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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介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介

第九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泵阀展”）是业内高品质的泵管阀展览会，旨在

通过集中展示国际流体机械行业的变革与进步，促进产业上下游的沟通与合作，打造一站

式采购平台。2020年展会规模超过70,000平方米，汇聚超过1,200家展商，预计迎来60,000多

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

同期举办世环会系列展包括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水展、第六届上海

国际固•废气展、第五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上海国际生态舒适家

居展览会等，总规模将达到26万平方米，将吸引来自全球3,900家

参展商以及120,000多名专业观众，多展联动，资源共享。观众主

要来自水司、工程公司、工业终端、经销商、设计院等领域，高度的

专业性，有效帮助展商获取更多采购意向，扩展市场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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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水利工程协会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主办机构

更多展会资讯
请关注官方微信

2020年8月31日至9月2日      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 & 7.2H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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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荟萃 >>

目标观众 >>

参展企业名单（部分）

工业终端用户
石油 / 天然气 / 火电 / 核电 / 热电公司
涂装 / 镀锌公司
矿业 / 陶瓷 / 制砖公司
炼油 / 炼焦公司
钢铁 / 冶炼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 / 热处理公司
电子元件 / 电池涂料 / 油墨公司

农药 / 火药公司
食品 / 酿造公司
水泥 / 玻璃公司
纺织 / 印染公司
医药 / 生物 / 化工公司
橡塑 / 皮革
印刷 / 造纸厂

建筑机电总包
化学工程公司
医药工程公司

政府 / 公用事业
市政供水及排水公司
污水 / 自来水厂
其他市政单位 / 公用事业单位

工程公司
环保工程
建筑工程
环境服务
三废处理工程
装饰公司
水处理工程公司
给排水工程公司

消防工程商
暖通工程商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

设计机构
科研设计机构
设计院
咨询公司

水利
农林灌溉
泵站改造
饮水工程

经销 / 代理商
经销商
代理商
进口商
出口商

OEM
ODM
OBM

2019现场参观企业名单（部分）>>
自来水公司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上海城投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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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松江西部自来水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韵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创科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江洋浩海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水务工程公司

上海碧禹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院
杭州水务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中心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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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终端采购
宜兴环保研究院

江苏同润环保有限公司

博天环境工程 ( 北京 ) 有限公司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 ( 中国 ) 有限公司

杭州美高华颐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吉利安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京准化工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 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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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展联动，
成套设备展商上下游联动促合作 >>

深挖江苏、山东、河北、天津
四大地域，巩固高品质泵阀展美誉 >>

上海泵阀展联合同期展会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建筑水展，多展

联动，隆重推出“成套设备展商上下游联动会”，扩邀供水/污水成套设备及固废气

处理设备的生产商，通过礼遇邀约采购部、设备部、技术部等专业观众，让展会现

场成套设备展商也能成为上游展商的客户，实现精准匹配，一对一洽谈，真正打通

行业上下游，为泵阀展商构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面终端买家的采购交流平台。

上海泵阀展以7万平米展出面积、超过1,200家展商的超大规模，在泵阀展览业内傲

视群雄，为了彰显展会规模之大、辐射区域之广、专业度之深，并有效地吸引更多专

业观众，主办方在2020年重点深入四大泵阀产业基地--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在开

拓这四大区域泵阀垂直类协会及媒体的同时，更有不少当地企业首次入驻，为来年

上海泵阀展注入新鲜血液。

作为上海泵阀展辐射程度最深的江苏地区，

主办方已手握大量环保资源。除此之外，伴有

江苏省阀门行业协会的加持，一波化工领域

高端泵阀企业将入驻本届上海泵阀展

通过多次主动出击，上海泵阀展与河北省水泵

产业技术研究院达成合作共识，将在明年展会

现场引入多家河北当地水泵、阀门、电机的领

军企业，尽显燕赵大地流体机械风采。截止目

前，河北已有百余家企业参与上海泵阀展。

外贸出口是天津泵阀企业的一大需求，而上

海泵阀展每年现场络绎不绝的海外观众可以

完美契合天津企业这一需求点。博纳斯威与 

塘沽瓦特斯这两家天津代表性阀门企业明年

将在展会现场亮相。

济南、潍坊、淄博、烟台、青岛等知名企业相继

参展，如山东老牌阀门制造商--烟台阀门厂已

携旗下主力展品强势入驻，并将参与会议发

言及新品发布等一系列现场活动。立足华东，辐射全国立足华东，辐射全国

江苏

江苏

山东

山东

河北
河北

天津

天津

经过近十年的匠心培育和精心办展，上海泵阀展已经在行业内积累

了大量买家资源。尤其是在市政水务领域，主办方一直和长三角各地

水司水协有着密切合作关系，2020上海泵阀展将集结华东六省一市

市政水务领域专业观众，规模空前，值得期待！

此外，凭借着极佳的口碑和规模优势，第九届上海泵阀展将吸引众多

工程公司、设计院、经销商、工业终端等行业的专业观众参观，为行业

上下游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帮助展商结识各行业潜

在客户，扩展业务新的空间。

2020展会亮点抢先看

1

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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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多渠道开发，积极拓展
外资展商和海外观众资源 >>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的主办方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展览中心(RAI)拥有

丰富的海外资源，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此基

础上，上海泵阀展拓展了大量的外资展商和海外观众资源。凭借着卓

越的展会效益，上海泵阀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品牌多年入驻，

如格兰富、KSB、安德里茨、宾泰克、添理仕、AVK、欧玛等，相信随着上

海泵阀展良好口碑的传播和发酵，更多国际流体机械品牌将陆续加入

到这一阵营中来。

同时，上海泵阀展的海外专业观众数量多年持续增长，德国、意大利、韩国、日本、美

国、印度、俄罗斯和波兰等国际买家团对上海泵阀展热情极高。2020主办方还将与美

国水质协会、荷兰水事业联盟、韩国上下水道协会、韩国环境保全协会等国际权威机

构深入合作，广邀国际水行业领域内高质量买家，进一步提升上海泵阀展在全球流

体机械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帮助更多国内企业布局海外市场，实现新的增长点。

4%
美国 11%

日本

15%
韩国

18%
印度

8%
泰国

俄罗斯
5%

4%
澳大利亚

4%
意大利

2%
德国

贯穿行业上下游
开辟三大创新展区，汇聚商机 >>

2019现场主要海外观众分布图

随着绿色化工这一理念的深入人心，化工企业被不断重拳整治，而提标改造这一词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倒逼企业加速对生产和环保设备的提档升级。荷瑞会展凭借多年展会组织的经验，积累大批多年观

展的化工厂、化工公司、化工工程公司以及涂料、食品、制药等买家资源。在掌握其对绿色环保设备更新

换代的巨大需求之下，荷瑞会展将联手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上海市化工研究

院，在上海泵阀展同期的2.2H馆，隆重推出“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旨在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

品，助力化工泵阀及终端企业共延产业链，为上海泵阀展来带更丰富的买家资源。

随着上海泵阀展污水处理厂与工业水处理领域的观众在近两年

来以117.4%的比例飞速增长，工业泵阀展商的比例也水涨船高，

良好的参展效果及品牌效应不仅赢得一些

品牌如KSB、赛莱默、北阀总厂、泽尼特等

的连年参展，还吸引来易瑞斯等业内翘楚

首次参展。

在国家提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号召下，高效节能电机业将

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上海泵阀展紧跟行业趋势，重视节能电机市

场的发展，在去年现场略有成效的电机专区基础上，今年将规模

扩增至两倍之多，更迎来了金龙电机、江科电机的首次亮相。与

此同时，作为国内高品质整机泵的行业盛会，上海泵阀展帮助电

机企业直面终端，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把握工业泵阀行业脉络，共探市政建设新动向推动节能减排，力促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新展问世，构建化工行业全产业链

117.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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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地五金机电城的走访挖掘与行业垂直媒体的资源引入，

主办方将在展会现场首次举办经销商大会，联合品牌展商共同

招募经销代理商，并邀请至现场参与经销商大会。此外，更有不

少全国各地的贸易、工程服务商将在现场寻找合适的卖家。

上海泵阀展始终聚焦流体机械最新发展，走在行业的前沿，为

了表彰产业领军者推动我国泵阀行业的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

献，上海泵阀展将邀请行业协会及科研院校共同组成权威评委

团，向展商征集新产品和专利技术，通过评委团独立评审和决

议以及近三万名微信粉丝投票产生结果，最终决出多个奖项，

并在展会现场举办颁奖典礼，共同见证行业的创新及技术进

步，引领中国泵阀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为行业领军者喝彩
引领泵阀发展新趋势 >>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作为业内高品质的泵管阀展

会，始终走在行业的前沿，主办方每年展会同期都举

办了多场业内高峰会议论坛及新品发布会，为观众

展现流体机械行业的发展新趋势。凭借着高规格、优

品质的现场活动，吸引众多来自水司、工程公司、工

业终端、经销商、设计院等领域观众参观。

借助在全国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流体机械行业领域累积的资源优势，

上海泵阀展同期推出新品发布会。展会现场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年度

新品首发，共同呈现泵管阀领先技术与最新发展趋势，打造新闻爆点，吸

引流体输送行业关注。在向海内外观众展现企业自身产品技术实力的同

时，也开拓了潜在商机。

展商名称 发布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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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新品发布会参与品牌  NEW新品首发 !

新品发布会 >>
经销商大会 >>

高规格 优品质

格兰富一体化智慧泵站

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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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行业，通过多元化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从降低漏损、提高水质、简
化流程、提升优质服务等方面，促进安全供水，打造智慧水务。2020年智慧水务论坛除了延续上海市供水管
理处及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学者专家出席演讲外，还将邀请荷兰、韩国、越南、泰国供水专家现场主题演
讲，汇集世界级供水专家的分享与交流，精彩纷呈！同时将与长三角水协合作，共同组织江苏、安徽、浙江、
山东、江西等水务领域观众齐聚上海，盛况空前！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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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
会主办，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将延续前几届论坛的经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构筑建筑给排水行业有效、合理、规范的发展蓝图。在主题方面，将延伸至市政给排水，邀请市政院、建工院的专
家现场演讲。同时观众方面除了上海各设计院、杭州院、宁波院、南京院外，我们还将邀请苏州院、常州院设计师前来听会。

     2019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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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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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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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诗湖  |  东华大学  教授 / 博士

钟欣都  |  常州格兰威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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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演讲嘉宾
顾正友  |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升彧  |  杭州水务设计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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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智慧水务高峰论坛

部分听会观众

部分听会观众

第四届长三角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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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设计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市房屋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天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杭州园林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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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供排水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自来水有限公司

嘉兴市港区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市制水有限公司

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自来水有限公司

苏水市政设计公司

芜湖市供水总公司

陈钟珉

顾正友

主办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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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高峰论坛 >>
上海泵阀展旗下论坛聚焦行业热点，主要探讨智慧水务、二次供水、建筑给排水、市政工程、水环境治

理、流体输送、环境安全治理等前言话题，已然成为业界精英齐聚、行业智库发声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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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派客是中国石化建立的集采购、销售功能于一体的电商平台。为了帮助更
多的供应商进入中石化采购系统，帮助易派客平台关联方企业深入了解平台
的核心理念、核心业务、主要功能等，深化关联方企业与易派客平台合作。
2020上海泵阀展还将邀请10多位中石化及二级单位物资部的负责人来现场
发布招投标项目，与展商一对一进行洽谈，共话中石化物资需求。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题责任和政府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降低事故总量和伤亡人数，提升安
全生产总体水平。上海泵阀展就如何提升环保安全能力，助力基层自理，保持其可持续地快速发展，聚集化工企业安环
部资深专家学者，交流互鉴，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

在石油、化工、制药、末端污水处理等领域对泵阀产品的选购要求非常高，业
内对高水准的、有参考价值的泵阀创新技术及应用成果也高度关注。因此，

《流程工业》杂志社将在2020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同期举办“2020流体输送技术
创新与应用研讨会”，围绕泵阀产品的“高效、节能、安全”，结合当前石油化工
领域项目建设、项目维护改造、环保治理、技术装备创新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讨
论。每年前来听会的观众都对本论坛反响热烈，论坛有效聚集工业终端、水
务、工程公司等行业的专业观众。

上海泵阀展还联合同期展上海水展、上

海固•废气展推出一系列针对流体机械

行业上下游的论坛，覆盖更多市政水司、

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利、污水处理厂等水

务的专业观众。

工业水领袖论坛（IWLF）

工业废水提标改造的新技术、新设备研讨会

中欧水企业交流会

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环境污染物治理产业高峰论坛

中石化招投标见面会

第四届HSE管理创新论坛

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

      2019演讲嘉宾
秦  骞  |  上海市金山区留学联合会  会长

马立强  |  益弛思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许家福  |  上海博优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陈锦云  |  上海经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曹  鹏  |  上海柏科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  川  |  中安广源产业与产品部  副总经理

      2019演讲嘉宾
沈松土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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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书生 |  太泽透平研发部  应用工程师

付  立  |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秘书 / 设备安康专家

王雍凯  |  格兰富  中国高级应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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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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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听会观众

部分听会观众

同期展会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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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骞

袁书生

主办单位：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主办单位：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易派客平台）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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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世环会携旗下5大主

题展会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泵阀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国际空

气新风展/上海国际建筑水展，为来自政府部门、设计院、工程公司、经销代理

商、终端用户及业主等专业领域的采购决策者倾力打造的一个高效、多元化的采购交

流平台。借助世环会在全球环保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有采购需求的VIP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参展企业不但可

以在展前通过主办方渠道优先向俱乐部成员推荐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方案，还能够在为期三天的展会现场与有意向的俱乐部成员进行面对

面的商务洽谈，并获得来自线上对企业产品，技术或服务方案感兴趣的俱乐部成员信息，从而收获更丰硕的参展效果。

来自28个终端用户领域的TOP百强买家现场聚会采购，众多优质展

商届时将有机会与超过72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专业观众面对面。

       所邀请的俱乐部买家的职务范围

在企业中，具有采购决策或采购建议权的部门经理及以上级别的企

业高管。（工程部、采购部、设备部、技术部等部门高管）

—‒为展商甄选优质买家

涂装

水泥矿业制药电镀电力

皮革橡塑

化工石油

冶金钢铁酿造

电子印刷造纸印染纺织饮料食品

汽车农业空调海水淡化

建筑消防暖通造船制冷

所邀请的俱乐部买家的来自于以下行业

加入尊享服务 >>

整合营销 聚效集客 >>

世环会尊享服务是针对行业领先企业提供的定制化数字营销推广服

务，为参展商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目标客户营销，观众引流，买卖匹配，

数字化用户分析等多渠道获益模式，真正做到一场展会，全年推广，主

动将产品推荐到精准的目标客户群，提高至少1倍以上参展效果!

超强数据支撑

超低推广成本

超全展示平台

超优买家配对权

110万专业观众用户库

全年定制化数字营销推广成本大大低于互
联网常规营销渠道，每天平均1万次曝光

6大官方网站平台、APP客户端、微信平台和300家
合作媒体，覆盖全网行业用户群体

享有买家资源中心买家需求匹配优先权，在专项
配对系统中置顶显示推荐给目标买家和观众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让您一场展会，全年收益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新闻发布 展会现场媒体采访 展后新闻报道

企业展期活动推广 企业展期活动服务

目标买家联合邀约及配对 目标买家现场配对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广告投放 展会现场广告投放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企业/
产品信息推送

企业在线产品展示/促销资料推广

现场活动/展位导流

主
办
方
专
业
买
家
资
源

展前 展中 展后

受众行
为分析

营销效
果追踪

互动意
向采集

智能数据
系统

意向信
息分享 了解更多详情

敬请联系

+86 21 3323 1323

王经理

sales@flowtechsh.com

www.flowtechsh.com

了解更多详情
敬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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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 >>

潜水污水多级泵

环保设备生产
所需配件采购

经销所需设备采购

**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报价

根据报价

项目名称 采购产品 产品要求 采购预算

只要有NSF，UL，FM认证的阀门企业均可介绍

所需阀门以及管件采购都是需要给到旗下子公司设备生产以

及维修安装等使用

没有地域要求，供货速度快，质量有保障，均可考虑

WQ 50-15-12-1.5 56台；WQ80-40-12-3 10台；WQ80-20-12-2.2 8

台；WQ50-15-12-1.5 4台；WQ80-40-15-4 20台

没有地域要求，供货速度快，质量有保障，主要还是报价有优势

软水设备，风机，后式泵，

离心泵，轴流式泵，齿轮，

相关的阀门 

暖通锅炉工程

北京****能环科技

大肚泵、潜污泵、漩涡气

泵、不锈钢潜水泵、罗茨

泵、减速机、制动电机、金

属管材 、塑料管材、管件

设备生产配件采购

石家庄***设备
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是做北方暖通相关的项目，现需要找相对稳定的长期供应商

希望是北京地区的供应商，品质有保障的生产或者经销商都可以， 

供货周期一定要有保障，一般供货周期在一到两周

单次量不大，软水设备四五套的样子，其他的配件根据情况定

设备要求：大肚泵0.75KW ，不锈钢潜水泵1.5KW

减速机：RV25X4031-90B5          制动电机：1.5KW        

金属管材：方管.圆管.无缝管.角钢等

塑料管材：PP管.PVC管.双活接球阀.球形止回阀.PP弯头.PP三通等

供应商要求：优先考虑河北附近的供应商，国内外品牌不限

设备用于化工水处理工程处理量每小时500-5000吨处理量处理后

达到地区处理标准，主要看泵阀是否耐腐蚀，抗药剂

国内品牌要求是生产厂家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国外大品牌

可以是一级代理，售后服务必须有保障

废气一体化处理设备，泵

管阀，仪表类，臭氧应

用，耐腐蚀材料，粉类干

燥，液体浓缩

鱼粉厂废水
废气处理工程

浙江****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耐腐蚀水泵，耐腐蚀球

阀，手阀，电磁阀，碟阀

化工水处理工程

北京***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主要用在鱼粉(鱼虾做成粉)生产线，废气处理的设备主要是除

去鱼粉厂生产过程中的产生的恶臭气体，达到排放标准。设备自动

化程度要求好一些，我司还会承接国外的相应的工程，售后方面希

望供应商可以提供到东南亚和非洲的售后

潜水泵，化工泵，螺杆泵，污水泵，真空泵，管道以304材质为

主，阀门需要常用的球阀，蝶阀，闸阀之类的都需要

液体浓缩主要涉及的工艺是升膜，降膜，刮膜，蛋白水浓缩，寻找

相关的设备

具体看供应商

的报价，采购

数量很大

需要了解供

应商的报价

200万

50万

标准的阀门，例如球阀等，

执行机构，还有沟槽管件****（杭州）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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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
球阀 蝶阀 闸阀 截止阀  
止回阀 疏水阀 电磁阀 
调节阀 节流阀 铜阀 安全阀

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其他阀门 / 执行机构

展品范围

阀门配套产品
数控机床 软密封件 法兰 阀门
定位器 铸造件 / 锻造件
其他阀门配套产品

泵
离心泵 污水提升泵 化工泵   
计量泵 隔膜泵 螺杆泵 活塞泵  
往复泵 转子泵 喷射泵 其他泵

管道 / 管接件
工业管 市政给水管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三通四通 弯头  
软管 其他管道 / 连接件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变频器 稳流罐  
立式离心泵 控制柜  
控制水箱 计算机软件

泵配套产品
电机 硬密封件 泵壳 
轴承 / 联轴器 泵阀检测设备 
其他泵管配套产品

阀门
管道

泵与
供水设备

7.2H

7.1H

展馆分布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7.1Hall
展馆

8.1Hall
展馆

1.1Hall
展馆

2.1Hall
展馆

松 

泽 

大 

道

盈 

港 

东 

路

南 

广 

场

涞 港 路

东 入 口

诸 光 路

3 Hall
展馆4.1Hall

展馆

5.1Hall
展馆

6.1Hall
展馆 1.2 Hall

展馆

8.2 Hall
展馆

7.2 Hall
展馆

北展场（室外）

2.2 Hall
展馆

7.1H 泵与供水设备

7.2H 阀门管道

智慧环保/环境监测    
固废/废气

净水

建筑给排水/绿色建材
空气新风
舒适家居
净水

泵与供水设备

阀门管道

化学过程工业展

环保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1.1H

1.2H

2.2H

7.1H

7.2H

7.2H

8.1H

8.2H

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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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

展商预览

宾泰克（天津）泵业有限公司 
Pentax（Tianjin）Water Pumps Co., Ltd.

CM 离心泵

意大利宾泰克是一家有着超过60年历史的水泵制造企业，
是意大利最早的制泵企业之一，目前宾泰克水泵产品已经行
销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是世界范围内电动水泵
的领先制造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设备、供水设备、供暖
系统、空调系统、制冷系统、太阳能系统、污水处理、农业灌溉
等多领域。

www.pentaxpumps.cn

意大利

荏原机械于2006年设立于北京，是荏原制作所在中国的独
资企业，致力于运用先进的荏原产品服务于中国的发展。荏
原机械以客户需求为己任，全方位地为用户提供优化的整体
解决方案。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Ebara Machinery (China) Co., Ltd.

GS_卧式端吸离心泵

www.ebara.cn

日本

格兰富致力于水资源事业，秉承创新、高效、可靠与可持续的
理念为全球打造水资源解决方案。作为一家水泵公司，其解
决方案能够帮助合作伙伴及客户把水输送至需要的地方，为
小到最小的村庄，大到最高的摩天大厦提供饮用水，还致力
于处理废水污水，为世界带来温暖与舒适，抑或在需要时带
来清凉。

KSB已成为产品范围最广、技术水平最高的泵,阀,系统制造
商之一。在电站，石油，化工，城市给排水和污水处理，炼油，
楼宇，船用及大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
中国上海苏州河治理工程,北京第九水厂,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上海金茂大厦,北京东方广场等各著名工程项目中都有
KSB的业绩。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Grundfos Pumps (Shanghai) Co., Ltd.

永磁智能供水机组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KSB Shanghai Pump Co., Ltd.

潜水泵 Amarex KPT

www.grundfos.com www.ksb.com

安德里茨从计划，工程设计，制造，外包，组装，运输，现场安
装以及开机支持，安德里茨以最严谨的标准来规范各个生产
和工作环节，把最高质量的产品以协定的成本，准时送达客
户手中。

赛莱默是全球领先的水技术公司之一，致力于开发创新的技
术解决方案，以应对严苛的全球水资源挑战。公司的产品和
服务专注于市政、工业、民用和商用建筑等领域的水输送、水
处理、水测试、水监测和水回用。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ANDRITZ (China) Co., Ltd.

高效节段式多级泵HP43系列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Xylem (China) Co., Ltd.

飞力轴流泵

www.andritz.com www.xylem.com

德国丹麦

奥地利 美国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WILO SE

MVI 立式多级泵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是威乐集团在全球的重要分
支机构，威乐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用水为己任，积极投入水
泵的研发生产，产品主要用于供热、制冷和空调技术以及供
水和污水处理以及工业等领域，同时还生产泵类产品所需的
电机、配套的控制装置等。

www.wilo.com.cn

德国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DESMI Pumping Technology (Suzhou) Co., Ltd.

立式离心泵

代斯米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专门从事海洋、工业、溢油回
收、国防&燃料和公用事业中的本地及全球泵解决方案的开
发和产品制造。代斯米的产品范围⸺辅以其他世界领先的
制造商的代理产品⸺被广泛赞誉的产品设计和泵系统，溢
油回收机组，并通过代斯米的服务网络提供一级售后服务。

www.desmi.com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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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卓泵业（杭州）有限公司 
HYDROO Pump Industries (Hangzhou) Co., Ltd.

立式多级离心泵

HYDROO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销售服务网络，为各类泵工程
和水泵终端用户提供专业可靠的产品和服务。HYDROO拥有
完善的产品系列，在包括供水、增压、消防、地下水抽取、暖
通、排水、污水、市政、灌溉、海水淡化和反渗透等诸多领域，
为客户提供各类高端泵产品和泵解决方案。

www.hydroochina.com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eo Group Co., Ltd.

EDH/ECH卧式多级
不锈钢离心泵

利欧集团是中国泵行业上市公司，也是中国A股的数字营销
公司，公司已经构建完成了“互联网+机械制造”双业务平台
产业发展格局。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44亿元，其
中，机械制造业务销售收入22.44亿元，互联网业务销售收入
94亿元。

www.leogroup.cn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IMGE Pump Industry Group Co., Ltd.

PW 系列全自动
旋涡式自吸电泵

新界泵业是中国水泵行业领军品牌，中国水泵上市公司，创
建于198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经营各类泵及控制设备的股
份制上市公司。30余年来，新界泵业一直专注于各类泵及控
制设备等产品的技术研究、生产制造、市场推广，致力于为世
界提供最好的水泵和水处理系统解决方案。

www.shimge.com

泰拉尔通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Teral General Machine Shanghai Co., Ltd.

离心泵

泰拉尔通用机械是日本泰拉尔株式会社在中国据点，成立于
2002年。总公司泰拉尔株式会社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水
泵、风机及环境系统商品的专业制造商，总部在日本广岛。泰
拉尔通用机械主要承担不锈钢系列水泵及相关零件的设计、
加工及组装，此外销售泰拉尔集团所有产品。

www.teral.com.cn

戴博水泵成立于2006年10月13日，是DAB全球七大生产基地
之一。占地面积11600平方米，实现了生产、研发、市场、销售、
物流与采购等于一体的全部职能。在2016-2020，DAB集团五
年战略规划的背景下，戴博中国提出“绿动生活”计划，与广大
客户朋友共同打造一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销售通道。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DAB Pumps (QingDao) Co., Ltd.

E.SYBOX 智能变频增压泵

www.dabpumps.cn

意大利

1919年创立了“川本水泵”， 在陶制及木制水泵为主流的当
时，川本公司已经开始销售铸铁手压泵。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
长河中，川本水泵从家用到高层建筑，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
挥着重要作用。 给地球上万物的生命输送珍贵的水，川本水
泵今天继续支持着人类的舒适生活。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Kawamoto Pump (Suzhou) Co., Ltd.

PE / PSS 立式管道泵

www.kawamotokps.com

日本 日本

展商预览

南方泵业系全国最早研发并规模化生产不锈钢冲压焊接离
心泵的企业，是目前国内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领域产销量
最大的专业生产厂家。产品的系列范围、销售总量、产品质量
均排在国内同行业首位，也是行业内率先研制、生产、销售管
网叠压成套设备的企业。

JET品牌现为意大利NEW JET S.R.L公司旗下产品, 致力于研
发及生产6-14寸深水电泵及大型我是多级电泵, 是相关领域
的先导之一。IRCEM现为意大利NEW JET S.R.L公司旗下产品, 
致力于研发及生产4-6寸深水电泵及小型卧式多级泵, 立式多
级泵, 小型潜水电泵等相关产品, 产品性能优异, 品质卓越。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Nanfang Pump Industry Co., Ltd.

CDM轻型多级离心泵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
Suprasuny

150QJ-BP系列不锈钢
冲焊井用潜水电泵

www.cnppump.com www.sanyupum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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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成立于1971年，为全球提供电源管理及散热解决方案。二
十多年来，台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日益根深叶茂，业务运营全
面涵盖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目前共设有广东东莞、江苏吴
江、安徽芜湖、湖南郴州四个主要生产基地；二十三个研发中
心、49个运营网点、73个服务网点，员工总数达5万余人。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Delta Enterprise Management (Shanghai) Co., Ltd.

永磁电机

www.deltaww.com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Kaiquan(Group) Co., Ltd.

第六代KQLKQW系列
单级离心泵

上海凯泉是集设计/生产/销售泵、给水设备及泵用控制设备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泵业集团，是中国泵行业的龙头企业。
总资产达38亿元，在上海、浙江、河北、辽宁、安徽等省市拥
有7家企业，5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

www.zjnyby.com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Liancheng (Group) Co., Ltd.

S系列单级双吸离心泵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著名的研究制造泵、
阀和流体输送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和环保设备的多元化经营
的大型集团企业。产品品种涵盖水泵、电机、电气柜、阀门、成
套设备、环保设备、热换器、机械配件等系列，其产品性价合
理，质量可靠，广泛应用于市政、水利、建筑、消防、电力、环
保、石油、化工、矿业、医药等领域。

www.lcpumps.com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Lingxiao Pump Industry Co., Ltd.

CA65-50-125/4.0T

凌霄泵业位于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的广东省阳春市，是集
电机和水泵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主要生产按摩浴
缸泵(海水泵)、泳池泵、SPA泵、不锈钢泵、清水泵、潜水泵、工
业管道泵、变频恒压供水设备等系列产品，是国内小型民用
电泵和工业配套电泵规模最大的制造商之一。

www.lingxiao.com.cn

ABB是全球技术领导企业，致力于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基于超过130年的创新历史，ABB以客户为中心，拥有全
球领先的四大业务⸺电气、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机器人
及离散自动化，以及ABB Ability™数字化平台。

富兰克林电气是全球领先的水泵输送系统、燃油输送系统及
部件的产品制造商。作为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的潜水电机制造
商，富兰克林同时是世界领先的水泵系统、驱动和控制系统的
制造商。富兰克林产品广泛服务于全球住宅、商用、农业、工
业、市政和油站系统领域。

ABB（中国）有限公司 
ABB

泵用电机

富兰克林
Franklin

6英寸VoT-x潜水电机 

www.abb.com.cn www.franklin-electric.com

金龙电机制造始于1981，匠心打造，伺服电机定制专家。金龙
电机立足长三角，是一家集智能伺服永磁电机、异步电机、驱
动、变频控制系统的科研、开发、制造、销售、并提供电机系统
集成和低碳节能电机解决方案的专业企业。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long Electrical Machinery Stock Co., Ltd.

三相电机

www.china-jinlong.com

瑞士

成立于1964年，全球总部位于土耳其，经过不解的努力，现
已成为一个全球品牌，向70个国家出口潜水泵，其成功的秘
诀在于一直只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的政策和指标。其一贯的方
针为：总是制造最好的，不管是设计还是售后。

万盛水科技有限公司
VANSAN MAKINA SANAYIVE TIC

潜水电机

www.geoconglobal.com

土耳其

美国

展商预览
泵 >>

电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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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阀门是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上海市文明单位。是一家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大型阀门生产企
业，是全国主要的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水力控制阀等通
用阀门生产商与供应商。在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热
力、供水等行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Hugong Valve Factory (Group) Co., Ltd.

金属硬密封蝶阀

www.hgvalve.com

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
Tianjin Tanggu TWT Valve Co., Ltd.

CHD 系列液控蝶阀

TWT作为一家专门从事阀门开发和制造的业界先驱，50多
年来，产品在城市给排水、污废水处理、海水淡化、电力、石
油、化工、冶金、供热、船舶、医药、造纸等应用领域创造了卓
尔不凡的业绩，产品覆盖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世界
70多个国家。

www.twtvalve.com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Talis-Erhard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双偏心蝶阀

添理仕集团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旗下拥有10大水工业阀门
品牌和制造工厂。是全球水行业、污水行业最大的专业的阀门
生产厂家之一，拥有全球水和污水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可以提
供从源水到废水处理整个水系统的各种阀门处理方案。

www.talis-group.com.cn

德国

AUMA是阀门自动化行业领先的执行器制造厂商。自1964年
成立以来，AUMA公司就始终致力于电动执行器的研发、制造、
销售和售后服务。在华业务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满足国
内用户的各类选型需求及提供快捷的供货和服务，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力、石化、冶金、纺织、水利、污水处理、建材等各工业
及民用领域。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AUMA Actuators (China) Co., Ltd.

SA 系列多回转执行器

www.auma-china.com

德国德国

伊瑞斯阀门（中国）有限公司
ERREESE

10P00系列笼式单座调节阀

伊瑞斯成立于1965年9月18日，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阀
门制造业界知名的厂家，是高效、高端、安全阀门的代名词。
目前伊瑞斯有4个阀门生产基地：在法兰克福的德国工厂，以
及在伊瑞斯（中国），伊瑞斯（俄罗斯）的分厂，还有全球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办事处和分支机构。

www.erreesse.de

德国

ROPO是德国著名的气动、电动控制阀的专业制造厂家，诞
生于德国北威州杜塞尔多夫，从事执行器、自控阀的研究开
发已多年，是全球最早生产流量控制阀先驱之一。上海罗普
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系德国罗普中国营销总部，专业从
事执行机构，流量控制阀研究与开发，已得到行业内主要终
端用户的认可。

上海罗普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Shanghai RoPo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Co., Ltd.

高性能对夹式蝶阀

www.ropovalve.cn

VAG集团始创于1872年，最初是一家专门生产水泵和耐用阀
门的工厂，位于德国工业城市曼海姆。现如今，我们已经是一
家拥有超过1200名员工的公司，业务遍及全球。从最初的
Bopp & Reuther 发展成为VAG集团⸺最初的行业先锋已
成为阀门专家。VAG阀门可应用于拦河坝、水坝、自来水厂、
饮用水供应管网和污水系统等需要可靠关闭阀和调节阀的
地方。

阀安格水处理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VAG-Group Headquarters

高性能对夹式蝶阀

www.vag-group.com

德国

展商预览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AVK Valves (Shanghai) Co., Ltd.

法兰闸阀

AVK以高品质阀门驰名全球，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 AVK产品
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AVK的核心业务是生产阀门、消防栓
和管件，产品主要应用在供水、污水处理、燃气管网和消防领
域。AVK不仅仅制造产品，更为当地人民和企业提供先进的
技术解决方案，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www.avkchina.com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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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艺创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Yichuang Valve Technology Co., Ltd.

双向压硬密封蝶阀

艺创阀门一家专业从事阀门研究、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的
企业，位于浙江省永嘉县瓯北东瓯工业区，有多年专业生产
阀门的经验。厂区占地面积40000多平方米，注册资金5118
万元，生产场地面积22000平方米。

www.yc8666.com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加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无锡圣
汉斯公司应运而生，诞生了圣汉斯的第一台执行器。经过近
20年的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圣汉斯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
体，在国内外享誉盛名，成为专业一流的执行器及成套生产
厂家之一。

无锡圣汉斯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Wuxi St.Hans Autom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气动执行器

www.sthans.com

江苏兰阀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Lanfa General Equipment Co., Ltd

电动蝶阀

旭有机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Asahi Organic Chemicals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14型隔膜阀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Yuanda Valve Group Co., Ltd.

楔式闸阀 Z41T/W-10/16Q

浙江永园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Yongyuan Valve Co., Ltd.

不锈钢高端阀门

世界五大洲每个角落都有博业塑胶阀门制造的产品，华夏大
地有超2000家的客户；拥有行业最强势最先进的设备制造
基地；拥有对本行业30年的经验积累。企业领导层始终拖着
如履冰的危机感，与胸杯蓬勃向上、敬业爱岗的全体员工一
起，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前身是厦门伯雷阀门有限公司，2017年招商引资回搬至山东。
自2008年起本着“业精于专”的工匠精神专业从事800系列双
偏心高性能蝶阀、U型弹性座金属密封三偏心蝶阀的设计，生
产，销售。

宁波市博业塑胶阀门有限公司
Ningbo Boye Plastic Valve Co., Ltd.

防腐阀门

山东伯雷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Bury Fluid Control Equipment Co., Ltd.

2片式高平台法兰球阀

www.blsjfm.cn www.xmbury.com

江苏兰阀是一家专业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电动阀门和控制阀
门的执行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喷漆，自动烘
干流水线及精良的机械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健全有效的质
量管理体系。江苏兰阀将以优异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
格，优异的售后竭诚为您服务!

旭有机材经过60年的创业，追求合成树脂的可能性，不懈的追
求挑战与改革。塑料阀门已引领世界，铸造用树脂、酚醛树脂
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为了应对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
供货需求，2008年10月，由旭有机材工业株式会社全资投资，
在上海正式成立了组装工厂，由此，旭有机材正式进入中国。

www.lanfa.cn www.av-valve.com.cn

远大阀门创立于1994年，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化
工、电力、冶金、水利、医药、市政建设、给排水等领域。集团建
有56座现代化加工装配车间，加工设备实现了数控化、专用
化、连续化生产作业，日产阀门可达10000台以上。

永园阀门是一家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阀门专业生产企业，前
身国营浙江省永康阀门厂，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
等行业。多年来，公司专注于阀门制造领域，秉承“精致、效
益”发展理念，坚守“用户至上、质量为先”的原则，积极倡导

“工匠”精神。

www.hbyuanda.com www.cnyvc.com

展商预览
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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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诚磊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Changzhou Chenglei Valve Techlogy Co., Ltd.

Z型多回转电动执行器

诚磊阀门位江苏常州横山桥镇境内。“诚磊”是国内外著名的
电动执行器、电动阀门生产制造企业之一，拥有专业的技术
研发团队、专业的管理人オ和质量检测人员数十名。常州诚
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愿与社会各界朋友精诚合作，共同努
力，携手未来！

www.czcljmjx.com

杭州西也纳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Hangzhou Xiyena Automatic Controlled Equipmengt Co., Ltd.

XHQ智能角行程电动执行器  

易速泵阀科技是一家集科研，设计，制造，安装，泵阀智能自动
化解决方案为一体的科技型实体公司，以“一带一路”为引擎，
发展科技创新为动力走向新时代，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和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精神引领下不懈努力地为人类所需制造新型和
优质泵阀产品。

易速泵阀科技有限公司
Easy Speed Pump Valve Technology Co., Ltd.

耐腐耐磨蝶阀 

www.ysbfkj.com

中阀集团拥有国外先进的阀门制造技术、庞大的销售网络和
良好的品牌形象。科学有序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装配、质
量监控等流程，完善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以及中阀集团
长期以来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使中阀集团成为国内
阀门制造业中最具实力和潜力的企业之一。

中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Zhongvalve Holdings (Group) Co., Ltd.

BYH108X活塞式电动遥控阀

www.cnva.cc

浙江北泽阀门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开发、研究、生产和销售
各式阀门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
质量体系、欧盟CE、美国API6D和中国AZ安全认证，拥有出口
自营权。阀门产品主要有高温调节型金属硬密封蝶阀，橡胶
密封蝶阀，HD液动蝶阀、伸缩蝶阀、弹性密封蝶阀、缓闭止回
碟阀、球碟式煤气阀、闸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等。

浙江北泽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Beize Valve Technology Co., Ltd.

三偏心全金属双向密封蝶阀

www.berze-valve.com

西也纳成立于2004年，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稳步发展后，
西也纳已成长为集创新研发、规模制造、国内外营销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西也纳全面贯彻“质量是公司的生
命，服务是企业的天职”的质量方针，贯穿于整个制造优质产
品和全方位服务客户的过程之中，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www.xiyena.net

专业生产刀闸阀、浆液阀、耐磨阀门、陶瓷阀、闸门等各种电
动、气动、手动阀门等90 个系列，2800 多种规格品种。广泛
应用于造纸、化纤、石化、食品、冶金、电力、制药、污水处理等
行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温州奇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Chisun Valve Manufacture Co., Ltd.

双向无凹槽耐磨刀闸阀

www.chisun.cn

福斯拓科是一家深受国内外客户及用户认可的气动阀门执
行器及附件专业生产厂家。公司主要骨干从1999年开始从
事阀门执行器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福斯拓科秉承 “专注、专
业、卓越”的经营理念，将竭诚为 新老客户提供更好的技术，
完善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达柏林是一家业务面向全球的制造业公司，2000年成立于
中国，公司总部设立在玉环岛（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沿海），
也是主要制造基地。达柏林产品全部自主品牌，业务已经遍
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国内市场。董事长林海林
先生采用战略视角谋划产业布局调整，将业务范围整合为全
面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Wuxi Force & Torque Technology Co., Ltd.

HPY 系列气动执行机构

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Double-lin Valves Co., Ltd.

多功能球阀

www.force-torque.cn http://hvac.double-lin.com/ 

展商预览
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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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Georg Fischer Ltd.

ecoFIT pressure pipe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Huasheng Pipeline Technology Co., Ltd.

PVC 管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Xinxing Ductile Iron Pipes Co., Ltd.

供水用球墨铸铁管(C 级)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Kingland Pipeline & Technologies Co., Ltd.

钢塑复合管

艾格尔是世界领先的塑料化工泵制造商，拥有先进的耐腐蚀
泵制造技术及专利。30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持续不断的技
术研发和严格的质量监控，使艾格尔集团成为客户信赖的品
牌。艾格尔化工泵（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艾格尔
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独资企业，负责艾格尔集团产品在亚太地
区的生产、销售及服务。

美宝是一家致力于耐腐蚀泵及电镀过滤机开发设计、生产和
销售的现代化大型制造企业。美宝致力于生产耐酸碱自吸泵、
耐酸碱立式泵、耐酸碱磁力泵、定量加药泵，电镀过滤机等，服
务于废气、废水领域，广泛应用与电镀、涂装、PCB线路板、蚀
刻、废气、污水处理等领域。

艾格尔化工泵（大连）有限公司
Argal Chemical Pump (Dalian) Co., Ltd.

SATURNevo泵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Kunshan Meib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磁力泵

www.argalchina.com www.meibao88.cn

双达主导产品有：泵：执行最新版API610标准的BB1~BB5、
VS1~VS6系列等化工流程泵；执行RCC-M/ASME标准的
AP1000/CAP1400/CAP1700/ACPR1000余热排出泵、中压安
注泵、低压安注泵等核电用泵；盐化工、环保行业用SDQL型
强制循环泵；煤化工行业用SDZA型气化关键泵；大型海水淡
化泵；军工用泵。

江南泵阀位于泾县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专业化工泵的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前身为泾县江南化工泵阀厂，创建于1999年元
月，于2005年10月更名。

江苏双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Shuangda Pump & Valve Group Co., Ltd.

BA型石油化工流程泵

安徽江南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Anhui Jiangnan Pumps & Valves Group Co., Ltd.

CQB 系列氟塑料磁力驱动泵

www.sdpump.com www.ahjnbf.com

GF创建于1802年，总部位于瑞士，在33个国家经营着140 家
公司，其中57家是生产基地。15027名员工在2018年创下了
45.72亿瑞士法郎的销售额。在液体气体安全输送、轻质铸造
件以及高精度制造技术领域，GF是其客户的优选合作伙伴。

华生管道始建于1988年，是一家集UPVC、CPVC、PE、PPH、
PVDF等材质的工业、给水，环保水处理设备类塑料管道产品
研发、制造于一体的管路系统专业生产企业。经过多年的探
索与提升,目前华生已成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

www.georgfischer.com www.czhuasheng.com

新兴铸管是国内领先的离心球墨铸铁管生产企业,多年来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始终重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工作。其过
硬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使“新兴铸管”这一品牌在国内给排
水和水利行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金洲管道地处长三角核心的浙江省湖州市，是一家主营高等
级石油工业用管道和新一代绿色民用管道研发制造的上市
公司，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浙江
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www.xinxing-pipes.com www.chinakingland.com 

意大利

瑞士

展商预览
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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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 
Delmar Bearing Co., Ltd.

深沟球轴承

德尔玛从事轴承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经验，经过多年的拼搏
和努力，赢得了客户，站稳了市场。随着近年来不断发展，在
国内国际市场上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新星⸺轴承行业新品
牌⸺“德尔玛”（DARM商标），专业制造高精度、低噪音、长
寿命轴承。

www.yakeer.net

丹阳市云孚科技有限公司
Influx (Danyang) Technology Co., Ltd.

天然胶

云孚科技是专业从事橡胶制品研发和生产的科技型企业，公
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是广泛应用于暖通、给排水、生活及饮用
水、工业介质等要求保持压力和气水隔离的系统中使用的橡
胶囊，简称“橡胶内胆”或“供水胶囊”。

www.yfgsjn.cn

加耐特创立于2008年，坐落在中国.温州市瓯北，是一家集设
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阀杆、冲压手轮，热处
理加工服务的企业。生产加工各种材质的国标，美标，日标，
德标，英标的闸阀杆，蝶阀杆，截止阀杆，软密封闸阀杆，包装
机械丝杆、球阀杆及冲压手轮等各类阀门配件。

浙江加耐特阀杆有限公司
Zhejiang Ganate Stem Co., Ltd.

6A阀杆

www.jianaite.com

密凯加致力于水泵的机械密封的股份公司，经历了风雨五十
多年的发展历程。继2001年负责南美市场的分公司（巴西）
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成立之后，2006年密凯加（青岛）机械
密封件有限公司也开始发展东南亚市场。意大利总公司在
2008年1月收购了瑞典Huhnseal AB公司后，产品系列更加
齐全，成功地在大中型工业用泵市场立足。

密凯加（青岛）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Meccanotecnica Umbra (Qingdao) Co., Ltd.

轻载荷机械密封

www.meccanotecnica.cn

意大利

环球机械拥有各种生产设备和检测手段，技术力量雄厚，有
丰富的制造经验。产品满足不同工况的需要，并承接各种特
殊工况要求机械密封的设计和制造，引进装置的机械国产
化。多年来已为众多的用户和机泵、压力反应釜、高温高压容
器生产厂家研制，改进，配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机械密封。

一家在中国芜湖注册的外资生产型企业，本公司主营透明、
UPVC和CPVC化工塑胶管材、管件、阀门、透明管材管件、胶
水、生料带等一系列配套产品，同时还经营民用建筑上用的排
水产品和给水产品等。产品严格执行国际和国内质量保证体
系，已取得国内外各级认证。

嘉善县环球机械密封件厂
Jiashan Huanqiu Mechanical Seal Factory 

环球机械密封

芜湖艾德秀管业有限公司
Hydroseal Canada (Wuhu) Piping Systems Co., Ltd.

塑胶阀门管件系列产品

www.hqmf.com www.hydroseal.cc

宁波方力密封件有限公司
Ningbo Fangli Seals Co., Ltd.

机械密封

方力密封件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集研究开发、设计、生
产制造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烟气脱硫、石
油化工、医药、冶金、渣浆、汽车制造等行业，在国内占有一定
的市场份额，部分产品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国家，是总装部
唯一认定的机械密封使用合格单位。

www.sealsworld.com

厦门麦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Xiamen Maifeng Seal Products Co., Ltd.

O型圈

麦丰成立时间1995年，麦丰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
种橡胶密封制品的生产企业。致力于全球橡胶工业配件优秀
供应商之一，持续改进不断创新来满足和超越顾客的需求，
以安全可靠的理念服务于社会。

www.xmmfc.com

展商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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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派格是国内供水行业集调研咨询、方案设计、智能生产、软
件开发与运维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07年创立
品牌以来，威派格始终以“用心于水，绿色未来”为企业使命，
以“引领中国智慧水务发展”为企业愿景，坚持阳光正派的企
业文化，秉承严谨务实的工业精神。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WPG (Shanghai) Smart Water Public Co., Ltd.

双罐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www.shwpg.com

尤孚是一家全球化的水泵产品和系统制造商，源自对创新的
传承，尤孚致力于对水泵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不断改进。
尤孚提供潜水泵、地面泵、深井泵、污水泵、泵系统产品和售
后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

中韩杜科是一家研发生产节能型水泵及变频给水系统的高
新技术企业，是全球知名的变频给水系统制造商，专门从事
水泵专用变频控制器、变频水泵、供水系统的研发和产品的
升级。先后研发出世界领先的集成控制变频给水系统N747D
系统、NQ系统等系列化的成套供水系统设备，广泛应用于世
界各地的增压供水领域。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Nanjing U-FLO Pumps Co., Ltd.

超静音集成式变频供水设备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Sino-Korea Dooch Pump Manufacture Co., Ltd.

XQ 恒压变频供水设备

www.u-flo.cn www.doochpump.com.cn

韩国

海德隆凭借二十年的代工经验，严谨的态度和高品质的产品，
成为荷兰海德隆中国地区OEM战略合作伙伴。2003年，随着中
国经济的巨大腾飞，荷兰海德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中荷双方成立了合资机构⸺上海海德隆流体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Haidelong Flui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稳压补偿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www.haideo.com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2000年，是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建筑楼宇用泵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经过近二
十年发展，公司业务从水泵、成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逐渐拓
展到为客户提供智慧水务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熊猫集团自
主研发了供水管网调度、分区计量、管网GIS等六大智能管理
平台，为全国近千家供水企业提供智慧水务解决方案，树立行
业标杆，引领中国智慧水务。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Panda Machinery Group Co., Ltd.

HLS变频供水设备

www.panda.sh.cn

展商预览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jing Electric Co., Ltd.

PD20N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dford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一体化智能变频恒压供水

台州天扬机电有限公司
Taizhou Tianyang Electrical Co., Ltd.

TY-07-300L-S 压力罐

三晶电气是一家专注于电机驱动与控制技术，可再生能源能
量转换、传輸及存储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
于打造数字化建筑能源管理服务商。三晶电气提供专业的通
用变频器、智能水泵变频器、太阳能水泵系统。目前，变频器
国内出货排名前五，水泵变频控制器和太阳能水泵系统解决
方案名列国内前三。

www.saj-electric.cn

百福电气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专业生产百德福（BEDFORD）品牌系列产品。专业
生产通用变频调速器、一体化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光伏逆
变器、太阳能电池板、电机节电器等相关电力电子产品。

天 扬 机 电 拥 有 超 过 3 0 年 的 模 具 经 验 ，“ 德 志 ”和“ 
AQUALEADER"是公司的专有品牌。企业设计和开发的对压
力罐有20年的生产经验，产品型号全面，从0.5L到1500L工
作压力从4bar到25bar，产品适用于热泵系統，供热系统，锅
炉系統，高太阳能系统和消防系统。并且远销到欧洲，东南
亚，北美，南美，中东等。

www.bedford.com.cn www.cntianyang.com

智能供水设备 >>

 
备注：展商预览为部分推荐展商，产品皆以现场为准，解释权归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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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曝光 >>

为了提升展商参展效果，全面提升市场关注度，主办方凭借高质量

的媒体资源，全年都在坚持不断的发动强势媒体宣传。通过与300

多家水、泵阀、管道、环保、综合类等行业媒体保持深度合作，结合

线上精准数据及线下行业资源渠道，进行线上线下推广，以杂志、

网站、新媒体等渠道为载体进行展前展中展后的新闻稿发布、纸媒

网媒图文宣传、现场视频采访等，帮助参展企业共同推广与宣传，

将参展效果提升最大化！

媒体宣传

展示数
4,216,943

点击数
80,639

今日头条

合作媒体（部分）>>

30,835178,177
微信朋友圈曝光次数

微信

现场媒体采访

直复营销

微信涨粉

展示数
4,746,476

点击数
84,595

搜索引擎

150万条

50万人次

20万封
短信

语音

直邮
50万

电子邀请函转发量
300家

媒体

200万封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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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介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介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展”）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得益于广东国际水

展的同期举办，广东泵阀展涵盖华南市政、工业、民用三大领域，打通了污水处理、膜工业、给排

水、成套供水等行业上下游。2019年展会规模近5.5万平方米，聚集819家展商，迎来39,896名专业

观众莅临参观，现已成为华南地区超大规模的泵管阀盛会。

广东泵阀展立足于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除了延续其姊妹展上海泵阀展的资源外，更借助了

广州本身超强的经济活力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外贸优势，重点开拓海外观众市场。同时作为华南

地区泵管阀行业展会的领头羊，展会自开办以来规模及专业度连年攀升，主办方帮助展商深入

大湾区，将产品完美呈现给华南地区的各大水司、水协、设计院、经销商等专业观众，抢占市场份

额，开拓新市场。2020年展会规模将扩增至5.5万平方米，汇聚超过1,000家展商，预计将迎来4.5万

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致力打造华南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2020年7月14-16日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55,000m2

规模
45,000+

观众
1,000+

展商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广东化工交易中心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广州市设计院

支持单位

主办机构

更多展会资讯
请关注官方微信

24  /  www.flowtechgd.com



广州自来水公司 
中山市民众水务有限公司
广州京水水务公司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广州欣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新科自来水有限公司
中建水务 
惠东县盛鑫自来水有限公司
珠海市水务集团 
肇庆市高要区自来水公司
深圳市水务集团 
海南水务集团
佛山水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和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生鑫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名竣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兴达石化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海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明兴制药 东莞市东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田得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考拉食品有限公司 中四第四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亿邦制药 仲景苑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恒康制药
宁波和信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尼克美制药（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鼎腾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和创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贝果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禾麦食品有限公司
一品一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万创电子有限公司

终端买家代表设计院及工程公司代表水司代表

参展企业名单（部分）

2019现场参观企业名单（部分）>>

品牌荟萃 >>

* 排序不分先后

中国市政中南设计院
广州市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沛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
中山市恒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政设计院
珠海建筑设计院
中山市环保产业设计院
厦门匠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中恒信德建筑设计院

佛山市海得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中源给排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
东莞市名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泽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志成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石油与精细化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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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亮点 7大亮点 
深入大湾区核心，广州泵阀展乘浪前行
助力展商抢占华南市场 >>
作为华南地区高品质的广东泵阀展紧跟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大湾区综合资源优势，
将广州作为展会发展核心引擎的同时，加大人力物力深入开拓深圳、珠海、佛山、惠
州、东莞、中山、江门以及周边广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等地区市场，帮助展商率先
抢占大湾区及周边市场份额。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
的出台，城镇污水治理市场大有可为。广东国际泵阀
展抓住机遇，与同期展会广东国际水展重磅推出“城
镇污水治理”板块， 扩大污水成套设备厂商的参展规
模，帮助泵阀展商直面污水设备生产商，打通行业上
下游。

主办方利用其姊妹展⸺上海泵阀展10余年丰富的
海外资源，面向全球定向邀约专业观众。2019广东泵
阀展也吸引来了众多来自48个国家及地区的海外专
业观众，并在现场与多家知名品牌企业进行了深度交
流，共同构建流体行业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帮助更多
国内企业布局海外市场。

广东泵阀展针对终端市场的巨大潜力，专门亲赴华南
周边各大园区，直击污水处理厂、化工厂、制药厂、食
品厂、电子厂等相关终端买家，诚邀设备部、技术部、
采购部等负责人莅临现场，助力展商开拓终端市场。

合作升级，特邀行业泰斗共铸盛会
齐探供水技术前沿 >>
广东泵阀展多次邀请广州自来水公司、珠海水务集团、深圳水务集
团、佛山水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供水企业组织前来展会现场进参
观指导，与众多参展商就给排水水技术及服务等核心进行面对面交
流。为了进一步推动华南地区供水行业的积极发展，主办方2020年
将联合广东省供水协会，并与上述水司共同举办供水行业高端论
坛，与业界人员分享华南地区供水行业的前沿技术及优质服务。

渠道升级，深挖五金机电城
及商会市，开拓经销代理市场 >>
展会主办方深挖华南地区五金机电城市场，实地走访华南地区多家五金机电城如东
莞八达五金机电城、佛山华南五金机电城、广州南天黄埔机械五金城等，并与各大五
金机电城负责人达成参观合作意向，通过为有经销代理需求的商户提供班车等服
务，诚邀商户至展会现场与厂商进行面对面的商务洽谈，从而大大提升代理成功率。
除此之外，主办方还将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深入华南各地的阀门商会，充分利用阀门
商会的整合资源及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开拓华南经销代理市场，以期为厂商与经
销代理商搭建一个更加精准有效的合作平台。

广东泵阀展多次亲访广州四大院并展开深层次的合作，每年在展会现场共同举办广
东给排水设计师大会，邀请到广州市设计院顾问总工赵力军、广东首汇蓝天工程科
技公司技术总监隋军等行业专家作出精彩演讲。吸引了珠海、佛山、东莞、深圳等设
计院观众前来参会。2020年论坛将延伸至整个大湾区，届时广东省各给水排水协会
将安排专家出席会议演讲，另外主办方还将邀请香港及澳门等专家前来分享。

助力展商开拓华南市场

联动水展，打通污水成套
设备上下游产业链 >>

发掘潜力，多地探访各大园区
助力展商开拓终端领域 >>

布局海外市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

强强联合，
市政、建筑共铸给排水设计师盛会 >>

1

2

3

4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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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净水及
   膜展区

工业污废水
 及膜展区

泵管阀展
一号馆

二号馆

三号馆

现场活动现场活动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通过与华南当地多家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多年合作，积累一批水协、水司、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公司、工程研究院、设计院

等业内资深专家资源，并在展会现场开设多场行业专题会议。本届广东泵阀展将延续往届与广州四大设计院、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

会、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给排水及生态环境分会的合作之余，还将携手行业媒体杂志，致力打造供水方向的高端会议论坛，并力邀更多行业

泰斗亲临现场分享前沿技术及应用成果。

识大势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会议连台，精彩不断

广州市设计院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业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景森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增城分院

碧桂园控股设计研究院  广东瑞邦泵业有限公司

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广州公司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本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亚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昆山益美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赵力军  |  广州市设计院顾问总工程师

刘福光  |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王  峰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郑文星  |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给排水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赵  春  |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给排水专业副总工程师

陈耀升  |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给排水室主任

符培勇  |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陈贻龙  |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

隋  军  |  广东首汇蓝天工程科技公司技术总监博士研究员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

孔  红  |  广州市设计院市政所总工程师

马  兰  |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与会听众(部分)来自

展
馆
分
布

2019演讲嘉宾

赵力军

刘福光

隋  军

REGULAR ZONE
一般展区

R——

DELUXE ZONE
豪华展区

D——

PREMIUM ZONE
特级展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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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通报

华南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第五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55,000m2 规模

45,000+         观众

1,000+展商

同期举办

广东水展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广东化工交易中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广州市设计院

支持单位主办机构

订展热线

+86 21 3323 1321
姜经理

sales@flowtechgd.com
www.flowtechgd.com

2020年7月14-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