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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可持续发展
产业生态圈

仓配优选直采节 电子商务全运营主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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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PAKLOG电子商务包装&供应链展览会，创办于2017年中国上海，由华克展览主办（隶属于美狮传媒集
团）。以“电商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圈”为主旨，融合电子商务产业链各端运维所需的产品、技术、服
务以及探讨行业问题和未来趋势，板块涉及：电商物流包装与自动化、多品拣选设备与技术、绿
色包装&循环应用、一体化智慧仓配、生鲜包装&冷链物流、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营销和
品牌电商服务、电商直连制造与加工等，构建电商业态闭环。秉借引领电商应用领域的趋势，并提
供精准商贸对接服务，成为了电商产业领域的标杆展会。

电商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圈

众多企业选择ECPAKLOG 

首秀展示新品与技术

 灰度环保 - ZerO Box循环箱

星派克 - 四方库智能仓储系统

CMC - BubbleWrapper 气泡膜/PE膜智能软包系统

胜沃 -“消费型”纸箱技术

Ifoodbag - 爱福袋 可控温生鲜纸包装配送袋

产业聚焦！
上新的首发平台

安姆科 - 内嵌RFID溯源芯片软包装 智扬 - 智能柔性包装设备

霍尔斯特曼 - 纸箱制造系统BOXMAKER

汉高 - EPIX快递袋 菲韵尼 - 纸网紧固飞机盒

W+重塑物流实验场

盒音 - 一体式绿色智能便捷包装箱

固尔琦 -  气泡膜智能快递打包机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供应链物流&电商服务商（部分） 

精准触达全域买家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头部电商平台（部分） 

知名终端品牌（部分） 

电商全域买家 
只在ECPAKLOG 35000+



主办单位
美狮传媒集团
上海华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协同

目标观众

电商平台

- 综合电商
- 垂直领域电商( 生鲜、酒品、美妆、
    服装、 时尚品、母婴、3C电商)

- 跨境电商
- 移动社交电商
- 制造业电商
- 直播短视频电商

品牌商

- 美妆美容
- 日化洗护
- 食品饮料
- 服装鞋帽
- 医药保健品
- 生鲜蔬果

- 奢侈品
- 3C数码
- 图书音像制品

快递物流

仓储配送&供应链

电商服务商

由京东物流发起，协同美狮传媒集团ECPAKLOG项目，为实现京东绿色消费价值链和2030京东科学碳目标发展，为
京东平台合作的品牌商家以及物流客户提供满足绿色可持续以及良好用户体验的包装产品和方案

战略合作 践行绿色发展
京东物流电商包装供应链合作平台

展品范围

产品包装容器和材料
产品包装设备
标签标识
功能性和智能包装
生鲜包装材料和技术

多品拣选技术与应用
包装自动化和机器人
包装/供应链服务
物流包装容器和材料
物流仓储设备及系统

物流包装技术
回收技术和服务
定制加工
仓配物流

京东物流“青流计划”
ISTA国际安全运输协会
ISTA China
E-PACK & Smithers
国际电子商务包装商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用户委员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委员会
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物流包装专业委员会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菡莛管理咨询工作室
JitLogistics简拓供应链  
西子供应链



买家评语

商贸配对是一种很好地为企业解决痛点的方式。做
到了精准配对，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我们
掌握了很多很好的供应商资源，展会后会多多联系
沟通。

作为印度最大的电商平台，商贸配对极大地提高了买家
和卖家的参展效率，让双方有一个舒适的沟通环境，有
明确的沟通目标，减少等待时间，这是应该在其它展会
也要大力推行的一种模式。希望明年的商贸配对能够更
精准更有效地促进买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希望
这种配对可以不限于展会，能够定期举办。

为买家（需求商）和卖家（供应商）提供了现场贸易洽
谈场景，增加了便利性和精准性，为双方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提供了很大帮助。尤其作为需求商来说，选择
性更多了，能够找到自己要的、更优质的供应商，多、
快、好、省，感谢！

得物APP 刘文斌 采购经理

马克华菲 刘锋 物流经理

FLIPKART 李少权 Packaging Designer Manager

“配配乐”项目致力于为参展企业提供不间断的线上线
下精准商贸需求对接增值服务。WOW MATCHING配配
乐活动产品涵盖“供需在线”、“品牌探访”、“主题沙龙”、

“一咖说”等多种形式。

参与品牌

参与品牌商对
WOW MATCHING 
配对活动表示满意

配配乐
结果分析

25.34%
达成采购

17.16%
仍在沟通相关细节1.86%

不符合采购需求

55.64%

高采购意向
正在密切沟通

99.13%

 展会年度综合场
           现场精准匹配 873家次
一次参展 全年精准落地配对商机

服务热情耐心，能按照需求寻找对接供应商。为企
业开辟了新思路，对期望在行业里寻求新思路的甲
方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帮助甲方了解行业发展
趋势。

GODIVA 歌帝梵 龚怡雯 物流经理

商贸配对为供需双方提供现场洽谈平台，提高沟通效
率，具有针对性、精准性，达到快、好、省的效果。感谢
美狮team暖心的筹划！

蒙牛 李慧敏 包装研发主管

百事 光明乳业

FLIPMART GODIVA

得物APP 联想集团

马克华菲 珀莱雅

上海庄臣 亿滋

提高展商直接经济效益



提高展商直接经济效益

物流供应链  2021.12

家具卫浴  2022.1

物流供应链  2022.2

食品饮料2022.3

物流供应链  2022.4

3C电器2022.5

鞋服时尚品  2022.6

物流供应链  2022.7 

日化美妆2022.8 

9场品牌探访 + 1场年度综合场



同期论坛活动
第九届中国电子商务包装发展论坛

第六届京东物流“青流计划”绿色包装论坛

“双碳时代”绿色供应链管理者沙龙

JitLogistics仓储匠人实战力培训营

新电商新消费增长峰会

仓配优选直采节

媒体宣传矩阵

NEW
集合优质云仓、供应链仓配一体化服务企业，
创造面对面探讨的业务场景，为电商商家、品
牌商、零售商、经销商提供真实了解和高效采
购的服务。不止于展会三天，每月两次100+电
商和品牌商社群发布仓配服务商最新资讯和
沙龙会。



展馆图

E6

E7

2022展会规模

30000+m2  
展览规模

600+
参展商家数

35000+ 
参观买家人数

2000+  
配配乐商贸对接

场 

www.ecpaklog.com

联系我们

高飞 先生
手机：+86 139 1883 0622   
邮箱：davidgao@msuccessgroup.com

张海洋 先生
手机：+86 185 1650 0314    
邮箱：hiyo@msuccessgroup.com

李鹏先生
手机：+86 133 1002 9596
邮箱：charlieli@msuccessgroup.com

陈航 先生
手机： +86 180 0172 8003
邮箱： charlieli@msuccessgroup.com

方伊丽  女士
手机： +86 195 1211 5147
邮箱： swanfang@msuccessgroup.com

国内

潘燕萍 女士
手机：+86 138 1781 5318
邮箱：vivianpan@msuccessgroup.com

国际

E5

E4

论坛

活动区

公众号二维码

SNIEC拥有17个单层无柱式展厅，室内展览面积20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100,000平方米。自2001年开业以来，每年举
办约100余场知名展览会，吸引700余万名海内外客商, 是品质展会的首选场地之一。
 
SNIEC位于上海浦东⸺中国商业、经济、科技、贸易、航运、金融和信息中心，SNIEC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先进而实用的
展馆设施，以及专业的服务品质，已成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往来的重大国际展会平台。
 
SNIEC东距浦东国际机场约33公里，西距虹桥机场约32公里，轨道交通2号线、7号线及磁悬浮列车可直达展馆。
 
SNIEC毗邻嘉里商业中心，餐饮服务设施完善，2公里内分布50余家酒店。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第九届中国电子商务包装发展论坛

第六届京东物流“青流计划”绿色包装论坛

“双碳时代”绿色供应链管理者沙龙

JitLogistics仓储匠人实战力培训营

新电商新消费增长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