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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后报告

节能环保泵阀展                
             绿色创新降能耗



第十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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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十周年之际，
作为泵阀行业颇具影响力的品质展会，为迎接这一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时刻，本届上海国际
泵阀展火力全开，通过展前营销渠道全覆盖、优质买家定向邀约、行业权威机构战略合作、展商服务
配套升级等多套组合拳，打造出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泵阀行业盛宴。展会三天共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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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业观众，
举办了 50多场高端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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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合作机构：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国际会展中心

时间：2021年 6月2-4日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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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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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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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现场火热，展览面积近60,000平方米，964家展商同台竞技，面积增长比达21%，各大知名
品牌齐聚现场，品质规模再创新高。为期三天的展会之后余热未减，展商满意度超72%，现场更有超
65%展商预订明年展位，相较于去年，增长良多。

下届展商参展意向达 70%展商满意度超 72% 展商推荐度近 69%

彰显展会影响力，展商规模再创新高
展商分析

   展出面积：60,000 m²       展商数量：964家       面积增长比例：21%

非常满意 已预订
展位

绝对推荐不满意 不考虑不推荐

品牌展商（部分）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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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宾泰克 (天津 )泵业有限公司丨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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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丨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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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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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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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丨乐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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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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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分析

观众数量达：43,595名                          增长比例：9.45%  

观众满意度超 91% 观众推荐度达 87%
非常满意

不满意

绝对推荐

不推荐

7%
4%6%

19%
17%

12%

24%

2% 2%
6%

1%

公用
事业

科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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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代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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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观众评语（部分）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丨副主任丨王如琦

上海国际泵阀展是我们每年都会参与的展会，展会同期的 2021年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峰论坛以碳达峰、
碳中和背景下供水行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到 6位资深专家从节水优先战略、智慧供水调
度、生态原水入城、系统流程节能、设施更新升级等维度各抒己见，结合《城镇水务 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纲
要》，谋划智慧水务行业在碳管理体系中协同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促进了供水事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我们联合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共同邀请各大水司水厂积极参与，在展会现场获益匪浅。

华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机电一院丨给排水总工程师丨徐琴

上海国际泵阀展现场集中展示了具有国际水准的泵阀管道等流体输送设备和水处理产品，为海内外同行搭建
平台，共同切磋技艺。此外，同期“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也为各方协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不但
为上海给排水设计师们带来了最新的技术研发成果，也为业内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商机。

展会影响力日益增强，内涵持续提升，此次展会吸引了43,595名来自终端行业上下游的专业观众以
及来自全国的泵阀经销商/代理商的目光，相较去年人数增长9.45%。展会现场观众直面行业大咖，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现场观众满意度超91%。

聚焦行业大咖，共创全民泵阀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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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观众名单（部分）

组团观众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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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瑞柏特五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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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机械工程学会
杭州市仪器仪表学会
无锡土木学会
无锡市消防协会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水协参观团
浙江水协参观团
安徽水协参观团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通用机械参观团
流程工业参观团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安环协会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宁波给排水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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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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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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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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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机械工程学会丨高级工程师丨竹正功

本届展览会亮点之一是在现场开设智慧水务、给排水设计、工业环保、污水治理等高水平的专业论坛。论坛
专家云集、亮点精彩纷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亮点之二是泵、阀门、智能供水设备、执行机构、管道、阀
门配套产品等展示品都显示了参展单位近年的的研发成果。有很多创新点、亮点。观察考察人员对产品的了
解有了新的认识度和新提升。

宁波市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学术委员会丨副秘书长丨毛科峰 

受展会主办方邀请，我学会组织会员单位参观上海国际泵阀展，现场展示了泵、阀门、管道 /管接件、供水设
备、建筑排水系统等领域的优秀产品，和会员单位的需求非常对口。此外，馆内举办的“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
计师大会”聚集资深专家学者交流互鉴，共同为我国城镇给排水事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丨策划部主任丨何志斌

尽管化工行业遭遇到了环保政策趋严、原材料上涨、疫情等大环境影响，但是主办方依旧通过全方位的市场
宣传，邀请到众多高质量化工展商共聚一堂。此外，我们与主办方在展会现场共同合作举办的“催化加氢技
术研究与应用研讨会”也十分顺利的圆满落幕，我协会专家为“精细化工企业、制药研发机构和高校研究单位”
等相关行业的参会负责人作出了精彩演讲，现场听众反响热烈！在此祝愿泵阀展越办越好，也感谢主办方的
辛勤努力，期待下一届大会的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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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俱乐部

VIP买家俱乐部

公司名称 采购商类型 采购产品名称
甘肃鑫力泽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无负压给水设备，变频恒压给水设备

杭州天之仪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球阀，蝶阀，闸阀

上海国之鼎铁路机电有限公司 设备生产商/品牌方 锻造件/铸造件，密封件

连云港沃德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工程公司 PPR，薄壁不锈钢管，管道循环泵，增压泵

中复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离心泵，潜水泵，增压泵，蝶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

泰州市泰锐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隔膜泵，螺杆泵，PVC管，304不锈钢管

江苏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设备生产商/品牌方 污水提升泵，潜水泵，球阀，蝶阀

杭州和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蝶阀，球阀，截止阀

江苏海威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终端业主/用户 球阀，蝶阀，闸阀，污水提升泵

江苏菱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离心泵，球阀，蝶阀

济南凯昊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设备生产商/品牌方 立式卧式离心泵，蝶阀，闸阀，止回阀

厦门逸骏恒贸易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经销/代理/贸易商 控制阀，球阀，止回阀，潜水泵

麦格思维特(上海)流体工程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离心泵，蝶阀

海兴永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蝶阀，球阀，闸阀

宁波海盟阿尔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蝶阀，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

上海光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经销/代理/贸易商 手动球阀，手动止回阀，针型阀，对焊球阀

广东桦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薄壁不锈钢管，pp-r管，pvc管

普恩富特(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球阀，蝶阀，潜污泵，污水提升设备，油水分离设备，全自
动加药设备，臭氧发生器，次氯酸钠发生器

靖江市东园试验设备厂 设备生产商/品牌方/工程公司 不锈钢储罐，离心泵，循环泵，球阀/蝶阀/闸阀/截止阀

江苏蒙帝恩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液压蝶阀，液压球阀

南京富讯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污水提升泵，排污阀，蝶阀，闸阀，PLC

北京中科圣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污废水成套设备，油水分离设备，离心泵，球阀/蝶阀/截
止阀/闸阀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
司 工程公司

薄壁不锈钢管，PVC，PPR，球阀，蝶阀，蒸发结晶设备，
活性炭填料，废气净化塔，吸排风设备(防酸碱)，脱硫脱硝
设备

上海徳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生产商/品牌方 比例阀，背压阀，氢气管道，水的换热系统，热能回收解决
方案

宁波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贸易商 净水滤芯滤瓶，净水龙头，供水不锈钢/玻璃钢罐，供水截
止阀(灌盖)，滤料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全年为来自政府部门、设计院、
工程公司、经销代理商、终端用户及业主等专业领域的采购决策者倾力打
造的一个精准、高效、多元化的采购交流平台。借助世环会在全球环保领域
的影响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
有采购需求的 VIP 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

本次上海国际泵阀展开展前期，主办方 VIP买家服务中心对来自全国的自
来水公司 /水务集团 /污水厂/食品 /化工 /制药等企业的买家开展了需
求定向邀请，吸引到负责工程、采购、设备、技术等部门的高管来到展会现
场与展商进行面对面交流，同时参与此活动的参展商也在现场 3天针对客
户的实际需求，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并在现场达成了多笔订单的签订。

部分采购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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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FLOWTECH CHINA 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颁奖仪式

评审团

该奖项的设置是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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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流
体装备创新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提高流体装备领域的科技创新意识，鼓励和表彰在推进流体装备
技术创新中的先进单位和集体。通过专业的评审，评选出南方、连成、新界、利欧在内的一、二、三
等奖，并在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现场进行奖项颁布，共同为行业领军者喝彩，引领中国泵阀行业
未来发展新趋势！

中国计量大学
江苏大学
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工业大学工业泵研究所

沈阳水泵研究所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泵系统绿色节能产业联盟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流体装备分会
智能流体装备及其测控技术浙江省工
程研究中心

“FLOWTECH CHINA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十年优质参展企业”颁
奖仪式

颁奖嘉宾

2021年是万物复苏的一年，同时也是上海国际泵阀展诞生十周年的盛典，为了感谢一路以来鼎力
支持的展商，也抱着对未来的期许，主办方特“FLOWTECH CHINA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十年优
质参展企业”颁奖典礼，并特邀行业大咖分别为丹佛斯、ABB、宾泰克、南方、新界、利欧、友发、春
江等 30家优质展商颁发奖项证书。

沈伟忠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秘书长 

朱建荣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常务理事
方   强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秘书长 

郑伟萍 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秘书长 

牟介刚 中国计量大学流体装备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所长
曹国纬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徐   琴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此次展会现场除了干货满满的同期会议，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联合中国计量大学全新布局亮
相的“FLOWTECHCHINA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在丰富上海国际泵阀展平台“品质化”、“权
威化”的同时，也是优秀企业展示自身品牌力量和创新技术的重要平台，更好地推进全国泵阀行业创
新技术的发展。

十周年庆典，现场活动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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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2021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碳达峰”背景下，供水行
业要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主办单位：上海市供水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江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福建省城市建设 
 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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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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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嘉宾议题（部分）
致辞 殷荣强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党委书记
致辞 沈伟忠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秘书长
节水优先与绿色低碳协同战略的思考与实践 殷荣强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党委书记
智慧供水调度对碳减排贡献的探索与实践 赵平伟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副总工程师
供水系统全流程节能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信昆仑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永磁变频驱动低碳节能供水 邓永斌 利欧集团泵业有限公司民泵营销中心营销副总监
多措并举破难题，绿色引水入杭城 朱奚冰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
城市供水设施绿色升级与低碳更新 许嘉炯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

嘉宾议题（部分）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主任致
辞 徐   扬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上海集中健康观察场所给排水设计探索与实践 陈新宇 华建集团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专业总工程
师、正高级工程师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探讨 易家松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正
高级工程师

智能低噪音集成化二次供水设备在供水系统中的
应用 朱辰明 尤孚中国营销副总

剧场建筑设计特点浅析 薛学斌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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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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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议题（部分）
致辞 董长杰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主任
致辞 方强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秘书长
数据视角的智慧水务建设思考与实践 张卫平 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电磁水表在水司漏控管理中的应用 许 伦 杭州水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智能化管理与设备在水务行业的运用现状及展望 方卫国 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空气阀智能监控系统 张海宽 浙江华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思想点亮未来 让智能信息社会的伦理天空更加明亮 汪   镭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智能化管网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吴丽峰  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倒流防止器的应用与维护 陈键明 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智慧水务三位一体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 刘富强 同济大学  责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供水中的提质增效与阀门创新 刘   永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精细化管理在智慧污水管理平台的应用与展望 马晖斌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排水球墨铸铁管道新技术应用 李华成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公司  技术总监
浅谈智慧水务的高质量构建 刘常营 嘉兴学院  特邀教授
自来水厂排泥水处理解决方案 钱孟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污水厂设备资产管理智慧化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许华英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设备部副经理

现场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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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议题（部分）
微反应加氢技术在精细化学品连续生产中的
应用研究 张吉松 清华大学化工系副教授、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

室特别研究员、博导
高品质活性炭纤维膜在制药和化工领域的应
用 张庆武 北京日新远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生物基绿色化学品低碳合成研究进展 金   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重质油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教授

基于新型镍催化剂和连续加氢工艺的精细化
学品生产技术 张景成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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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主办单位：海川化工论坛、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上海）培训中心、环保工程师微信公众平台、
 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海川化工论坛、海友会

2021化工废水治理前沿技术与工艺成果交流会

嘉宾议题（部分）

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 刘勇弟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原院
长）

难降解有机废水零排资源化和焚烧资源化协
同技术 李   云 浙江百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膜法污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王志伟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高盐、高 COD含氟废水集成治理技术开发 李   森 上海化工研究院环评中心副主任、博士

主办单位：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上海市金山区健康安全环境学会
支持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协会、安酷学院、平湖市安全生产技术协会、杰柏恺环保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泽达进修学院

第五届上海国际HSE管理创新论坛――“勇先行，智引领”科技赋能
现代企业HSE之路

嘉宾议题（部分）
数字赋能企业 HSE发展战略 曹   鹏 HSE体系和能力建设专家
科技环检促环保，智控排污利千秋 蒋苏华 环境监测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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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主办单位：机工弗戈传媒、《流程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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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议题（部分）
电化学技术用于工业废水的深度处理：
COD与总氮同步脱除 张乐华 博士、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化工园区废水一体化处理 施   炜 博瑞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基于云计算的智慧水务助力污水处理系统
运营 荚卓哲 威立雅水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群经理

新品发布会
潜力赋能、匠“新”铸造。泵阀市场需求持续升温，作为深耕泵管阀领域的上海国际泵阀展恪守匠
心之道、紧跟行业趋势，与行业龙头企业再次联手布局泵管阀高端市场，在展会同期推出新品发布
会，共同呈现泵管阀行业海量新品与领先技术，向全国观众展现精彩纷呈的新品大秀同时，吸引流
体输送行业关注、开拓了海量商机。

公司名称 新产品发布
安德里茨 (中国 )有限公司 安德里茨潜水泵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产品的数字化
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丹佛斯 P140,P300,P40M智能型传感器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ESYBOX DIVER,E.SYBOX MAX
凯帛瑞水泵有限公司 K+ ENERGY SEWAGE PUMP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静音水务专用泵
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 CA系列 智能永磁变频增压泵
深圳市利佰特泵业有限公司 利佰特研磨泵
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智慧传动解决方案
上海晨菲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H3型户外智慧一体化泵房
邦信智慧供水有限公司 BX复合式分区叠压智能供水设备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AS170PLUS,D150,AS180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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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上海泵阀展

现场活动

吸引观众

媒体采访

品牌效益

♦增加企业知名度
♦提高行业地位
♦拓宽新的客户和销售线索

♦知名度大幅上涨
♦接待量每日增加
♦成交量大额提升

♦与目标客户建立联系和互动
♦推广现有主营设备和产品，获得大量关注量
♦拓展人脉促成交易

♦参与现场活动，加强同行业间技术交流，针对定向观众
   加强企业宣传
♦参与新品发布会，获得市场关注和反馈
♦参加颁奖仪式，提高企业品牌价值

展商篇

随着其在行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展会规模的逐步扩大，展商和观众需求的逐渐升级，为了长远规划
上海国际泵阀展的未来，为了给广大展商及观众提供更加便捷、专业、高效的展会交流平台，无论是
展商展品、观众数量、宣传推广、品牌交流、配套服务等方面，组委会都力求做到更好。通过以下展商
和观众的视角，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上海国际泵阀展。

前期宣传
100W精准数据库+营销渠道全面覆盖

搜索平台曝光：12,558,103次视频曝光：21,934,880次线上/线下采访：30+家

微信粉丝量：40,000+

发送语音：80+万人次发送短信：110+万条

发送公众号推文：100+篇
阅读量30万＋

合作媒体：300家
发送新闻稿500+篇
发送邮件：170+万封
打开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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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展会

参观展会

现场交流

获得收益

♦佩戴提前定制的胸卡
♦乘坐专属接送大巴
♦专属绿色通道，免排队快速入场

♦出席新品发布会，聆听品牌企业带来的新品演讲
♦观摩创新奖颁奖现场，见证流体装备技术的科技创新
♦解锁50+精彩会议，与行业大咖面对面沟通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
♦拓展海量人脉
♦为业务规划和采购做好充足准备

♦与品牌展商对业务、合作进行交谈探讨
♦拓展人脉，创造新的业务机会
♦网罗备选供应商、合作伙伴

♦提前了解需求，制定专属参观路线
♦了解行业热点，紧跟发展潮流

观众篇

新品发布会/创新奖/会议

不一样的上海泵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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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
为了提升展商参展效果，全面提升市场关注度，主办方凭借高质量的媒体资源，全年都在坚持不断的
发动强势媒体宣传。与300多家泵阀、管道、环保、化工终端、水处理、综合类等行业媒体保持深度合作。
展会期间业界媒体纷纷到场，聚焦行业热点，对话业内龙头企业，现场对各品牌展商进行了深度采访，
为业内高质量品牌提供优质的信息传播平台。

媒体合作伙伴（部分）

媒体采访秀（部分）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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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泵阀展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GUANGDONG) 2021

第六届广东国际泵阀展

回顾 2021

展商分析（联合同期广东水展）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展”）由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主办。2021年广东泵阀展
携手展商凝聚产业合力再创佳绩，共助泵阀行业信心提振！得益于广东国际水展的同期举办，广东
泵阀展打通了污水处理、膜工业、给排水、成套供水等行业上下游。2021年广东泵阀展携手广东水
展，整体规模近30,000平方米，聚集800家展商，迎来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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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届展商参展意向
达 75%

展商满意度
近 76%

展商推荐度
超 72%

展出面积：30,000 m²     展商数量：近 800家    面积增长比例：21%

非常满意 预订展位绝对推荐不满意 不考虑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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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泵阀展

观众分析（联合同期广东水展）

观众行业类别

品牌展商

观众满意度超 88% 观众推荐度达 80%
非常满意

不满意

绝对推荐

不推荐

   观众数量：近 30,000 万名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10%

5%
7%

17%
19%

6%

23%

2% 2%

7%

2%

公用
事业

科研/
设计
院所

代理经
销 /进
出口商

工程公
司 /安
装公司
/方案
提供商

轻工
业用户

重工
业用户

给排水
成套设
备生产
商

商业 /
公共服
务用户

农林
牧渔

政府 /
协会及
媒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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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名单（部分）

设计院 自来水司 /供水 经销代理
广州市设计院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广东九帆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开平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禅城区至新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珠海水务集团 广东利丰宝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水业集团 广州市新卓豪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深圳市水务集团 广州群友五金机电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 雄盛发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 佛山市禅城区供水有限公司 马德司（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 佛山水业三水供水有限公司 广州锋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英德市沙口供水厂 广州旭丰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设计院 惠州水口思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穗亮机电化工设
备配套经营部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博罗新科自来水有限公司 张强顺五金机电

工程公司 工业终端
广东寰球广业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化工交易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珠海市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行业协会

广州德力机电工程限公司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恒升机电设备工程（广州）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绿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李锦记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挂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丰润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洁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旭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丹乐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久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兴大精细化工材料厂有限公司

广州迪安工程技术咨询公司 广州市丹亚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中粤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泰兴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广东泵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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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
支持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设计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
 规划设计院

嘉宾议题（部分）

给水排水工程最新规范、标准解读 赵力军 广州迪安工程技术咨询公司顾问总工

二次供水系统改造的重点、难点分析与对
策 王   峰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

秘书长
广东省三馆合一项目给排水设计及技术难
点 黎   洁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一体化组合式换热机组在生活热水系统中
的应用研究 陈永平 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某大型酒店的热源选择分析 陈欣燕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住宅建筑给排水精细设计探讨 高   俊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给排水总工程师

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常见问题 赵   春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如何破解质量、周期和成本的三元悖
论――水暖工程产业链信息传递 陈耀升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排水室主任

给水处理与污水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孙志明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

河网区域污水处理系统提质增效经验总结 -
以增城区新塘污水系统为例 马   兰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污水处理厂建设型式分析与案例 李   亮 广州市创景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水陆统筹的水环境系统治理在横琴一体化
区的规划实践 付朝晖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环境工程分院总工程师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第七届广东国际泵阀展

2022年3月31日-4月2日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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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展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86 21 3323 1323
邮箱：sales@flowtechsh.com

媒体及活动合作
联系人：崔女士
电话：+86 21 3323 1407
邮箱：marcom@flowtechsh.com 官方二维码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阀展
2022年6月8-10日  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明年再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