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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装备、供应链一站式解决方案

关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

的政策措施，完善电子商务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快递物流标准化智能化设备高效提升，

优化电子商务配送，提升快递物流末端服务能力，发展快递物流绿色包装生态链，促进电子商务

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ESYE CHINA 2022作为快递物流业一年一度行业盛会，以“科技创新、科技赋能、智能制

造、绿色环保”为主题，将围绕，快递物流与供应链、自动化装备、AGV机器人、信息化设备、

新能源物流车、智慧物流、冷链物流、内部物流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打造集“展示、商

贸、学习、交流”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覆盖，引领行业专业综合服务平台！打造高标准国际化的快

递物流生态圈。本届展会将以30,000平方面积，450家行业企业参与，预计超过36,000名专业买

家，专为快递物流行业定制化，新技术、新装备与全新解决方案。

ESYE CHIN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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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与供应链      ◆能源能物流车/快递专用车    ◆AGV机器人产业    ◆自动化装备

◆内部物流装备与技术    ◆冷链物流与制冷装备           ◆ 绿色物流包装       ◆信息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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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输车、厢式货车、邮政物流车、冷藏车、电动专

用车、客厢运输车、卡车、挂车、牵引车、物流车融资

租赁、动力驱动系统、零部件、充电桩等；

三、新能源物流车

4.1、包装容器及材料：瓦楞纸箱、周转箱、木箱、塑

料托盘、集装袋、填充袋、缓冲包装、缓冲填充物、塑

料编织袋、快递塑料袋、快递布袋、封箱塑胶带、封箱

纸胶带、封箱胶、蜂窝纸制品、纸护角等；

4.2、产品包装设备：纸箱自动成型机、折纸机、装箱

机、封箱机、捆扎机、封口机、热收缩包装机、封箱捆

扎包装线、卧式自动包装机、立式自动包装机、智能后

道包装系统、（液体、粉末、粘稠体、颗粒、固体）包

装设备等；

四、绿色包装展区

一、

金融投资、金融租赁、金融保险、人力资源、法律服

务、培训机构、学校等相关机构；

五、互联网金融服务

益生产品类

六、智慧物流技术与装备、
     冷链物流及制冷设备等

快递企业、云仓、无人仓、城配企业、产业园区与基

地、仓储服务与地产、物流金融与租赁服务等；

一、快递物流与供应链展区

2.1、自动拣选：分拣系统、输送系统、传输系统、伸缩

机、自动码垛系统、称重设备、测量系统及设备、安检

机、捆绑技术、自动出货系统等；

2.2、智能搬运：AGV机器人、RGV机器人、仓储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叉车、电动及无人叉车、工业车辆、

升降设备、机械手、电池、电源、电机、充电设备及配

套零部件等；

2.3、自动识别：电子标签、FID、终端设备、识别及读

写器、打印机、视频监控系统、图像扫描、异性分离系

统、无线传感器等；

2.4、智慧仓储：自动化立体库、货架及货架设备、托

盘、中空板、周转箱、工位器具、料箱、脚轮、工业风

扇与通风系统、控制系统和设备、制造执行系统、ERP和

PPS系统、仓储管理软件、仓储控制系统等；

2.5、智能配送：无人机、配送机器人、智能快递柜、智

能信报箱、自提柜、智能寄存柜、智能配送柜、生鲜配

送柜、便利柜、自助包裹终端、红外感应、管理系统

等；

二、智能自动化展区

展品范围



主题展版块
这里，呈现产业前言，深耕细分市场

2022上海国际AGV机器人产业展 2022上海国际新能源物流车与绿色城配展

2022上海国际绿色物流包装产业展 2022上海国际冷链物流与制冷设备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流建设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如何更

高效、更环保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物流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重要问题。在绿色物流建设中，从包装、运输、末端一系列绿色

新产品、新设备、新模式的创新实践，打造全链路绿色物流解决

方案。通过构建城市的绿色物流生态圈，推进绿色物流快递城市

的普及化、常态化。

十四五期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发展冷

链物流,统筹物流枢纽设施、骨干线路、区域分拨中心和末端配送

节点建设,完善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设施条件”,可

见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冷链物流发展将成为重要发力

点。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历届参展企业

AGV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快递业、邮政业、物流行业降本增

效带来重大机遇。智能仓储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深

度融合，通过应用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自动搬运与输送系统、

自动识别系统和自动分拣系统，提高输送和分拣效率，提升仓库

管理水平，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民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推动下，我国快递业及

物流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在安全标准、排放法规和环保

经济性要求不断提高的作用下，快递业及物流企业对城市、城际

物流用车的各种使用需求也持续提升， 政府以政策推动物流车电

动化的同时，物流及电商企业也出于自身发展前景，布局加快物

流车电动化步伐。



同期活动及会议
把脉市场热点，展望行业发展

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高品质的论坛
和活动，直击快递物流、物流供应

链、仓储服务与地产、云仓、中转
站、智慧物流、仓配一体化等多个主

题， 分析市场热点、解读实践案例、
前瞻 产业趋势，打造行业交流分享的

思想盛宴。

同期论坛规划

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01 02 03

04 05 06

2022快递业服务与发展创新论坛(上海)
时间：2022年3月17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2中国仓储物流服务与地产高峰论坛
时间：2022年3月17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2国际物流绿色包装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2022年3月1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2智慧仓配一体化建设与服务
高峰论坛
时间：2022年3月1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2冷链物流与供应链服务论坛 
时间：2022年3月1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2国际快递中转智能装备升级论坛
时间：2022年3月1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届展会回顾
这里，以数据说话，起止专业于大

2021大数据

8500m2
展示面积

139家参展企业

观众涉及20多个行业，

国内买家13,600人次

18个专业买家团

4场行业论坛及活动

论坛参会总人数达1500人

快递物流               仓储服务             快递/物流转运中心            货运代理              邮政物流   

电子商务                 新零售                   鞋服/快消品                 交通运输            日化/化妆品

观众职位分析（排名前五）

项目经理/部门主管

采购部

总裁/总经理/董事

市场/研发部

中转站经理/物流供应链负责人

48.86% 

27.91%

19.6% 

16.15% 

3.73% 

上海快递物流展是快递物流行业
的盛会，每年一届，在这里的新
老客户都会来参加，在这里大家
展示各自最新的产品、技术、服
务，交流行业的最新应用，都获
益匪浅。衷心地祝愿上海快递物
流展可以越办越好，会有越来越
多的新老客户参加。

我认为每年一届的上海快递物流展是
我们整个快递物流行业的盛会之一。
每年的展会上可以看到许多老朋友，
那些传统的品牌、大公司都在展出许
多新产品，也看到许多新公司，以及
一些国外的企业也加入了展会，希望
展会能越办越好，给我们中国快递物
流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与平台。

我们在上海快递物流展现场见到了
很多行业知名的品牌与供应商，这
些企业都可以与我们进行整合，为
客户提供新的技术及解决方案。上
海快递物流展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
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未来产品需求
的平台，通过我们的精心准备，为
广大观众带来最好的产品与服务。

展商评语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马小龙 上海区总经理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田民芽  副总裁

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
许宝燕 中国区地面操作部副总裁

网罗10类专业观众



www.shesye.com

上海国际AGV机器人产业展  |  上海国际新能源物流车展  |  上海国际绿色物流包装展  |  上海国际冷链物流与制冷装备展

联系我们

参展联系

联系人：华 涛

手机：18602163857

电话：021-67651295

E-mail：ht887423@163.com

参观咨询

联系人：张家龙

电话：021-37668966

E-mail：545808344@qq.com

立即预订展位

加入快递物流业盛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

上海市仓储与配送行业协会

上海市物流协会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物流与供应链服务专业委员会 

上海信世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上海德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浙江省快递行业协会

江苏省快递协会

安徽省快递协会

河南省物流协会

合作单位

中国电商商务研究院

中国日化品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