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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水处理 废气治理技术展

EXHIBITION GENERAL

展会概况

重庆作为国内113城市中重点环境治理的城市，伴随2020环境整治攻坚战关键年份，
新技术支撑作用逐步凸显重要的位置。由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庆市环保企业商
会、香港智展、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联袂主办第三届国际（重庆）工业水处理及废气治

规模

理技术展览会将集中展示工业水处理、废气治理、固废处理、环境监测等新技术与设备，

Scale

22000

为高速发展的大西南环保产业提供一个高水准，高品位，高质量的沟通交流和展示平台；
展会现场将举办多场技术交流会，新产品发布会，洽谈会；届时将汇聚产业链各端产学研
的精英一同把握行业发展态势，探讨创新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拓展营销渠道。
EP EXPO是西南最具规模、最专业、人气最旺的工业环保技术展览会，上届展会于
2018年5月9-1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展会吸引了THE NEW YORK BLOWER
COMPANY、住亚贸易、浙江可瑞斯、浙江森友环保、海拓环境、无锡工源、浙江力高、
佛山市金凯地、宁波淳源环保、苏州馨蓝环境、武汉天虹、重庆淏园环保、成都思泰航

参展商

Exhibitors

800

空、东莞市杰凯、浙江森友环保、重庆碧朗、南海泵厂、青岛华世洁环保、华南泵业、无
锡工源、江苏康泰、紫科环保、南方泵业、膜天膜、上海大团、光大国际、盈峰环境、力
高泵业、武汉天虹、重庆三峰、沪东麦斯特、武汉中仪物联、重庆格兰富、晓清环保、美
富特、苏州格赛特、聚光科技、济南宝艺、贵州学通仪器、北京精波、拓步环保、上海江
浪流体、世清环保等约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吸引了长安汽车、海特、嘉陵、珞璜
工业园、武隆工业园、英业达、富士康、西门子、霍尼韦尔、三菱电机、康明斯、通用、

专业观众

晏家工业园、 科瑞制药、海尔集团、中海油、开达环保工程、重庆长寿污水处理厂、重庆
Visitors

20000

市永川区污水处理厂、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博腾塑胶、东风汽车、重钢集团、三融
环保、朗科环保、佳鲜宝食品、云帆环保、益辉涂料、中船重工、摩天环保等企业的采购
部及工程部门负责人累积约10600名专业观众参观采购。
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国东、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策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中国表
面工程协会电镀分会会长马捷、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秘书长吴伟玲、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环资处高级工程师张程、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高级工程师沈小娟、重庆市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阳煕、重庆表面工程协会会长胡国辉、重庆市涂料涂
装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文涛、重庆表面工程技术学会理事长欧忠文、四川表面工程协会会长
钟友昭、西安表面工程协会会长李忍利、山西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樊文彬、秘书长马国
荣、河南省环保产业协会办公室主任武海燕、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林修洲、Munk德国公司
总经理Mr. Frank Munk、Harter德国公司总经理Mr. Norbert Fessler、重庆碧朗科技董
事长罗文峰、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营销中心总经理隋宝玉、无锡工源总经理孙连军、武汉
天虹副总经理汪成军等一百多位政府领导、协会领导及企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巡馆期间
与参展商进行深度的交流。

展商评价

武汉天虹是国内环境监测分析仪器市场的先入者；在
大气环境监测领域精耕细作二十年。武汉天虹首次参加
佛山金凯地作为广东高新技术企业代表参加

EP EXPO，这次展会组委会在宣传推广方面值得肯定；是

EP EXPO,EP EXPO作为西部地区环保领域最好的展

西南地区不可多得的环保行业盛会；希望越来越好！

会，为我们提供了开拓西部市场提供平台；达到了我

肖永 市场总监

们的宣传目的，期待下一次相聚重庆。

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庞仲达

总经理

佛山金凯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我司已连续两次参加EP EXPO,今年的EP EXPO可
以说非常成功，许多专业观众来我们展台参观最新的加
工技术，购买产品。这一届比上一届在规模、专业观众
上面都有很大的突破，真是一年比一年好！是我们参加
西部地区是近年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加上重庆政府的大力

西部展会的首选。

扶持，市场潜力十分看好。金士顿携国产“空气悬浮鼓风

程洪旺 西南负责人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机”，参加了此次的“重庆环保展”，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很
好的展示和推广。期待来年继续参展，将金士顿的产品服务于
更多的西南地区客户。

我们参加展会很多，北京、上海、广州、湖南、

王青峰 副总经理

成都都有参加；EP EXPO我们已经连续参加，智展公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司在宣传、组织、服务各方面值得肯定。是重庆环保
领域的标杆展会。值得参加。

孙连军 总经理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我司致力于环保已经很多年,也是全球仪表排名第一的公司
,在全国参加的展会很多,西部近几年发展得很快,加上重庆市政府

EP EXPO这届展会可以说非常成功，同期举办的

的大力支持,是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参加此次的重庆环保展,利用此

VOCs研讨会是一大亮点。为行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平台来进行展示/推广,将我司的产品服务于更多重庆西南部的客

作用；在会上见到了很多西南客户，和新老朋友，收获

户,使世界更安全更清洁更健康是我司的理念

很大,感谢组委会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蔡宗甫 VOCs团队 西南区负责人

李勇平 重庆公司总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观众评价

化医集团 郑航

北京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彭琳

化医集团组团9人组团参观本次EP EXPO,
收获良多！展会现场服务各方面都很专业，
为环保行业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我院首次参观重庆环保展，现场气氛不错，
论坛开展得很好，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
交流机会，希望EP EXPO越办越好！

重庆惠能标普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中心主任 杨旭
贵单位组织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展，既展示了你
们对技术的重视、技术实力，也看到了你们优秀的
组织宣传能力，给我们做环境检测的第三方技术服
务机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强大的动力。为你们点赞。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袁四美
参观重庆环保展，收获良多。感谢主办方提供这
个平台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环保新技术及设备，希望未
来继续给西南市场带来更多的环保资讯。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
彭欣 厂长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今年组团参观2018重庆环
保技术及设备展，展会参展企业质量很高，我们

重庆长安福特
SAT工程师 朱亮
本届展会的企业供应商很多，展示了很多新工
艺和新技术；展会同期活动精彩纷呈，会议场地布

公司一直密切关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及技术，

置合理，议题中有很多前瞻性的先进的工艺

EP EXPO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交流机会。

介绍，让参会人员受益良多，会议讲师讲解
生动，祝EP EXPO越来越好。

第二届现场图片

EXHIBITOR ANALYSIS

展商分析

参展商的产品类别

展商觉得本届展举办是否满意

3%
8%

10

%

9%

污水处理
42%

26 %

大气治理
环境监测

37

%

泵阀

65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固废、土壤、其他

Visitor Analysis 观众分析
观众所属行业

电镀

展会现场参观人数统计

参观目的
Purpose of Visiting

比较不同厂家的产品及性能、以考虑将来购买

40.63%

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新产品及新技术

24.76%

与客户约定在本展会上洽谈

21.38%

工程公司
政府部门
水务局
污水处理厂
成套设备供应商
冶金
石油
化工

寻找海外合资/合作伙伴

8.36%

造纸
印染
酿造

参加展会同期举行的会议/研讨会

10.39%

制药
食品
电子
医药
农业
其他

其它

2.43%

展会优势

西南地区不容错过的专业展会——
紧贴国家政策，引领行业发展
趋势，赋能整个产业链的供需。

环保攻坚战关键年——

展会将联袂重庆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

众多国内外品牌及大咖参与，新技

庆环保企业商会、重庆驻外使馆全力打

术、新产品集中展示。

造全球工业污（废）水处理、废气治理
等领域前沿技术与最新解决方案。

5
共享优质专业观众——

同期高规格、高质量的会议——

组织机构将利用强大的专业观众数据库，

组织机构将邀请行业内专家学者、 国际环保机构组织、政府环保部门负责人对

海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宣传，将组织专

产业发展最新趋势、创新科技领域做出专业论述，让您更快、更准的了解政策、

业的国际采购团前来参观采购，为展商

市场、科技新动态；一次性满足行业多个不同的需求。

打造一个树立品牌形象、结交商务伙伴、
寻求终端客户的最佳平台！

专业采购商群体
环保局（厅）、发改委、建委、经贸委、设计院、规划局、水利局、水业协会、电力局、市政公司、科技局、林业局、市

A

政单位等政府环保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B

业公司、水电安装公司、工业园区、节能减排方案提供商、医院、学校、酒店等单位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

C

电镀、暖通、空调、化工、石油、天然气、水泥、建材、玻璃、化肥农药等耗能污染大户的决策者、主管及采购人员等。

D

国内外涉及环保行业的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投资商、合作商等

E

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环保专家、学者、国内外各金融投资机构等

各地环境监测中心、供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环境工程公司、节能减排中心、建筑设计院、房地产建设商、开发商、物

各电力、汽车、钢铁、冶金、造纸、酿造、轻工、制药、印染、纺织、机械、煤矿、食品、饮料、建材、电子、制革、

360度全方位宣传推广
* 设置采购商邀请部门，并通过国

* 联合政府环保机构、行业协会、

外办事处对港澳台、东南亚、南亚、

国际合作机构联合发函，组织专

日韩、欧美地区通过电话、邮件、

业采购商。

拜访等方式进行一对一的专邀请。

* 在重庆、成都、西南其他地区等

* 通过强大的采购商数据库，以直

部分高速公路、环保产业园区、工

邮、短信、微信、微博、QQ、新

业园区投放户外广告。

媒体等方式邀请采购商。

EXHIBIT SCOPE

* 全年不间断在同行业展会、论坛活
动派发展会展讯、门票约50万份。

* 在国内为专业杂志、网站、报纸、
门户网、电视台等100多家媒体对
展会进行宣传、报道，带动参展企
业品牌传播。

展览范围
工业水处理展区：
※ 膜分离技术及设备、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锅炉补给水处理、中水回用技术与设备、
节水和废水资源化应用技术与设备、MVR蒸发器、脱盐设备、加药消毒设备、臭氧设
备、结晶设备、换热设备、离心机、过滤设备、污泥处理设备、干燥制粒设备、水质监
测与过程控制、水处理材料与药剂、化学水处理、生物水处理、重金属去除等。
废气治理技术展区
※ 废气治理设备、吸附装置、油烟净化器、焊烟净化机、泄氯吸收装置、有机废气净化
设备、除臭设备及系统、废气回收利用装置与技术、洁净煤与清洁燃烧技术设备等。
※ 工业烟尘大气治理技术设备：脱硫与脱硝、除尘技术与设备、VOC治理、除尘器、滤
料、滤袋、输灰装置、电控装置、阀门装置、气体污染、尾气检测分析仪器、大气检
测、废气检测、油烟检测、烟气检测、废气监测传感器 、气体报警器及有害气体检测设
备、其它相关产品与设备等。
※ 室内空气净化：工业厂房空气净化设备及系统、油烟净化设备及系统、工业厂房通风
系统、光触媒等。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
※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压缩、转运车辆及技术；废弃物填埋、焚烧、生化处理设备、
检测、监测、回收再利用技术；废料、废弃物、发酵废物处理、废金属、橡胶轮胎、塑
料等再生机械与技术等；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发电、资源综合利用设备与技术等；
※ 环保节能、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及技术：变频器、节能设备、噪声控制设备、通风设
备、余热余压余能利用与回收、热电联产设备、燃煤锅炉节能、生物质能、废弃物回
收、三废资源回收。
环境监测展区：
水、大气监测与检测、在线检测与控制、环境污染应急监测系统、大数据与生
态环境信息化、实验室仪器设备等；

CONCURRENT EVENTS

同期活动

→ 2020 工业水处理、废气治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 2020大西南环保产业供需对接交流会

→ 2020 MVR蒸发技术发展研讨会

→ 2020绿色化工发展与工艺技术创新研讨会

→ 中日光触媒技术交流对接大会

→ 2020化工行业(园区)污染综合治理论坛

→ 污水厂提标改造与稳定达标技术研讨会

→ 2020有机废气(VOCs)污染治理技术交流研讨会

→ 制药企业废水、废渣、废气管理与技术发展论坛

→ 2020赋能创新节能环保论坛

PARTICIPATION FEE

参展费用及配置

·参展费用(双开口展位在原展位费基础上加收10%)

国际标准展位 (3×3=9m2 )

RMB9800元/展位

外资企业 : USD2250/Booth

2
空地36平方米起租 (minimum 36m )

RMB1088元/m2

2
外资企业 : USD250/m

·会刊广告费用
封面

RMB:19800

封底

封二

封三

彩全版

技术推广会

RMB:9800

RMB:18000

RMB:9800

RMB:4800

RMB:4500

如需对各类同期活动协办及赞助请与我司联系

·展位配置说明

Fascia

标准展位配置：3面壁板(转角位为两面)、中英文楣牌制作、洽谈桌1张、椅子2把、地毯
满铺、日光灯管2个、废纸篓1个。

Wallboard

为参展商在会刊上刊登300字以内的中英文企业简介。

Chair

空地(特装)展位无任何配置且收取特装管理费：￥28元/㎡。

Table
Carpet

UFI成员主办,专业性的服务与效果值得信赖
UFI是国际展览业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的简称，1925年在意大
利米兰成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是迄今为止世界展览业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对国际性展会及公司进行权威
认证是UFI的核心任务。展览会举办公司只有在其举办的展会至少有一个被UFI认可后才有可能被接受为正式
会员。UFI对申请加入的展览公司及展览会在规模、办展历史、国外参展商比例、国外观众比例等都有极严格
的要求。
经过对智展公司举办过的一系列展览会长达一年时间的审核之后，智展公司于2012年正式通过国际展览
业协会UFI认证，成为UFI成员，并每年接受严格的资格审核。

主办单位
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重庆市环保企业商会
香港智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重庆MBA企业家联合会
重庆市四川商会

境外合作单位
韩国环境保全协会( KEPA)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IEEPA）
国际绿色产业协会（GIA）
德国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 DWA)
欧洲水协( EWA)
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 ISWA)
日本光触媒技术协会
重庆大学环境学院

特邀支持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化工学会工业水处理委员会
中国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协会
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中国水处理协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电镀分会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

承办单位
重庆智建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组委会联络处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WISE EXHIBITION (GUANGDONG) CO.,LTD.

国际展览业协会成员(UFI)广东会议展览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金菊路15号佳兴大厦307室
电话：020-29193588 29193570 139 2874 6548
展会网站：www.epexpo.cn
邮箱： sfexpo18@126.com

EPEXPO重庆
扫一扫
关注展会
了解更多展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