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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在 2019 年 6 月 5 日，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泵阀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
桥）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展会规模近 70,000 平米，参展品牌共 1,173 家，现场展示的产品 25,000 余
件。三天展会期间共接待了来自 115 个国家的 50,086 名专业观众，极大促进了流体输送行业与全球
市场的商贸沟通和技术交流。荷瑞巨献，始于专业，忠于品质，风雨 8 载，感恩有你，愿相伴随行的
每一小步，坚实的成为推动未来中国流体行业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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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荷兰阿姆斯特丹展览中心 (RAI)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6月3-5日
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 & 6.2H 馆

支持单位：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上海市水利工程协会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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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展商参展意向逾80%

展商满意度达62% 展商推荐度达40%

展商产品各项比例

历年展会面积（平方米）

展商分析

展商分析

展出面积：70,000平方米      展商数量：1,173家      面积增长比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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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展商（部分）
部分品牌展商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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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商务和市场副总经理 |梁婉灵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展会，是同行业各大公司的盛会。2019 年是安德
里茨公司第一年参加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展会期间我们接待了来自业主、工程公司、设计院
的参观者，还有来自部分大学院校的教授及专家，同时也参加了展会期间的各大论坛及新品发
布会，感觉对我们目标客户的推广效果很不错，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展示效果，让客户更了解及认
可安德里茨泵。我们预计明年还将参加这个展会，携手与荷瑞会展公司共同发展，祝愿上海国
际泵管阀展览会越办越好！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水务销售部总监 |陈秋濛 

我们从 2014 年开始选择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这六年从未间断过，选择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
会也是因为此展会是国内泵管阀行业内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本届展会，我们国内市场
的需求不仅被满足，更是帮助我们开拓了海外市场，现场海外观众远超我们预期，许多欧美及东
南亚观众都与我们沟通良好，后续可持续跟进。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全球销售总监 |刘金华
参加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可以说是我们市场策略上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在中国这个最为重
要、发展最为迅速的市场，上海泵阀展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本届展会我们第一次展出了水表
阀，该产品致力于解决管网漏损这一问题，现场成功吸引到了自来水公司、市政设计院等领域
的相关负责人驻足。上海泵阀展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企业知名度以及加深客户对我们的认知。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黄崇储
本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帮助我们推广了公司的品牌，并达到预期目的。对参观人流量感
到满意，主办方宣传做的到位。希望明年可以拿到更大展位面积，以便带来更多的产品，增加
品牌曝光率。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金普
通过参加荷瑞会展主办的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我们在现场结识了来自华东、华中、华南等地
区的工程公司采购负责人，并获得了精准的客户信息和项目发展机会，感谢荷瑞搭建的流体行
业一站式采购平台，为我们提供项目资源和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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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印度
15% 韩国
11% 日本
8% 泰国
7% 马来西亚
7% 菲律宾
5% 俄罗斯
5% 印度尼西亚

观众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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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成套设备制造商

工程公司
/ 方案提供商

科研
/ 设计院所

公共事业（自来水公

司及污水处理厂）

政府
/ 协会

/ 媒体

商业
/ 公共服务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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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33% 上海
21% 江苏
15% 浙江
5% 山东
4% 广东
3% 安徽
3% 北京
2% 河北

14% 其他

国内观众分布海外观众分布

4% 美国
4% 意大利
4% 越南
3% 新加坡
3% 澳大利亚
2% 波兰
2% 德国
2% 其他

观众分析
观众数量：50,086名            国家及地区：115个             增长比例：9.45%  

观众推荐度达88%

极度推荐

不推荐

观众满意度超88%

非常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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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观众评语
水务设计院 |院长 |刘升彧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是水处理工程行业值得参观的专业展览会，集中展示了水处理设备、污泥处置、环境监
测、环境综合治理展区、仪器仪表及环境监测等，也安排了各种研讨会，让从事水技术的人员及时了解了新设
备、新技术，有所收获。

上海化工研究院 |工程师 |何建铧

这次展会总体布局合理，展商紧跟时代，展品符合环保、节能及安全生产管理等需求，引领行业趋势。此外现
场还有许多化工过程中技术难点的解决方案展示和讲座，让化工企业安环部门、生产部门、设备部门的参观
者受益匪浅。希望展会继续在上海举办，越办越好，也感谢主办单位的辛勤努力。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党办副主任 |易春权

我司从事水处理工程行业，我们每年都会专程过来参观上海泵阀展，这是值得参观的专业展览会，集中展示
了泵、阀门、成套供水设备、水处理设备以及配套解决方案等，主办单位更安排了各种研讨会，革新的设备、
创新的生产观念，覆盖范围丰富，总是让我们有所收获。此外，现场提供的贵宾服务，也让这次的参观更加
舒适和便捷，更为观展体验增色，在此特别感谢。不管是了解市场动向，与同行之间交流，还是寻找新的合
作伙伴，此次展会是一个绝佳的业内展示平台，希望该展越办越好，明年再见。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协会 |邓良

本次是我们协会第一次组织会员单位参观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协会组团观众的精心
安排，胸卡提前快递到位，免费班车安排舒适，每个观众都有小礼品，我们在展会现场也看到了好多与我协会
对口的厂商。希望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越办越好，谢谢！

宁波市给排水学会 |秘书长 |马林海

受展会组织方邀请，宁波市给排水学会组织了 70 余名会员，参加了 2019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国
际泵阀展。会员们参观了泵管阀展、水处理设备展等专业展会，参与“第三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聆听了海绵城市、水环境治理等专题讲座，同时实地考察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会为广大设计人员提供了
良好的技术交流平台，会员们也通过此次展会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获益匪浅。

上海建筑学会给排水分会 |秘书长 |李云贺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与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完美结合。为各方协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挈机，不但为
上海给排水设计师带来了最新的技术研发成果，也为业内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商机，还集中展示具有国际水
准的各类泵阀管道设备和水处理产品，为海内外同行共同切磋技艺。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 松江区安全生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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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名单（部分）
自来水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西部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自来水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自来水业务受理分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市自来水公司
温州自来水公司
深圳水务集团
山东省威海市自来水公司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南通江泉自来水有限公司
江苏泰州自来水公司
江苏省启东市自来水公司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常州自来水公司
安徽省桐城市吕亭自来水有限公司
泉州自来水公司
九江市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院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股份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石油化工设计院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南京城镇规划设计院
吉林省电力设计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中心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杭州水务设计院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展会前期，主办方 VIP 买家服务中心开展了买家需求定向邀请。现场来自康师傅、伊利、宝钢、中粮、
中石油、中石化、上汽集团、上海电气、上海家化、强生、联合利华等企业的工程、采购、设备、技术
等部门高管及负责人均到展会现场与展商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分别对电镀废水，纯水处理等领域提
出了技术及产品需求。参展商也在现场 3 天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及产品的详细介绍。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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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名单

工程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碧禹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创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水务工程公司
上海鼎鎏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衡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红枫市政工名单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金创科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久伟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鲁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神彩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祥予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营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韵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正潼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也建筑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钻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烨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滔（江苏）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建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蓝星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德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巨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红远胜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终端采购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涂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金山经纬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朗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赛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泰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艾泽亚格拉（中国）化工有限公司
爱森（如东）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大邦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海鸥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市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
常州市佳友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振邦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帝斯曼江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杭州美高华颐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惠州吉利安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京准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巨森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柯福（上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东海化工有限公司
临沂康爱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迈颂（上海）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元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乐金南兴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市汉森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金海新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福克沃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
新柏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振方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东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垦利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金达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海安石油化工厂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海晟石油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河北海特伟业石化有限公司
湖北兴银河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市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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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场论坛

2019营商环境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旗下论坛主要探讨建筑给排水、市政供水、安全生产、石油化工等前沿话题，成为业界精英齐聚、行
业智库发声的重要平台。主办方致力于不断提升论坛的水准和品质，开拓新行业视野，每年吸引给排
水工程师、水务专家等共聚一堂，聚焦行业热点。

现场论坛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测评 供水服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陈钟珉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自来水业务受理分公司 副总经理

既有供水设施应对城市更新升级改造技术研究

许嘉炯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总院 副总工程师

二次供水设施的水龄优化研究

吴潇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管网运营监控中心 副主任 

供水管网系统模型建设标准与典型应用

舒诗湖  东华大学 教授 / 博士

零水锤智慧供水方案

钟欣都  常州格兰威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上海城投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 ( 南方 )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市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西部自来水有限公司

全方位分享
流体机械话题

2,000多位
观众到场聆听  

40多位业界
大咖分享交流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上午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东华大学
会议主持：殷荣强 |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党委书记 / 副处长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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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第三届 HSE管理创新论坛

现场论坛

公共建筑类项目海绵技术浅析和案例分享

顾正友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提升龙头水品质、保障用水安全

刘升彧  杭州水务设计院院长

穿针引线 协同共治—水环境治理

黄瑾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国环境政策法规与展望

马立强  益弛思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杭州水务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4 日 上午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会议主持：李云贺 | 上海市建筑学会给排水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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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

二、 现场论坛

水务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水泵机组运维实例

沈松土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技术在流体输送领域的创新应用

刘成良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电控制与物流装备研究所所长

流体输送领域中透平机械的智慧研发

袁书生  太泽透平研发部的应用工程师

数据驱动，智慧能源：智慧流体控制技术应用

付立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秘书 / 设备安康专家

工业水处理领域的水泵技术创新与案例分享

王雍凯  格兰富中国高级应用经理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上海金山经纬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朗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帝斯曼江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赛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部分）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公司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平湖市发改局
平湖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协会

企业安全生产持续改进重点探讨

曹鹏  上海柏科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环保管家的双赢模式

许家福  上海博优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环境大课堂 垃圾分类 全民参与

王菊萍  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4 日下午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流程工业》杂志社、弗戈工业传媒 承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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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新品发布的企业

公司名称 新品
安德里茨 ( 中国 ) 有限公司 KS 系列高效陶瓷脱硫泵

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BB 行业定制化传动产品 – ACQ531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一体化智慧泵站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球阀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污水提升设备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EVMS 立式不锈钢多级泵

上海诺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NSLA 系列水泵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D.connect Box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立式管道泵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volution 双偏心蝶阀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钢立式多级泵

福州万德电气有限公司 变频一体式三相同步永磁电机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Xilent.G 新型智能低噪音变频管中泵

浙江日井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CIRCULATING 循环静音泵

浙江西菱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永磁变频恒压水泵

新品发布会
新品发布会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始终走在国际泵管阀行业的前沿，展会现场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年度新品首
发，呈现泵管阀领先技术与最新发展趋势，探讨话题直接深入产业核心。在向海内外观众展现中国
优质企业卓越风采的同时，也为国内企业开拓了海外商机。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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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现场媒体采访
今年主办方贴合展商需求，携手《流程工业》、《通用机械》、《国际泵阀技术商情》、《泵业中国》、
全球阀门网等业界媒体现场采访，吸引戴博、添理仕、连成等展商分享企业最新动态，打造业内高质
量品牌信息传播平台。

参与现场采访的企业

媒体采访秀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
公司

上海罗普自动化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

日井泵业有限公司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
有限公司

台达集团

产品经理 | 王蒙

技术经理 | 顾俊

董事长 | 陈金普

总经理 | 赵孔胜

添理仕集团

全球销售总监 | 刘金华

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 朱杰  产品工程师 | 张启裕 销售总监 | 王斌杰 

技术总监 | 何洪涛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
公司

总经理 | 加藤悟志

上海连成 (集团 )有限
公司

企划部经理 | 翁培煜

变频产品经理 | 周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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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伙伴

媒体合作伙伴

 行业媒体

 战略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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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 55号虹桥 525创意园 A座 401室（近先锋街）
电话：+86 21 33231300
网站：www.chcexpo.com

展位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86 21 3323 1323
邮箱：sales@flowtechsh.com

合作咨询
联系人：崔女士
电话：+86 21 3323 1407
邮箱：marcom@flowtechsh.com 官方二维码

明年再见

第九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2020年8月25-27 日  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