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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回顾

展商评语

主办机构
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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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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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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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分会

2021展会回顾

携泵阀，共奋进，众创赢。第十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简称“上海国际泵阀展”）在业内众多展商与专业观众的大力支持下，于 

2021年6月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圆满落幕。为期3天的展会，规

模达近60,000平米，共吸引了964家品牌企业参展，现场产品展示25,000

余件，迎来国内外43,595名来自给排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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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等行业上下游领域的专业

观众，同期举办了50+场“碳中和、碳达峰、节能环保、智慧水务、给排水设

计、水环境治理、工业环保”等主题的高端论坛活动，为泵阀展的十年盛

宴奉献了“精彩篇章”，现场观展人流量再创新高，上海国际泵阀展致力

打造的专业泵阀商贸平台赢得了展商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合作机构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

给排水成套设备生产商
代理经销/进出口商
工程公司/安装公司
/方案提供商
重工业用户
公用事业
轻工业用户
其他
科研/设计院所
商业/公共服务用户
政府/协会及媒体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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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泵阀展10周年盛会圆
满落幕，宾泰克(天津)泵业有限
公司作为泵阀展的常驻展商，
很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高品质的展示平台。展会位
于上海辐射全国，尤其是华东
地区受众群较大，方便了我们
企业加强完善与华东区域的终
端渠道、经销商的联系与沟通，
更好的服务目标客户群，进而
扩大我们品牌的影响力。期待
未来我们也能携手共进，共同
助力中国泵管阀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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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上海国际
泵阀展的平台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此
外上海国际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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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参加我们都会精心准备，同
时也会在展会现场收获颇丰。

在利欧泵业集团牵手上海泵阀展的
第八年，有幸参与了泵阀展的十周年
庆典并收获满满，今年展会首次展示
了民用泵、商用泵、工业泵、智慧水务
四大产品矩阵，在这里我们结识了空
调暖通、楼宇供水、民用排水、水利水
务、电力、石化、矿山、冶金等领域专
业观众。泵阀展十周年已经圆满落
幕，希望下一个十年，携手并肩前行，
为中国泵阀行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上海国际泵阀
展。泵阀展作为国内外备受瞩目的
高品质盛会，吸引了很多行业专家
和专业的观众前来参观。感谢主办
方提供的平台，让南方泵业30年匠
心品质所蕴育的诸多高能效产品、
智慧化成套用泵解决方案在展台上
大放光彩，获得行业专家、观众、媒
体的一致好评。我们期待明年，南方
泵业秉承“感恩负责，协力进取”的
精神，继续参加泵阀展，更好的为客
户服务，扩大品牌影响力。

宾泰克(天津)泵业有限公司
丨周经理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丨罗经理丨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丨许经理丨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丨乐经理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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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



作为国内备受瞩目的高品质行业盛会，上海国际泵阀展进入了具有意义的10周年
里程碑，一直秉持着“助力泵管阀的生产端与需求端无缝对接”的初心，促进产业上下游
的沟通与合作，是拓展行业人脉、掌握市场前沿动态的专业平台！借助与多家权威行业
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关系，第十届上海国际泵阀展审视行业，把握趋势，再度拓宽渠
道，联合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
水专业委员会等专业机构，携手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江西六省的水协负责人及各大
设计院，通过与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在展会现场开设了50+场高端主题论坛，为
泵阀展的十周年奉献了“精彩篇章”。

现场活动

部分活动介绍

展品范围

阀门
球阀  排污阀  止回阀  节流阀  柱塞阀  旋塞阀  控制阀  疏水阀  仪表阀  铜阀

 蝶阀  闸阀  截止阀  电磁阀  隔膜阀  安全阀  减压阀  调节阀  底阀  其它阀门 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其它执行机构

泵
离心泵  计量泵  螺杆泵  转子泵  罗茨泵  柱塞泵  滑片泵  漩涡泵  升液泵  软管泵  凸轮泵  

隔膜泵  活塞泵  污水提升泵  喷射泵  往复泵  齿轮泵  轴流泵  混流泵  真空泵  其它泵

泵管阀配套设备
数控机床  密封件  衬垫  涂层  泵壳  泵阀检测设备  粘合剂  焊接  法兰

阀门定位器  轴承/联轴器  铸造件/锻造件  其它泵管阀配套产品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稳流罐  变频器  控制柜  立式离心泵  

计算机软件  控制水箱  其它智能供水设备 电机
YE2/YE3/YE4电机  防爆电机  风机电机  电机定子

电机磁体  电机轴承  其它电机配套产品

压缩机
空气压缩机  工艺压缩机  特种压缩机  压缩机零部件  压缩空气

后处理设备  润滑油  后处理设备及行业相关辅助设备等

风机
工民建筑风机  工业风机  工程风机

通风设备  鼓风机及风机配套件

管道 / 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水泥管  弯头  管接头

软管  管道机械  三通四通  其它管道/连接件

2021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碳达峰”战略下，供水产业要如何实
现绿色低碳？
主办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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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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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智慧水务论坛暨智能管理与设备在水务企业运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

2021化工环保三废治理前沿技术与工艺成果交流会
主办单位：海川化工论坛、上海化工研究院

“勇先行，智引领”科技赋能现代企业HSE之路⸺暨第五
届上海国际HSE管理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协会、

平湖市安全生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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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2021工业环保工程与技术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易派客平台关联方培训
主办单位：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1年度FLOWTECH CHINA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
主办单位：中国计量大学、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FLOWTECH CHINA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十年优质参
展企业”奖
主办单位：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2021年度泵阀新品发布会
主办单位：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第五届IWLF国际工业水领袖论坛
主办单位：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GWI国际环保平台

2021工业废水处理与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处理分会

村镇污水处理实用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建设贸促会水工业委员会



十年砥砺，笃志前行！十年间，上海国际泵阀展在见证行业的成长与蜕变时，也让业内同仁感知到了上海国际泵
阀展平台逐年提升的影响力。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国际泵阀展”）将以10年为起点，于2022年6
月8-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蓄势再出发，在展会现场老客户续约率已达65%，订展净面积11，000平米，预
计总规模将达60,000平米，将吸引来自国内外50,000多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此外，主办方将联手中国计量大学同
期举办第二届“FLOWTECH CHINA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充分发挥流体装备技术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推进全国泵阀行业创新技术的发展。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阀展充分发挥品牌展会国际化平台的作用，利用多年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将联合业内权威
机构共同为展商和观众提供一个集展示、交流、采购、线上四位一体的多模式商贸综合体平台！

上海国际泵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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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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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等，集结超500家来自江、浙、沪、皖、闽、鲁、赣等地的水司、水务工作者等齐聚
上海，围绕“绿色低碳”展开讨论，分享在双“碳”经济下，节水优先，智慧供水、
可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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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期待！

中国领导人在2021年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
宣布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节能
降耗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目标之一，而且各行各业电动
化、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并随着高效节能补贴政策的
逐步落实，由此催生了一个巨大的节能电机、风机以及压
缩机市场，其行业趋势也向着更加节能、可靠、灵活、智能
的方向发展。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阀展主办方秉持“节能
环保，绿色创新，减污降碳”的理念，同期举办2022压缩机
及风机主题展，抓住机遇，携手众多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
多元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机遇，为风机、压缩机和电机
企业提供一个集中展示先进、高效节能产品和技术的专业
平台！

主办方不断走访挖掘江浙沪、山东、河北等地五金机电城和行业垂直媒体，与产
业基地达成展会推广共识，开发经销代理商并组织亲临展会现场，积极投身于市场一
线；并与供求双方通过展前建立联系、展后持续维护使得展商与经销代理方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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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维度，贯穿上下游全产业链

展望2022

品牌荟萃（部分参展企业）

作为中国高品质专业泵管阀展会，上海国际泵阀展始终秉
持工匠之心，在长期与各大设计院及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的合作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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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东六省一市水协齐聚一堂，
探索智慧水务绿色低碳之路

3 开辟节能新展区，
压缩机风机电机势在必行

聚焦绿色给排水设计，
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2

深挖全国经销代理，
助力企业开拓蓝海商机4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细分目标客户群体

上海国际泵阀展作为一个能在短短数天内最大程度集中展示泵阀行业上下
游企业、产品和专业客户的商贸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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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预算投入较低，而且操作更灵活，有效对接精准
的目标客户，帮助企业解决细分市场业务开拓的难题。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是上海国际泵阀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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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泵阀展通过“世环通”平台，将泵阀企业和产品的优质信息通过多种在线渠道向专业买家数据资源进行长期持续
的在线精准营销宣传，使得企业除了在短短三天的线下展会之外，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也能触达潜在目标买家，并通过产生互
动意向来取得客户信息，从而促进业务合作。永不落幕的泵阀展助力企业实现高效精准的营销效果。

工程公司
上海总工程师协会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一分公司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庆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开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怡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成基机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承前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亿革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伟元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力梁发展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庞兴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德东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置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金凤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中山市瑞柏特五金有限公司
余姚市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设计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建筑设计院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诚建设计院

工业终端买家
上海三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上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东海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宁波青峙工业污水厂
上海依和电力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海惠电镀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基隆造纸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上海东恒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乐瑞固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乾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京怡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佳泰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公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创赢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嘉肯化工新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自来水及水务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南京建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
国驰水务(武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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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之日起⸺2022年7月31日

企业在线产品展示/促销资料推广

目标买家配对

多营销渠道新闻发布

多营销渠道企业/产品信息推送

多营销渠道广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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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在线服务模式

市政供水、排水   市政污水处理
市政河道及水生态治理   村镇污水处理市政

制药   食品饮料轻工业

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   电厂   钢铁冶金重工业

世环通小程序

现场观众名单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

“线上精准营销平台”服务⸺永不落幕的泵阀展



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展会，由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六

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展”）携手展商与合作伙伴凝

聚产业合力再创佳绩，共助泵阀行业信心提振！2021现场联同广东水展

整体规模近45,000平方米，聚集1,000多家展商，迎来35,000多名专业观

众莅临参观，现已成为华南地区超大规模的泵管阀盛会。第七届广东泵

阀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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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广州市设计院等专业组织机构和行业伙伴的大

力支持下，将于2022年3月31日-4月2日在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再度

来袭，除了延续其姊妹展上海泵阀展的资源外，还将打通污水处理、膜

工业、给排水、成套供水等行业上下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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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打造华南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55号虹桥525创意园A座4F（近先锋街）201103

sales@flowtechsh.com www.flowtechsh.com+86 21 3323 1323 +86 21 3323 1366

主办机构：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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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设计院、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给排水成套设备生产商
工程公司/安装公司
/方案提供商
代理经销/进出口商
公用事业
轻工业用户
其他
重工业用户
科研/设计院所
商业/公共服务用户
农林牧渔
政府/协会及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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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4月2日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第七届广东泵阀展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GUANGDONG) 2022  

同期举办

广东水展

五大亮点

展位预订
+86 21 3323 1323
sales@flowtechgd.com
www.flowtechgd.com

海量商机，深挖华南经销代理市场

强强联合，共铸给排水设计盛会

引领风向，展泵阀之创新

直击环保热点，助力展商开拓华南工程渠道 

双展联动，打通污水成套设备上下游产业链

1
2
3
4
5

姊妹展姊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