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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环会【国际环保展】
综合治理  水  大气  智慧环保  环境监测  资源再生

搭智慧环保贸易窗口，筑环境监测品质展览！

10,000m2  规模

20,000+ 观众

300+ 展商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展览会（下称：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作为传统环保产业与互联网技术相融
合的展示平台，旨在打造一条从前端到后端的全产业链商贸平台。除了传统的市政单位、水务集团、污水厂、供
排水公司、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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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接待到场观众18，975名，极大地促进了行业交流与发展。

2021年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全新起航，本届展会坐拥10,000平米展示规模，预计将汇聚23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300家参展企业，更有7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万名专业观众共襄盛举。同期举办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泵
管阀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等世环会旗下展会，形成全产业链格局以及强大的规模效应，总规模达25万平方
米，共享12万观众资源，为参展效果保驾护航。三天的商机处处，值得每一家业内企业好好把握！

为什么要参加
10,000m2 规模

20,000+         观众

300+展商

展会亮点

展品范围

智慧大数据信息平台
物联网技术与系统
网格化监测与智能化平台

检测仪表及实验室分析设备

环保业务咨询
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
环境污染物检测
项目运维监管
环保管家式服务

第三方环境服务 智慧水利

智慧管网一体化
水表监测技术及设备
管网漏损检测技术

云技术服务
工业物联网
嵌入式系统等

智慧物联系统

水质监测
烟气监测
水文监测

土壤污染检测
生态监测
噪声检测与控制

环境监测检测设备

水务远程监视
水务信息化
智能水表

智慧水务管理技术及系统

VOCs/ 扬尘监测
固废检测分析
自动化监测系统与设备

采样仪
光谱仪
质谱仪
测量仪 

色谱仪
检测管
实验分析仪
电磁阀

流量计
传感器
压力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气体变送器
转换器
在线分析仪

水利数据库建设
水利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技术与产品
水情旱情在线监测及预警技术与产品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技术产品与模式

江河湖泊及河口治理技术产品与模式
水环境在线监测技术与产品

环保机构（部分）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华东五省一市合作协会（部分）
江苏环保协会

江苏供水排水协会

浙江环保协会

浙江膜产业协会

国字头环保机构与华东五省一市携手构建地方展团

苏州环保协会

宜兴环保产业协会

湖州环保产业协会

南京环保产业协会

浙江水业产业协会

上海环保产业协会

上海排水行业协会

南通环保产业协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协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上届买家名单

目标观众
水务集团、供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环境工程公司、垃圾处理厂等 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总队、环境监测中心等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院、实验室等工业园区、市政单位、设计院、经销代理、疾控中心、防疫站等

电力/石油、化工/制药、冶金/电镀、造纸、食品/饮料等终端用户等

自来水厂
淄博市自来水公司
宿迁银控自来水有限公司
武汉帝元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西部自来水公司
上海市嘉定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自来水有限公司
宁波航丰自来水有限公司

终端用户
婺源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吴淞污水处理厂
太仓城区污水处理厂
上海市东区污水处理厂
上海市城投污水有限公司
启东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泸州市兴泸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厂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张家港市环保局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如东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宿迁市驻上海招商局

浙江中网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朗水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世保康水务（南京）有限公司
青岛上源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普润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清益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济宁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环保局/园区管委会
  
工程公司

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百事食品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厦门金日制药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尤恩化工有限公司

协会组团（部分）

武汉鑫金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锡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台州玉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绿沃创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协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泰霖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百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品牌展商（部分）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回顾

2020第四届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会议议题：
· 基于“一网统管”水务专题 2.0 版的排水运行专题系统
· 用国际视野打造上海市中心城区雨水规划方案
· 关于城市污水管控平台的一点思考

· “隐孢子虫和贾第鞭毛虫”在我国污染现状和风险控制策略
· ‘绿蓝灰 + 管’视角下排水系统流量测量、并网管理与协同增效

2020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

会议议题（部分）：
· 脱氮除磷污水处理
· 有机垃圾高效菌群酵解
· 磷聚醚多功能水处理试剂
· 重金属水处理吸附材料

· 水体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其应用
· 膜处理技术在废水处理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 难降解含氮有机废水分质处理工程设计要点与案例分析
· 难降解高浓度有机废水水热氧化处理新型装备研发与应用

2020环境综合治理技术大会

会议议题（部分）：
· 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系统管理体系建设
·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方治理管控案例及技术
· 工业园区 VOC 治理技术

· 工业园区固废处置技术
·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第三方管控案例及技术

2020世环会环境工程大会

会议议题（部分）：
· 环保管家及环境工程业务
· 新型高盐废水处理及小型废液减量解决方案
· 高浓废水及废液处理结晶技术工程工艺市场现状及案例介绍

· 污泥处理工程介绍
· 废气处理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 废气处理 RTO 特点及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主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迈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主办单位
第一环保网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 更多会议内容请登陆官网查看

通过与各大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现场开设多场主题论坛，来自水务/水处理/市政/建筑/环保工程/自来水公司/水务集
团/污水厂/食品/化工/制药等终端行业上下游的数百位业内精英齐聚一堂，在了解市场变革趋势的同时享受环保政策解读、前沿产品技术展示，与行业
内资深专家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经典项目和热点技术应用。

不仅如此，在分享技术与市场前瞻的同时，主办方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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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寄语

观众评价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综合性运营集团公司，泽天科技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受人尊敬的分析仪器制造商及解决方
案提供商。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受邀参加本届展会，展会热度在疫情的大环境下热度不减，在现场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专
业观众及采购用户，同期的智慧水务高峰论坛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展会现场已初步订好来年展位，期待和更多业界人
士交流合作，也衷心祝愿主办方来年以更高的水准为我们提供更为优质的支持。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是国内针对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的优质展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级的产品展示及技术
分享的机会，更为我们与众多新老客户搭建了高效的沟通平台。三天的展期，前来的观众络绎不绝，现场的讨论也精
彩热烈。我们很高兴可以在此与业内伙伴共同分享公司的动向，切磋行业见解，寻求合作契机，为推进国内环保行业
的蓬勃发展而提供助力。借此机会，我们也衷心祝愿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越办越好！

随着后疫情时期环保行业的复苏，各类需求也不断增大，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我们每年都会参加，是一
个客户交流以及推广产品的有效平台，本届展会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新老客户，展会三天我们一直在忙碌中，
收获很多。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将会成为行业的爆点，我们也在今年展会现场看到了这样的趋势，期待来年
6月我们再相聚。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也顺利开展，对于环保行业来说就似一剂强心剂。本届展会现
场，京仪展位人头攒动，多款新品引人驻足，感谢主办方提供优质沟通平台，预祝21年展会成功举办，京仪集
团也将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

开展前夕接到主办方参观邀请，公司考量后觉得是个不错的契机，决定组团参观。主办方从前期邀约，
电子胸牌制作，人员接待都做的比较细致周到！本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最新的环保成套设备，并且增加了很多
现场解决方案展示，不仅如此，同期智慧水务会议也让我们收获颇丰，祝愿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越办越好！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展品展示和信息交流的平台，现场国内知名的展商齐聚，展品
种类齐全，技术含量高，同期的会议活动也帮助企业全面了解了市场形势和技术发展趋势。希望展会越办越
好，继续带来新产品与新技术，为推进国内水处理行业的蓬勃发展而提供助力。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确实令人眼前一亮，这次来观展主要就是寻找一些环境监测成套装备，现场通过
对接会人员安排见到了多家比较符合的展商，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希望可以在目前
的设备技术基础上，能够看到更多的新技术和设备！

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局长  邓琳玮

本届展会我单位应邀参观，现场集中展示的检测类仪器仪表令人印象深刻，同期环境综合治理大会与
环境工程大会云集各方行业专家分析行业发展情况。希望来年展会现场可以带来更多环境监测的数据分析
系统，为推进智慧环境保护做出卓越贡献。

上海市生态环保局

大气处处长 周军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主任  洪建国

舟山水务集团

办公室主任  张善明



新品发布会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作为行业优质交流展示平台，在行业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及影响力。对于众多参展

企业来说，更是一个低成本、高人气的新品“首秀”舞台。加入新品发布会让参展企业抢先曝光，此举不仅能够
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维护客户关系，还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拓展业务合作，推广新品和服务，在行业竞争中拔得
头筹。以下是发布会现场回顾：

荷祥会展
www.chcexpo.com

节能环保直通车

“线上精准营销平台”服务

展位预订
+86 21 3323 1316

sales@intenv.com.cn
www.intenv.com.cn

全新在线服务模式

市政供水、排水    市政污水处理
市政河道及水生态治理     村镇污水处理市政

制药   食品饮料轻工业

石化   煤化工   电厂   钢铁冶金重工业

细分目标客户群体

受众行
为分析

营销效
果追踪

互动意
向采集

智能数据
系统

意向信
息分享

合同签订之日起⸺2021年6月4日

企业在线产品展示/促销资料推广

目标买家配对

多营销渠道新闻发布

多营销渠道企业/产品信息推送

多营销渠道广告投放

世环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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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展览会通过“世环通”平台，将环境监测类企业和产品的优质信息通过多种
在线渠道向专业买家数据资源进行长期持续的在线精准营销宣传，使得企业除了在短短三天的线下展会之
外，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也能触达潜在目标买家，并通过产生互动意向来取得客户信息，从而促进业务合作，
助力企业实现高效精准的营销效果。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展览会作为一个能在短短数天内最大程度集中展示智慧
环保及环境监测行业上下游企业、产品和专业客户的商贸平台，让企业在参展周期之外，通
过参与锁定特定行业客户群体的地域性活动，不但预算投入较低，而且操作更灵活，有效对
接精准的目标客户，帮助企业解决细分市场业务开拓的难题。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是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展览会为展商度身打造的全国细
分市场开拓计划，通过一系列席卷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供需对接会，帮助企业走进每一个当地
终端用户和商贸渠道的聚集地，“直通”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多频次的集中渗透和深入沟通。

丹佛斯 VLT AQUA Drive 变频器在
水处理行业演绎大师级性能表现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新一代大肠杆菌在线监测分析仪
EasyChem Coli Online 介绍与行业应用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匠心独造，“物”测未来 | 美仪超声波
液位计新品发布会

杭州美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绿蓝灰 + 管”视角下排水系统流量测量、
并网管理与协同增效

上海铂尔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水务中的水质监测与数字孪生技术 重庆固高科技长江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保行业供电解决方案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议    题 单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