

010 5781 1803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朱珺华 | 女士

021 6195 6057
上海市南京西路1333号上海展览中心商务楼
june.zhu@vnuexhibitions.com.cn
2853095526@qq.com

2017   国际（上海）
城市停车博览会 
2017 International Urban Parking Expo Shanghai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10 / 31 11 

/
 02

招展范围

参展信息

系列活动
中国城市停车大会

中国城市停车大会是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

究中心、住建部交通工程中心三大部委专业研究机构的指导下，由中国重型

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中国安全产业

协会联合共同举办。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公安部、国家住建部等政府领导，

以及各地停车协会、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投融资机构、新闻媒体和全国各地的

会员企业代表等近千人应邀出席。

作为停车行业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大会肩负了行业总结和展望的重要使

命，对推进停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推动停车政策进一步完善，提升社会对

停车行业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停车建设发展论坛

中国城市停车建设发展论坛由中国老旧小区暨建筑改造产业联盟、中国重型

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员会以及上海市建筑学会共同联合举办，全国

各地的政府人员、地产、规划设计、停车场建设企业代表等应邀出席，与专家

学者及企业代表进行学术交流、案例分享，共同探讨“停车难”的解决方法以

及停车行业的发展之路。

历届部分参展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智能化

停车设备

停车

自动化系统

智慧停

车设备

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

智能充电及

充电设备

停车配套

技术与产品

停车

管理系统

停车检测 

保养设备

展位价格 ( 以下单价不含 6%VAT)

标准展台 :  1, 600 / 平米 (12 平米 起租 )

光地展台 :  1, 500 / 平米 (40 平米 起租 )

 2017 国际 （上海）

2017 International
Urban Parking Expo Shanghai

1 0 . 3 1 - 1 1 . 0 2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城市停车博览会

2017   国际（上海）
城市停车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