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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智能建築展覽會（SIBT）、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SSHT）
和中國（上海）國際智慧停車展覽會（Parking China）於 9 月 4 日成功
落幕，為期三天的展覽共迎來 25,837 位觀眾和 208 家參展商，總展覽面
積達 20,000 平方米。連同上海國際智慧辦公（SSOT）展區，四個主題
為參與者打造了一站式採購平台，涵蓋智能行業生態系統的多個熱門領域
，包括：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智能辦公室、智慧停車、
家居安全、暖通空調、節能、5G、智能社區和城市等。
本屆展會聚焦中國政府提出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新基建」以全面
打造數字經濟體係為戰略目標，將為智能家居、建築、辦公和停車行業帶
來龐大商機。
關於市場趨勢以及展會發展，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忠
順先生表示：「今年展會緊扣中國數字經濟和智能行業的發展脈搏，帶領
參會者捕捉『新基建』帶來的商機。展會不僅展示智能行業生態系統各重
要領域的創新產品，同時也促進了技術融合和跨產品合作。」
談及新冠肺炎疫情對於行業的影響，胡忠順先生強調：「全球範圍內蔓延
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整個商業環境，但也為智能行業帶來了全新機遇。
受疫情影響，在家工作成為新常態，人們開始意識到遠程辦公的重要性，
因此對於改善生活和工作環境的智能技術的需求將更加強烈。」
胡忠順先生補充道：「隨著中國大力推動數字經濟，國內的智能行業將迎
來高速發展。今年參與者的反饋再次證明 SIBT、SSHT、SSOT 和
Parking China 是值得信賴且高效的商貿平台。上半年全球經濟面臨巨大
挑戰，本屆展會在經濟逐步復甦的階段為行業提供交流互動的寶貴機會，
也收穫了業界的積極評價。」
高質量同期活動分享前沿發展趨勢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展會同期活動成為業界同仁交流學習和發掘新機
遇的重要平台。今年的焦點活動包括：由中國勘察設計協會智能分會主辦
的「創新生態，智匯抗疫—2020 年智能建築行業『後疫情時代』的機遇
與挑戰高峰論壇」，聚焦「後疫情」時代的智能建築行業所面對的挑戰和
機遇；「CSHIA 華東高峰論壇：2020 智能家居集成創新專場」深入探討
5G 和 AIoT 時代的智能家居發展，涵蓋家居、房地產和商業領域；「中國
城市停車產業融合發展高峰論壇」由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與中國城市停
車行業協會聯盟（聯席會議）再度攜手舉辦，邀請行業專家帶來一系列熱
門話題，分析有關停車法例、建築、規劃和智慧停車技術的最新趨勢。
展商反饋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
華潤大廈 35 樓

「SSHT 讓我們了解更多行業新趨勢，也為行業間的交流搭建了一個很好
的平台。近幾年中國的智能家居產品和研發技術的發展非常迅速，在現場
我們展出了很多新的產品和技術，同樣友商們也有很多新產品亮相，我相
信智能家居行業後疫情時代必然持續地增長。」
杭州螢石網絡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家裝建材渠道總監山海華先生
「SIBT 能如期舉行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上半年很多展會都被迫取消。
從展會第一天開始人已經非常多，超出我們的預期。這次展會把行業重新
連結起來，繼續正常進行商業活動，十分有意義。」
廈門奧韋立林科技有限公司高級商務主管劉夢嬌女士
「我們是法蘭克福展覽公司的忠實客戶，這次參與 SSHT 與區內的優質買
家和行業專家會面。我很高興展會如期開幕，它為供應商提供機會向客戶
展示產品。現在大家都花更多的時間在家裡，人們將需求更多人性化和健
康的智能家居產品。我們對這次參展的成果和人流量都非常滿意。」
Zigbee Alliance 中國區代表商瑞雲女士
「我們每年都參加 SIBT，因為它是推廣我們品牌的優秀營銷工具。HDL
在智能家居行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參加展會可以讓買家親身體驗產品，
是展示我們新產品的絕佳方式。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與現有和潛在客戶重
新聯繫。我認為這次疫情會令大眾更關注健康相關的產品，包括智能溫度
設備，污染物指數，HVAC 通風系統或其他非接觸式設備。」
廣州河東科技有限公司市場總監楊雄偉先生
「我認為這個展會在幫助行業從疫情中復蘇發揮了積極作用，SIBT 能如
期舉行提升了行業對智能家居和建築市場的信心。我們參加展會是為了向
客戶，包括 B2B 開發人員、業務合作夥伴或最終用戶，推廣我們最新的
解決方案。這個展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我們在疫情后重投業務，同時
也是一個教育平台，讓我們與開發人員溝通和了解他們的需求。」
施耐德電氣（中國）有限公司智能家居事業部智能係統市場部負責人李敏
先生
「我們是第一年參加 Parking China，選擇這個展會是因為這是專門針對
停車行業的專業平台，我們可以在這裡找到目標客戶，同時透過同期活動
了解市場趨勢和客戶的需求。我們已經收到訂單交易了！」
蘇州德亞交通技術有限公司運營中心副總經理兼售後經理焦偉先生
「我們從 2017 年開始一直有關注 Parking China，因為它是聚焦停車行業
的專業展會，。我們之前只是來參觀，去年我們決定參展，因為這裡有很
多我們的目標客戶，值此機會把我們最新的產品展示給大家來看，還有跟
大家一起交流停車行業未來發展趨勢。 我認為線下展會是不可替代的，因
為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交流，所以我們明年會再次參展。」
無錫加視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場總監陛羽先生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展 SSOT 和以講者身份參加上海國際智慧辦公及空間
管理高峰論壇。參加 SSOT 讓我們公司獲得曝光機會，更認識到辦公室科
技領域以外的行業專家。隨著遠程辦公成為新常態，人們對於調整遠程訪
問系統，特別是會議系統的要求日漸提高。總體而言，我們對這次展會和
觀眾流量感到非常滿意，比我預期的更好，我相信在未來這展會將與行業
一起壯大。」
華為智能協作營銷工程部部長首席產品管理專家陳群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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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嘉賓見解
「我是 2020 年智能建築行業『後疫情時代』的機遇與挑戰高
峰論壇的主持人，這個論壇討論了醫療危機如何為智能和智能建築技術提
供機遇和提升創新科技的水平。例如，醫院正在使用智能技術為患者提供
諮詢; 此外，網絡研討會和在線學習等在線互動也是目前溝通的最佳方法
之一，這要歸功於智能建築技術。今年的疫情證明智能技術的重要性。由
此可見， SIBT 以及其活動是推廣創新科技和教育的最佳途徑之一。 」
華建集團華東建築設計研究總院資深總工程師邵民傑先生
「我參加 SSHT 和 SIBT 已經有好幾年了，今年我做了一個關於『為隱身
而設計：家庭影音娛樂與室內設計的終極結合』的演講。我想跟大家分享
智能家居和家庭娛樂行業在疫情期間和之後的新機遇，例如現在人們重新
回歸家庭，對優化家庭娛樂系統的需求猛增。這個展會同時覆蓋智能照
明、建築和暖通技術，非常專業，我們獲益良多。」
上海尊堡音響貿易有限公司 CEO 楊小冬先生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中國城市停車產業融合發展高峰論壇。中央政府非常
關注智慧停車，並把智慧停車列入新型基礎建設的項目內，希望在城市的
發展過程中解決停車不足的問題，從而增強老百姓的幸福感。停車的產品
和技術發展非常快，這個展會展示新的產品和技術對於行業來說很有意
義。今天的論壇邀請了行業專家分享他們先進的理念和方案，從而推動行
業發展。 」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協會城市停車分會會長孫曉波先生
「辦公科技是一個相當大的行業，面對當前的疫情，我們更珍惜這個機會
與業界同仁共聚一堂，討論最新的熱點話題。上海國際智慧辦公及空間管
理高峰論壇對參與者來說很有意義。展望未來，我認為具有提高工人生產
力能力的產品將是重要趨勢。無論是數字化數據庫還是連接和通信解決方
案，能夠通過簡化工作流程和降低勞動力成本來提高生產力的產品，它的
需求將會提高。」
知行曉政 CEO 蔡家偉先生
買家反饋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與停車展，我們非常感恩有機會與行業同仁交流。 論
壇的講者都做了充分準備，例如清華同衡靜態交通規劃設計研究所所長的
王婕教授從國際視角剖析停車問題。有像她這樣的專家在宏觀層面分享他
們對停車業的知識真的很棒。我們還看到關於智能家居、智能辦公等的展
會，是一個額外收穫！我們希望之後每年都能參加展會」
南京智慧停車有限責任公司綜合管理部部長江曼姝女士
「這個展會很專業，一些國內領先的供應商也來參展，我在這個展會學到
了很多以前沒有接觸到的信息，包括使用場境和產品技術，在和供應商單
獨的交流過程中，也達成了一些合作意向，所以我覺得展會真的很專業，
而且人流也很好。」
天津中環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辦副主任殷爍先生
SIBT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上海紅杉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浦東分會和中國勘察設計協會工程智能設計
分會聯合舉辦，SSHT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上海紅杉會展
服務有限公司、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浦東分會和中國智能家居產
業聯盟聯合舉辦。 Parking China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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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紅杉會展服務有限公司聯合舉辦。
下屆 SIBT、SSHT 和 Parking China 將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SIBT 和 SSHT 的母展是「Light + Building
－ 法蘭克福國際燈光照明及建築物技術與設備展覽會」，該展每兩年在德
國法蘭克福舉辦，來屆將於 2022 年 3 月 13 至 18 日舉行。
除了上述展會，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於亞洲的建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還包
括泰國國際建築展覽會、廣州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及智能家居展覽會、廣州
國際照明展覽會、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和泰國國際照明展覽會。公司的建
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亦覆蓋阿根廷、阿聯酋、俄羅斯和印度等市場。
有關法蘭克福展覽集團全球照明及建築物技術展覽會的詳情，請登陸
http://www.light-building.com/brand。
欲了解有關 SSHT 及 SIBT 展會詳情，請登陸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網站，或發郵件至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與主辦方聯絡。
欲了解更多 Parking China 展會信息，請瀏覽
www.smartparkingchina.com，並關注官方微信公眾號
“ParkingChina_MF”，或發電郵至
park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29 個地區聘用近 2,6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36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
領域保持緊密聯繫，在展覽活動、場地和服務業務領域，高效滿足客戶的商業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龐大國際行銷網絡，堪稱集團獨特的銷售優勢之一。多元化的服務呈現在
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時，能持
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廣、人力
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
。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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