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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简称“上海泵阀展”）在业内众多展商与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已于6月5日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圆满落幕。本届展会总体规模近70,000平方米，汇聚了1,173家国内外优质企

业，吸引50,086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到场参观。通过八年的历练与成长，上海泵阀展已成为了行业风向标，成

功打造流体机械上下游一站式采购平台！

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同期举办了多场业内高峰会议论坛及新品发布会，主题涵盖智慧水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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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供水管理处殷荣强副处长、上海城投水务自来水业务分公司陈钟珉副总经理、供水分公司吴潇勇副主

任、上海市政设计院许嘉炯副总工、上海城建院顾正友总工、上海城建院黄瑾副总工等数十位业内专家现场演讲，共吸引了数千名来自水司、设计院、工程

公司、终端行业的专业观众到场聆听。现场大咖齐聚，规模空前!

》现场论坛

2019年，主办方特别设立的VIP买家钻石俱乐部，广邀来自 28 个

终端用户领域的 TOP 百强买家现场采购，针对买家提出的采购意向

或技术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在方便企业在参展的同时，还能直接

接触到一手询盘信息，现场直接高效进行合作洽谈，提高成交机

会，最大化地满足参展商的实际需求。

》VIP买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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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营商环境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1

第三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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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4
主办单位： 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

易派客平台关联方培训⸺中国石化物资招投标培训会5
主办单位：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第三届HSE管理创新论坛3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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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斯

》整合生长，精准聚焦
第九届上海国际泵阀展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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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展及第五届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等。多展联动，横跨市政、工业、民用三大领域，预计总规模将达2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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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保行业呈现全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排序不分先后

品牌展商
续约率高达

80%

》众擎易举，匠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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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体输送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9大亮点

华东六省一市水司水协共聚一堂
主办方秉持资源为王的理念，多年来一直与长三角各地水司、水协保持着紧密的合作。

本届展会，主办方再度拓宽渠道，打破局限于长三角地区的格局，通过走访洽谈，联合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及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集结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江西等水务领域观众齐聚

上海，围绕“智慧水务”展开讨论，分享水质提升等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资源延伸至华东六省

一市，此番盛况前所未有！

作为中国高品质专业泵管阀展会，上海泵阀展始终秉持

工匠之心，在长期与建筑设计院及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的合作下，初步

形成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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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

心的专家团。在每年一次的长三角设计师大会中，更是创新不断，人才辈

出。值得一提的是，明年展会现场除了现代院、华东院等上海老牌建筑设

计院外，我们还将继续邀请杭州、宁波、南京给建筑排水协会共同参与，

扩大规模及影响力。此外在今年大会的基础上，深化市政主题，邀请来自

上海市政设计院、上海建工院、上海城建院等市政行业专家，延展专业领

域，让我们一起以大视野看大方向，大格局定大未来！

上海泵阀展拥有丰富的水利工程资源，联合了上海水利工
程协会及上海工程咨询协会等权威机构，这预示着我们在

工程公司、总包公司等方面的资源将突飞猛进。诚邀从事水利及水务工
程建设和管理、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等企业单位共同参与，
为设备商与工程商搭建技术交流、对接、合作的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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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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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中心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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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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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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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也建筑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潼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祥予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久伟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蓝星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建滔（江苏）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兴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自来水业务受理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西部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自来水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水务集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水务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电力设计院
南京城镇规划设计院

横跨市政、建筑两大设计领域
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汇聚水务水利资源，为工程供需保驾护航

苏州巨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江洋浩海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红远胜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9现场市政及建筑设计院代表（部分）

2019现场工程公司代表（部分）

2019现场水司代表（部分）

亮点

亮点

亮点

温州自来水公司
安徽省桐城市吕亭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自来水公司
江苏省启东市自来水公司

亮点

2019年初，主办方走访了长三角各地的

五金机电城，如上海嘉定五金机电城、苏州华夏五金

城、常州江南五金机电城、无锡五洲工业城、南京弘阳

装饰城等，与当地的运营方基本达成合作共识，将特

邀并组织五金机电城内商户组团参观，共赴展会现场

与展商面对面交流，助力企业开拓新的渠道市场！

除此之外，2020年展会现场，上海泵阀展还将帮助有需
求的展商组织经销商大会。以展中会的形式让经销商
们以第一视角了解企业，融入企业，也让展商在有限
的时间，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深挖五金机电城
下沉经销渠道

陈钟珉 上海城投水务自来水业务受理分公司副总经理现场演讲

顾正友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在2019展会中，上海泵阀展借助了在全国市场

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流体机械行业领域累积的

资源优势，于展会现场同期推出新品发布会，诚邀多家领军

企业首发年度新品，如戴博、格兰富、北京阀门总厂等，共同

呈现泵管阀领先技术与最新发展趋势之余，更将探讨行业

热门话题，深入产业核心。

新产品新技术，年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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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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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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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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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击环保热点
助力展商开拓终端市场

上海泵阀展针对终端市场的巨大潜力，专门亲赴华东周

边各大园区，直击化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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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希望进入终端市场的

展商打造高质量的展示平台。现已有格兰富、凯士比、安德里茨、北京阀

门总厂、代斯米、添理仕、宾泰克、瓦特斯、浩卓、沪工等诸多知名品牌强

势入驻，带来一场节能减排的行业盛宴，助力展商开拓终端市场。

布局海外市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上海泵阀展通过8年的探索与累积，凭借主办方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展

览中心(RAI)丰富的海外资源，广泛邀请国际水行业人士，齐聚高质量专业

海外买家。今年展会现场除了从不缺席的韩国买家团以外，印度、美国、俄罗斯和波兰

等国际买家团也悉数到场，充分体现了上海泵阀展积极践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

心，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流体机械贸易往来的重要作用，为国内企业寻

找优质合作伙伴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来年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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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构建水行业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帮

助更多国内企业布

局海外市场!

2019终端公司现场观众名单（部分）

亮点

亮点

亮点

9 大亮点   》为流体输送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为了表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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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见证和分享创新产品及技术，引领中国泵阀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嘉奖行业领军者，引领泵阀发展趋势

亮点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的出台，

村镇污水治理市场大有可为。上海国际泵阀展跟随时势，抓住机遇，与同期

展会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重磅推出“村镇污废治理”板块， 此

外主办方携手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专委会等专权威机构，扩大成套设备

厂商的参展规模，针对污水成套设备及固废气处理设备的生产商进行扩

邀，通过礼遇邀约采购部、设备部、技术部等专业观众，帮助展商获取更多

采购意向，真正打通行业上下游。

多展联动，打通污废治理上下游产业链

*排序不分先后成套设备参展品牌（部分）

第四届工业水领袖论坛（IWLF） 

第三届工业废水提标改造的新技术、
新设备研讨会 

第四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第四届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同期会议（部分）

2019新品发布会参与品牌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恶臭污染治理与监
测技术实用案例分析暨供需对接交流会 

中欧水企业交流会 

2020 中国村镇污水治理与运营发展大会（VSDC） 

2020水利企业家高峰论坛
全国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NEW新品首发 !

2019现场海外观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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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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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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环会APP

》目标观众

》整合营销 聚效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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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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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道 / 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三通四通 弯头 软管 
其他管道 / 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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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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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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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