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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2016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E3 自动售货机 自助终端 智能快递柜 智能零售 

时间： 2016年3月9-11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3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CVS Shanghai 2016 圆满闭幕 

• “第13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历时3天，于3月11日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顺利闭幕。展会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天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深圳电

子行业协会协办，上海市多媒体行业协会、北京奥维智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工商联物联网产业

商会支持。展会覆盖自动售货机、自助终端、智能快递柜、票据打印、智能零售5大板块。 

• 展会三天共接待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伊朗、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西班牙、泰国、巴林、俄罗斯、巴基斯坦、菲律宾、德国、法

国、意大利等7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观众共17,263人次。不少厂商和供应商现场达成合作共

识，展会现场丰富的体验活动，精彩的论坛分享，让展商、观众满意而归，并对于中国国际自助服

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的专业性和互动性表达了高度的认可。 

• 展会现场举办多场专业论坛和活动：第13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开幕

式、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成立大会、2016世界自助终端大会、中国

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2016第十三届自动售货行业研讨会，2016第

二届智能快递柜行业发展论坛，2016 第一届中国情趣（成人用品） 自贩产业国际

交流会议、智慧城市 智能生活 论坛，近百位行业权威人士与上千位观众出席，专业的分享，

贴近实际的主题，多元化的内容得到了展商和观众的积极响应，会议室座位始终供不应求。 



展商分析 Exhibitor Analysis 



•  中国内地、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美国、日本、马来西亚、韩国、

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近200家 展商参展。 

• 知名厂商包括：富士冰山、雷云峰、澳柯玛、白雪、金码、巨捷、

金吉、富雷、富士通、华海达、宏电、CPI、JCM、三电、中吉、以

勒、映瀚通、金禾、仁基、互帮、西野、华伟伟业、名胜、宜龙、

ITL、全家、锐谷、才茂、柏嵩、雄伟、建基、祈飞、富士宝、祥饮、

华北科技、德沃、诺达佳。 

展 商 概 况  



展 商 满 意 度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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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展会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金禾自助披萨机的面市引起了热烈反响；

主办方在整体组织、策划方面很到位，展会观众的流量也非常大。期待下一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展。” 

“中国的自动售货机从初春萌芽到茁壮成长，转眼间已度过十几个春秋，伴随着售货机成长的行业展会也已成功举办13年，作为一个连接

市场和供应商的纽带，展会为行业的成长和发展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希望展会能够不断贴近市场需求，引导行业方向，并由衷的祝愿

行业展会越办越好！” 

——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海鹏 

—— 上海金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峨峰 

展 商 反 馈  

“在今年的上海自助展，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正式成立，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也

非常荣幸的当选首届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会长单位。在2016年，我们还会继续以行业先锋的

姿态，以“创•变•超越”为主题，引领行业前沿，将智能物联、近场通讯、人机互动技术完美融合，与行业伙

伴一起共创中国自助产业的辉煌未来！” 

——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选施 



“今年NAMA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

次展会现场，美国自动售货协会与很多中国企业建立了联系，他们希望将公司的产品和业务延伸到美

国。并且通过此次展会，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到目前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的发展状况，为将来寻找新的合

作伙伴打下了基础，非常感谢主办方，我们热切地期待在下届展会继续相见。” 

—— 美国自动售货协会 副主席 Mr. Dale Louis Potter, II 

展 商 反 馈  

“一群敢为人先的开拓者，通过十余载的共同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熟悉、接受、运用起智能设备终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了智

能终端带来的便捷的生活方式。作为智能终端最具代表性的自动售货机，已经在各行各业给需求者带来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于

此，自动售货机也进入了新一轮的更具成熟性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如何让需求者选择符合自身需求或开发自身需求的智能终端硬件

成了行业服务和研发的新课题。优米：便捷生活的倡导者，智能硬件整体解决方案制造商，将继续努力为需求者推出更多符合其实

际需要的商用智能硬件。也期待更多新老需求者再次通过“国际智能产业展”相聚、认识、一起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领域。” 

——杭州优米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玲毅 



观众分析 Visitor Analysis 



国内观众TOP10排名 

海外观众TOP10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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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众 业 务 性 质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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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20.3% 29.7% 

0.2% 
其 他 

自动售货机产品 
自动售货机、OCS咖啡机 20.10% 

硬币器、纸币器 7.30% 

食品、饮料类快消品 6.50% 

传输、矩阵、3G模块 4.40% 

锁、弹簧、机箱机柜等配件 3.00% 

智能自助终端产品 
自助终端设备、自助查询终端 10.50% 

ATM取款机、自助缴费终端 6.20% 

POS、票据及条码打印设备 3.60% 

智能零售产品 
O2O智能零售解决方案、智能支付、营销管理软件 5.4% 

触摸、识别、感应技术 4.1% 

广告机、户外机、触摸一体机 3.7% 

投影显示、LCD、LED、OLED、3D裸眼、透明技术 3.6% 

安防系统 3.0% 

商用路由器、商用WIFI 2.4% 

APP、软件、发布系统、内容设计与开发 2.2% 

ELS电子货架标签、RFID 1.3% 

观 众 感 兴 趣 的 产 品  

8.5 % 
智能柜产品 
智能快递柜、生鲜自提柜、智能存包柜 8.5% 



观 众 观 展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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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展会，我们领导了解到展会的信息之后派我过来参观。我们主要想寻找自
动售货机设备供应商和运营商的一些信息。感觉这个展会非常专业，观众挺多的，希望展商能更
多的展出新机型。 

—— 王钛，可口可乐苏州公司 

通过网络搜索得知这个展会的，今年是第二次过来参观，对自动售货机行业感兴趣，希望了解
这个行业的信息，寻找一些投资机会。这个展会挺专业的，希望今后能够越办越好。 

—— 周培林，汇劲科技董事长 

观 众 反 馈  

我来自哥伦比亚，这是我第一次来参观这个展览会。希望在展会上寻找到自动售货机相关产品。我们
公司将会在哥伦比亚开展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觉得这个展会很不错，希望之后能够了解到更多展会的
信息。 

—— 哥伦比亚，海外观众 

我来自印度，从行业伙伴那里得知这次展会的信息，所以过来参观。我们想了解自动售货机以及支付
系统解决方案，已经在展会现场找到合适的产品。这个展会比我参加过的其他展会各方面都更专业，
非常好。 

—— 印度，海外观众 



现场活动 Onsite Events 



主办单位：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自助售货行业分会成立大会 1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开幕式及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2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2 
2015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创新机型奖 

杭州以勒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 

天津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畅销机型奖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中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以勒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金码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兴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米泉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 

天津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风云人物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陈治宇 

天津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李雷 

湖南中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明炬 

CPI公司-王新宇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张海鹏 

杭州以勒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周玲毅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优秀新人奖 

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江辉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张德强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山水奖”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最具潜力企业奖 

常德津沅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源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首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云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畅途自动售货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斯坦德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寻路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市洞庭山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 

泰山企业(漳州)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立趣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伴侣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最具潜质经理人奖 

杭州以勒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胡志涛 

泰山企业(漳州)食品有限公司-刘京明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沈哲明 

湖南中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熊霞丽 

上海闽灏实业有限公司-张云 

2015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创新服务奖 

北京悠米盒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全鲜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产品服务特殊贡献奖 

东洋饮料（常熟）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最佳支付伙伴奖 

微信支付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支付应用特殊贡献奖 

支付宝 

2015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支付“新生力量”奖 

百度钱包 

获奖名单 
( 排名不分先后） 



2016第十三届自动售货行业研讨会 3 

Mr. Dale Louis Potter, II, 美国自动售货机协会副主席 

杨昕慧，明机器人首席运营官（COO）兼联合创始人 

自动售货机行业商品与运营企业上下游供求服务现场对接会议 

演讲嘉宾：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6 第二届智能柜行业发展论坛  4 

郭东峰，速递易 市场拓展总监  

陈尔文 ，靖哥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邹建华，递易 创始人兼CEO、百米汇联合创始人 

Gavsi Ozarpak，佐敦全球市场开拓总监 

张翼，海尔集团日日顺乐家创始人兼常务副总裁 

演讲嘉宾：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6 第一届中国情趣（成人用品）自贩产业国际交流会议 5 

纪云，郑州伴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海楼 ，常州源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云山 ，杭州以勒自动售货机制造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  

李忠钦 ，杭州潮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霞丽，湖南中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演讲嘉宾：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香港华侨华人总会青年委员会、上海闵行港澳沙龙、 

                 英美华人企业协会、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 

智慧城市 智能生活 论坛 6 

谭文红，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项目及开发顾问部负责人 

赵丽娟 ，冯氏集团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兼华东首席代表 

陈詠东博士， 基强联行投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刘伟洪，诺亚信托（亚洲）有限公司 董事公司 业务主管 

李根泰 ，康业国际集团行政总裁 

演讲嘉宾： 



媒体合作 Media Partners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媒体合作伙伴： 

活动合作媒体： 

行业合作媒体： 

主办方感谢所有媒体与合作伙伴的支持! 

官方媒体： 



       在数字化、云计算、物联网席卷的今天，如何让我们的

生活变得更智能？ 

     《智链》app交互电子杂志顺势而生，提供最新智能产品

信息、汇聚行业精英观点、展现智能改造实例、探讨行业重

磅话题，意在探索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并提供相应的智能改

造解决方案，让生活因为智能而更美好。 

       杂志以移动端为载体，顺应轻便化、电子化阅读趋势，

并且与上海国际智能产业展 （iFair Shanghai 2016）形成

O2O联动，为行业提供咨询、交易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智链》 
智能行业首本交互电子杂志 

手机版每单月10号上线 



现场掠影 Photo Gallery 





下届展望 Outlook  





谢 谢 THE END 

联系我们：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张锋 先生       

电话：021- 3339 2576 

邮箱：feng.zhang@ubmsinoexpo.com 

官方微信号：ifair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