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品图片

展会简介

第九届 AQUATECH CHINA

AQUATECH品牌水展始于荷兰，如今已拥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欧洲、北美、南美、东

上海国际水展

南亚等世界各地成功举办，被誉为全球第一大水展。2008年引入中国开创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八年来汇聚全球水处理行业领先技

上海国际污水处理展

术、权威品牌、创新产品，致力于打造亚洲第一环保商贸平台。2016第九届AQUATECH

上海国际膜与水处理展
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

CHINA上海国际水展已覆盖水处理环保完整产业链，除老牌上海国际污水处理展、上海国际
膜与水处理展、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外，加入了上海国际建筑水展、上
海空气展&上海新风展以及上海固•废气展，呈现空气净化、新风系统、废气治理、固废处置
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环保重点领域。本届上海国际水展坐拥15万平方米超大规模，接纳来自
30多个国家的2,600多家展商，更有逾百场专业会议论坛，创新技术演示区等精彩看点，邀
您共赴亚洲第一环保盛事。

本届亮点（更多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国际水展”）
◆ 覆盖水处理/泵阀/固废/空气等水处理环保完整产业链，呈现亚洲第一环保商贸平台
以上图片由展商提供

展品范围

◆ 入驻世界最大会展综合体，世界级参观体验（规模较上届大幅提升50%）
◆ 国家联合展示区（欧美亚各国政府携其水业巨头展示行业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

◆污水/废水处理成套设备、分离设备、曝气设备

◆膜及膜组件、过滤设备

◆ 创新技术演示区初次亮相（AGRO2020未来农业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解决方案）

◆水处理药剂、紫外线、臭氧等杀菌消毒设备

◆终端净水设备及相关配件

◆ BlueTech创新演示区首次登陆（国际顶尖创新技术展示交流平台）

◆泵阀、管道、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控制

◆水务及工程服务

◆ 2016环保行业跨界合作高峰论坛（下设逾百场分论坛覆盖环保领域）

◆污泥处理/物料脱水设备

◆认证、咨询

宾馆住宿

展示领域
◆ 城镇给排水

◆ 商用/家用水处理

◆ 城镇污废水处理

◆ 天然水体/景观水处理

◆ 工业污废水处理及回用

◆ 建筑给排水

◆ 工业用水

◆ 污泥处理

◆ 农业污废水处理

◆ 锅炉水处理

◆ 海水和苦咸水淡化

◆ 泳池水处理

亚洲第一环
环保商贸平台
台
月相约四叶草
2016年
上海·

电话:021-51099795传真:021-64644008

国家会展中心（5、6、7H馆）

电邮: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联络人:任小姐

徐泾-盈港东路168号（南）
轨交2号线徐泾东站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www.cecsh.com

地铁线路：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出口

电话：+86 21 67008888
距离虹桥机场仅 1.5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 2 号线直达展馆

ECOTECH CHINA上海固•废气展

3、如您驾车想从国家会展中心北面至南面，或从国家会展中心南面至北面，请沿国家会展中心外环路顺时针行驶。

BUILDEX CHINA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距离虹桥火车站仅 1.5 公里：
1、上海虹桥站：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2、上海火车站：地铁 4 号线或 3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3、上海南站：地铁 3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部分品牌展商及赞助商

凭函及本人名片至现场免费参观

ECOTECH CHINA上海空气展 & 上海新风展

2、从长三角：
江苏、浙江方向客流可分别从 G50、G60、G2、G40 等高速汇集至 G15 沈海高速-崧泽高架-诸光路下匝道出口-国家会展
中心北面

6月15日9:00-17:006月16日9:00-17:006月17日9:00-15:00

5.8展品万

同期举办
FLOWEX CHINA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1、从上海市区：
（1）从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建虹路下匝道-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南面
（2）从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 :嘉闵高架-崧泽高架-蟠龙路下匝道出口掉头或右转沿龙联路-国家会展中心北面

参观时间

7日

在线预登记免费参观，获精美礼品www.aquatechchina.com

自驾车、出租车：

2016年6月15日-17日

万平米

2600+
展商

6月15-1

详情请点击www.aquatechchina.com的“实用服务”页面

展馆交通

15

同期活动——2016环保行业跨界合作高峰论坛
2016ILF中国国际工业领袖论坛
工业节水及废水资源化技术大会
民用净水渠道商创新大会
石油化工环保治理技术交流会

AQUATECH
官方网络营销平台

扫描二维码
或关注公众号“上海国际水展”

官方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主办
ﾖ

ﾐ

ﾌ

ﾚ

ｻ

ｷ

进行微信预登记！
凭预登记码至绿色专用通道快速入场，
更可获升级版微信登记专享礼品，
关注微信领取10-100元现金红包！

ｱ

国际支持

+86 21 33231357
www.aquatechchina.com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顶级品质国际水展

观众预登记表格
★ 网上自制胸卡，直接入场！
预登记方式：

全球领先企业齐聚
本届展会展商2,600余家，参展企业广泛来自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
法国、丹麦、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瑞士、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

方式1．登陆展会门户网站www.aquatechchina.com进行观众预登记

国、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家及机构展团纷纷隆重亮相，
2016AQUATECHCHINA上海国际水展将带您一窥行业全貌！以下是部分国家及地区展团：

荷兰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台湾区

德国

西班牙

亚洲顶尖环保互联平台——2016环保行业跨界合作高峰论坛
为了顺应环保行业跨界合作的需求增长，使更多环保及相关行业的企业有一个有效沟通互
联平台，营造环保行业开放、融入、延伸的跨界合作氛围，2016环保行业跨界合作高峰论坛
将与上海国际水展同期举办，下设逾百场分论坛覆盖环保领域：

了解最新动态请关注微信
公众号“上海国际水展”

石油化工环保治理技术交流会
◆ 先进控制集成解决方案以及在炼油石化和化工企业的应用
◆ 化工环保局领导介绍关于化工园区环保规范要求的最新进展
◆ 工艺安全管理—重大事故危害的控制

关注微信，
领取现金红包！

方式2．扫描二维码或关注公众号“上海国际水展”进行微信预登记
方式3．填妥以下预登记表格并回传至：

5.1号馆将成本届AQUATECH CHINA最大亮点
专业呈现两大主题演示区

基本信息：
021-61250950，61250955，33231366

AGRO2020创新演示区
——未来农业环境技术解决方案
AGRO2020创新演示区将以农业环境产业链为主线，以未来农业环境技术缺口为重点，
充分介绍来自海外现有的创新性技术解决方案。
农业环境监测

农业种/养殖业

农业废弃物处置

◆大气监测

◆农业灌溉技术

◆堆肥技术

◆农业灌溉水监测

◆智能种养殖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土壤重金属监测

◆农药残留检测

◆养殖业节水

◆土壤肥力监测

◆能源转换技术

◆营养物质回收

◆病虫害监测

◆土壤改良技术

◆生物质能及家用沼气池

姓名：

职务：

公司：

部门：

邮箱：

网址：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微信：

QQ：

手机：

(手机、邮箱请务必填写，登记确认号将由短信通知)

◆ 泵阀设备在化工节能的应用探讨

BlueTech创新演示区
中国国际蓝科创新奖China BlueTech™ Awards

◆ 海水淡化和水再利用技术在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官方网址：www.chinabluetechawards.com

公司类型：

◆ 石油化工业水处理技术的新进展

参与意义

□政府部门(A1)

□化工(A11)

□建筑(A21)

旨为中国和国际的创新环保技术公司搭建平台，获得与国际最新创新环保技术信息，

□供水厂(A2)

□电力(A12)

□医院/酒店(A22)

与专业环保技术投资人交流，以及与欧美技术公司合作的机会，树立业界领导地位。

□污水处理厂(A3)

□造纸(A13)

□大专院校(A23)

□水处理工程公司(A4)

□印染(A14)

□设备安装公司(A25)

□科研设计机构(A5)

□酿造(A15)

□空调及消防行业(A26)

□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A6)

□制药(A16)

□锅炉(A27)

□钢铁(A7)

□电镀(A17)

□能源(A28)

□煤矿(A8)

□食品(A18)

□水泥(A29)

2016环保行业跨界合作高峰论坛（更多分论坛）

□冶金(A9)

□电子(A19)

□其它(A24)

◆ 民用净水渠道商创新大会

□石油/天然气(A10)

□烟草(A20)

◆ 炼油与化工行业工艺水、冷却水、废水处理及其回用

全国工业节水及废水资源化技术论坛
◆ 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为市场带来的机遇
◆ 工业节水及废水近零排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奖项历史

奖项设置

蓝科奖作为国际性奖项，已有7年的历史，首次来

◆适合国际水处理市场的中国环保技术公司优胜奖

到中国。通过其多年举办经验及其专业度，评选出最

◆适合中国水处理市场的欧美环保技术公司优胜奖

适合应对中国和世界环保市场挑战的创新技术。

◆ 锅炉水、冷却循环水处理技术
◆ 石油、钢铁、化工、电力等行业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
◆ 造纸、印染、皮革、制药等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技术
◆ 废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

◆ 市政水务论坛

◆ 膜技术在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与发展

ILF中国国际工业领袖论坛
AQUATECHCHINA与GlobalWaterIntelligence联合主办

您感兴趣的展品（可复选）：

◆ 制药水处理流体技术研讨会

◆ 絮凝技术、混凝技术在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与发展

□泵(E1)

□水处理药剂/试剂(E9)

◆ 膜与水处理技术发展论坛

□管道/管材/连接件(E2)

□污水/废水处理设备(E10)

◆ 城市生活垃圾低碳化处理技术论坛

□阀(E3)

□风机/污泥处理(E11)
□末端净水/饮用水设备/配套产品(E12)

◆ 资源循环利用科技创新论坛

民用净水渠道商创新大会
◆ 净水行业市场发展报告

◆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论坛

□工业供水设备/中水回用设备(E4)

◆ 中国水业市场分析

◆ 净水行业品牌化发展之路

◆ 第六届泵阀技术高峰论坛

□给排水/水箱设备/清洗设备(E5)

□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系统软件(E13)

◆ 创造三赢局面的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

◆ 全屋净水解决方案

◆ 建筑给排水中海绵城市规划与建设案例分析论坛

□膜技术/膜处理设备/相关配套产品(E6)

□景观水体处理/泳池水处理(E14)

◆ 欧美水处理技术与运营模式经验分享

◆ 渠道商成功经验分享

◆ 2016聚焦饮水安全-新型管材技术发展论坛

□过滤器材/填料(E7)

□设计/咨询/认证/管理(E15)

◆ 家用净水市场创新与跨界合作

◆ 2016餐厨垃圾废水处理设备技术讨论会

□加药/消毒设备(E8)

□其它(E16)

现场多项

丰厚礼品

◆ 重点行业Voc废气处理技术论坛
◆ 机动车尾气及有机废气污染控制技术交流会

您推荐参观的同行/同事共

◆ 新国标下的空气净化器行业发展论坛

如您参观过任一历届展会，现场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 医用空气净化器专业研讨会

1.姓名职务 手机

◆ AQUASTAGE企业技术交流会

凭此券

以上大会详细日程以现场公布为准

到达展会现场
指定地点，可获

迷你便携验钞照明灯!

2.姓名职务 手机
3.姓名职务 手机

亲临现场积分

兑换智能运动计步手环！

名，推荐四名以上，可获得展会会刊一本；

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4.姓名职务 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