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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第八届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于6月

12日在世界最大会展综合体-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顺

利闭幕。本届展会整体规模扩大至10万平米，汇聚了超

过30个国家的2,019家企业，吸引了来自全球83个国家

及地区的56,829名专业观众！其中来自海外的观众人数

达 7729 ， 比 例 超 13% ！ 同 期 举 办 第 四 届 FlowEx

CHINA上海国际泵管阀展，ECOTECH CHINA上海环

保展。展会现场人气爆棚，展商与观众热情高涨，现场

成交量再创新高。



观众分析
观众地域分布（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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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观众地域分布（国内）



观众分析
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分析
观众职位及决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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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观众最感兴趣的展品



观众分析
观众满意度



展商分析 部分参展企业logo



展商分析 展商满意度



会议分析
百余场高端行业论坛
吸引8937名专业听众

 IAS“水”整合解决方案论坛

 ILF第二届中国国际工业领袖论坛

——发掘中国可持续工业用水

全国工业节水及废水资源化技术高级论坛

创新与合作 —— 中加环保方案讨论会

 AquaStage企业技术交流会

第二届水处理流体技术 —— 制药专场论坛

 2015净水配件材料创新技术与应用交流会

“上海建设海绵城市的要点和关键问题”专家沙龙

 2015石油化工环保治理技术交流会

主要会议（部分举例）



会议分析

ILF第二届中国国际工业领袖论坛 —— 发掘中国可持续工业用水

时间：6月10日
地点：国家展览中心（上海）

今年的论坛以CDP发布的首个中国水行业报告拉开序幕。该报告深入分析了100家企业在该区域的总部及分支机构所面临
的用水挑战及其应对措施。报告将由CDP主持发布，由水资源持续使用方面的领袖机构组成的主席团将在现场讨论企业、投资
机构及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水危机问题时应采取的措施。

水报告发布会后，接着进行了多角度的可持续利用的工业用水互动小组讨论。可口可乐、苏伊士环境、麦肯锡公司、CDP、
汇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小组成员的积极参与，完成了绿色经济的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的辩论。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水资源的持续性，中国国际工业领袖论坛组织来自CDP、麦肯锡及国际金融公司的专家主持圆桌会议。
参加圆桌会议的人员广泛来自于非政府组织、投资机构、跨国公司、研究者及政府相关部门。



会议分析

IAS“水”整合解决方案论坛

时间：6月10日
地点：国家展览中心（上海）

排水专场日程和议题
09:30-09:35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胡福胜秘书长主持
09:35-09:45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会长周传文致辞
09:45-10:10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与实施方案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张辰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0:10-10:30    上海市排水防涝面临形势与对策 上海市水务规划研究院

张建频 党委书记、副院长
10:30-10:50    基于成型产品在海绵城市中的实践 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彭志刚 前期部经理，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培训师
11:00-11:20    一体化预制泵站创新技术与服务 格兰富公司 
                       平丽 市政水务工程部副经理 高级方案专家、高级工程师
11:20-11:50    市政河道的水环境修复 刘玉超博士
11:50-12:00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秘书长致结束词及参会代表自由交流

供水专场日程和议题
14:30-15:00    膜法分离在饮用水处理中的应用 
                       王如华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院副总工程师  
15:00-15:30    上海城市供水管网水力水质模型的应用实践 
                       舒诗湖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研发部部长助理
15:30-16:00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程项目介绍
                       钟燕敏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助理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药厂的污水处理 国药奇贝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施力荣

创建制药行业水处理技术交流的优秀平台 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王云宝

美国创制新型蒸汽-水混合器械（水枪型）在设备等清洗中的
应用

美国ＳuperKlean工业清洗设备公司 副总裁 Jim 
Buchholz

制药行业有关仪表与阀门卫生型要求的有关问题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研究员汤继亮教授

强化絮凝技术在制药废水处理应用 深圳长隆科技公司总工程师郑雅杰教授

会议分析

第二届水处理流体技术 —— 制药专场论坛

时间：6月10日
地点：国家展览中心（上海）



媒体宣传

126家专业媒体强势推广！ 42家海外媒体全年持续宣传！
65家主流大众媒体展前密集报道！ 全年合作报道媒体243家！

专业媒体：《水业21》 《给水排水》 《工业水处理》 《水工业市场》 《流程工

业》 《世界泵业》《通用机械》 《水处理技术》 《亚洲给水排水》《中国给水

排水》 《中国环保资讯》《直饮水时代》《中国直饮水》 《国际水工业》 《现

代水家电》......

终端行业媒体：《电镀与环保》 《化工环保》 《暖通与水设备》 《水家电连锁

与加盟》 《冶金动力》 《中华健康水》 ......

专业网络媒体：大鱼网 中国水网 慧聪水网 中国膜产业网 化工资源网 中国工控

网 谷腾水网 环保设备集群网 全球节能环保网 中国膜技术网......

电视媒体：上海第一财经频道 上海新闻综合频道 东方卫视 上海外语频道......

平面媒体：《中国水利报》《中国食品报》《石油商报》《中国工业报》《中国

化工报》《中国医药报》 ......

大众网络媒体：新浪网 搜狐网 新华网 人民网 中华网 网易 上海热线 东方网......



照片展示



照片展示



照片展示 末端净水



照片展示 污水处理区



照片展示 污水处理区



照片展示 污水处理区



照片展示 膜与水处理区



照片展示 国际展区



照片展示 泵与阀门区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