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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CeMAT ASIA）是亚洲物

料搬运和物流技术行业最具规模的国际展会之一。作为德国汉

诺威国际物流展（CeMAT）全球系列展的一员，CeMAT ASIA始

终秉承CeMAT展会科技、创新及服务的先进理念，立足中国市

场，为各展商提供高端专业展示平台。自2000年首次举办以来

已成功举办18届，展会展出面积不断扩大，展品质量不断提升，

专业观众成倍增加，已然成为亚洲地区物料搬运和物流技术行

业发展的风向标。

2017亚洲国际物流展首次聚焦“智慧物流”，来自全球的600多

家知名企业重点展示了包括智能叉车装备、新兴物流机器人、系

统集成等在内的高新产品及技术，展出面积超60,000平方米，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当前，德国“工业4.0”席卷全球，中国同样

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大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已然成为中国

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2017年的展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

展商都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工业4.0应用产品及技术，上演了一场

智能制造的精彩盛宴。

2018年，CeMAT ASIA将继续在金秋时节如期而至，“智慧物

流”将全面升级，我们盛情欢迎您的加入。在这里，物流全行业

的国际关键角色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关于物流智能化、物流先

进制造、物联网以及物流4.0的当前潮流趋势。CeMAT ASIA将是

您精准定位全球目标客户的最佳选择！

智慧物流再掀波澜

超600家
展商

60,000 m²
展示面积

98,742
专业观众

105个
买家参观团

193场
商务配对会面

26场
专业论坛

CeMAT ASIA 2018 展会总览：

CeMAT ASIA 2017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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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内部物流外部物流

装载技术

包装与
订单拣选设备

物料搬运技术、
仓储技术与物流系统

机械搬运设备及配件

交通工程 内部物流系统与软件 物流服务与外包

仓储物流的完整系统和仓储车间设备
德马泰克、大福、胜斐迩、村田、冈村、Swisslog、TGW、
范德兰德、SFA、FIVES、中船、北起院、北自所、今天国际、
中鼎集成、鼎虎、中集、科陆、华章、中科微至、太原刚
玉、台朔重工、德逻辑、济南兰剑、盟立、普天、德马、高
科、HAENEL、BPS、信威、沈飞、卡迪斯、KNAPP、雅艺、东联、
十通、精星、音飞、世仓、安华、六维、晓宝、物豪、爱维斯、利
物、力卡、国宝鼎虎、派瑞特、日豪、梅特勒-特利多、金钟电
子、霍曼、阔福门业、佰德行、美国瑞泰、艾富来门业、北建、
旭洋、奇利

物料搬运和设备
林德、丰田、永恒力、科朗、小松、Kalmar、Fantuzzi、OM、曼
尼拓、TCM、斗山、力至优、伟轮、现代、合力、杭叉、比亚迪、
厦工、龙工、柳工、一拖、友高、台励福、凯傲宝骊、山推、上
力、卡斯卡特、丹纳赫传动、鼎虎、荷贝克、靠普、博索尼奥拉
茂、派若搬、美瑞帝CARREFFE、美科斯、吉鑫祥、浙力、山河
智能、如意、诺力、鼎力、中力、永合力、大库、凯尔麦克、美
国瑞泰、达成、凯卓力

输送设备及其配件
英特诺、威 雅、英特乐、德马、和进、嘉峥、一一通、
三铃工机、椿本、大康、伊东、同日、永利、阿波罗、宝
羽、Ambaflex、ITT、Portec、艾玛拉、哈柏司、福尔波

起重设备及其配件
安博、科尼、德马格、速卫、凯道、高博、斯泰尔、耶鲁、G.H
.、Gosan、KULI、HBC、Hetronic、JAY、Cattron-Theimeg、凯
伏特、NBB、AUTEC、八达、三马、双鸟、华德、诺威、冠亚

内部物流系统与软件
ZEBRA、东芝泰格、辛那提克、P+F、康耐视、巴鲁夫、易福
门、爱鸥、ISA、上尚、富士通、卓越、南开戈德、先达、希
创、天梭、Wolco、招商迪辰、博科、金东康世腾、Cab、寺
冈、Marc、Global、Datalogic

仓储机器人&AGV
ABB、Fanuc、Egemin、Axter、Bluebotics、Oppent、SEW、Sch
abmüller、Kollmorgen、MEIDEN、快仓、极智嘉、海康、怡丰、
艾瑞思、锥能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参与历届展会的知名展商

主题板块：

AGV

丰富主题展区
覆盖物流行业

系统集成与
         解决方案

输送分拣设备
机器视觉

起重设备及配件

包装设备

叉车及配件

工业4.0物流机器人

AUTO-ID

CeMAT ASIA一直致力于站在行业前沿，为物流企业打造最优质、最尖端的展示平台，为物流专业观众呈现最前沿的产品、科
技与理念。2018年，CeMAT ASIA将再次迎来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采购商和行业专家，加入我们，您将再次赢得向全世界、全
行业展现全新产品和优质服务的契机。

德马泰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Dr. Jens Hardenacke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 CeMAT ASIA 盛会。CeMAT ASIA 展
会为我们和许多业内人士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且通过这次
展会我们和众多潜在客户建立了联系。希望 Cemat 展会越
办越好，将来有机会继续合作。

展商评语

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   
设施规划总监   陈先生

陪伴 CeMAT ASIA 走过第三个年头，从 2015-2017 见证了 CeMAT ASIA 成长为国内物流行业专业性最强，市场价值最高，
精英最集中的行业沙龙。精彩的展会内容带来了不一样的前沿资讯，向我们完美诠释着科技驱动未来！因为 CeMAT 
ASIA，让我们与多家供应商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也因为 CeMAT ASIA，让我们又结识了很多新的合作伙伴，给公司带
来了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此次展会收获颇丰，感谢有你！
CeMAT ASIA 2018 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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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分类，全方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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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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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AT ASIA 秉承 CeMAT 展会科
技、创新及服务的先进理念，立
足中国市场，着力打造一个多角
度展示企业、深层次实现交流、
全方位促成合作的多赢平台。

用户行业的全面吸引：

从物流企业、工业制造商到商贸企业，邀请全球用户行业共同参与其中。

1买家参观团：

为有需求的用户企业参观团及
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
的海外参观团提供优质服务，
帮助用户快速到达场馆、精确
定位展商、成功建立联系。 4
5

同期主题论坛：

2017 年，CeMAT ASIA 现场论坛数量创下历史新
高，围绕 10 大主题行业共 26 场论坛顺利召开。
主办方倾力打造的 CeMAT ASIA 创新沙龙，为展
商、观众、媒体提供了一个中立、开放、自由的
交流平台，超过 4000 名业内专家在这里碰撞出
一个又一个创新的火花。

六大同期工业展的协同效应：

3商务配对：

针对您的目标用户行业，主办方
为有需求的观众一对一配对潜在
买家，到现场面对面交流。2017
年，主办方共组织了 193 场洽谈，
超过 80% 的特邀买家达成采购
意向。

2新媒体平台：

主办方每周都会对于行业新闻以及展商动态进行微信
推送，展会前期更会有如幸运转盘、推荐朋友、拆
礼物等在线活动的展会预热，这些都受到了粉丝的
热烈推崇和阅读。同时针对海外用户，主办方开通
Facebook 主页，吸引了近 4 万名粉丝的关注。

CeMAT ASIA 创新沙龙

CeMAT ASIA 2017 创新沙龙以“ 智慧物流” 为主
题，聚集各方精英贤能，来自 Fraunhofer IML、同
济大学、海尔、京东、招商美冷、OTMS 等组织与
企业和国内知名协会的超过 30 位沙龙大咖在为期
3 天的活动中，围绕全球物流市场、冷链成本、企
业转型、服装物流、新能源物流车等精彩话题，奉
献各自的真知灼见，吸引了超过 4000 名听众到场，
共同推动物流行业在智能化的目标下，破浪前行。
2018，创新沙龙将再次启航，等待您的真知灼见。

价值实现：

行业品牌标杆，多方共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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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亚洲国际物
流技术与运输系
统展览会
物料搬运、自动化技术、运输系统和
物流的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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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解放军总后勤部

国家物资储备局

中国包装联合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CITA)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中国铁道物资流通协会

中国物资储运协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上海市物流学会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

德国机械制造业联合会(VDMA)
下属物料搬运和物流技术委员会

美国物料搬运行业协会(MHI)
亚太物流联盟 (APLF) 
欧洲物料搬运协会 (FEM)
中美总商会

支持单位

组织单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北京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C座1509室
联系人：马增荣 先生
电话：010-6839 2236
邮箱：hzb@cflp.org.cn
网址：www.chinawuliu.com.cn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号楼11层
联系人：张伟光 先生
电话：010-6879 9042
传真：010-6879 9026
邮箱：zhangwg@cmes.org
网址：www.cmes.org.cn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
百安居浦东商务大厦301室
联系人：汪萍 女士/朱海昆 先生/
陈飞 先生/王宸 先生/程珉奕 小姐
电话：021-5045 6700转227/331/313/283/236
传真：021-6886 2355/5045 9355
邮箱：cemat-asia@hmf-china.com
网址：www.cemat-asia.com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Messegelände  30521 Hannover, Germany
联系人：Carsten Fricke 先生/Kim Touray女士
电话：+49-511-89 32113/31118
传真：+49-511-89 39681
邮箱：carsten.fricke@messe.de/kim.touray@messe.de
网址：www.cemat.de/home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是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和意大利米兰展览公司的合资企业。

2018年11月6 - 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