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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展会概况

     第六届 FLOWTECH CHINA 上

海国际泵管阀展于2017年6月9日在

世界最大会展综合体——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圆满落幕。



同期举办

水展 泵管阀展 建筑水展 空气新风展 固·废气展

   同期举办亚洲最大规模环保展----世环会系列之第十届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第三届 

ECOTECH CHINA上海空气展&上海新风展，上海固废气展，及BUILDEX CHINA 2017上海建筑给排水展。

总规模达20万平方米，汇聚了36个国家的3,146家参展商，吸引了来自全球89个国家及地区的89,876名专

业观众，其中海外观众达12,793名！

   多展强强联手，打造国内最具工匠精神的专业环保展示平台，满足买家的“一站式”采购需求。



F展后数据
      本届展会规模达60,000 平米，3 天共迎来国内外 877家参展

企业和 45,931名专业观众, 其中海外观众达 3826 名，总体观众人

数较上年增长 20.21%，展商满意率大幅度提高。各地水司、设计

院、工程公司、市政建设、环保、化工、制药、食品、经销代理商

等领域专业观众悉数到场参观。



     经过展会前六届的努力与积累，FLOWTECH这个商贸平台在建筑给排水领域独树一帜，尤其是我们的二次

供水板块，集结了国内几乎所有主力厂商的参与，如三利、熊猫、威派格等顶尖企业。这些品牌的参与加之主

办方的精细组织无疑能够吸引来大批量的各地水司前来参观，经过第三方登记公司权威统计，本届展会有超过

1014家全国各地水司相关技术总工、物资管理处、总经理等前来参观。众多管道客户在参观本届展会后都表示

会考虑参与2018年展会，其中包括天津友发、浙江金洲、圣戈班等业界大咖都向主办方预定了明年的展位。主

办方也应势在展馆优势位置开辟了管道专区，目前报名企业如联塑、班尼戈、GF、金洲、三庆、圣戈班、维格

斯、友发、德国洁水、德国阔盛、全恩等。

管 道 专 区



V I P 大 买 家 VIP 买家配对现场

奉贤自来水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自来水公司

天津雨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艾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师傅饮品

浙江医药                             

华北制药集团规划设计院

 统一企业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金源顺涂装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买家名单：



浙江美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院

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无锡建筑设计研究院   

无锡和创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嵊州市君集污水深度处理有限公司

部分买家名单：

V I P 大 买 家
VIP 买家配对现场



海外买家
现场配对

        展会联合海外工商会，带来高质量的海外买家，

现场专设海外买家配对专区。

海 外 买 家 团



海 外 买 家 团

参展商的积极性更高，表现更踊跃。对接会还没有开始，很多外商就带着大量资料到场。由

于现场的桌椅不够，现场 “人满为患”，很多展商直接站着跟采购商交谈。大部分参展商都

从10 点一直谈到12 点。也有参展商12 点才闻讯赶来，也马上投入交谈。

海外买家对接沙龙-管泵阀专场：



22.79%

77.21%

海内外观众比例

国内观众

海外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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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 展商阵容
排名不分先后   
liste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强大 协会及园区买家团阵容

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上海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强大 协会及园区买家团阵容

中国海诚工程 南通如东化工园区 苏州设计院

杭州石油化学工业协会 奉贤自来水有限公司 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强大 协会及园区买家团阵容

无锡石油化学工业协会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无锡土木学会

苏州工经联



国内   观众地域分析



观众感兴趣
展品类别分析



观众 
行业
分析



观众职位分析[ [



观众
满意度调查PK



同期 峰会

《工业设备与HSE管理》论坛

2017-6-7 国家会展中心M5-02
9:45-10:00 签到 　

10:00-10:15 HSE管理理念简介 蔡东升 博士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HSE）研究会秘书长

上海隽鑫安全技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金山分会会长

10:15-10:45 工业设备安全与HSE管理 麻庭光 副教授、博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安全工程系副教授、

　

10:45-11:15 专题演讲 肖波 　 汉高乐泰（上海）有限公司经理

2017-6-8 国家会展中心M5-02

9:45-10:00 签到 　

10:00-10:15 HSE管理理念简介 蔡东升 博士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HSE）研究会秘书长

上海隽鑫安全技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金山分会会长

10:15-10:45 污水处理与HSE管理 卢保中 高级工程师 上海石化环保水务部安全环保专家

10:45-11:15 专题演讲 谢炜 秘书长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环境分会秘书长

德国集惠瑞曼迪斯（上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上海博优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部分听众名单
《工业设备与HSE管理》论坛

上海金山石化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石化西尼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众一阿美科福斯特惠勒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固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新材料孵化器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试四化学品有限公司

上海华峰超纤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澎博钛白粉有限公司

上海炼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台界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抚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紫荆花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谷敏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浩洲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环石油萘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新材料孵化器发展有限公司

安华生物

上海春宝化工有限公司

绿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抚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谷敏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工所

上海浩洲化工有限公司 



2017供水规划、设计与智能化运行论坛

2017-6-8 国家会展中心M6-02 （5号馆、6号馆中间8米层）

主办： 上海市供水协会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9:30-10:00 签到 　

10:00-10:25 《上海市供水“十三五”规划》愿景与分析 张立尖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10:25-10:50 城镇供水系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技术分析 许嘉炯 　 上海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10:50-11:15 二次供水智能化运行实践 张新宇 　 上海众毅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1:15-11:40 城镇供水输配管网水质保障关键技术与应用 杨坤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于大海 主持人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2017 水处理与流体技术高峰论坛——面向未来的流体处理技术（食品） 

2017-6-7 M6-03

主办：《食品饮料工程》、《亚洲控制工程》 

9:30-10:00 签到 　

10:00-10:30 水处理行业工业控制产品市场分析与展望 李鑫 　 MIR睿工业合伙人、副总经理

10:30-11:10 ABB传动在水行业中的应用及特点 冯京辉 　 ABB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销售经理

11:10-11:50 以物联网构建智慧水务 王俊 　 泓格科技业务副总经理

11:50-13:00 午场休息

13:00-13:30 新型曝气机在城市和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鲁春艳 　 安徽国祯环保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工程
师

14:10-14:50 智慧仪表助理智慧水务 黄臻 　 科隆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14:50-15:20 降低环保费用，减少环境污染 恽钊 　 上海仲翔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

同期 峰会



2017 水处理与流体技术高峰论坛——面向未来的流体处理技术（食品） 

部分听众名单

上海鑫水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安江水力发电厂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广微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

中心

上海第一水泵厂有限公司

苏州得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适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金五环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天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万向传动轴有限公司

山武环境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蓝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全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娃哈哈集团公司设备工程部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梦希科磊泵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铭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水务集团

嘉兴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隆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四季沐歌太阳能有限公司

杭州利辉环境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努客国际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碧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威索燃烧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铂睿德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云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 ┓



第三届化工环保水处理技术交流会

2017-6-7 5.1H499

13:30-14:00 化工废水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 汪林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中心经理

14:00-14:30 现代精细化工企业的环保方案及维修维护 韩云涛 　 大连海伊特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5:00 陶瓷膜在废水中的应用 洪昱斌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膜工业协
会海水淡化分会副秘书长、福建省膜分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

同期 峰会



线下媒体 宣传

上海虹桥火车站 上海地铁站



下届展位 预定处

现场 2018 FLOWTECH CHINA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黄金展位火爆抢购中



2018 部分展商已预订展位



2018 部分展商已预订展位



下届 预告
时间地点：

2018年5月31-6月2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H & 6.1H 

馆

70,000㎡  超大规模

1,000+  展商

50,000+  专业观众

展位预订：

电话：021-33231321

邮箱：john@chcbiz.com

网址：www.flowtechs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