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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第九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时间：2020年8月31日-9月2日 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7.1H馆&7.2H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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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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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华环

保联合会、中国膜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水利工程协会、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上

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作为泵阀行业年度首选的业内盛会，第九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泵阀展”）已于8月31日-9月2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如期举办，

本届展会规模近6万平米，827家参展品牌，为期三天的展会共接待了41,071名来自给排水设计、水处理/ 市政/ 建筑/ 环保工程、自来水公司/ 水务集

团/ 污水厂/ 食品/ 化工/ 制药等终端行业上下游的专业观众以及来自全国的泵阀经销商/代理商，为整个泵阀行业奉上一场高质量的年度盛会。在经历了

疫情冲击与内生驱动的双重影响后，上海泵阀展的成功举办，为国内泵阀市场释放出更加积极的信号。



展商分析

完全满意 完全不满意

展商满意度超 76%

强烈推荐 完全不推荐

展商推荐度达 62%

已经预定展位 不会考虑

下届展商参展意向 69%



品牌展商

*以下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品牌展商

*以下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丨蔡经理

我们不仅仅是把本届泵阀展作为展示产品价值和品牌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一则通过这样的行业盛会，不断夯实销售通路；二则充分展示品牌战略方

向，让合作伙伴对阿克苏诺贝尔未来更加充满信心。最终，这个展会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非常感谢！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丨罗经理

上海国际泵阀展作为国内专业的大型泵阀展会，是我们每年展示产品价值和品牌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三天的展期也让我们感受到主办方的极高专业度，

客户咨询的问题也非常专业，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上海泵管阀展的平台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此外上海泵管阀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未

来产品需求的平台，这同时也是新界一再参展的原因，每一次参加我们都会精心准备，为广大观众带来最好的产品，同时也会在展会现场收获颇丰。在

泵阀展十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也衷心祝愿主办方以更高的水准为我们提供更为优质的平台。

展商寄语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丨姚经理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选择上海泵阀展继续曝光我们品牌，在现场我们展示的供水系统，中开泵，轴流泵等产品抓住了很多大客户的眼球，获得诸多

好评。现场新品发布会展示配套符合欧洲 IE5能效永磁电机的高效智能立式多级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前来咨询、洽谈，达成进一步合作。同时，

在战略发布会上，让我们展示围绕服务中国的主题进行战略布局，总之，此次上海泵阀展收获颇多，让我们赢得众多客户的青睐。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参

加这个展会，非常期待明年！



观众分析

观众数量：41,071名

完全满意 完全不满意

观众满意度超 88%

强烈推荐 完全不推荐

观众推荐度达 80%

完全可能 不会考虑

下届参观意向 97%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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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丨副处长丨张立尖

2020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聚焦十四五规划、漏损控制、一体化装备、高品质饮用水、智慧赋能等热点、难点问题，交流观点，分享经验，为智慧水务、智能供水

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此次论坛及同期第九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大力促进了华东六省一市供水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生产厂家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

员的交流，为今后深化合作打下了扎实基础。这次的交流及展示也是全面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推动供水行业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华建集团给排水专业丨副总工程师丨赵俊

本届展会在给水排水领域方面，集中展示了水质处理、泵阀管道、仪表监测、智慧水务等水行业的全系列产品，全面体现了当前国内外水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特点。针对各参展企业的成

果战术，突出地感受到本次展会在“活水+智慧”方面的主题特色。并且相信，未来我国在科学水循环的大格局下，健康饮水、环境保护和智慧水务等几大方面将取得显著发展和技术突破。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丨主任丨何志斌

尽管化工行业遭遇到了新冠疫情、原材料上涨、环保政策趋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主办方依旧通过市场宣传，邀请到了一众高质量化工展商，并在展会现场开设了几场有关化工三废治

理、催化加氢技术、节能环保、中石化招投标等领域专场论坛，我也在会议论坛中和同行专家及技术解决方做了一些深度交流，受益匪浅。化工环保，任重道远。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丨开发管理经理丨刘永路

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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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观展体验让我们收获很大。此外，

也感谢主办方这次提供的组团参观服务，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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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源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丨副总经理丨金德明

很高兴受邀参观本届上海国际泵阀展，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司观展人员的精心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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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也

有很多专业的研讨会，让我们也有所收获。希望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越办越好，谢谢！



观众名单（部分）

工程公司 自来水及水务公司 经销代理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佳绵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寰盛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大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山兰风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森松制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自来水公司 上海置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天正阀门有限公司无锡总经销

南通华泰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 兴化市润霖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市金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江泉自来水有限公司 北京康唯雅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无锡清风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即克商贸有限公司

昆山洁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沂市水务集团 无锡欧佰通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宇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江苏力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嘉善自来水公司 深圳欧惠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总代理

浙江一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太仓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阿酷尔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观众名单（部分）

设计院 工业终端用户 化工终端用户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公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第十五制药厂 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腾瑞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沃杉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光华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金晨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上鲜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市天盟化工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限公司 上海帆丰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海之阳膜化工有限公司

中建上海设计院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常州市优乐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新义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康美化工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污水厂 江明立创锦颐化工有限公司

中南设计院 南京高科水务有限公司新港污水厂 浙江德欧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污水厂 盐城萌胜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徐州建邦环境水务有限公司新城区污水厂 苏州易石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现场论坛

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第四届长三角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2020工业环保治理及节能技术研讨会

2020第三届催化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及反应设

备应用研讨会

第四届上海HSE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IWLF·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高层研讨会

第四届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工业污水提标改造技术研讨会

2020世环会环保工程大会

2020环境综合治理技术大会

2020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
2020（上海）第八届化工环保三废与化工分离工艺零排放技术

研讨会



现场论坛

上海市供水十四五规划编制要点探讨

殷荣强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党委书记

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13:30-16:30

会议地点：7.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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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浙江省城市

水业协会、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福建省城市建设

协会给水排水分会、江西省城建管理协会供水专业

委员会、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

会议主持：张立尖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副处长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水务建设实践

丁凯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研究院副院长

分区计量在漏损管控中的实践与思考

刘友飞 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数字集成模块化智慧泵房技术方案

钟志标 常州格兰威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漏损管控的实践与探索

高和气 合肥供水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董事

奥利一体化智慧供水设备 解决农村供水安全“最后一公里”

宋爱远 奥利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临港新片区高品质饮用水技术要点与实践

张凌娜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用事业院给排水专
业副总工程师



现场论坛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市北宝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西部自来水有限公司

嘉定区给排水管理所

上海临港供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青草沙水库

黄浦江原水厂

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瑞安市市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现场论坛

卫生防疫与建筑给水排水技术

赵俊 华建集团给排水专业副总工程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给排水总工程师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会议时间： 2020年9月1日13:30-16:00

会议地点：7.1H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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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王伟 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给排水副

总工程师，上海建筑给水排水分会常委，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高星级酒店热水系统对比研究分析

李云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机电院机电总监，上海建筑给
水排水分会副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给水不锈钢管道的选用

胡诚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裁

因地治水-复杂场地海绵城市及防涝的研究与实践

刘仁猛 启迪设计集团给排水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依医带水 体贴入微--医院给排水设计案例介绍

陈旭辉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四院技术质
量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第四届长三角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供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建科广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现场论坛

生物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及案例详解

冀世锋 博士，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工业水处理工程先进技术和服务的应用实践

刘小刚 威立雅水务技术，中国工业工程业务发展部副总监

化工园区废水一体化治理思路和实践经验

崔世禹 博瑞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开发及市场经理

VOCs污染控制与废气治理技术案例

付晓瑞 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

会议时间： 2020年9月1日10:00-12:00

会议地点：7.1H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上海荷瑞会

展有限公司

2020工业环保治理及节能技术研讨会

参会人员（部分）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华励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大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PPG涂料芜湖有限公司 艾默生电气 上海海洋大学

华东电力设计院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现场论坛

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全天 – 9月1日上午

会议地点：7.2H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第三届催化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

及反应设备应用研讨会

参会人员（部分）

中海油炼化研究院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迅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昌明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欣诺科催化剂有限公司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正济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合成气直接制备低碳醇催化剂研究

韩一帆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微反应加氢技术在制药行业的应用

张吉松 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膜反应器在加氢反应中的应用

陈日志 南京工业大学研究员、博导

固定床蒽醌法生产双氧水催化剂研制及工业应用

贾立明 中石化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高工

糠醛高选择性催化加氢产物的调控及其催化剂的设计与合成

朱丽华 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

加氢反应器的类型与强化

李广学 安徽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醛连续选择性加氢工艺的开发

王荷芳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Ru基催化剂在生物质水相加氢反应的研究应用

翁育靖 河南理工大学煤炭绿色转化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现场论坛

会议时间：2020年9月1日13:00 – 9月2日上午

会议地点：7.2H馆会议室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第四届上海HSE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主办单位：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督部、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参会人员（部分）

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技术研究院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 上海再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石油化工和煤化工危化气体预警泄露溯源新技术

张玮艳 上海昌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化工企业重大事故预防策略

莫大荣 上海抚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承包商管理经验分享

袁英明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ESHQ总监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孙健 上海梦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PSM专家

安全生产，重在落实

孙建伟 聚威工程塑料（上海）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关于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在松江园区工作探讨

曹刚 临港松江企业服务公司安全总监

正泰电气绿色供应链管理与探讨

吴波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副总经理



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 – 9月1日全天

会议地点：7.1H馆新品发布区

新品发布会

独家赞助：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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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发布

公司名称 新品名称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M5-R(S)高效智能立式多级泵

苏州贝亚特精密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阀门全自动测试泵验台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磁变频电机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PROFOX电动执行器

浙江力士霸泵业有限公司 LSP CLIB智能静音泵

上海晨菲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CFZG-IVE节能智泵给水设备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智慧云平台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AS170PLUS背包式一体泵控专用变频器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BB电机智能传感器Smart Sensor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BB运动控制数字化产品

参与新品发布的企业及新品：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

本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现场，来自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

公司、上海招标中心、上海海洋中心等在内的10名石化二级单位的物资部负责人莅临现场，介绍采购计划。丹佛斯、伯

仲真空、沪工、罗普、中驰、远大、精工等展商争先参与，场面火爆。

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9月1日

会议地点：7.2H馆配对区

主办单位：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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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各企业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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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对泵阀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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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泽欢设备机械有限公司 凯睿达粉体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普恩富特（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蓝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通乐治金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卡川尔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品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润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益普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宣杰建筑设备制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壹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胜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百旺塑料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宜兴市润洋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可利尔（济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景雅景观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郝迈阀门有限公司 武汉开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拓维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泓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拓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基业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博纯环保有限公司

浙江创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旭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左侧表格为采购商名单

*排名不分前后



媒体采访

今年主办方延续往届现场服务，贴合展商需求，再度邀请业界媒体现场采访，吸引连成、利欧、奥利、三晶、沪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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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

有限公司—何小忠先生

奥利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肖晓霞女士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王开先生

上海连成（集团）有

限公司—彭安群女士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陈秋濛先生



媒体合作伙伴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直通车

作为一个能在短短数天内最大程度集中上下游企业，产品和专业客户的行业平台，当今的大型展览会在各行各业，特别对于B2B领域，是无可取代的重要

商贸交流渠道。随着市场日趋成熟，企业开始注重深耕细分市场，对特定客户群体的需求上升，这就需要展览会平台进一步延伸出能够帮助企业连接到

每一个细分市场的触角，让企业在参展周期之外，通过参与锁定特定行业客户群体的地域性活动，来有效对接精准的目标客户。不但预算投入较低，而

且操作更灵活，尤其在受疫情阻隔的当下，更能帮助企业解决细分市场业务开拓的难题。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是主办方为世环会的展商度身打造的全国细分市场开拓计划，通过一系列席卷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供需对接会，帮助企业走进每一

个当地终端用户和商贸渠道的聚集地，“直通”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多频次的集中渗透和深入沟通。

基于覆盖全国的超过100万行业精准采购商数据，及120多家行业协会和300多家行业垂直媒体的合作联盟，“世环通”行业直通车全年将在全国20个省

市的百余个城市举办100多场供需对接会，交流的主题覆盖超过30个不同行业。让高频参与其中的企业能够彻底渗透目标细分市场，建立起绝对的竞争

优势，持续提振全年业绩。



直通车

更多节能环保直通车：

重工业 轻工业 市政 扫码选择更多直通车

石化化工 制药 市政供水、排水

精细化工 食品饮料 市政污水处理

电厂 市政 河道及水生态治理

钢铁冶金 村镇污水处理

套餐权益
冠名赞助 联合主办 协办企业 合作企业 豪华展示 标准展示

200,000RMB 58,000RMB 33,000RMB 22,000RMB 12,600RMB 7,800RMB

关于价格：



官方微信公众号

第十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1

2021年6月2-4日 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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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chcexpo.com

电话：+86 21 3323 1323

联系方式

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电话：+86 21 3323 1300

联系人：王先生

邮箱：sales@flowtechsh.com

合作咨询

联系人：崔女士

邮箱：marcom@flowtechsh.com

电话：+86 21 3323 1407

展位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