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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展会概况
2021年6月2-4日，世环会【国际环保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次展会由中华环保联

合会、中国膜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与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和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指导下，展出面积达15万平方米，1,729家环境企业参展，
展出了覆盖综合治理、水、大气、智慧环保、环境监测、资源再生、土壤、噪声8大环境污染治理领域
的3.2万件展品，在国家会展中心83,281名专业观众纷至沓来，无论是参展企业规模，还是行业影响
力，与往届相比均获得稳步增长，是业内不可或缺的年度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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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分析

品牌展商

展商满意度 再次参展意向

展商分析

76% 满意
24% 其他

38% 已续展
43% 有意向
19% 其他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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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中建环能
很高兴今年受到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 2021世环会。世环会作为业内的专业展会，无论
是展会规模、展商数量还是展会现场的人流量，都值得我们肯定。本次展会我们现场展示
了污水处理成套设备，吸引了许多观众参观咨询，感谢世环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展示平台。

恒誉环保
恒誉环保主营业务涉及土壤修复、固废处理、危废处理、资源回收四大板块，为客户提供
专业的有机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一体化解决方案，因此本次展会带来了自
己的新技术：有机废弃物热解资源化处置技术的创新及市场应用。现场也有很多观众对
我们的技术感兴趣。通过世环会这个平台，我们获得了更多和客户交流合作的机会。

安居乐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世环会，现场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工程公司和终端用户领域的企业，
收获颇多。环保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也祝愿世环会越办越好！

北国集团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世环会，但是我们觉得展会的宣传效果和规模都可圈可点。不仅
参展商多，观众也热情高涨。在展会现场也见到了我们想要的客户，大家交流甚欢。随着
国家对环保的重视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近几年环保行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我们
对环保行业前景也充满了信心。

上海环境
去年我们和世环会主办方一起举办了医废处置论坛，今年再次合作依旧非常圆满。今年我
们为现场的观众分享了近一年来的医废处置工作成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也学习了
其他地区的医废处置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交流学习，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纳博科
世环会作为业内的品牌展会，我们每年都有参与，今年在展会现场展示了我们的沸石分子
筛转轮，还参加了主办方同期举办的 VOC论坛，收获满满。明年我们将继续参展，也期待
主办方来年以更高的水准为我们提供更优质的支持。

聚光科技
聚光科技作为国内高端分析仪器领军企业，多年来一直为客户提供环境治理装备的创新
产品和解决方案。上海智慧环保展是公司历年来一直选择的专业展会，是一个客户交流
以及展品展示的优质平台，现场一连三天客户不断，现场同期会议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收获，
期待来年 6月和更多业界人士交流合作，共同推动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君和环保
君和环保是一家提供环境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的企业，核心业务覆盖了工业烟气治理、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水污染治理等领域，通过世环会这个平台，接触到了一些新的客户，也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君和环保，希望以后可以和世环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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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类别

参观方向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分析

参观目的

行业终端用户 :石化、化工、制药、钢铁、冶金、电子、电厂、橡塑、塑胶、造纸、印刷、食品饮料、纺织、喷涂、汽车、
电镀、有色金属、水泥、玻璃、陶瓷、皮革、服装、采掘

36%

收集市场信息 \获取行业资讯
67%

寻求新技术新产品
59%

采购产品
52%

寻求环保解决方案
47%

寻求供应商 \合作伙伴
45%

评估参展可能性
4%

58% 56% 55%

29% 27%
21%

工程公司 :环境综合治理、环保工程、环境服务、水务工程、给排水工程、运维服务

35%

市政 :水务集团、市政设计院、固废处置中心、垃圾处理厂、自来水 /污水厂、供排水公司
14%

政府 / 市政部门 / 行业协会 / 各地环保局 / 园区管委会 / 科研院所 / 环境监测中心

11%

其他
4%

采购需求分析27% 上海
20% 江苏
15% 浙江
9% 山东
6% 河北
4% 广东
3% 北京
3% 河南

13% 其他

31% 采购金额 500 -1000万
29% 采购金额 100 -500万
19% 采购金额 1000 -5000万
17% 采购金额 100万以下
4% 采购金额 5000万以上

观众分布

水处理 大气
治理

智慧
环保

固废
处置

环境
监测

环境综
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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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行业协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杭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 建德市商会化工分会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涂装行业协会

无锡表面工程协会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昆山塑料行业协会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杭州纺织行业协会 苏州市电镀协会

无锡电镀行业协会 上海热处理行业协会

组团观众（部分）
组团观众

环保行业协会

中国环保机械协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上海市工商联环境保护商会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京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泰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通市环保产业协会

宜兴环科园 宜兴环保城

无锡土木学会 昆山市环保产业协会

昆山安环协会 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 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湖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慈溪市环保协会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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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组团观众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世环会依托自身展会资源优势，集产品、技术、总体解决方案等环保产业链
于一身的服务平台，发挥了其专业会展的作用。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将继续支持主办方为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赋能。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本届世环会我们组织了会员单位前往参观，各会员单位代表参观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环保企业展示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对相关的最新技术和
最新设备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不少企业找到了适合企业自身的环保技术
解决方案，感谢世环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平台，希望以后
能有更多的合作。

苏州市电镀协会
通过此次在世环会【国际环保展】的参观与交流，不仅让每一位会员单位收
获满满，也让我们相信以此次“取经之路”为契机，能为各会员单位今后的
发展提供新的思考，不断提高自身技术创新，促进苏州电镀行业健康发展。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今年我们组织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世环会，现场参观了环保处理工
艺和设备，还参加了 VOC论坛，听专家讲解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收获良多。祝愿世环会越办越好，为我们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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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板块

10+协会超级展团强势加盟，在整场展会中彰显了行业内合作
共赢的良好氛围，使得参与其中的每一个行业人都深受感染。 

 中华环保联合会领军班
 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联合展团
 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湖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南通市环保产业协会
 清华总裁班联合展团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作为从产品、技术、 解决方案到服务平台集于一身的环
境综合治理平台，世环会【国际环保展】特别打造环保黑
科技创新展示区，呈现100+具有应用价值的环保新技术
与新工艺。

 超临界水氧化危废处置技术
 EP凯森电化学氧化技术
 三废临氧裂解催化净化技术
 市政污水总氮提标技术
 污泥干化减量技术
 新型垃圾中转站渗滤液处理系统

为满足餐厨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需求，展会
现场设立规模多达1,500平米餐厨垃圾处理主题展区，展示
前沿的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及设备，助力餐厨垃圾处理产业达
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特色板块
  协会展团强势加盟

  餐厨垃圾处理主题展区

  环保黑科技创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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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会议

本次展会邀请了环保行业龙头企业、权威环保专家及政府官员，共计 336名演讲嘉宾，聚焦减污降碳、
绿色节能、VOC治理、医废处置、智慧水务、城镇给排水、环境监测等多个热门话题，为观众呈现 29
场高品质环保主题论坛，分享行业前沿技术与资讯，深入探讨行业潮流技术解决方案，吸引了 3,400
多名听众到场参会。

综合治理

第二届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
首届第三方环保服务(环保管家)论坛
2021工业环保工程与技术应用研讨会
2021环保产业发展与数智化进程论坛

水处理

第五届IWLF国际工业水领袖论坛
2021工业废水处理与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村镇污水处理实用技术研讨会
2021全国膜法水处理技术发展创新论坛
水环境治理产业发展论坛(上海)
中欧循环经济与水行业研讨会

大气治理
长三角制药大气排放标准一体化-VOCs联防联控发展论坛
医疗废物焚烧烟气净化工艺现状及趋势

智慧环保
第五届中国智慧水务高峰会议暨2021长三角(区域)污水厂运维管理高峰论坛
2021浙江智慧水务论坛暨智能化管理在水务企业中的应用研讨会

资源再生 2021世环会·第二届固废处置与资源化高峰论坛(医废专题)

环境监测
2021年首届长三角水环境监测技术及应用交流会
2021长三角工业污染监测及治理发展论坛

终端领域

2021化工环保三废治理前沿技术与工艺成果交流会
2021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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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上海国际HSE管理创新论坛
电子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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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媒体

2021世环会【国际环保展】和近百家媒体达成合作，通过每周推送新闻稿、展会现场集中采访和展
后报道，来扩大宣传效果。媒体平均展现量为 10,000+。

合作媒体

行业媒体网站

展商采访

行业媒体公众号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商务总监 沃翔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文标 

苏州苏净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振峰

新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世红

土木在线

环保在线

第一环保网

北极星环保

10



合作媒体

精准营销，引爆观众流量

部分合作媒体展示

百度、360、搜狗等
搜索平台曝光量

374万+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
移动资讯平台曝光量

1,085万+

抖音
曝光量

495万+

微信朋友圈
曝光量

1,123万+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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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预定
大气治理 /资源再生
电  话：+86 21 3323 1387

环保水处理
电  话：+86 21 3323 1355

膜与水处理
电  话：+86 21 3323 1309

泵与智慧水务
电  话：+86 21 3323 1323

智慧环保 /环境监测
电  话：+86 21 3323 1316

媒体合作
电   话：+86 21 3323 1434

更多展会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参观咨询
联系人：金先生
电   话：400 665 3755 
邮   箱：visitor@wietecchina.cn 

明年再见
2022 年 6 月 8-10 日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