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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广州物流展·总览

智慧物流未来已来

2018中国广州物流展数据

20,000平方米

展会规模   

近300家 

知名展商   

218个

买家团  

10场

专业论坛

32,590人次

专业观众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简称：中国广州物流

展）是华南地区物流装备行业最具规模的国际展会，作为专业的物

流展，我们始终紧扣市场前沿，秉持科技、创新及服务的先进理

念，立足中国华南市场，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展示平台。自

2010年首次举办以来，展会已成功举办9届，展出面积不断扩大，

展品质量不断提升，专业观众成倍增长，已然成为华南地区物流技

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18第9届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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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展示了包

括智能叉车、物流系统集成、物流机器人、AGV、绿色搬运技术、

锂电快充技术、激光slam无人导引技术、智能工厂方案等在内的高

新产品及技术，展出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在三天的展期内共吸

引了32590人次到场参观，再创历史新高。在展会现场，我们还举

办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邀请了接近百余位行业专家和学者，

围绕“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的主题进行探讨，另外根据华南市场

用户需求特征，我们还为其量身定制应用技术解决方案，急用户之

所需，解用户之所难，与用户一起携手共同呈现华南物流技术应用

盛宴！

2019年，中国广州物流展将全面升级，由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

司与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强强联手，共同合资成立汉

诺威米兰佰特展览（广州）有限公司，凭着双方各自优势，丰富资

源，形成聚合效力，使之成为引领中国物流市场新的联动力，结合

CeMAT全球资源，让国际物流顶尖技术汇聚一堂，为华南市场打造

更高质量的企业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

推动并实现物流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将先进制造、物联网以

及工业4.0的最新理念应用于企业生产，中国广州物流展是您毋庸

置疑的最佳选择！



参与历届展会的知名展商

大福、胜斐迩、德马泰克、今天国际、西斯特姆、电
装、英特迩、COGNEX（康耐视）、爱鸥、斑马、基恩
士、碧彩、江苏高科、台朔、东杰智能、福莱瑞达、高
科、兰剑、合肥井松、Intelligrated、普罗格、安吉
智能、SFA、科陆电子、顺力智能、速威、欧米瑞、大
真、驿传、上海和进、浙江德马、友力智能、欣视景、
金峰

合力、杭叉、林德、永恒力、科朗、菱重、台励福、柳工、凯
傲宝骊、龙工、江淮、现代、斗山、海斯特、力至优、友高、
住友、恒力重工、伟伦、诺力、如意、吉鑫祥、中力、厦工、
大连、比亚迪、牛力、玛西尔、大隆、海迈克、搬易通、靖
江、开普、一拖、储力、华和、佳力、美科斯、鸥琵凯、骏
鸿、华南重工、中燕、乐吉腾、推山、舜工、先锋、赛弗力、
禾众智能、威士海、兰溪山野、海新机电、卡斯卡特、靠普、
法阿姆、宁德时代

ABB MAX 爱知 远能、井源、嘉腾、欧铠、怡丰、极智
嘉、快仓、海康、马路创新、未来机器人、艾瑞思、
技田、若步智能、爱啃罗卜、有光图像、国自、南
江、华睿、立镖、灵杰、普华灵动、力子、牧星、技
田、三发机电、四威高科、法勒、机 海通、同普、动
进、佳顺、井智高科、镭神智能、湘聚、运捷机电、
水岩科技、凤凰动力、华恒、沛远智能、科力光电、
北醒

中国邮政、亚马逊、顺丰、中外运、索斯沃斯、坦
能、开勒、国邦、保事达、台捷、快狗速运、云鸟、
心怡科技、叁立、万宝集团、易流、希际、金牌、嘉
得力、奇翔、瑞驰、斯堪尼亚、睿仕达、创和、向
荣、世通、隆丰

其他

物流机器人&AGV

仓储物流系统和自动化技术 叉车及配件

中亚机械、杭州永创、元旭包装、晓辉包装、固尔琦、天健包
装、宁士、精玖、杰曼、力卡、良才、雅琪、鹏威、炜田、炜
鸿、鹏威、招商路凯、希悦尔、汇久丰、派王、翔鑫、杰华、
英普、守肯、恒信达、星火、欧之可、比帝富、仁晖、力辰、
俊逸、小黄蜂、双瑞、特耐舒、富事达、粤兴、晨海、派卫
格、金泓宇、振基木器、美嘉隆、普拉托、维与智能、昱希、
极拓、信利达、东波、招商路凯、正基、瑞闽、诺信、捷运环
保、宏春木业

包装及托盘

展商/观众评语

首先对中国广州物流展精彩纷呈的同期论坛、金蚂蚁颁
奖典礼表示高度的认可，打破中国物流业传统，推崇榜
样，引领变革，传递正能量；另外，参加中国广州物流
展的观众来自全国，期待组委会未来能够邀请更多来自
全球不同地域的展商参展，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新产品新
技术。

在这次的中国广州物流展展览会上，我看到很多在仓
储物流应用上的新理念，新布局，新技术，想必对制
造业企业在提高生产水平和质量方面非常有帮助。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广州物流展组委会的现场服务质量
和服务设施很不错，希望组委会再接再厉，继续为参
展商和观众提供更专业、更高端的展会服务。 

康师傅-上海顶实仓储有限公司 

余先生 经营企划室 经理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唐先生 采购管理部 仓储管理高级经理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张灿杰 经理  

斑马技术参加中国广州物流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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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米瑞今年首次参加中国广州物流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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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 M S 、智 能 A G V 、 i A G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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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州物流展平台展出！的关注，展会收获不错，
今后还会继续选择。

欧米瑞（广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王丹红 市场部经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展品展示

专业分区，精准营销

包装与订单拣选设备

仓储技术与
车间设备

输送分拣设备

交通工程

内部物料系统与软件

物料搬运技术

仓储技术与物流系统
物流服务与外包

装载技术

AGV及配件

智能制造
智慧物流

周边设备

物流机器人

叉车及配件

物流系统集成

包装设备及材料

供应链管理及软件

托盘



为什么参加 
2019中国广州物流展

2018第三届中国智慧物流大会暨
物流行业“金蚂蚁”颁奖盛典

打破中国物流业传统，推崇榜样，引领变革，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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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企业拥抱智能制造创新趋势

物联网+冷链--第三届中国国际
智慧冷链物流发展峰会

2018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
电商物流核心竞争力峰会

共建多联互通电商物流生态圈

2018中国智能物料搬运暨新能源发展大会 中国（广州）制造与供应链管理发展峰会

绿色搬运、新能源、智能、创新、安全、可持续发展 智造供应链，协同创未来

冷链物流行业产业结构改革与升级

精彩活动剪影

来自食品、医药、3C、电子、汽车、鞋服、日化、家电、玩具、造纸、家具、照明、
建材、电商、物流、零售、供应链等等全面用户到会参观采购。

用户行业的全面参与

国际

协会
中国广州物流展与广州市物流技术与应用协会、
广东省日化商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州港
口航运行业协会、东莞市物流行业协会、佛山市
陶瓷行业协会等等超过上百家协会紧密相连，为
参展商在展销平台之外，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
源，帮助参展商在当地市场开拓业务。

中国广州物流展不仅立足广州，放眼华南，吸引
众多国内知名物流装备制造商，更是辐射东南亚
乃至西亚地区，成为了国际一流参展商的优质选
择。

活动
中国广州物流展同期活动更是精彩纷呈，如金蚂
蚁颁奖盛典、电商物流峰会、数字化工厂大会、
智能物料搬运大会、制造与供应链峰会、智慧冷
链发展峰会等二十多场同期会议活动，为参展商
提供了与专业观众交流、学习前沿技术、增进相
互了解的好机会。

华南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有众多
重要的终端用户产业，如3 C电子、汽车、新能
源、家电、L E D照明、家具、建材、玩具、电
商、食品、医药等，近两年，中国广州物流展到
会的专业观众及采购商数量均成高速上升态势。

买家

权威
中国广州物流展是由国家商务部、广东省商务
厅重点批复支持的专业物流装备与技术展，成
为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展览会之一。

商机
根据用户调查，在“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 0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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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改造、生产物流、自动化物流、供应链物流
等急需自动化设备与技术的支持，本土领先品牌
与国际知名企业群雄逐鹿，力求抢占先机。

创新
组委会适应企业现阶段工厂改造的巨大需求，特
增设“先进制造与智能工厂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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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
随着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与汉诺威米兰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合资成立汉诺威米兰佰
特展览（广州）有限公司，中国广州物流展与
CeMAT ASIA将形成南北联动的新格局，而来自德
国先进资源的引入更将放大这一联动效应，助推
华南地区物流行业更蓬勃的发展。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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