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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简称：荷瑞）创立于2007年，是CHC集团下属成

员之一，同时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展览中心(RAI)全球品牌展会在大中国区的独

家代表机构。作为一家历时十余载，拥有丰富筹划和组织国内外专业品牌展览

会经验的主办机构，荷瑞始终秉承工匠精神，专注于B2B领域，致力于打造卓越

的国际性环保商贸平台。

关于主办方

北京

北京国际水展
2019 年 9 月 18-20 日
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40,000m2 
规模  

40,000+ 
观众

800+
 展商

姊妹
上海国际水展

北京国际水展

上海

上海国际水展
2019 年 6 月 3-5 日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250,000m2 
规模  

120,000+
观众

3,500+
 展商

55,000m2 规模

1,000+ 展商

45,000+ 观众

马小姐
+86 21 33231355
sales@watertechgd.com
www.watertechgd.com

参展咨询

第四届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2019年4月1-3日

四大主题

工业污废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末端净水
泵管阀

广东泵阀展

同期举办

更多展会及行业资讯

主办机构

华南高品质水展

中国膜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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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支持
国际水协会非常规水资源中国委员会
中国二氧化氯学会
中国海水淡化与水再利用学会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业协会
华南海绵城市与水生态产业创新联盟
华南绿色工业创新联盟
广东省行业协会联合会
广东市政行业协会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广东国际商会
广东省工业园区协会
广东省洁净技术行业协会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
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广东省电子行业协会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东省化学品协会
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广东省净水设备协会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山东省家电协会净水专委会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简称：广东国际水展）

由中国膜工业协会、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与上

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并得到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支持。展会糅合了主办方的优良传统，依托科学的战略决策、专业

的技术支撑、强大的营销渠道，为业内企业搭建起“高品质的水处理商贸平

台”。通过展品细分，2019年广东国际水展将在5.5万平米的展会现场呈现

工业污废水处理、膜与水处理、末端净水、泵管阀四大主题。不但汇聚12

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家参展企业，更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5万专业

观众莅临参观。在展会期间，除了传统的市政单位、工程（安装）公司、设

计院以及经销和代理商外，参展商还能接触到28个终端行业的专业观众覆

盖：食品、饮料、酿造、纺织、皮革、印染、造纸、印刷、石油、化工、制

药、采矿、钢铁、电镀、冶金、橡塑、水泥、电力、电子、汽车、船舶、机

械、建筑、燃气、公共设施、市政、水利、农业等。通过与多家协会及行业

媒体的合作，广东国际水展推出的近50场专题论坛和活动也在分享技术与

市场前瞻的同时，为参展商带来了额外的曝光机会，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维护

客户关系，拓展业务合作，推广新品和服务，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在市场竞

争中赢得优势！三天商机处处，值得每一家业内企业好好把握！

展会介绍

02

03

04

14

15

17

18

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保装备行业协会
浙江省净水设备协会
安徽省净水行业协会
广州市医药行业协会
深圳供排水协会
深圳净水行业协会
深圳市净水产业协会
珠海市环保与生态协会

海外支持
荷兰领事馆商务处
加拿大领事馆商务处
美国水质协会
国际紫外线协会
国际臭氧协会
荷兰水事业联盟
新加坡水协会
 
买家机构支持
广东市政行业协会
广东国际商会（广东贸促会）
广东省工业园区协会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

支持机构 目录

•  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万业内精英畅谈未来

•  为28个终端行业用户的水处理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

•  与近百位用户行业百强企业买家实现现场采购洽谈

•  5.5万平米展示面积包含4大主题板块 

•  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家参展企业 

•  业内知名品牌的参展企业比例超过70% 

•  100家参展品牌指定的新品发布平台

•  权威合作方集结业内翘楚把握行业脉搏

•  近50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  展会APP+30万官微粉丝实现全年营销一刻不停

•  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万业内精英畅谈未来

•  为28个终端行业用户的水处理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

•  与近百位用户行业百强企业买家实现现场采购洽谈

•  5.5万平米展示面积包含4大主题板块 

•  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家参展企业 

•  业内知名品牌的参展企业比例超过70% 

•  100家参展品牌指定的新品发布平台

•  权威合作方集结业内翘楚把握行业脉搏

•  近50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  展会APP+30万官微粉丝实现全年营销一刻不停

展会介绍

展品范围

部分展商

展品推荐
工业污废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末端净水

泵管阀

同期会议
第二届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膜生物反应器（MBR）高级技术培训会

第三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

2019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部分观众名单

观众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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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
废水处理设备

净水设备
膜技术/
膜处理设备/
相关配套产品

水处理药剂

过程控制技术
与过程自动化

过滤器材/填料

泵管阀
及配套设备

展品范围 展品推荐

苏州苏净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加强型中空纤维膜SJ-MBR

苏净加强型中空纤维膜，采用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的制膜工艺，制备出公称孔径为0.04μm的不

对称膜孔结构，减少过滤阻力，确保了高通量。同

时也具有较窄的孔径分布，对杂质过滤具有较高

的拒绝系数。膜丝有着优秀的亲水性和孔隙率，

抗剥离强度高，对酸碱及氯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微纳米曝气系统GWNB

工源公司自主研发的微纳米曝气系统，由微纳米气

泡发生器，扩散装置、浮潜装置、限位装置、控制装

置等组成。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景观工

程、河道整治、中水回用、污水处理、气液混合等场

合，结合不同的进气气源（如空气、氧气、臭氧、氮气

等）与工艺方法，可以高效实现增氧曝气、气浮分

离、氧化脱色、脱氮除磷等功能。

无锡沪东麦斯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浅层离子气浮

•  全系列处理能力

•  3~5min水力停留时间

•  27%溶气装置空气溶解率

•  3~7μm离子气泡直径

•  15-40m3/m2/h超高表面负荷

•  95%-99.5% SS去除率，1-10mg/L以下SS出水

•  60~99% COD、色度、浊度、油类去除率

•“零速度”和“浅池”技术，絮凝体垂直上浮分离，无扰动，分离效率更高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  运行成本低

•  节水，不到带式压滤机的0.1%

•  体积小，脱水机房投资省60%

•  节电，不到离心机的5%

•  省药，平均省药60%

•  不堵塞，含油脂类纤维类污泥的克星

工业污废
水处理

展会聚焦工业污废水板块，主办方联合华南地区各大协会资源，不断精进市场需求，提高买卖双
方的配对效率，并将各方优质资源齐聚展会现场。截至目前获得了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珠海市
环保与生态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广州市节能协会、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
行业协会、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等30家终端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

广东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室进料压滤机

景津根据多年来在黄金行业中实践经验，研发

出了更加适用于精金矿、尾矿处理的景津单室

进料压滤机，过滤速度快，滤饼厚薄均匀，滤饼

水份可达到10%以下。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超低温污泥干化设备

芬蓝环境科技超低温污泥干化减量技术采用

“低温闭式除湿干化技术”、“余热回收技术”，

具有出风温度低，干燥能力强，效率高，运行

成本低等优势。比传统干化技术节能50%以

上， 干化后含水率可以达到10%以下。适用于电镀、线路板、电路板、印染、造纸、食品、化工、

机械加工以及市政污水处理、河涌整治等行业污泥干化处理。

部分展商

特 种 膜 研 发 与 应 用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配套服务

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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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多参数水质检测仪 6B-3000A型

•  国家专利产品，彩色触屏设计，自动化比色系统设计，

更加智能高效

•  测量项目广泛，可直接测定COD、氨氮，总磷、总氮、色

度、浊度、重金属等多项指标

•  全自动波长，更加人性化设计，一键式选择测量项目，

操作简单快速

•  高容量存储，可存储、查询和打印当前和历史数据

•  运用物联网新技术，可实现PC、移动端查看数据，实时

监控

山东格林凯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GL-600D

仪器采用人体工程学外观设计，进口钨灯光源和出色的

光学结构，光学性能和检测效果极佳，内置COD、氨氮、

总磷、总氮等二十多种测试方法和波长扫描、光度测量、

曲线拟合等程序，配以大屏幕彩色液晶屏，全中文显示，

测量结果直观明了，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市政，环保， 教

育等领域的水质监测。

佛山市金凯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压滤机1100-80片自动反吹卸料

•  采用PLC自动控制，实现自动拉板及翻板

集液，自动反吹卸料系统，自动化程度

高，减少操作人员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鹏凯塔” （PK Tower）是以“工程设备化、设备标准化”为

设计理念，以水质稳定、抗冲击负荷能力强、占地面积小、

运行成本低、操作简便为设计思路开发的新一代污水处

理设备，此产品有两个系列：一位“PKT-MBBR”系列，另

一个为“PKT-MBR”系列。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SMZ系列二位二通超高压电磁阀

由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SMZ系列二位二通超高压电磁

阀，断电关闭，通电打开，产品经特殊设计，消耗功耗仅

为常规产品的四分之一，具有线圈长时间通电不发热，

温升低，使用寿命长，使用压力高，响应时间快，适用范

围广，性能稳定等优点，绿色环保。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流量计

LZ-系列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用于测量流经管道中流

体（液体、气体、蒸汽）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一种

流量仪表，它可以就地指示和远传信号输出。LZ系列

金属流量计，仪结构简单，维护简单，使用寿命长的

特点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食品、制药、

造纸、水处理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领域。

广州小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纳米净水剂

•  使用该产品将混凝、絮凝、沉淀三个步骤合并为一个步

骤，操作更简便

•  见效快，效果显著，可有效地降低污染水体的COD、

BOD、总磷、氨氮、重金属等指标

•  因为絮凝后的絮体已经由亲水性变为疏水性，所以不

会再次溶入水

•  本产品无毒无害，不产生任何二次污染，可有效去除臭

味，属环境友好型产品

英国百灵达有限公司

Potacheck 2基本版便携式水质分析实验室

专为例行的现场水质分析需求设计，检测能力覆盖自来

水、污水、工业用水等多行业常用理化指标，使用非常方

便，并确保一定的检测精度。

•  采用自动接液翻板，彻底解决了渣水分离，提高产品质量并美化环境

•  滤板采用进口高分子PE专利技术高压压制成型，确保每块滤板使用寿命更长

•  根据物料的性能、比重、项目不同，一般物料可提高 10% 的含固率

•  采用高标准生产工艺和技术，质量过硬，确保每台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  电液一体自动控制及继电器控制等多种配置，操作面板简单

•  工作压力高，产量大，耗能小，稳定可靠，是理想的固液分离设备

•  检测能力更加完善

•  能够对饮用水消毒指标和常规理化指标进行检测

•  可用于实验室常规检测、现场应急监测和移动实验室

    配置

广州市大环臭氧设备有限公司

氧气发生器 OW-TB系列

•  PSA五通阀为日本SMC原装进口

•  内有二组制氧剂发生器单元自动循环工作；该系列产品

以美国进口沸石分子筛为吸附剂，用变压吸附法

（PSA）将空气中的氧气与氮气分离，并滤除空气中的

有害物质，从而获取符合医用氧标准的高浓度氧。PSA

氧气产生设备为您提供纯度90%±5的氧气满足各方

需求，安装和运行费用远低于瓶装或液化氧气

•  以空气为原料，不需任何辅料，耗电小，制氧成本低

•  性能稳定，全套气路均为低压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  氧气流量可调，供氧量大，噪音低

•  操作简便，随用随制，持续供氧

宜兴市新朗环保有限公司

全自动三腔制备装置

此装置是连续式制备、熟化和投加PAM、PAC等溶液的

自动化设备。它可以将干粉状或液态药剂连续而高效

地完成聚合物的制备和熟化过程，得到均质的有活性

的可投加的聚合物溶液。设备全自动运行方式，操作简

单方便；精确可调的给料方式，可任意配置不同浓度。

苏州海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塑胶桶 PT250L-PT50T

•  外层使用八碳线性低密度聚乙烯（C8-LLDPE）为主体。具有韧性好、冲击强度高等优点，并额外

添加紫外线吸收剂和抗氧化剂增加使用寿命

•  中层为淡黄色发泡层，具有增加桶体强度、保温、耐震、缓冲撞击功能

•  里层为白色内衬层，可保持桶内清洁与美观。UL加强型桶槽特别使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为

里层，增加抗药性和耐腐蚀性

广东环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MVR蒸发器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MVR)蒸发器利用蒸发器中产生的

二次蒸汽，经压缩机压缩，压力、温度升高，热焓增加，

然后送到蒸发器的加热室当作加热蒸汽使用，使料液

维持沸腾状态，而加热蒸汽本身则冷凝成水。这样，原

来要废弃的蒸汽就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回收了潜热，又

提高了热效率，生蒸汽的经济性相当于多效蒸发的30

效，减少了对外部加热及冷却资源的需求，降低能耗。

深圳市杜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核净水剂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专用于电镀废水治理的专

用药剂，强碱性、低毒性属环境友好化学品，一物多

用，可取代Na2S 、重金属去除剂、 石灰、 片碱。具备鳌

合重金属的能力、良好的脱色能力、可溶性COD的吸

附能力。

广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多参数水质测定仪5B-3B(V8)

国产高端污染源水质测定仪品牌，测定项目包含污

染源控制常用的指标，如：COD、氨氮、总磷、浊度、

铜、镍、锌、铁、六价铬、总铬、镉、硫化物、氟化物、苯

胺、硝基苯、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等，在国内电镀、

印染、制药、造纸、化工、食品饮料、电子等各行业的

大中型企业单位有着广泛的应用，且在众多环境监测站、第三方检测机构都有应用，多次入选仪器

信息网最受欢迎仪器，是一款性能稳定、测值准确、操作简单、费用低廉的企业污染源控制检测用

的实用工具，是企业污染源水质检测的最佳解决方案，以保障污染源水质处理能否达标的必备检

测工具。

深圳市九九八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专家

全自动污水、污泥、粪便快速处理系统技术，是我公

司流动式粪便处理设备中，现阶段最高配置系列之

一，粪水处理主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固液分离，二

是药物分析，三是粪便分类。所有抽上来的粪水，首

先要通过机器进行固液分离，把固体垃圾如石块、纸

巾、塑料袋等杂质分离出去，产生粗渣。这些粗渣当

生活废弃物处理；固液分离之后要进一步处理，通过药物分析系统后，将粪水搅拌与药物结合；将

与药物产生反应后的污物，进入最后的分类系统，成为生产有机生物肥料的原料，而脱出来的水达

到次中水排放标准。该设备每小时处理量30立方，能够将化粪池污物转换成有用可再利用的资源，

真正实现节能、环保、无害化，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提升环保事业的附加值，是当今世界上最小

巧、成本最低的粪便处理设备。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体化不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适宜住宅小区、医院疗养

院、办公楼、商场、宾馆、饭店、机关、学校、部队、水产加

工厂、牲蓄加工厂、乳品加工厂等生活污水和与之类似

的工业有机废水，如纺织、啤酒、造纸、制革、食品、化工

等行业的有机污水处理，主要目的是将生活污水和与之

相类似的工业有机废水处理后达到回用水质要求，使废

水处理后资源化利用。

主要特点：

•  可埋入地表下 •  全自动控制，不需人员管理

•  无污泥回流 •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  噪声低，无异味 •  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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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与水处理
展会由中国膜工业协会联合主办，实现观众资源互通共享。现场还将倾力打造膜与水处理的

高效交流平台。膜生物反应器（MBR）高级技术培训会，第二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等专题
论坛皆已整装待发，让您在严谨的商务洽谈之余，与大咖互动，共同探讨行业趋势、政策导向、技术
方案。

上海膜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卷式超滤MR-UF-8060

超滤膜能有效去除水中的微粒、胶体、细菌、热源和各

种有机物；反渗透膜4寸及8寸螺旋卷式膜元件采用先

进的等差螺旋卷式技术，保证膜元件媲美进口产品质

量，其脱盐率和产水量均达到标准以上；纳滤膜有着

高脱盐率，回收率高且能耗低，稳定性强，易维护。

盐城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海普润MBR膜生物反应器，HPR-MBR-II-2000

•  不断丝不脱皮 --膜丝采用PET编织网管作为内衬，

与PVDF功能层牢固复合，彻底解决中空纤维膜丝

的延展形变问题

•  可干态运输贮存--永久亲水化改性PVDF材质和大

孔隙率膜结构赋予膜丝极强的透水能力，具有更高

的运行通量，实现膜的干态运输贮存

•  大通量长寿命--贯通性大疏孔的透水流道及单皮层膜结构，大幅减少污染物在膜丝内的截驻，正

常使用寿命达5年以上

•  规模化、性价比高--专业制膜，质量更有保障；装填密度高，减少投资额，成本更低

深圳市海通膜科技有限公司

RO反渗透膜片

•  国际最先进的RO反渗透膜片生产线

•  主要技术指标国际领先水平

•  可家用、商用、高端净水，可用于海水淡化，工

业苦咸水

•  独立的整套技术知识产权，完全自主研发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膜集成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久吾高科具有从陶瓷膜材

料生产、膜组件与成套设备制造到提供膜集成技

术整体解决方案在内的完整业务体系，并在生物

与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等过程分离领域及钢铁

废水、造纸废水、印染废水、油田回注水等特种水

处理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膜分离技术应用经验和

客户资源。公司产品销售至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得到了国际客户的广泛认可。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第四代中空纤维膜技术砼式复合膜

•  超滤膜：砼式复合膜

•  制膜方式：复合成膜技术

•  强度：≥40牛顿

•  外径：1.3mm

•  优点：高强度、材料完全包裹融合、高结

   合力、细丝，比表面积大，占地小

•  产品形式：柱状组件、帘式膜片

海水淡化设备JHH-FSHB-10

•  适用船舶，舰艇，海上钻井平台等

•  核心部件采用原装进口国际一流品牌产品，

品质可靠

•  无添加化学药剂，可直接饮用，甘甜醇美

•  有效去除海水中重金属、细菌等有害成分

•  全自动运行，操作简单，维护方便，开机即可

供水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DI膜块

连续电除盐（EDI，Electrodeionization或CDI，

Continuous Electrode ionization）是国际上20世纪

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超纯水制备技术，

它的发展是纯水生产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进

步。EDI可以代替传统的离子交换（DI）技术，生产质

量稳定的去离子水。与混合离子交换装置不同之处

在于EDI系统不需要化学再生，也无须因为补充树脂

或者化学再生而停机。因此,EDI可以实现连续产水，

且产水水质稳定，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设备投

资和运行费用，并且通过EDI系统制得的超纯水的电

导率可高达15-18.2 MΩ•cm。

深圳市嘉泉膜滤设备有限公司

PVDF平板膜片

聚偏氟乙烯（PVDF平板膜片是国外近年来新发展起

来的一个膜品种，具有材料化学稳定性好、亲水性、疏

水性好、机械强度高、耐氧化剂性能好、搞污染性好、

耐此紫外线老化、膜的透过能量高，高装填密度，可以

在140度以下高温灭菌和反射线消毒等特点。

LG 化学

Residential RO membranes家用RO膜

用于家用水处理的LG  Chem  NanoH2O™反渗

透膜元件采用美国专利技术，获得NSF认证，为

消费者提供洁净的饮用水。世界闻名的LG品牌

为产水水质提供保证。所有膜片韩国生产，旨在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可靠和高品质的产品。

恩泰环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NT-BW8040-STD-400/28（苦咸水膜标准产品）

NT-BW8040-STD-400/28产品为标准8英寸膜元

件，公称有效膜面积为400平方英尺，标准测试条

件下产水量40m3/d（10,500gpd）。

NT-BW8040-STD-400/28能保持很低的污堵速

率，从而维持长期高产水量，延长了膜元件的使

用寿命，增加了系统运行的经济性。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IPS-UF 热法超滤膜

自主开发的热致相分离法（TIPS）制备聚偏氟乙烯（PVDF）

中空超滤膜技术，相比传统制膜工艺该技术能在最大程度

保留PVDF膜材质优势特性，同时实现高孔隙率的三维互

穿网络的均孔结构，过滤膜性能和抗污堵性能显著提升，

使膜产品具有更加高效节能、更可靠的运行、更低的维护

成本和更长的使用寿命的优势。热法超滤膜产品2014年先

后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等项目，

成功在国内20个行业和全球十多个地区的上百个案例中

广泛应用。打破了国外对该制备技术的垄断，有力的推动

了环保水处理相关领域的市场发展，为环保节能做出重要

贡献。

美国 Transfilm 膜技术公司

反渗透膜元件

通过创新技术，实现了高产水量的同时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脱盐率，从而使它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和市政水处理。

产品特点：

专利元件流道设计，获得优异的抗生物、有机物污染能力；

稳定耐用的分离层，更佳的酸碱耐受性，实现充分有效的

化学清洗。

博滤克斯特种纤维（宁波）有限公司

管式膜（TMF）

美国POREX公司，管式膜（TMF），采用烧结管支

撑PVDF膜，内径12.7mm（1/2英寸），可耐受

3-8%固体悬浮物，pH值0-14，超强耐摩擦，适用

于脱硫废水，反渗透浓水等废水零排放的除浊、

除硬，以及重金属废水回用及零排放。

珠海市江河海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VDF膜生物反应器膜组件（内衬增强中空纤维膜）

•  拉伸强度高，不断丝，不脱皮，膜内衬采用PET编织网管

•  通量高，孔隙率高，孔径分布均匀，孔径小

•  寿命长、抗污染能力强 

应用案例：

•  湖南株洲10万吨/日市政污水处理项目

•  上海金山5万吨/日改扩建项目

•  浙江美欣达全国首个印染废水零排放项目（5000吨/日）

•  新疆纺织印染工业园区3万吨/日印染废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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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净水
作为传统优势板块，主办方将继续诚邀华南地区的市政单位、工程（安装）公司、设计院以及经

销代理商等莅临展会。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开拓家电、酒店、冰洗、厨卫、地暖、母婴、教育、建筑

装饰、房地产、太阳能、物联网等新领域，让末端净水板块的羽翼愈加丰满。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DTRO（75/90/120/160bar）

专利型特种膜分离技术，专门针对高浓度废水处理

而开发，具有进水要求宽松、预处理要求低，使用寿

命长，耐高压、抗污染等显著特点，即使在高浊度、

高SDI值、高盐分、高COD的情况下，也能有效稳定

运行，适用于高浓度工业污水处理、高浓有机污水

处理、渗滤液处理，水污染应急处理等领域。

安徽普朗膜技术有限公司

PEK管式过滤膜

PEK管式膜为普朗膜公司自主研发的膜材料，其特点是

耐酸碱和耐温性能优异，在pH=2~13可长期使用，清洗

时pH=1~13.5，同时膜层强度高，通量稳定，耐污染性能

好，膜材料机械强度高，使得膜层更耐冲刷，更耐污染。

PEK管式膜超滤膜优势应用领域：循环冷却水降硬处

理、高盐硬水软化和除硅处理、各类零排放设备的预处理、垃圾渗滤液MBR膜等。使用PEK管式过

滤膜软化设备运行能耗低至0.3kw•h/吨水，膜使用寿命长，不易破损和污堵，产水浊度小于

0.5NTU，SDI小于4。

上海天维亚编织有限公司

生物绳bio-cord

生物绳bio-cord是使用接触曝气法的填料呈林立状

放置于曝气槽内，然后注入污水，进行曝气净化处

理。曝气可以提供微生物充足的氧气（好氧状态）。在

和水流反复接触的过程中，活水中的微生物逐渐附

着到接触材料的表面形成生物膜。生物绳BIO-CORD

表面附着的好氧性微生物，在和污水的反复接触过

程中，使水中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达到净化的效果。

湖州鼎泰软片膜科技有限公司

IPUF软片平板膜

产品以小方形，中心产水，中间软片支撑的独特结构，实

现了膜通量大，能耗低，堆积密度高，在线清洗彻底的设

计理念，快速得到市场的认可。独特的印染中水回用新

工艺。产水率达到了98%以上。与RO相比，设备投资节

省了近20%，运行费用不到RO的1/2。

济南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TSHRO碟管式反渗透

公 司 研 发 的 TS H R O 品 牌 系 列 的 碟 管 式 反 渗 透

（TSHRO）产品，具有耐高COD、高含盐量，产水水

质好、维护成本低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高浓度、高盐

度有机废水的浓缩减量处理。特别针对垃圾渗滤

液、市政污水、电力、化工、冶金、医药、食品、海水淡

化、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等行业，与蒸发系统相结

合，实现透过液回用和废水的零排放。

伊乐科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XL-850

•  出水品质优良且稳定、除硅性能高、使用寿命长、维修成

本低

•  设计产水流量：8.0(35.2) m3/h(gpm)

•  产水电阻率：5.0~17.5 MΩ.cm

•  最大产水流量：12.0(52.8) m3/h(gpm)

•  回收率：90~99%

•  最小产水流量：4.0(17.6) m3/h(gpm)

•  操作电压：200~500，操作电流：0.5~3.0A

•  设计电压：VDC 500，设计电流：8A (典型值：6A或7A或

8A)

•  最大进水压力：0.7(7.0) MPa(bar)

•  温度范围：5~35°C，最大操作温度：40°C

•  最佳进水PH：7.0~7.5，进水pH范围：5~9.5

广州多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DQ系列膜块

新型DQ系列膜块具有自清洗、防结垢、低内阻、低能耗、

体积小等功能特点。公司的产品EDI膜块和小型超纯水

机及服务得到了客户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浙江洁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MBR

洁弗MBR，采用自主研发PVDF中空纤维超滤膜，强

度高、通量大、永久亲水、剥离强度高、抗氧化性能优

异，是生活废水、工业污水、电镀废水等不同污水的

劲敌。

艾欧史密斯（南京）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佳尼特C600高效节水反渗透净水机

•  2:1低废水，更加节水环保

•  1.5L/min大流量，畅饮新鲜水

•  新一代专利长效膜，耐用更省芯

•  滤芯更换提醒，保障水质安全

•  智能自清洁系统，有效延长滤芯寿命

•  漏水防护系统，使用安心无忧

•  升级无铅龙头，饮水更放心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CL系列中央净水机

森乐CL系列中央净水机整机由近70年历史的美国

Clack公司定制开发，基于美国数十款成熟机型和专

业团队，结合在中国有二十余年经验的专业技术人

员共同打造。该系统整机为美国原装生产，根据中国

水质情况对滤料选择、程序流程都进行了专门调整。

•  整机美国原装生产，更安全可靠

•  进口顶级净水滤料，更放心

•  专业化设计，外观典雅，功能更强

•  高效去除水中余氯、异味及部分有机物、泥沙等

苏州滨特尔水处理有限公司

爱惠浦H-300N

•  高品质原材料，主滤芯美国原装进口

•  多褶复滤活性炭，水溶吸塑成型，与水充分接触。活性

炭膨化结构，更多纳污空间

•  显微纯化工艺，纤维锁定活性炭粉末，无化学粘结剂，

较多活性表面。低温制造，保持活性炭吸附能力

•  有效去除水中余氯、氯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如三氯甲

烷、四氯化碳）及重金属

•  优化结构和升级配方，可有效去除医药污染物，包括一

些药品、非处方药、除草剂、杀虫剂以及在生产中使用

的化学品

中山市九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九芯水机2S净水器

九芯2S，厨房智能净水器。懂你的安全感，多重进口滤

材，每一滴水都经过九层滤芯过滤，滤除水中杂质、细

菌、病毒及重金属离子等有害物质，保留对人体有益的

矿物质。结合华为、中国电信、黑子科技先进互联网技

术，开启智能APP服务系统。给您和家人喝上健康好水。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浩泽智能水芯片净水器

秉承安全净水的理念，采用APO+安全净水科技，创新集

成一体化水芯片设计，节省水路接头和PE水管数量

80% 以上，大大降低漏水风险，并使生产装配效率大大

提高，省去传统外置储水压力罐，节省橱柜空间，增加

25% 的有效供水量。浩泽独有滤芯防伪云技术防伪体

系，每支滤芯出厂前内嵌唯一代码芯片，安装前可自动

识别滤芯真伪，并精确识别购买滤芯用户的代理渠道，

如遇到假冒滤芯，可通过云平台定位其来源。

奈固（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奈固中央净水机 NQFTC-1044

奈固中央净水机百分百德国原装进口，精工制造。阀

头采用全触控液晶显示屏，智能操作，时尚美观。罐体

采用食品级玻璃钢树脂罐体，抗高压，耐腐蚀。内置进

口椰壳活性炭和天然沸石双重滤料，有效去除水中的

余氯、异味、杂质、颗粒物、细菌、悬浮物、藻类、大分子

有机物等多种有害物质，滤后水质清澈，阻止细菌侵

入人体。专利注册旁通阀系统，再不需要水净化时，直

接取用自来水浇花、养鱼。独特的逆流反冲洗功能，顺

流逆流交替冲洗，冲洗更彻底。大通量设计，全家畅享

生活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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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5A4-CKU-2A 复合净水器

市政自来水进入超滤机第一级滤芯后，在水压的作用

下，净化水从超滤膜管壁渗出，细菌、铁锈、胶体等物质

则被截留在中空纤维管内，当用户使用直通自来水时，

被截留的杂质从直通自来水出口排出。由于能自动排

污，本产品在大幅度提高水质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

滤芯脏堵的问题；再经过第二级装有椰壳活性炭的除

味过滤器和第三级装有椰壳活性炭加KDF的过滤器，

能高效去除水中异味、余氯和重金属离子；最后经过第

四级超滤膜保安器，有效保障饮水安全。

优口（广东）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优口YUQ-CX500

•  净水流量：1.3L/min •  纯水/浓水比：2:1

•  工作压力：0.1-0.4MPa •  适用水温：5℃-38℃

•  适用水质：市政自来水 •  额定功率：65W

•  防触电保护类型：Ⅱ •  RO膜：500G

•  原水水质（TDS）：≤500ppm

•  进出水口径：进水三分，出水二分

•  尺寸（长*宽*高）：443*132*356mm

•  滤芯更换周期：自动提示

浙江铭泉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团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豪华柜式节能饮水机TX-3GA

•  健康⸺开水、温开水经过多级过滤和高温杀菌

处理，温开水真正煮开后冷却

•  省电80%⸺采用热交换器技术，饮用温开水省

电80%

•  安全100%⸺智能控水，水不开则无水流出，避

免饮用生水

•  供水量增加4倍，满足多人场所的用水需求

江苏开能华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玻璃钢树脂罐

罐体采用优质原材料及先进工艺制作而成，有直径

6-72英寸全系列玻璃钢水处理罐体共80多种型号可

选，除常规颜色本色、蓝色、黑色及灰色外，还可定制

其他颜色，产品已全面通过美国NSF、欧盟CE认证。

罐体可用于装配成过滤器、软水器等设备，能满足化

工、医药、食品、纺织等不同行业的用水需求。

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美特800G至尊型反渗透直饮机

•  采用反渗透过滤，出水纯净优质，直接饮用

•  智能滤芯寿命显示

•  纯废水比例1：1，节水省水

•  800G超大流量，出水可达每分钟2L

•  高档紫外线杀菌龙头（可选配），无桶设计

•  电压/频率：AC220V/50Hz

•  适用水温：5-38℃

•  适用水源：市政自来水

•  进水压力：0.1-0.35MPa

•  日最大造水量：800加仑

•  产品尺寸：452*152*390mm

PUMP TANK系列压力罐

•  不锈钢接口无铅污染问题

•  食品级丁基隔膜确保无异味

•  食品级聚丙烯内衬

•  全自动喷涂生产线制作

•  经过NSF58、CE/PED认证

•  全面测试通过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佳电屋电器有限公司

CW-RO75G（X6）

·  废水减少60%

·  极简设计，纯净如水

·  智能语音换芯提醒

·  集成水路设计

·  卡接式滤芯，更换方便

杭州富阳中荷电子有限公司

净水器2分L型快速弯头 1818-A

•  获得美国NSF、德国TUV、欧盟CE及RoHS认证，国产

高端品牌的代表

•  双密封圈专利技术，漏水率低于十万分之一

•  免锁片安装，安装拆卸2秒内完成

中山市全众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商务节能饮水机 型号 QZ-2YC

无压内胆设计，步进式加热系统（可订做节能饮水机，节

能型可做消毒功能），蒸汽热能回收，全聚氨酯保温，即

开即饮连续供水，定时开关机，定时换水/排空，智能弱

电控制，智能防干烧系统，广告发布、多媒体体广告播

放，微信取水、微信充值、设备远程监测、故障代码显示，

支持扩展物联功能（实现远程操控），防溅水豪华水槽，

无声继电器、豪华液晶显示，支持扩展TDS值显示，支持

过滤寿命管理、豪华铝合金包饰模压成型，全机身高档

拉丝防指纹不锈钢；支持平台建设。

郑州跃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净水器电脑板YL-W系列

物联网把净水器、用户、厂商、售后通过新的方式连

接起来，让“行在外，家就在身边”的智慧生活成为

现实。物联网净水器电脑板硬件由物联网电脑板、

物联网卡、物联网专用排线、精密流量计、漏水保护

模块、原水TDS传感器、纯水TDS传感器组成。用户

无需下载APP，在微信上即可实时查看水质情况、水

机状态、滤芯状态，一键报修。

广东碧涞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杀菌节能饮水机JN-A-3A30

•  定期智能杀菌，细菌不超标，饮用更安心

•  高效节能，节能效率可达80% 以上

•  微电脑智能控制管理，水不开不出水

•  高清过滤，水质超国家标准，饮用更健康

•  六重安全设计，使用更放心

山东博世机械有限公司

BS2050G常规增压泵

•  符合RoHS、CE最新认证

•  过流部件FDA食品级要求

•  所有承压部件纯金属制造

•  密封部件纯进口材质

•  电气、密封、通量性能全程安检

•  强劲、恒定的出水压力

上海怡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怡浩YH-E多媒体物联商用直饮机

•  ABS机身结构，相比钣金机身标准度高，外观精密

•  RO反渗透系统和超滤系统通用，反渗透通量可达600

加仑

•  浸入式UV杀菌，从源头杜绝细菌污染

•  可配置10寸多媒体屏幕，15.6寸多媒体屏幕，云端广

告推送或单机导入广告

•  独创物联功能，系统完善，合作伙伴可分级管理下游

经销商。物联管控设备计天、计流量租赁、故障保修、

滤芯到寿提醒

•  支持NFC刷卡、手机扫码支付共享饮水

•  11升大容量水箱、3.8升/9升大容量热罐、可配置3.2

加仑压力桶

•  取水区符合人体工程学，可平稳放置300毫升至2升容

器不用手扶

•  托盘可选废水自排，简单方便

广东愉升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节能饮水机

节能饮水机采用黑色钢化玻璃面板、蓝色不锈钢门板、

304不锈钢水槽及内胆做成。采用热交换技术，省电

80%。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办公室开饮机

•  JO-LV，40x36x135cm

•  供水量开水8升/时

•  冰水0.8升/时，0.9kw

•  水胆容量8升

•  BAC+技术，滤芯提醒功能，童锁功能，精准控温，

无千沸水

宁波祈禧电器有限公司

YR-25C618

•  此款产品有更细腻的细节设计，超大的显示屏采用 

41 颗超白高亮 LED 组成

•  更稳定的出水温度，持续匀速的沸腾出水，保证更高

的杯中温度

•  更安全的干烧保护，水位开关、机械温控多重保护

•  更人性化的设计，多段温度的水任意调整

•  更节能的设计，有效回收水蒸汽，增加热水出水量

•  更全面的饮水平台，一机搞定，常温水、45℃（奶粉）、

60℃、85℃（绿茶）、沸腾开水统统都有

11  /  www.watertechgd.com /  12



泵管阀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立式多级离心泵

用于泵送机械加工设备所需的冷却液和润滑液及其

类似应用。此类泵安装于槽顶部，泵立管位于所泵吸

的液体中。这类泵主要由两大元件组成：电机和泵单

元。电机符合EN标准，为格兰富标准MG电机。泵单元

由优化的液压系统、各种连接装置、电机基座、固定数

量的腔和其他部件组成。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潜水泵 Amarex KPT

•   特征：立式单级潜水泵、电机与泵直联，多种叶轮设计，可进

行湿式或干式安装，可以固定式或移动安装。水泵的设计符

合ATEX标准

•   应用：能输送所有在水和污水处理及工业方面的具有耐磨要

求和带腐蚀性的污水，尤其是未经处理过的含有长纤维和固

体颗粒的污水、带有污水、原水、活性污泥，可用于海水脱盐

系统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双偏心蝶阀

新款双偏心蝶阀是对全进口产品的补充，继承进口产品的优

点，实现完全国产化，定位于中端市场。

型号：DN100-DN1800 PN10-16阀体球墨铸铁QT500-7，设计

紧凑，新型阀板设计，阀门过流能力大，环氧图层、持有饮用水

认证证书，不锈钢堆焊阀座或环氧图层阀座。

代斯米泵业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

S型泵系列

S型泵系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自吸泵产品。工业化的

设计、紧凑且外观鲜明的圆柱形外观、以及其他众多

实用优势，例如组装方便、所有部件为模块化结构，保

证了泵的长期可靠运行。代斯米的S型泵的自吸是基

于扩散原理，自吸能力不依赖于阀门或其他机械原

件，而是靠液体流动带走空气。S型泵在供货时，可提

供自由端的结构，通过联轴器与汽油机或柴油机、液

压马达或电机连接，并安装在一块公共底座上，也可

提供与电机紧凑型直连的结构。也可搭配手动离合

器、V型皮带轮或速比1:2的锥形伞齿轮结构。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Z41H-25C型 手动闸阀

•  产品规格DN：DN15—350mm

•  公称压力PN：2.5MPa

•  适用温度：≤425℃

•  密封面材料：堆焊13Cr材料

•  产品概述：主要用于气体、液体介质管路上作启闭器，

接通或截断介质流动，不适用于调节介质流量

•  产品用途：适用于污水处理、水处理、化工、石油、冶

金、造纸、制药等行业、工作温度≤425℃的石油气、

空气、水、蒸汽等介质设备或管路中，起到接通或截

断介质流动的作用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SA和SAR执行器

•  开关型和定位调节型SA系列执行器可分为A类、B

类或S2-15min类，而特殊类型S2-30 min可提供更

长的运行时间

•  SAR调节型执行器可分为C类或S4-25% 类。还可提

供特殊类型S4-50% 和S5-25%

•  SA/SAR 系列执行器可与多种控制单元组合使用，

包括简单的开关控制、可记录操作数据或总线接口

的微控制版本等

展会通过与多家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推出了多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水协、水
司、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公司、工程研究院、设计院等业内资深专家以及化工、环保、制药等终端买家近
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经典项目和热点技术应用，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值，从而为业
务合作与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  应用领域：过滤系统，铁屑输送器，电火花，工业清洗机，制冷设备

•  产品特点：弹性的安装长度,使用范围广泛，可靠性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州市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电镀行业污水处理研讨会

电镀废水处理的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

电镀废水零排放技术、膜法回用技术研究

电镀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实例分享

华南制药行业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制药废水所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处理

蒸发系统在制药行业的应用

制药行业高盐废水处理中的经验分享

会议议题
新时期水利发展重点工作解读
河长制、湖长制力促河湖长治
华南地区水生态与水环境现状与挑战
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及长效保持机制
江河湖库内源综治理技术和生态疏浚

第二届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2019 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指导单位：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厅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环保会、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海水及苦咸水淡化膜分会

协办单位：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膜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绿金（杭州）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会议议题
MBR技术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MBR工艺技术、研发工艺技术优化设计
MBR日常运行维护和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案
MBR典型工程应用案例解析分享
MBR膜法水处理在印染废水及零排放领域的应用案例
MBR乡镇污水高标排放中的经验分享
MBR在水厂提标改造中的应用现状

会议议题
中国膜法水处理市的现状与未来 

焦化废水的污染与控制新原理
分盐资源化实践案例分享
膜技术在采矿及冶炼工业废水零排放工艺中的应用

主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会展部）

膜生物反应器（MBR）高级技术培训会

第三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

华南造纸废水处理新技术研讨会

造纸行业节水治污技改工作重点

造纸废水零排放的技术研究

造纸废水处理最佳成功案例分享

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交流会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减量化处理技术

垃圾渗滤液处理案例分析

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设计、运营模式及管理

同期会议

* 会议议题持续更新中

会议联系
杨先生
+86 21 33231357
forum@watertechgd.com
www.watertechgd.com 了解更多会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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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加入俱乐部，获取以下优势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广东国际水展主

办方为来自政府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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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高效、多元化的

采购交流平台。借助展会在华南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水处理领域累

积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参展企业的高层

与有采购需求的VIP买家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参展企业不但可以在展

前通过主办方渠道优先向俱乐部成员推荐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或服

务方案，还能够在为期三天的展会现场与有意向的俱乐部成员进行面

对面的商务洽谈，并获得来自线上对企业产品，技术或服务方案感兴

趣的俱乐部成员信息，从而收获更丰硕的参展效果。

了解买家钻石俱乐部所有实力买家

掌握专业钻石买家的一手资料，知己知彼，高效配对

获取世环会APP线上专栏发布的采购信息

与俱乐部专属采购顾问，直接交流

全年实时推送钻石实力买家技术和产品等采购需求

部分对接项目一览

工业供水设备、中水回用设备、膜技
术、膜处理设备、相关配套产品、过滤
器材、填料水处理药剂、试剂污水、废
水处理设备、脱盐设备末端净水、饮用
水设备、配套产品净水设备、过滤器
材、活水净水器 RO机

部分设备想要了解一下并与供应商做交流

国内外品牌都没有具体要求，主要以质量为准

 拥有自己技术的生产型厂家

学园用机及工程机、小区直饮水改造

本司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所需设备只要达到国标即可

先做沟通交流，再确定后期合作意向

喷淋塔使用过滤材料及喷淋塔使用污水泵，考虑雾化效果
电动控制阀，考虑室外使用过程中的耐用性

供应商优先考虑资质齐全，择优选用

需要的设备可以满足家禽等污水的处理及回收利用

对于供应商只要求设备质量好，报价合适即可

企业常规采购

经销商常规采购

经销商常规采购

华兴彩印吸附浓缩

+催化燃烧项目

养殖污水处理项目

电镀废水、化工

废水处理工程

净水设备、工程机械设备

通用阀门以及泵阀，管件相关设备

过滤材料、污水泵、电动控制阀

污水处理设备、沉淀池

电氧化、电催化、电絮凝污水处理成套

系统及设备

30万-50万

待定

项目主要在江浙沪一带，主做工业废水以及废气处理，不
做固废处置                

产生的污废水不仅仅是处理，希望可以达到处理后再利用
节约成本的效果    

寻找到合适供应商会给到具体清单让其报价以及后期合作

需要国内沿海地区大品牌企业，寻找可以长期合作供应商，
并且能做好技术售后

目前有工矿，医疗方面的废水处理项目，处理量在50-
600T/天，要求处理后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因为接近年底，项目主要安排在明年，需要寻找国内资
质好的供应商为后期项目做准备，国外的价格合适也可
以接洽

采用电催化、氧化法或电絮凝法，可以处理富含重金属
离子的工业废水，例如电镀废水、化工废水等。要求去
除率90%以上

采用其他工艺及方法，处理富含重金属离子废水、难降
解络合废水等。只要是能处理上述废水的技术，去除率
超过90%，都可以介绍

化工/印染工业废

水废气处理项

河北某科技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设备，其中水循环利用设备比
较重要，以及控制设备，仪表仪器、UV
处理器、膜、泵、阀、旋涡风机，废气
处理设备等

污水处理全套设备及净水设备

预计500万

30万-50万

20万

根据供应商
比价后确定

200万

项目名称 采购产品 产品要求 采购预算

想要了解“VIP买家钻石俱乐部”更多详情，请联系

根据供应商
比价后确定

马小姐
+86 21 33231355

sales@watertechgd.com
www.watertechg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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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代 理
广州净水居直饮水机专卖店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迈环保有限公司汕尾地区总代理
东莞市柏佳净水器代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大鑫机械配件经销有限公司
东莞市沁园净水设备专卖有限公司
中山市清淳净水设备商行
佛山市南海区沁康净水商行
凯弗隆净水设备潮州总经销
汕头市康怡净水器专卖店

部分观众名单

观众寄语

广东国际水展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来的，这次主要想看看哪些企业做中水回用和零排放的，也是我们企业目

前的需求。展会上和很多企业代表聊了聊，有的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总体来说展会效果是不错

的，希望广东国际水展越办越好。

装 饰 工 程
广州亿之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昭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内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湛江市唐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医  院
广东中心人民医院
广州市中医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珠江医院

学  校
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水治理研发中心
广东轻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中源技术学校
广东环境保护职业学校
广东省深安消防职业培训学校
海珠商务职业学校

物  业
广东冠雄物业有限公司
广州乐飞物业有限公司
广州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合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杰帮物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耀中物业管理公司
深圳安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平毅市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美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潮州博泰朗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酒  店
广东南美元生态大酒店
广州嘉逸国际酒店
广州从化星辉假日酒店
广州香林海商务酒店
深圳市华强广场酒店
佛山天鹅湖酒店有限公司
湛江中国城酒店
惠州海公园酒店

房 地 产
广州市慧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华新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福港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自 来 水 厂
广州自来水厂
广州沙旗镇自来水厂
东莞黄江自来水厂
江高自来水厂
龙岩市永定区洋洋自来水厂

制  药
广东新理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香雪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九龙湖制药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有限公司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冶  金
广东信宜市粉末冶金厂
广州市冶金有限公司
广州昊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萌欣冶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复合冶金厂

印  染
广州伊咖印染设备有限公司
广兴（中山）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佛山南方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方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粤樵东印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泰源印染有限公司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清远千百丽印染有限公司
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污 水 厂
广州市沥滘污水处理厂
广州市狮岭污水处理厂
广州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广州市罗定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集团罗芳污水处理厂
中山市污水处理厂
江门台山台城污水处理厂
连平县生活污水处理厂

市 政 设 计 院
广州市市政设计院
广州市弘基市政设计院
广州市政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食  品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新加坡果果先森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国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果子食品厂有限公司
深圳市观澜健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雅富兴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四洲食品（汕头）有限公司

石 油 化 工
广东奇力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
东亚石油化工（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茂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志鸿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生兴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智盛（惠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工 程 公 司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广东西南建筑工程公司
广州广重机电设备工程公司
广州宏碧水处理工程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公司
广州新世纪环保工程公司
珠海广华燃气消防工程公司
佛山市安德美不锈钢水管安装工程公司

工 业 园
广州市石井唐阁工业园
佛山吉利工业园瑞众压延厂
河源市航嘉工业园
天创（罗定）双东环保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开平市翠山湖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钢  铁
广州联顺钢铁厂
宝钢湛江钢铁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汇佳顺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丽佳钢铁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博钢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桥船钢铁有限公司

纺  织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广东罗定市嘉达纺织厂有限公司
东莞市年展纺织品有限公司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纺织有限公司
新兴纺织（深圳）有限公司
江门市宝发纺织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电  镀
广州市广铧电镀设备厂
广州高辉电镀设备厂
深圳鸿兴旺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辉隆电镀厂
江门科智圣电镀有限公司
佛山远东电镀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东锐电镀有限公司
东莞威隆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国际水展一直有所耳闻，我是第一次来到现场，对展商的阵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参观展会是一种最直

观采购新产品和了解供应商的途径，在展会现场，我清楚地了解到很多新产品及市场资讯，接触了许多高

品质的合作伙伴，对于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有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先生   广州寰宇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这届广东国际水展给我的感觉挺不错，我们本身主要负责搭建中德之间企业的桥梁。在展会上，我们和一

些参展企业分享了目前德国在国内比较稀缺的技术与产品，部分展商也表达了足够的兴趣，希望以后多多

与德国的企业进行贸易、技术出口等商业活动。总之，这次的观展行程可谓圆满了。

史先生   德国WBA大中华区  总裁

张先生   智盛（惠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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