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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四大主题

55,000m 规模
10,000+ 展品
1,000+ 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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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咨询

金先生
400 665 3755
visitor@wietecchina.cn
www.watertechgd.com

工业污废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末端净水
泵管阀

华南高品质水展
主办机构

中国膜工业协会

免费参观,领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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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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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平米的展会现场汇聚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家参展企业，向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5 万专业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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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演示的前沿技术和产品横跨市政、民用与工业三大
领域，包括 ：污水处理、污泥处置、水务工程、膜、环境监测、生态修复、工业纯水、民用净水、
以及仪器仪表、泵阀管道、药剂、杀菌消毒等主要设备及相关配套部件，为观众提供了完
整的全产业链水处理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此外，广东国际水展还通过与多家协会及行业媒体的合作，推出了近 50 场专题论坛和活动，

让观众能够与业内资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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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的精彩连连值得每一位业内人士细细品味！

国内支持

国际水协会非常规水资源中国委员会

广东省洁净技术行业协会

广东省净水设备协会

中国二氧化氯学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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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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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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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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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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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净水设备

膜技术
膜处理设备
相关配套产品

污水
废水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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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服务

品牌荟萃 参展企业（部分）
特

2

种

膜

研

发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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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10

大亮点

1

55,000 平米展示面积包含 4 大主题板块

2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家参展企业

3

业内知名品牌的参展企业比例超过

4

1 万多件展品覆盖水处理行业全产业链

5

100 家参展品牌指定的新品发布平台

6

为各行业水处理需求提供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7

权威合作方集结业内翘楚把握行业脉搏

8

近

50 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9

与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5 万业内精英畅谈未来

10

展会 APP+ 微信实现

70%

365 天全行业信息一手掌握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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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登记方式及礼遇
预登记方式
方法一

方法二

微信预登记

扫描二维码，填写信息完
成预登记，还可报名免费
观展专车！

方法三

在线网络预登记

欢迎登录 www.watertechgd.com，
点击观众服务进入预登记页
面，填写信息完成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致电 +86 21 61157173，将有人
工客服为您提供信息登记！

展前收到观众预登记胸卡，免去现场排队登记手续

预登记礼遇
一次登记
享

6

重好礼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展会定制纪念礼品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即时掌握行业及展会资讯

可凭胸卡参观同期展会及现场免费研讨会

有资格参与观众幸运抽奖，每天有机会赢取精美电脑包、三折
折叠键盘、天猫购物卡以及手持吸尘器等礼品

提名 3 人及以上，本人现场奖励精美电脑包；发起超过 10 人组团
到场参观，本人现场奖励三折折叠键盘

备注：被提名好友或组团成员（需符合专业观众身份）到场参观均可获得定制书签

酒店预订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钟小姐
+86 21 51099795
+86 21 64644008
4

2087248719
173 2134 5602
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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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专车

专车开通城市包括 ：佛山市、珠海市、深圳市、惠州市、东

张小姐
+86 21 33231360
marcom@watertechgd.com

莞市、清远市、肇庆市和中山市。观展巴士仅限相关行业的
专业买家免费乘坐，实名登记，凭手机确认信息及名片乘坐。
交通补贴

1

免费 领

2

关注“WATERTECH 广东

点击“免费参观”
内的“交通补贴”

水展” 微信公众号

3

4

即可立即领取 10 元现

凡领取该兑换券的观众，

金兑换券（可在“我

可在 4/1-4/3 展会期间，于

的卡包”中查看）

展馆现场交通补贴领取

处，凭核销码兑换现金。

展馆交通

地

铁
4

号

线

地铁8号线
科 韵 路

会 展 南 三 路

会 展 南 二 路

线

会 展 南 一 路

干

新 港 东 路

保利
国际
广场

环 城
高 速
公 路

速

琶洲站

香格
里拉
酒店

科 韵 路

东 路

快

新港东

琶洲大桥

路

会 展

中
展 场 中 路

南

市区方向

江

展 场 西 路

琶洲大道

西 路

华

北

出租车：出租车起租
价 10 元，起租里程为
2.5 公里，续租价为 2.6
元 / 公里

华轩南街

公交：8 号线琶洲站 C
出口，琶洲站（ B7 路、
B7 快线、大学城 3 线、
229 路、262 路、304 路、
461 路、564 路）

闽

会 展

地铁：8 号线琶洲站 C
出口

凤

浦

中

路

5

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展馆分布图
参观时间

4 月 1 日（星期一）9 : 30-17 : 00
4 月 2 日（星期二）9 : 30-17 : 00
4 月 3 日（星期三）9 : 30-15 : 00

末端净水及
膜展区

泵管阀展

A

VIP

工业污废水
及膜展区

* 为配合公安部门对展馆的安全要求，

主办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展馆进出规则，
一切出入口变动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抽奖点
礼品兑换处
6

领水点
A 会议室 A

电梯
VIP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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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12

深圳市九九八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66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00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230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60

住亚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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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纳米曝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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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无人清掏设备
可有效解决工作环境恶劣、职业
健康无保障、极易出现安全事故
等问题，充分做到了不停产、不
放空、不下人、无人清淤有保障。
该产品市场广泛，适用于核电站
冷却水泵站、污水处理构筑物、
大型厌氧罐体、大型调水闸门区
域等。未来我们还将开发制造中
的智能清掏装备，以适应各种特
定工段的清掏作业。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48

微生物治污菌剂
碧沃丰微生物治污菌剂具有耐高
盐、耐低温、大菌量、驯化快、
效果稳定、安全便捷、无二次污
染、成本低等优势。

展位号：1H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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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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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集全自动控制
柜，污泥浓缩脱水本体及集液槽
于一体，可在全自动运行的条件
下，实现高效絮凝，并连续完成
污泥浓缩和压榨脱水工作，最终
将收集的滤液回流或排放。主要
适用于市政污水、石油炼化、酿
造制革，印染造纸、煤化选矿、
生化制药、钢铁酸洗、化工制糖、
食品加工等。

苏净 MBR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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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没型柱式膜组件
• 100%PTFE 膜产品
• 耐受 PH 值：0-14
• 耐油性能好
• 可承受抗拉强度：80N
• 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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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环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72

浙江森友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206

广东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新朗环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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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1H2036

芬尼超低温带式干化机
• 高 效 节 能：干 化 后 污 泥 减 重
80%，体积减少 67%，降低处理成
本
• 环境友好：闭式干化，无废气
排 放，无 需 配 套 废 气 处 理 系
统。50~60℃超低温烘干，粉尘
少，无爆炸风险
• 智能化：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可实现无人值守。

展位号：1H1105

污泥干燥机
利用密集排列的中空桨叶，双轴
交叉的布局等设计工艺，选用蒸
汽或者导热油作热源，热效率可
达 95% 以上，可将污泥含水率降
至 10% 以下，具有处理成本低、
处理效果好、环境污染小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市政、化工厂、
食品加工厂、电镀、造纸厂等污
泥处理。

珠海市江河海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02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72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08

深圳市杜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78

超纯水系统及纯水 / 超滤设备
无酸碱再生 , 技术先进 , 结构紧
凑 , 操作简便 , 广泛应用于电力 ,
电子 , 医药 , 化工 , 食品和实验
室领域的设备 , 是您的最好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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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高压柱塞泵
ZP 系列智能高压柱塞泵获得多项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为解决污
水处理行业中压滤机工作效率
低、能耗大、介质情况复杂、压
力要求高等问题，打破常规设计
理念，采用特制抗腐耐磨缸体 ,
分段式压力控制；实现低压力、
大流量，高压力、小流量的自动
切换。集智能、高效、节能于一
体，大幅提高压滤机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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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渗透设备
• 反渗透纯水设备采用全自动控
制方式
• 预处理系统中采用还原系统的
设计解决余氯过高对反渗透膜
产生的不可修复的影响
• 选用美国原装进口的陶氏反渗
透膜，使用寿命可达 3 年，出
水电导率低于 5us
• 选用南方特种 SUS304 不锈钢水
泵，运行噪音低

三核净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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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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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1H2120

恩泰环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24

展位号：1H2018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160
2H1226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展位号：1H1036

北京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230

伊乐科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142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131

美国海德能

分盐纳滤膜 HYDRApro402/421
分盐纳滤膜 HYDRApro402 和 HYDRApro421
在标准测方式条件下，MgSO4 平
均脱除率达 99.7%。一价盐的脱
除率随着浓度改变，对于小分
子有机物脱除率比传统 NF 膜
高。可用于零排放 / 近零排放
项目的分盐、氯碱化工、垃圾
渗滤液等领域。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DTRO 膜组件
膜分离设备。组件采用开放式流
道，DT 组件相邻导流盘间距离为
4mm，盘片表面分布有特殊方式
排布的凸点。这种特殊排布的凸
点使处理液在流经滤膜表面时能
够形成强烈湍流，从而增加透过
速率和自清洗功能，有效减少膜
堵塞和浓差极化效应，成功延长
了膜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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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L-850
• 产水电阻率 MΩ.cm：5.0~17.5
• 回收率 %：90~99
• 操作电压：200~500
• 操作电流 A：0.5~3.0
• 设计电压 VDC：500
• 温度范围°C：5~35
• 最佳进水 PH：7.0~7.5
• 最大操作温度°C：40
• 进水pH 范围：5~9.5

苦咸水膜 4 寸标准产品
NT-BW4040-78/28 产品为标准 8 英寸
膜元件，公称有效膜面积为 78
平方英尺，标准测试条件下产水
。NT-BW4040-78/
量 9 m3/d（2400 g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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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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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丝、清洗效果好、
使用寿命长、低成本、污染物
去除能力高

MBR 膜
• 不断丝不脱皮
• 可干态运输贮存
• 大通量长寿命
• 性价比高

平板膜组件
SINAP 平板膜是公司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科研成果的
基础上研发生产的一款高品质膜
产品，是当今先进水处理工艺 ;
浸没式膜生物反应器（MBR）的
核心部件。SINAP 平板膜广泛适用
于市政、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食品废水、医院废水、垃圾渗滤
液等各种有机废水，尤为适用于
中水回用及废水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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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1H2241

上海膜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18

展位号：1H1024

北京特里高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242

迪尔富斯（杭州）研磨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78

湖州鼎泰软片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008

博滤克斯特种纤维（宁波）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12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112

MBR 超滤平板膜组件
具有污水流程简单、厂区占地面
积小、出水标准高、对病菌完全
截留、抗水质水量冲击能力强、
产泥量小和操作维护方便等特
点，代表了目前污水处理领域的
高新科技。在出水水质、运行成
本、占地面积、使用寿命等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方面，与国内传统
污水处理工艺及其他 MBR 膜工艺
相比，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杭州碟滤膜技术有限公司

DTRO 碟管式反渗透膜
碟滤膜生产的 DTRO 膜广泛应用于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印染废水、
电镀废水、化工废水等减量项目
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由碟滤膜
公司开发的 DTRO 碟管式反渗透膜
和 TUF 管式软化膜组合 3.0 工艺
已经成熟运用于国内各大知名垃
圾焚烧厂渗滤液减量项目中，该
工艺回收率最高可达 90% 以上。
未来该工艺将应用于更多的污水
减量处理项目。

迪尔富斯 MBR 帘式膜
迪尔富斯浸没式分离膜以纯粹
的韩国技术作为制成，开发出高
拉伸强度，膜孔分布均匀的分离
膜，它可以完全去除细菌，医院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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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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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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式超滤膜
管式膜内部膜管有 PVDF,PES,PA,PS 等
材 质，直 径 5mm-12.7mm，截 留 分
子量 5,000-250,000 道尔顿不等，具
有强度高、抗污染、抗氧化、耐
酸碱（ph2-12）等特点，最高工作
压力可达 10bar，工作温度可达
80℃，可耐受污泥浓度高达 40g/L
的原水，
使用寿命长达 7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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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电除盐 EDI
• 产水水质高且稳定
• 无需酸碱再生
• 持续运行、
操作简单
• 安装简单费用低
• 模块化设计、
方便扩容
• 无再生污染
• 建筑面积要求低
• 运行维护成本低
• 易与原处理系统集成
• 无加盐和浓水循环系统，可靠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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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欧史密斯（南京）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01

净水机 D30A1
A.O 史密斯净水机 D30A1 设备采用
专利高端冷热水多温龙头，空胆
补 水，告 别“千 滚 水”
；一 键 排
空陈水，用水更新鲜；创新加热
系统零蒸汽溢出；食品级 304 不
锈钢材质，真空保温内胆，让您
喝水更安心。

中山市九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展位号：3H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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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3H2042

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04

江苏开能华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06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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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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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滨特尔水处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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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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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达 2L/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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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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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碧涞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024

即热式开水器
碧涞即热开水机是以市政自来水
为原水，经过多级过滤净化后再
加热的饮水设备。采用模块集成
式制热系统，极速加热，智能温
选，创造完美的出水体验。搭配
国内优质工业串口屏，使用 7 寸
钢化玻璃 + 数码平面管电路板显
示液晶屏，愉悦的人机互动界
面，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饮水体
验，适用于高端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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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史麦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012

优口（广东）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30

克里斯沃肯（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043

中山市全众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211

展位号：3H2118

海宁市倍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036

郑州跃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54

史麦斯大通量纯水机
• 智能提醒，智能滤芯提示
• 水电分离，上电下水，更安全、
低废水比
• 卡接滤芯，更环保、大通量、
更新鲜

净
水

纯水机 OMX-S400
• 简约外观设计，美观大气
• 400G 大通量直饮净水机 , 满足更
多家庭的用水需求
• NSF 认证 RO 膜，有效地去除水
中细菌、病毒、小分子、胶体、
钙镁离子、大颗粒、铁锈等，
使用更放心、舒适、安全
• 无压力桶，安装方便，省空间
• 优质活性炭，99.99% 去除余氯，
净化效果佳

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A11-4 RO 无桶纯水机
• 纯净水大出水量，畅享鲜活纯
净水
• RO 反渗透，五级过滤，背后五
瓶，标准 10 寸滤芯

奈固（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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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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口智能双出水 RO 机
• 独创集成水路主板，净水部件装
卸简单，红外线高频焊接，接头
少，漏水几率微乎其微，水路运
行高效稳定
• 500G 大通量设计，新鲜纯水直
接，制造，使用，无需储藏，纯
水更新鲜 , 智能水控系统，流量
时间双控制滤芯更换更科学
• 抑菌龙头，制水时开始执行杀菌

户外直饮水机
适用于公园、学校、社区、等户
外场所，可选配不同过滤净化系
统。

T4-F3 半自动高压净水反喷洗系列
• 适用水质：市政自来水
• 第六代专利半自动反冲高压喷
洗技术，内置水力驱动自动 360
度喷洗系统
• 一键式反冲洗模式自动开启与
关闭，通过精准的流体学与力
学设计，反冲模式通过水力与
弹簧自动打开

WM2 跃龙万能板
• 消费者可通过手机随时查看水
机运行状况、滤芯使用情况及
水质状况，体验升级更安心
• 厂家或经销商可以通过云后
台进行设备管理、客户管理、
工单管理、库存管理、经销商
管理等工作，也可以通过物联
网形式开展净水器租赁、老客
户智能升级促销活动等多种销
售模式，给广大厂商的净水器
销售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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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展位号：2H1226

E.SYBOX 智能变频增压泵
E.SYBOX 和 E.SYBOX MINI 是 DAB 为 单 处
住宅设计的自动增压系统，能
提供恒定的水压，并通过先过
的变频系统达到最优化的节能
效果，相比于任何一个传统产
品节能高达 50%。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展位号：2H1010

CDM 轻型多级离心泵
CDM/CDMF 系列为参照欧洲标准自主
研发的新一代、高效率轻型多级
离心泵。产品采用全新的工业设
计，能效指标达到≥MEI0.7，具有
节能、低噪，环保及结构紧凑，
外形美观，重量轻，使用维护方
便，可靠性高等特点。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H1128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2H1000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000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1221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线软密封对夹蝶阀 D371X-16Q
中线软密封对夹蝶阀可作为截断
阀使用，亦可作为调节阀使用，
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有销型和无
销型，阀体由优质材料铸造而
成，采用高强度密封橡胶，密封
可靠，重量轻，安全可靠。
• 产品工作压力≤1.6Mpa
• 应用领域：自来水、污水、建筑、
市政工程、电厂、化工等
• 工作温度：-20℃~80℃

离心泵
• MAC550 永磁智能离心泵是一款理
想的新型高效节能泵
• 永磁同步电机配置，可变频调
速，高效节能
• 水冷结构设计，无冷却风扇噪
音，吸收轴承噪音，整机包有
外壳降低液体流动噪音，噪音
超低，安静如无物
• 全新水利结构，优化水利设计，
提高水泵效率

PPH
具有极高的化学稳定性和耐高
温性。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
更高的系统安全性。性能优异，
耐压性高。

展位号：2H2020

磁力泵
无轴封磁力驱动，结构紧凑 , 外
形美观 , 体积小 , 噪音低 , 运行可
靠 , 使用维修方便，适合酸、碱、
毒液稀有贵重液、挥发性液体、
以及循环水设备配套使用。

XQ 恒压变频供水设备
XQ 立式恒压变频供水设备是由 2
个以上最具节能技术的 XQ 变频控
制器和 2 台以上立式水泵并联组
成的，并能互相通讯的尖端加压
供水设备，可选择的控制方式有
变频移动控制方式、交替运行方
式和手动运转方式，同样能够自
动调节以满足用户的恒压变量供
水要求。供水管网压力保持恒
定，整个供水系统始终保持高效
节能的最佳状态。

展位号：2H1020

PDM20“小泵仙”智能水泵变频器
适用于各种小型单泵供水系统；
小巧精致，体积仅有同行同规
格产品的 45%；IP65 防护等级，
防尘防水；可直接在水泵电机
上安装。完美的单泵控制功能，
操 作 简 便，可 靠 性 高，品 质 优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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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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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推荐（部分参展企业，排序不分先后，根据中文首字母排序）
公司名

工业污废水处理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

* 北京精诚瑞博仪表有限公司

* 北京中农天陆微纳米气泡水科技有限公司
* 常州碧瑞达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绿源通玻璃钢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承德立净活性炭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热河活性炭有限公司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佛山市宜思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佛山市源笙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 佛山翌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巩义市丁东水处理填料厂

* 冠亚腾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华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环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天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高辉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佳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启立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广州桑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川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大环臭氧设备有限公司
* 广州市广联津化工有限公司

* 广州市华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迈源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友东美信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 广州太和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小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亿隆达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广州永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衡水金旺压滤机有限公司

* 济南奥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济南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多多滤材有限公司
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江苏双月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14

“ * ”为新客户，以现场实际为准

展位号

1H1261
1H2175
1H1262
1H2254
1H1150
1H2354
1H1243
1H1048
1H2202
1H1253
1H1270
1H1102
1H1331
1H2036
1H1106
1H1072
1H1184
1H1107
1H2209
1H2278
1H2107
1H1154
1H1156
1H1108
1H2062
1H2333
1H1068
1H1003
1H2174
1H2203
1H1152
1H2150
1H2152
1H2208
1H2020
1H2180
1H1054
1H1000
1H1236
1H1044
1H2172
1H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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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展位号

* 江苏泰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H1022

* 江西调水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H2300

江苏沃德托普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 金孚环保科技张家口有限公司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市裕华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 宁波大榭开发区佑威光电有限公司
* 宁波市爱托普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跃阳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 宁波争光树脂有限公司
*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艾克水处理有限公司

* 山东格林凯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稻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杰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天维亚编织有限公司

* 上海沃懋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昕瑞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 上海亚星塑胶容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昌鸿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杜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福莱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深圳市恒大兴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净森源活性炭有限公司

* 深圳市九九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树立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奥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无尽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海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 天津天一爱拓科技有限公司

* 桐乡市小老板特种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沃迈（上海）机电有限公司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 宜兴新朗环保有限公司

益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余姚市银环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长沙多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长沙罗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H2106
1H2267
1H1012
1H2331
1H2171
1H1360
1H1006
1H1237
1H1002
1H2333
1H1230
1H1252
1H1155
1H2372
1H1266
1H1254
1H2069
1H2360
1H2060
1H2270
1H2078
1H1366
1H2253
1H2072
1H1208
1H2130
1H2043
1H1235
1H1175
1H1042
1H2105
1H1101
1H2148
1H2066
1H1105
1H1245
1H2042
1H2008
1H1100
1H2342
1H2250
1H1255

公司名

* 浙江魔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森友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正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重庆远感科技有限公司

* 珠海市江河海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亚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展位号
1H1241
1H1206
1H2090
1H1318
1H2002
1H2212

膜与水处理

1H1200

* 北创清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H2207

北京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陶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特里高膜技术有限公司

* 博滤克斯特种纤维（宁波）有限公司
* 迪尔富斯（杭州）研磨有限公司
* 东莞市精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东阳市汉宸膜技术有限公司
东营世超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 恩泰环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佛山晨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海恒水务设备有限公司

* 广州百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超禹膜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广州蓝水环境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能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晶源海水淡化与水处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昆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世来至福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 杭州碟滤膜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博纳水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上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湖州鼎泰软片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碧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江苏极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海德能

宁波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启成(江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鲲扬膜科技有限公司

* 山东四海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辰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沣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膜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颇勒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 上海世浦泰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高盛宇科技有限公司

* 安徽华淮澄膜科技有限公司
* 安徽普朗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商推荐

（部分参展企业，排序不分先后，根据中文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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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037
1H2230
1H2318
1H2242
1H2012
1H1078
1H2006
1H2260
1H1242
1H2024
1H1207
1H2200
1H1260
1H2058
1H2173
1H1054
1H2152
1H2319
1H2266
1H1216
1H2000
1H1024
1H2255
1H2160
1H1024
1H1008
1H2153
1H1028
1H2120
1H1240
1H2218
1H2101
1H1265

* 深圳市海通膜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华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泉膜滤设备有限公司

* 深圳市君脉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宏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粤圳玻璃钢有限公司

苏州唯思得(中外合资)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 温州奔流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芜湖吉豪净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芜湖滤森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芜湖市佳进橡塑电器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西安洁源环保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徐州洁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烟台金泓滤膜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伊乐科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 浙江百盛水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净源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1H2216
1H2208
1H1030
1H1018
1H2080
1H2241
1H1131
1H1173
1H2030
1H2310
1H2236
1H1143
1H2084
1H2233
1H2054
1H1036
1H2366
1H2252
1H1145
1H1142
1H2330
1H2048
1H2068
1H2100
1H1038
1H2018
1H2142
1H1132
1H2264
1H1112
1H2206

末端净水

艾欧史密斯（南京）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3H2001

安徽麦特雷勃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1248

* 爱喏工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安徽普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达纯净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慈溪市附海天恩净水设备厂

慈溪市克里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慈溪市瑞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艾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东莞市金味泉净化节能有限公司

“ * ”为新客户，以现场实际为准

3H1211
3H2125
3H2034
3H1215
3H1125
3H1303
3H2066
3H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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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推荐（部分参展企业，排序不分先后，根据中文首字母排序）
公司名

展位号

东莞市硕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205

佛山市奥澌马电器有限公司

3H1216

* 佛山清水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佛山市丁普乐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君盖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东华田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确能科技有限公司

* 佛山市顺德区峰豪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钻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碧涞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 广东卡沃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顺德团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新泽泉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 广东顺德月雅泉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 广东愉升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广东展申合力电器有限公司
* 广州科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精格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联上炉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思鸿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 广州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海德信玻璃钢（深圳）有限公司
海宁市倍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市水享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 杭州博钻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中荷电子有限公司

* 惠州碧海源科技有限公司
* 加拿大兰泽

嘉兴海格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嘉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开能华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江苏威仕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平市水口镇欧迪卫浴洁具厂

* 克里斯沃肯（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精诚膜技术有限公司

* 力吉环保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南通美亚新型活性炭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艾博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 宁波东涛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领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派士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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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新客户，以现场实际为准

3H1148
3H2319
3H2220
3H1212
3H1239
3H1006
3H1138
3H1024
3H2018
3H2118
3H2124
3H2210
3H1056
3H2223
3H1048
3H2212
3H2137
3H1234
3H1106
3H1120
3H1218
3H1104
3H1102
3H1036
3H2208
3H1332
3H2041
3H2104
3H2300
3H1060
3H1222
3H2006
3H2337
3H1330
3H1043
3H2206
3H2012
3H1220
3H2246
3H1221
3H1124
3H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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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 宁波祈禧电器有限公司

* 宁波日新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世通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尊创环保电器有限公司

* 青岛水木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厦门市麦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博世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刚敏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绍兴欧萨电器有限公司

* 深圳市诚荣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大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利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洰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博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润和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卫泉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旭泰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旭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芜湖市华吉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武汉安德森华水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三阳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悦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迪迦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口（广东）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余姚市鼎展嵌件注塑有限公司

* 余姚市丰达电器厂（亚东）

* 余姚市科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普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余姚市亚环洁具厂
玉环县联杰阀门厂

浙江光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宁美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迈悦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铭泉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 浙江天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跃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九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 中山市民强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全众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史麦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瑞科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3H1018
3H2026
3H1054
3H1213
3H1107
3H2218
3H2036
3H2120
3H2042
3H1118
3H1109
3H2019
3H2227
3H2100
3H2200
3H2204
3H2136
3H1025
3H2148
3H2136
3H2236
3H2101
3H2235
3H2224
3H1066
3H2004
3H2030
3H1042
3H2112
3H2112
3H1119
3H1226
3H1140
3H2032
3H2242
3H2302
3H2048
3H2336
3H2054
3H1000
3H2318
3H2016
3H1012
3H2324

公司名

泵管阀

安徽亚兰密封件有限公司
北京鼎瑞特阀业有限公司

*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三佑塑业有限公司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川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士霸电机有限公司

* 佛山市佛数科技有限公司

巩义市润达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永力泵业有限公司

广汉鸿达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风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亚龙不锈钢有限公司
广州市洋茂泵业有限公司
广州炜尔电子有限公司

* 广州中超泵业有限公司
杭州西子泵业有限公司

* 杭州中美埃梯梯泵业有限公司
* 湖南华振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 湖南中崛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吉派流体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开普尔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凯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兰阀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宇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格来利泵业有限公司
凯士迪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凯鑫管道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科科阀门实业有限公司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立胜（厦门）塑胶管材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良工阀门集团浙江大业法兰有限公司
良名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博业塑胶阀门有限公司

展商推荐

（部分参展企业，排序不分先后，根据中文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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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2H1041
2H1216
2H1128
2H1046
2H1226
2H2216
2H2108
2H1251
2H1078
2H1240
2H2072
2H1020B
2H1012
2H2132
2H1020A
2H2062
2H2124
2H1213
2H1108
2H1116
2H1212
2H2164
2H1063
2H1148
2H2101
2H1221
2H2206
2H2030B
2H1031
2H2156
2H2087
2H2036
2H2054
2H1132
2H1236
2H2020
2H1155
2H1000
2H1070
2H1147
2H1010
2H1036

公司名

展位号

宁波意德西专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H2011

厦门科恒塑胶有限公司

2H2070A

普联力量智能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厦门三厘塑胶管路有限公司
厦门协羽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善若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丹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克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阔思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莲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水泵有限公司

* 上海志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 上海中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世佳阀门有限公司

松海法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登丰泵业有限公司

台州煌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岭市晨泰机械有限公司
温岭市沙玛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上华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温州万宇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 无锡爱圣拓克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无锡市奇胜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辛迪威尔逊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西安汇源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永嘉天山工业泵有限公司

* 浙江澳滨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流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尔士自控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理想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

* 浙江品溢电机有限公司
* 浙江奇志电机有限公司
* 浙江首飞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双强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天鹰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浙江五普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泽浩泵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尔鑫泵业有限公司
中国格业阀门有限公司

“ * ”为新客户，以现场实际为准

2H1062
2H2037
2H2046
2H2048
2H2016
2H1006
2H1130
2H1034
2H1146
2H1005
2H1100
2H2236
2H2128
2H2000
2H1131
2H1156A
2H1220
2H2030A
2H2006
2H2136A
2H2120
2H2086
2H1072B
2H2007
2H2055
2H1250A
2H2063
2H2010
2H1002
2H2230
2H2220
2H1040
2H1030
2H2226
2H1054B
2H1120
2H1072A
2H1121
2H1157
2H1054A
2H2100
2H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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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

张先生

+86 21 61911641

俱乐部简介

junky@chcb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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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采购需求的 VIP 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

与此同时，俱乐部成员不但可以在展前优先获得高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讯，还能够第一时间
在展会现场与供应商进行面对面的采购对接活动，并尊享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专属的定制服务，所
带来全方位观展体验。

尊享服务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 VIP 身份

展会现场对接会专属服务，1 对 1 专人引导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现场豪华礼包

展会同期会议 VIP 专属折扣或免费名额

展会现场 VIP 专属绿色通道，无需排队等候
世环会 APP 线上专栏采购信息发布

专属采购顾问，提供全年供应商配对服务
尊享俱乐部现场休息室餐饮服务
非本地会员参观享一晚酒店住宿

全年环保行业、产品、技术、案例资讯实时推送
限量 VIP 身份会员卡，彰显尊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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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对接会 ( 部分 )
项目名称

采购产品

污水厂扩建
项目

污水处理相关成套设备

富硒滤芯以
及饮水机生
产所需设备
采购

活性炭粉、pp 棉

产品要求

· 目前污水厂排水量：是一天 1 万 t ，暂时规
划要扩建到一天 3 万 t
· 要求污水处理达到 COD40 以下
· 供应商需要国内前十品牌

· 国内品牌为主
· 要求有自主研发生产能力
· 每月活性炭粉消耗 8 吨以上，希望质量好，
价格优，可长期合作

· 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每天处理量几百方至上
千方不等，处理后需达到农村污水排放标准
· 地域不做要求，供应商必须要有完善的售后
服务，保障后期设备维护

湛江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
项目

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及相关技术

练江流域污
水处理项目

· 所有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污水处理设备泵管阀、
粗格栅、洗砂机、吸泥机、 · 对于供货时间，以及售后技术要有保障
齿耙清污机、浓缩机设备 · 资质较好的供应商为主

云南橡胶污
水处理工程

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及
技术

净水经销代
理设备采购

商用净水设备整机
采购

净水设备生
产所需常规
采购

RO 膜、超滤芯、净水器、
直饮水机全套配件

制药集团污
水处理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增压泵、潜水泵、球阀、
蝶阀、不锈钢管等

· 目前污水处理量在 5000-10000 方 / 天
· 要求处理后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其他的具体
参数需要现场详谈
· 供应商地域不做要求 ; 要求供货及时，售后服
务有保障

· 靠近广州的净水设备生产商为主
· 基本水批件要齐全，主要是售后服务要跟上，
本司也比较看中这方面
· 对于商用净水机的出水量目前没有要求，最
好可以安排像浩泽这样的净水厂家

· 家用、商用净水器、直饮水机全套配件或 OEM
厂家，也可以是个别部件生产厂家
· 最好在广州附近的城市，比如东莞，深圳，
要求产品性价比较高

· 本司现每天有 600-700 方的污水排放量，处理
后需要达到当地的排放标准，供应商希望是
国内一线的品牌
· 增压泵用于二次供水，潜水泵用于生产工艺
上的给水和排水
· 考虑到售后等问题，供应商的地域优先选择
广东地区的

采购预算
700-1000w

每月采购
金额超 25w

500w

500w

≈150w

根据年后
订单来确定

视厂家报价
可长期合作

≈100w

19

同期会议

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2019 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会议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百合厅
指导单位：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广东省水利厅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水环境治理专委会、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系统治理助力攻坚，碧水银湖驻美生态

日程安排

时间

10:00-10:40

10:40-12:00
12:00-13:30
13:30-17:00

主题

开幕式

领导致辞

主旨报告：政策解读、行业走向、创新科技、先进案例
午餐

专题一：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
专题二：河湖长制与智慧水利

会议议题 :

2019 年水利发展重点工作解读

河湖长制推进与实施

江河湖库内源治理技术和生态疏浚

水利信息化建设与智慧水务

华南地区水生态与水环境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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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膜生物反应器（MBR）高级技术培训会

同期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30 日 — 4 月 2 日（30 日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广州南沙奥园酒店
会议地点：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121 号）
主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南京瑞洁特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日程安排

时间

3 月 30 日

3 月 31 日

主题

讲课教师

全天报到
开班仪式

技术基础

优化设计

MBR 基础理论、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MBR 工艺膜材料选用概述
MBR 膜制备的关键技术
MBR 工艺技术设计
MBR 系统中微生物及生物强化技术
MBR 系统优化设计和运行经典案例分析
平板膜生物反应器工艺设计和运行案例

4月1日

运行案例

MBR 工艺的衍生技术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清洗维护
交流互动

4月2日

京溪污水厂的设计与运营管理

行业考试

MBR 系统维护与清洗

广东省膜材料与膜分离重点实验室参观

黄霞 教授
清华大学

计根良 博士、总经理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必前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李艺 教授级高工、总工程师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梅凯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罗敏 博士
苏伊士水务技术与方案
吴志超 教授
同济大学

雍文彬 副总经理
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技术
及应用中心

王剑鸣 事业部总工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陈爱民 教授级高工
中海油天津化工设计研究院

《膜工业技术培训证》（专业类别：MBR 系统设计运行）

1. 参观广东国际水展

2. 参观京溪污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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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2 日
会议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 号馆会议室 A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处理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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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程安排
4月1日

4月2日

上午

电镀行业污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下午

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交流会

下午

高难度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研讨会

上午

制药、造纸行业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电镀行业污水处理研讨会

华南造纸废水处理新技术研讨会

电镀废水零排放技术、膜法回用技术研究

造纸废水处理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展示

电镀废水处理的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
MBR 工艺处理电镀废水研究进展

电镀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实例分享

电镀含铬、含氰废水，酸碱废水处理技术

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交流会

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的现状分析

造纸废水膜法回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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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制药行业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目前国内主流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路线

垃圾渗滤业市场前景与技术难点

“十三五”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处置发展方向

垃圾渗滤液处理的误区、问题与困惑

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处置主流与前沿工艺与产品技术

垃圾渗滤液等高浓废水的处理、减量及零排放

高难度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研讨会

目前已经建成各区域典型制药行业废水处置管理运营案例

高污染、高含盐废水处理技术进展

工业废水预处理工艺进展

蒸发结晶技术应用及盐的分质与无害化处置技术

厌氧氧化、超临界氧化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

高端膜在工业节水减排及资源化中的领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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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会议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 号馆会议室 B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建筑给排水设计

日程安排

时间

上午

主题

演讲嘉宾

广东省地方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技术规程》研编背景及相关条文解读

刘福光 副总工程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二次供水相关标准编制及新技术研发情
况介绍》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三版) 第六
章建筑消防编制介绍
地铁设计给排水新规范
建筑给排水节能设计
医院建筑给排水设计

赵力军 总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顾问

王峰 副总工程师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陈耀升 排水室主任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赵春 副总工程师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

郑文星 给排水总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市政给排水设计

日程安排

时间

下午

主题

演讲嘉宾

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动态过程分析

隋军 技术总监
广东首汇蓝天工程科技公司

地下污水处理厂

关于《主题公园工程技术标准》的编制
黑臭河涌整治

陈怡龙 副总工程师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孔红 总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市政所

马兰 常务副总经理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上会议信息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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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同期展会
第四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GUANGDONG) 2019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 广东泵阀展 ”）由上海荷瑞会

展有限公司主办，是华南高品质的泵管阀展览会，旨在通过集

中展示中国流体机械行业的变革与进步，促进产业上下游的沟
通与合作，打造一站式采购平台。得益于广东国际水处理展的
同期举办，广东泵阀展打通了污水处理、膜工业、成套供水、

给排水等行业上下游，特邀众多知名品牌在展会现场演示前沿
技术和创新产品，为观众呈现精细化的产
品展示专区，提供更专业的技术与服务解
决方案。三天的无限精彩值得每一位业内
人士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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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姊妹

北京国际水展

上海国际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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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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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3,500+
规模

关于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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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 55 号虹桥 525 创意园 A 座 401 室 ( 近先锋街 )，201103

+86 21 33231300
+86 21 33231366
www.chcexpo.com

上海

观众

展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