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䎃10剢23 - 26傈 ♳嵳倝㕂꣢⽇錢⚥䗱 (SNIEC)

❇崍㕂꣢歏㶩㉁⸉⺫鄳䪮助㾝錢⠔
Powered by IPACK IMA

20
19一个全新的 为电商行业定制的 展示

包装技术与解决方案的国际展会

主办单位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由Ipack Ima强力推动

Powered by 
IPACK IMA

www.epacktech.com



2

歋Ipack Ima䔂⸂䲀⸓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 E-PACK TECH
是一个全新的 为电商行业定制的 展示包装技术及解决方案的国际展会

⺫鄳ծ歏㉁⟄⿺暟崨遤⚌㖈⚥㕂涸嚋ⲃ

根据2017年数据统计 中国电商行业

产值约6820亿美元 同期美国为

4380亿美元 英国为1960亿美

元 德国为870亿美元 意大利为

200亿美元 (数据来源 nETCOMM - 

意大利电商协会)

中国有一个成熟的线上消费市场

拥有超过5 亿的线上消费群体

消费额超过1500亿美元(数据来

源 nETCOMM)

一个针对电商行业 专门为这个行业提供技术和解决方

案的平台成为市场的需求 全新的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

装技术展览会E-PACK TECH歋 Ipack Ima 䔂⸂䲀⸓ 正是

这样一个为电商行业提供包装技术 标签跟踪解决方案

以及运输仓储系统的贸易平台

约3亿中国消费者进行线上食品采购

♸❇崍暟崨䪮助♸鵘鳕禹絡㾝錢⠔�(CeMAT ASIA) 同期举办将为亚洲

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E-PACK TECH(歋Ipack Ima䔂⸂䲀⸓) 带

来运输 仓储和最终用户行业的专业观众 最重要的是 他们正是受

电商行业标准影响最深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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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电子商务的主要竞争集中在“到货时间” 所以对快递服务的时效要求越

来越高 压力也越来越大 ( 整个运输过程中 货品需要被严格仔细地保护 ) 

据意大利自动化包装机械制造商协会 UCIMA 数据显示 目前 全球

包装科技及包装行业每年产值约400亿美元 其中60%来自食品 饮料行

业 其次是药品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 其他还包括时尚产品 汽车和

家具行业等

在线上销售日益增长的同时 销售仿冒产品的比例也在增加 特别是在食

品 药品 时尚产品领域 E-Pack Tech 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

将带来欧洲专家的专业知识 技术 材料和防伪系统为上述三个行业量身

定制的先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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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崍暟崨䪮助♸鵘鳕禹絡㾝錢⠔CeMAT ASIA-- 一个国际化的物料搬

运 自动化技术 运输系统与物流行业的贸易平台

ず劍㾝⠔ - ❇崍暟崨䪮助♸鵘鳕禹絡㾝錢⠔(CeMAT ASIA)
亚洲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CeMAT ASIA)是亚洲最大的物料搬运和物流技术的展览会之一 作为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全球物流系列展之一 随着展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观众数量的爆发式增长 CeMAT ASIA已

经成功举办了19届

2018年CeMAT ASIA 首次把关注重心完全集中到“智慧物流”上 展会面积近7万平方米 再一次打破历史记

录

目前 由德国引领的“工业4.0”浪潮席卷了全球 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 智能制造在中

国已成为工业行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趋势

ꅾ銳✈㹻

歏㉁� 阿里集团 顺丰 Lafaso 亚马逊 当当 京东 一号店 苏宁 唯品会 易迅 网易考拉 上海

东方希杰

ꭑ剪��海澜集团 李宁 鸿星尔克 安踏 波司登 三六一度 森马 华歌尔 特步

ꨪ㈒�强生 中国 屈臣氏 华润万家 易初莲花 百安居中国 华联集团 联华集团 沃尔玛 良品

铺子

굹ㅷ껏俱��惠氏营养 光明乳业 太太乐 通用磨坊 旺旺集团 英联食品饮料 达能集团 可口可乐

ⵖ蚋��九州通医药 拜耳制药 葵花药业 西安杨森 长江制药集团 阿斯利康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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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鄳4.0遇到䊨⚌4.0

专门为电商渠道定制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已经成为欧洲包装设备和技术生产商的

趋势 E-Pack Teck 2019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 由Ipack Ima 强力推

动 希望借助CeMAT ASIA 亚洲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这一成熟平台把这一

趋势带来中国 也为国外包装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平台

1

2

3

3⚡䗳곢⸈E-Pack Tech❇崍㕂꣢歏㶩㉁⸉⺫鄳䪮助㾝錢⠔Ipack Ima䔂⸂䲀⸓涸椚歋
中国的电商行业是全球最重要并仍在飞速发

展的市场

受益于CeMAT ASIA 亚洲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

展览会的成熟观众群体 你所关注的行业专

业买家将会造访展会

我们的销售团队会全程指导“成为展商”的每一

个步骤 提供一个简单便捷的参展体验

偽论您的公司已经参与线上销售或着正在关注线上销售在未来的发展前景

E-PACK TECH 亚洲国际电子商务包装技术展览会 由 Ipack Ima 全力推动 都将

成为一个您参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商业市场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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