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节能与环保展】
220,000m2 规模 100,000+观众 3,000+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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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碳”索未来，“节”尽所“能”

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在这一进程中，

必须切实发挥节能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节能能级、壮大节能产业。节能具有贯穿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的功能优势，其减排降碳的作用更为显著和直接，通过节能工作
持续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量，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节能协会成立于1989年，是经民政部注册的节能领域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
在业务

上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业务范围涉及工业节能、建

中国节能协会鼎力支持，
行业协会纷纷相助

中国节能协会及旗下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碳中和

专业委员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热电产业委员
会，以及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江苏压缩机协会
鼎力支持 。

筑节能、公共机构节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社会节能、交通节能等领域。协会主要从事节能
政策研究、标准制定、节能监测、节能技术评估推广及节能领域的相关培训与咨询等方面工
作。

在此之际，由中国节能协会和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上海节能低碳装备主

题展”将于2022年6月8-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携手同期“世环会”系列展汇聚

了超3,0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展示面积达22万平米，展示最新节能环保产品及技术解决方

案，是专注节能减排与低碳环保的世界环境博览会平台，旨在为全行业提供系统化绿色节能

解决方案。现场活动聚焦节能管理能力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节能增效、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

碳等热点，推动钢铁、化工、建筑、机械、有色金属、纺织、石油、煤炭等高耗能行业实现减污降
碳的协同效应。

展会亮点

官方权威 实力背书

▶ 携手中国节能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主办，解读政策导向，指引行业方向

行业巨头闪亮登场（部分参展企业）

▶ 与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江苏省压缩机协会、广东省压缩机协会、空压机网等行

业协会及媒体机构强强联手，现场打造热能装备、压缩机、风机主题展区，为高能耗工
业终端提供节能减排解决方案

▶ 联合中国节能协会旗下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

员会、热电产业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上海市制药行业协会、杭州市纺织行业协
会等各大工业终端协会 / 媒体点对点组织会员单位组团参观，直击行业节能痛点

领域专业 全面展示

▶ 打通工业节能上下游全产业链，专注节能装备细分市场

▶ 打造节能装备产品及“整机优化、配套更新、系统节能”等最新技术及解决方案展示平
台

高端活动 直面大咖

▶ 以展带会、以会促展，同期多场高品质论坛大放异彩，直面行业大咖及专业观众
▶ 推出节能装备新品发布会，聚焦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拓无限潜在商机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目标观众
行业
终端用户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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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公司

石油及天然气、火电、核电、热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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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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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服务、节能咨询、节能工程公司等

展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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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服务公司、节能工程公司、节能咨询公司

通风设备类

锅炉替代产品及解决方案

工业风机、工业节能风机、环保/水处理风机、风机配件

燃烧技术与产品

自动化/智慧化

压缩机、压缩机配件
电机和热泵
真空技术

锅炉及相关产品与技术、锅炉辅机

辅助设备

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

炉清洗设备制造及清洗服务

热工设备与技术

其他

现场活动

主办方也将借助与多家权威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关系，在展会现场

开设多场精彩论坛。论坛将围绕如何科学降低生产能耗，改善生产工艺等话题
进行积极探索和讨论，从而促使企业在节能降耗领域走向成熟。同时企业可与

行业大咖及专业观众现场面对面沟通交流，展现企业自身产品技术实力的同时，
也开拓了潜在商机。

2022展会现场会议活动（拟定）
世环会•2022 碳中和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峰会 Hot

助力“双碳”目标 - 2022 工业环保节能工程与技术应用研讨会 Hot

锅炉水处理设备技术交流会 New

第三届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 Hot

助力“双碳”目标 - 2022 热电行业高效低碳转型发展论坛 New
冶金焦化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讨会 New

2022 综合能源服务与节能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大会 New

团体标准《一般用变频无油螺杆鼓风机》和《空压机用永磁变频调速同步电机》推介 New
2022 化工行业超低排放及节能技术论坛 Hot

支持单位

2022 绿色化工和制药生产技术开发及环保处理新技术应用交流研讨会 New
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论坛
碳中和生态环境治理发展论坛 New

化工园区环保生态一体化发展论坛 New
绿色好技术成果展示交流会 New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

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会

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委员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上海市节能协会

上海市循环经济协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安徽省环境检测行业协会
江西省环保产业协会

广东省燃气热水炉商会

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历届终端观众名单（部分）
电力

钢铁冶金

化工

市政工程

福建永安火电厂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洛阳首阳山发电厂
福建省永春美岭火电厂

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公司
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火电厂

炼油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
杭州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炼油厂有限责任公司
大庆石化分公司炼油厂
燕山石化

纺织

三田金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略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承为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纺织产业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首都钢铁公司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巴斯夫化工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同鑫化工厂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句容市天华化工厂

制药

设计院

造纸

DSM 江山制药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市勤丰造纸厂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州市向阳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海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敏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印染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华造纸厂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福建星光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 集团 ) 有限公司

高邮市造纸厂

新能源

污水处理

上海第二印染厂有限公司

远景科技集团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启东市友盛印染厂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泰和污水处理厂

吴江华联丝绸印染厂

上海市污水处理厂

无锡市锡梅印染厂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苏州印染厂有限公司

舟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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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环通千人采购商年会（上海）
为帮助企业更好的对接压缩机、电机、真空设备、工业风机、热能

装备等节能工程优势资源，了解工程项目方采购流程，供应商准入标

准，供应商筛选规则，供应商质量管理模式，评估标准等，世环通将升

级采购配对服务，新推出千人·工程项目采购商年会暨供需配对会，
邀请荷塘高频采购的VIP买家莅临展会现场采购，重点邀请荷塘时效
商机推送中长期积累的具备优质项目的VIP买家群体莅临采购商年
会现场采购，旨在为企业在工程领域赋能。

需求排摸

向工程公司
及终端发送邀请函
和采购需求清单

有采购需求

复函、填写
采购需求表

匹配

复函、填写
目标采方表

供应排摸

发送工程产品
明细清单及
目标采方表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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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21 3323 1323

+86 21 3323 1366

www.chcexpo.com

崔小姐

021 3323 1407
sonja@chcbiz.com
http://energy-saving.wietec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