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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时间： 2015年9月16-1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出总面积：20,000平方米     

参展商数：250家 

展品
内容 

自动售货机 

自助终端 

同期展会： 

上海国际智能产业展 

（iFair Shanghai 2015） 



展会数据  

观众数量 

22,077 
人次 

海外观众 国内观众 

19,869 
人次 

2,208 
人次 

人数增长 

91% 



2015展会圆满闭幕 观众人数增长91% 

•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 历时3天，于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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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媒体行业协会主办，上海天

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协办，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北京奥维智信科技有限公司支持。 

• 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超过250家参展企业。展会集展览、会议、培训为一体，精彩纷

呈的现场互动体验，让展商、观众满意而归。 

• 展会期间共接待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观众共22,077人次，其中国内观众19,869人

次，海外观众2,208人次，总人数较去年相比增长91%，海内外观众数量和国家数皆创下展

会历届之最。这是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自去年合并收购上海国际智能展后，取得的巨大成

功，也充分印证了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22年的丰富办展经验、专业的办展模式和优秀的

服务品质。 

•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世界自助终端大会、智能快递柜研讨会、

中日自动售货机产业国际交流会议，中国自动售货机学院公益培训等现场活动，聚焦

行业热点议题，邀请行业权威人士与观众积极参与现场互动，观众纷纷驻足，现场座无虚席，场

面空前火爆。 



展商分析 Exhibitor Analysis 



展 商 满 意 度 调 查  

7.9% 

9.4% 

12.5% 

18.8% 

16.7% 

7.9% 

6.5% 

10.5% 

12.5% 

9.4% 

21.9% 

30.6% 

31.6% 

12.9% 

寻找新卖家 

寻找特许人/代理授权商 

开拓新市场 

推出新产品 

建立品牌形象 

收集市场讯息 

巩固与买家/伙伴的关系 

完全达到 颇为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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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家 展商参展。 

• 富士冰山、雷云峰、澳柯玛、金码、久保田、米泉、金吉、富雷、富士

康、快易点、白雪、瀚泰、富士通、华海达、证通、宏电、CPI、JCM、

三电、兴元、中吉、银盒子、以勒、乐天、乐栈、东城、嘉丰、映瀚通、

东创、松下冷链、钱林、东原等知名厂商加入。 

展 商 概 况  



“今年的展会盛况空前，我们中国自动售货机人欣喜地看到了行业的成长和发展。参观者的数量和质量都在预期中稳步提升。同时，

博华公司的介入有力地拉动了本次会展服务的整体水平，使得不论是参展商还是参观者都享受到了国际高水平的服务。为整个展会

提供了一个繁忙而又和谐的氛围！期待着中国自动售货机展就像这个行业一样，步步高升，越办越好！” 

“祝贺2015年第12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中我公司取得了满意的参展效果，新产

品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展会现场及澳柯玛专场晚宴锁定了大批订单。期待2016年与业内朋友再次在上海相见，祝愿下届展会

及行业取得跨越式创新发展！” 

——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部经理 邢正华 

—— Crane Payment Innovations 中国区总监 王新宇 

展 商 反 馈  

“每年一次的自贩机展会已经办了12期，每年的展商都能推出新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特别是今年，自贩机的商品销售范围

已经可以涵盖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每次参展都深有感触与借鉴，自贩机行业的春天已经到来。展会无疑给每个展商带来

更多的参观与合作，作为有行业使命感的企业，富士冰山会一路相伴，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期待着明年上海与大家再次相

聚！”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荒川泰彦  



“今年的展会盛况空前，我们中国自动售货机人欣喜地看到了行业的成长和发展。参观者的数量和质量都在预期中稳步提升。同时，

博华公司的介入有力地拉动了本次会展服务的整体水平，使得不论是参展商还是参观者都享受到了国际高水平的服务。为整个展会

提供了一个繁忙而又和谐的氛围！期待着中国自动售货机展就像这个行业一样，步步高升，越办越好！” 

“祝贺2015年第12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中我公司取得了满意的参展效果，新产

品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展会现场及澳柯玛专场晚宴锁定了大批订单。期待2016年与业内朋友再次在上海相见，祝愿下届展会

及行业取得跨越式创新发展！” 

——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张海鹏 总经理 

—— Crane Payment Innovations 中国区总监 王新宇 

展 商 反 馈  

“每年一次的自贩机展会已经办了12期，每年的展商都能推出新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特别是今年，自贩机的商品销售范围

已经可以涵盖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每次参展都深有感触与借鉴，自贩机行业的春天已经到来。展会无疑给每个展商带来

更多的参观与合作，作为有行业使命感的企业，富士冰山会一路相伴，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期待着明年上海与大家再次相

聚！”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荒川泰彦  



“祝贺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圆满闭幕，本次展会加深了中日两国自动售货行业的

交流和沟通。今年，有众多日本企业参加了本次展会，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JVMA）也在展会现场与中国自

助售货产业联盟举行了第二轮交流会议。 

    截止目前，中国仅有十万台自动售货机，这意味着自动售货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直到2010年代末，中国自

动售货机的数量将会有50-100倍的增长。自动售货机将会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日本自动售货行业的代表，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将与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

促进中日自动售货行业交流而努力。” 

“展会主办方组织的非常好，现场很多观众都对自助售货行业感兴趣，我们非常感谢主办方专业的服务。展会现场举办的中

日自动售货机产业国际交流会议很有帮助，听后获益良多。希望明年还能有机会参加中国国际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

展。” 

—— 美国自动售货协会  代表 Jeff Parks 

—— 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 专务理事 黑崎贵  

展 商 反 馈  



观众分析 Visitor Analysis 



观 众 业 务 性 质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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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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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8.6% 

10.3% 

15.4% 

安防 

行业咨询/媒体/协会 

广电/医疗 

展示馆/厅 

租赁/舞台承包商 

进出口/代理 

公共交通 

弱电工程/安装 

市政/金融 

娱乐/餐饮 

营业厅/交易所 

酒店 

饮料/食品 

终端用户 

软件开发、设计 

系统集成 

生产/运营 

传媒/广告 

零售/连锁 



56% 

44% 

2.6% 
其 他 

自动售货机产品 

自动售货机、OCS咖啡机 20.20% 

食品、饮料类快消品 12.20% 

硬币器、纸币器 7.40% 

传输、矩阵、3G模块 9.00% 

锁、弹簧、机箱机柜等配件 7.20% 

智能自助终端产品 

自助终端设备、自助查询终端 13.20% 

POS、票据及条码打印设备 11.00% 

智能快递柜、生鲜自提柜、智能存包柜 
8.80% 

ATM取款机、自助缴费终端 8.40% 

观 众 感 兴 趣 的 产 品  



33.5% 

27.9% 

12.9% 

12.0% 

11.2% 2.6% 

收集市场信息 

了解智能产业行业的发展 

寻找合作伙伴 

意向采购新产品和服务 

评估展会，方便日后参展 

参加展会同期活动 

在观众的观展目的中，33.5%为了收集市场信息，27.9%

是为了了解智能产业行业的发展，12.9%寻找合作伙伴，

12%是为了意向采购新产品和服务，11.2%评估展会、方

便日后参展，2.6%为了参加展会同期活动。 

观 众 观 展 目 的  



国内观众TOP10排名 

海外观众TOP10排名 

10.8% 

6.7% 6.6% 6.6% 6.1% 5.8% 5.5% 5.1% 5.0% 
3.7% 

台湾 马来西亚 香港 俄罗斯 日本 韩国 印度 泰国 新加坡 美国 

29.4% 

10.2% 
7.3% 6.9% 

3.4% 3.1% 
1.3% 1.2% 1.1% 1.1%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山东 北京市 河南 福建 辽宁 安徽 



南美洲 
3.5% 

非洲 
3.3% 

欧洲 
14.3% 

大洋洲 
3 % 

港澳台 
17.8 % 

 

亚洲（非港澳台） 

52.6 % 北美洲 
5.4% 

海 外 观 众 分 布  



今天是从山东特意赶来的，今年是第二年来参观展会。今年现场比去年的感觉更好，自动售
货机展区里，现场的新品机器更丰富了。之后参加现场的售货机论坛活动，希望听到更多优
秀有经验的运营商进行现场分享。 

—— 张小姐，山东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是第二次过来观展，三年前来过一次。这次主要是过来寻找自动售货
机和相关产品。展会办得相当不错，很专业，产品很丰富。我已经在这里找到了有意向的合
作商。 

—— 海外观众，澳大利亚 

观 众 反 馈  

今年是第一年来看这个展会，上海自助服务产品及自动售货系统展这个展会在亚洲算
是比较全面比较大的。这次来是着重想了解自动售货机的资讯和发展趋势，展会现场
信息很多样，很有收获。 

—— 汤先生，广东 



现场活动 Onsite Events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1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年度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1 
2014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创新机型奖 

北京富雷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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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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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澳柯玛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码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久保田自动售货机（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兴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米泉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 

天津雷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骏鹏易丰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十佳职业经理人 

CPI公司-王新宇 

北京银海之星商贸有限公司-鹿艳莉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吴晓阳 

顶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王震 

湖南金码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李汉钢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章春萍 

久保田自动售货机（上海)有限公司-袁杰 

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郭勇麟 

深圳友宝科斯科技有限公司-周江华 

英国ITL深圳代表处-王海 

2014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最佳商品供应服务（品牌）企业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康师傅控股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台福食品有限公司 
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汇源三得利（上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闽灏实业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最佳支付伙伴奖 

微信支付 

2014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 
支付应用特殊贡献奖 

支付宝 

2014年度中国自助售货行业 
风云人物 

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销售有限公司-陈治宇 

CPI公司-王新宇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周晓东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王志俊 
湖南中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明炬 
上海闽灏实业有限公司-程书纯 
上海一町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祁海明 
福建骏鹏易丰商用设备有限公司-王瑞发 

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终身贡献奖 杨炎平 先生 

2014年度中国自动售货行业“山水奖”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 

2015年世界自助终端大会   
—— 暨世界自动售货大会，智能快递柜研讨会 2 

Jeff Parks，美国自动售货机协会代表，美国南方休闲食品及服务公司总裁 

沈哲明，总经理，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中国自动售货行业网 

郭东峰，（速递易）市场拓展总监，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尹小东，总经理 ，苏州斯坦德商贸有限公司  

竹田清昭，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社长  

演讲嘉宾： 



主办单位：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 

中日自动售货机产业国际交流会议（第二轮） 3 

中日自动售货机产业国际交流会议是中日两国间目前级别

最高、规模最大的行业峰会。2015年6月15日中日双方正

式建立相关交流机制，并组织了首次相关交流活动。本次

会议为双方间的第二次正式交流活动，届时两国行业代表

将就行业内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促进两国行业间的

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 

中国自助产业联盟对外交流中心主任   王新宇 

日本动贩卖机工业会 会长  竹田清昭 

日本自动贩卖机工业会事务局长  天满直树  

日本自动贩卖机工业会专务理事  黑崎贵 

友宝自动售货机市场总监 李舒 

中国自助售货产业联盟 理事长 张选施 

讨论嘉宾： 



SMARTDAY 未来生活体验馆 4 主办单位：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奥维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多媒体行业协会、中国广告协会户外分会 

智能零售、智慧教育、智慧酒店、智慧餐饮、智慧交通实景体验 



媒体合作 Media Partners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媒体合作伙伴： 

行业合作媒体： 

主办方感谢所有媒体与合作

伙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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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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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掠影 Photo Gallery 





2016展望 Outlook fo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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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