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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China 2018
胜利闭幕

2018第9届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暨广州国际先进

制造与智能工厂展览会LET China于5月25日成功落下帷幕，来自国

内外近300家顶尖物流技术企业，重点展示了包括智能叉车装备、新

兴物流机器人、系统机器人、智能工厂方案等在内的高新产品及技术，

展出面积为20000平方米，三天共吸引32590人次专业观众。

LET China作为华南最重要的行业专业展会，今年一样吸引众多重量

级的采购商及品牌展商亮相。国内电子商务的急速发展，带动了电商

仓储搬运机器人的高速发展。众多类kiva机器人，例如：快仓、海康

机器人、牧星、艾瑞思、爱啃萝卜、井智高科、若步、盈科视控等在

现场进行了精彩的展示，人气独领风骚；传统叉车以及智能搬运AGV

的技术碰撞，无人化、智能化、绿色搬运技术已成为发展趋势。现场

永恒力、力至优、杭叉、伟轮、中力、远能、有光图像、未来机器人、

大隆等展示锂电快充技术的革新、激光slam无人导引等技术，观众源

源不断；物流行业重中之重的系统集成商们也高度聚焦华南市场大环

境，包括德马泰克、井松、顺力、欧米瑞等都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着

力关注华南市场用户需求特征，量身展示现代物流最先进技术解决方

案，与华南用户一起携手共进，共同呈现华南物流技术应用盛况！

展会同期，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邀请了接近百余家行业专家和学者

围绕“智能制造·智慧物流”进行研讨，其中，一年一度“智慧物流大会-

金蚂蚁颁奖盛典”再一次成为了全场最大的焦点之一，树立物流人行

业榜样，推崇物流技术更新换代代表群体，智慧物流大典再一次吸引

了近500名物流总监一起共讨当前实业物流的变革。

LET China主办方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与CeMAT ASIA主办方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强强联手，立足华南市场、着力打

造一个多角度展示企业、深层次实现交流、全方位促成合作的平台，

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行业的发展与共赢持续努力！

20,000平方米 
展会规模

近300 家
 知名展商

  32,590 人次

专业观众



金蚂蚁亮点

  “推崇榜样，引领变革，传递正能量”2018第三届中国智慧物流大会暨中国物流行业金蚂蚁颁奖

盛典在5月23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盛大举行，大会以“为智能而改变，为物流而进化”为主题，为

物流业界破局难题，发挥物流业集群智慧，共同推动智慧物流共建共享融合发展，共创物流行业

未来新风向，来自食品、医药、3C、汽车、鞋服、日化、电商、零售、物流、家电、玩具、造

纸、家具、照明、建材等行业近500名物流总监亲临大会现场，一起解读行业趋势，共同探索物

流前沿，共享物流领域新理念、新模式、新布局、新技术，为智慧物流发展探索新出路，为企业

寻获智慧物流综合解决方案。

赞助商/演讲企业来自(部分):

智能、绿色搬运空前火热

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招工难越来越严重，

传统叉车行业正面对新的变革，探索未来发

展之路，现场永恒力、力至优、杭叉、伟轮、

中力、有光图像、未来机器人、大隆等不约

而同的推出智能无人叉车、新能源叉车、锂

电快充技术的革新、激光slam无人导引技术、

机械结构的高效，工业设计的硬性美，探索

力与美的融合。

聚焦“智能制造 智慧物流”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粤港澳大湾
区”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推动下、以华南为核心
的制造业面临全面转型升级，对工厂改造，
智能物流代理巨大市场商机，组委会适应企
业需求，同期举办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
（IMS）+，为智慧工厂生产、仓储、配送、
零售、供应链等企业上下游全面联通，为展
商和买家搭建了全产业链的商洽平台,现场资
源叠加，收效翻翻。 

系统集成——热点聚焦

工厂改造、智慧物流建设已是目前华南最热

的话题，包括德马泰克、井松、顺力、欧米

瑞、广州速威等都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着重

展现自家看家本领，去除同质化，着力关注

华南市场用户需求特征及企业痛点，量身展

示智能工厂、智慧物流现场应用技术解决方

案，成为现场的人气王。

物流机器人企业独领风骚

追随华南环境电商市场大趋势，众多类kiva机
器人在现场带来二维码导引的AGV小车群展示，

例如快仓、海康机器人、牧星、艾瑞思，爱啃

萝卜、远能、另外也有众多新军的诞生井智高

科、若步、盈科视控等，电商热度的整体需求，

带动了目前环境下技术结构的升级，并推动了

电商搬运机器人的转型升级，演化出新型快递

物流搬运AGV。

本届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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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蚂蚁颁奖盛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经理 张灿杰 
斑马技术参加LET China展会及会议活动合作已经有很多次了，不管从品牌宣传和接洽用户方

面，每次都有很不错的收获，物流领域媒体平台来说有一定的行业高度，以后我们还会选择

专业观众

嘉顿食品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物流及运作经理  谭先生

参观本届展会之主要收获是更直接了解最新物流发展.趋势与新技术新设备情况，可有助企业

自牫提升竞争力！特别是智慧智能物流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特别是专家学者同行演讲更直接

提供有价值的技术信息，我们也在展会期间采购了相应的物流设备，再次感谢组委会。

司米橱柜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总监  张先生

我觉得各方面都已经做的很好了，LET China正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正在不断推动华

南地区智能物流仓储建设，每一年我们都会组织各部门同事前来学习，今年我们还荣获了金蚂

蚁颁奖盛典的荣誉，感谢组委会，希望2019年越办越好！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物流管理经理  王先生

首先对这次展会的圆满闭幕表示热烈的祝贺！这离不开你们幕后组织人员的无私付出！每年都

有众多新产品、新理念、新技术汇聚于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能够有

效地协助供应商和用户相互衔接沟通，寻求改进我们自身的物流系统，感谢组委会。

展商分析

展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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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国家分析

现场满意度分析

中国台湾 1.57%
日本 1.57%
中国香港 0.78%
奥地利 0.39%

德国 1.57%
瑞典 0.39%
瑞士 0.39%
美国 1.18%

亚洲  96.07% 欧洲2.74% 北美洲1.19%

超过80%的展商表示现场成功买卖，或达成了合作意向。

中国大陆 99.22%

海外 7.8%

（包括港澳台地区）

来自现场的声音

欧米瑞（广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王丹红

欧米瑞今年首次参加LET China 2018，比预期的展出效果更加惊喜一些，本次展会我们展出智
能仓库物流系统iWMS、智能AGV、iAGV智能调度管理系统，Omniroll轮子在内的多种高科技产
品，现场引起行业的关注，展会收获不错，今后还会继续选择LET China平台展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汪奇健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今年第二次参加LET China，展会效果很好，现场人气很

旺，2019年将继续参加并扩大展出面积，与LET China平台共同进步，中大力德会继续在物流

行业开发出更多传动新产品供大家选用！



10..23%
0..58%
8..58%
1..95%
2..32%
2..21%
6..32%
10..21%
8..26%
13..28%
10..26%
3..63%
10..23%
1..20%
14..21%
10..68%
0..82%
16..32%
8..75%
4..52%
3..26%
2..96%
4..23%
7..26%
5..56%
1..62%
3..28%
2..09%

12,978
人次

11,943
人次

7,669
人次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32590

总人次

参观人次统计

观众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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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观众 60.90%

非本地观众 39.10%

国内观众 95.40%

海外观众 0.60%

国内观众

非本地观众

东北

西南

西北

华南 70. 80%

华东 17.65%

华中 5 .54%

华北 3.59%

1.21%

0.74%

0.47%

观众地区分布

.

非洲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38%

北美洲
美国 1..38%

阿拉伯 1.38% 
......

其  他  未  注  明   地  区
4.83%

欧洲 
德国 2.07%
......

亚洲 
韩国 9.66%
泰国 5.52%
日本 6.21%
新加坡 4.14%
马来西亚 17.24%
印度尼西亚 1.38%
印度 6.90%
越南 1.38%
巴勒斯坦  2.07%
......

港澳台 
中国台湾 7.59% 
中国香港 11.72%
中国澳门   13.10%

海外观众地区分布

第三方物流/货运代理

港口码头

电子商务

贸易公司

信息科技

包装塑料

3C/电子

纺织服饰

机械制造

家电业

建材装饰业

金属制品/五金

家居业

皮革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日化业

石油化工

食品饮料

建材/陶瓷业

玩具模型

烟草酒业

医疗制造业

印刷行业

造纸业

连锁经营

批发中心

政府机构、商协会

院校、教育、咨询

决策者

管理部门

专业员工

其它

13.72%

50.06%

33.72%

2.50%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由于部 
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 100%

观众行业分析 观众工作职能

观众分析 观众分析

*决策者：企业最高领导者或者采购管理的最高负责人

 管理部门：生产、制造、采购、物流、仓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专业员工：相关部门属下的专业员工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丽晶维珍妮内衣（深圳）有限公司

欧派集团物流中心

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京瓷办公设备科技（东莞）公司

芬豪香精有限公司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徐福记-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

三星视觉移动有限公司

雅洁五金有限公司

OPPO

风神物流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2.81%

4.85%

20.32%

2  6. 3 1 %  

23.32%

13.69%

3 3. 2 1 %

1 6 .2 5 %

*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 100%

参观团来自（部分）

参观展会的目的

采购

联络供应商与销售商

寻求解决方案

寻求合作

了解市场信息

寻求创新技术

参加会议

其它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卜蜂莲花

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有限公司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小猪班纳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零售百货有限公司

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纸品有限公司

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嘉顿食品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七乐康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顺德卓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18个买家参观团莅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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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信浓马达有限公司

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田-日捆储运（广州）有限公司

金龙鱼-广州益嘉物流有限公司

西门子变压器有限公司

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国美安迅

广汽荻原模具冲压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美的厨房电器

京东仓储

心宝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宝洁（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

高露洁棕榄（中国）有限公司

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观众采购决策权

8 2 %
超出80%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有采购决定权

评估/ 执行采购任务 
建议/ 收集采购信息 
不涉及采购决策

13.72%

50.06%

33.72%

18%

工业大数据/物联网
智能工厂整体方案
物流配送车辆
电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后道包装及材料
托盘/周转箱      
分拣输送系统
搬运设备/叉车配件
AGV及机器人
物流集成与信息化
仓储/车间物流设备           

5.45%
5.77%
4.37%
6.35%
4.39%
6.10%
8.87%
11.95%
14.58%
21.66%
10.50%

观众分析 展会组织 -买家参观团

*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
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 100%



部分论坛名单

·2018中国智能物料搬运暨新能源发展大会

·2018中国工业物联网应用大会暨中国数字化

  工厂及应用大会

·2018第三届中国智慧物流大会暨物流行业

  “金蚂蚁”颁奖盛典

·2018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电商物流核心

  竞争力峰会

·中国（广州）制造与供应链管理发展峰会

·2018第五届中国机器人应用与产业发展论坛

·2018中国智能包装工业发展大会

·第十三届亚洲托盘系统联盟会议&第二届中

  国托盘商业发展论坛

·物联网+冷链 - -第三届中国国际智慧冷链

  物流发展峰会

·2018广州国际智慧港航高峰论坛

>>>>>>
展会同期，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邀请了接近百余家

行业专家和学者围绕“先进制造·智能物流”进行研讨，

论坛数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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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场专业论坛

展会组织  -  专业论坛 展会组织 -商务配对服务



感谢以下合作媒体

支持媒体 合作媒体/ 合作网站

*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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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号)

2016年5月 2017年5月 2018年5月

粉丝数

25000

主办方每天都会对于展商动态以及

行业新闻进行微信推送，展会前期 
更有如展会同期活动预览、预登记

参观等活动为展会进行预热，这些 
都受到了粉丝的热烈推崇和阅读， 
使得展会官方微信“物流装备在线”
在这 3 年中有了飞速 的提升。

2017 年展会主办方总共发送微信推

文多达 200余 次，微信已经成为展

会 推广及行业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 
也是大多数观众和展商了解展会动 
态的重要窗口。

微信 
推送

微信粉丝数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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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展会的线上推广，吸引更多

专业观众前来参观，主办方充分建设

并利用官方网站，通过展商新闻推送

与展会动态更新， 吸引了数量众多

的观众关注，有力推动了展会在市场

的知名度。

未来，主办方将继续完善升级这一

平台，并充分利用展会在观众中的

热度，将其打造为主办方、展商及

合作伙伴共赢的对外窗口。

•官网在百度搜索结果达到3,410,000条，搜狗搜索结果达到54,847条；

• 2018年官网月平均浏览人次达到1,121人次；

• 2018年通过官网进行参观预登记人数达到4,469人；

新媒体推广  -  微信 媒体推广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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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瞬间   



展位预定回执表

LET China & IMS 2019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广州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览会

2019年5月29-31日

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产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司意向预订2019年展位：______________平方米                                                               

2019第10届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2019广州国际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览会

2019年5月29-31日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区  9.1馆  10.1馆  11.1馆

www.Chinalet.cn
www.intelligentmanufactory.com

联系方式：
汉诺威米兰佰特展览（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保利世贸中心C座1808室  邮编：510335
联系人：杨浩 先生 /黄璐 女士/李怡瑱 女士/王磊 先生
电话：020-89617180
传真：020-89617159

 *请注意本回执仅作为LET China & IMS  预留展位之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主办方将在收到回执后尽快呈上正式展位申请合同（具有法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