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
援博览会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Disaster Reduction & Rescue Expo



1/ 展会定位 /

多层次、多方面加强建设和管理，致力于打

造成一个与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有较大国际影响

力和前瞻性的应急管理博览会。

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平台，促进长三角地

区应急管理事业协同发展，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促进国际减灾和救援合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主题:  应急防灾减灾 护航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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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
中文简称：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
英文名称：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Disaster 

      Reduction & Rescue Expo
英文简称：EDRR
展会日期：2021年5月7-9日（展期3天）
展会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出面积：5.2万平米

/ 展会名称、时间、地点/



博览会场地



3/组 织 构 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省人民政府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联合主办

支持单位

承办单位

技术支持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云上会展



组委会架构

主  任：

马坚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忠伟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凌志峰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张海阁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周敏浩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副主任：

桂余才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陈   静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钱宏丰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汪黎明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顾春霆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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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架构

秘书长：
桂余才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兼）
顾春霆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兼）

副秘书长：

梁宝华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处处长
张明琦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区域合作处处长
叶建迅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救援处处长
魏文斌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处处长
白沁沁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展览部部长

秘书处常设在承办单位，负责博览会日常工作

设立专家咨询组，提供应急救援产业和技术咨询等



/办展模式/

采取线下实体展览和云上虚拟展览相结合的展示方式

长三角国际
应急博览会

展览
展示

特色
活动

高峰
论坛

推介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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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区规划 /

l 长三角应急管理体系成果展区；

l 长三角区域联动成果及未来规划展区；

1/应急管理成果展区



l 应急指挥、通信、信息共享和预判辅助决策科技和
产品；
l各类自然灾害、火灾火情、事故灾难、安全生产、
城市楼宇、交通船舶、海域内河、危化品等领域的灾
害风险预警监测系统、监测设备、信息收发和安全确
认系统及技术；
l 北斗导航系统、大数据、5G、AI技术的应急防灾
救援解决方案；智慧城市、智慧安防；危化品生产防
控、重要设施防护系统等；

2/应急防灾减灾展区



l 灾害救援装备、应急救援探索检测设
备、安防救生设备、破拆设备；生命探
测、搜救装备；消防装备、灭火设施和
器材；应急照明、应急电力；

l 医疗急救装备、医疗救护车辆、医疗
防护设备；应急救援交通、特种车辆、
船舶、直升机、无人机；特种机器人、
人工智能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等；

3/应急救援装备展区



l 防化、防毒等医用产品；防爆防毒
装置、防辐射、空气污染、电力安全、
降噪产品；

l 防切割手套、安全服、护目镜、安
全鞋等个人防护产品；防疫救援物资、
医疗服务；人体工程学、餐饮及健康饮
食等；

4/安全防护产品展区



l应急物流、应急物资仓储
等；检测认证、安全生产评
估检测等；
l 风险评估、灾害防治、消
防技术等服务机构；应急测
绘、特装救援、民间救援等；
l 消防、救援专业培训机构
等；金融、保险、供应链等；

5/应急产业服务展区



l 公众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等；

6/应急科普体验展区



序号 展区规划 参观对象(参观)

１ 长三角应急管理成果展区 政府、企业、社会

2 应急防灾减灾展区 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支撑辅助单位

3 应急救灾装备展区 政府及决策支持机构、社团、研究机构、园区

4 安全防护产品展区 政府、卫生、医疗、生产线、制造、教育、机构、企业

5 应急产业服务展区 企业、政府服务、民间救灾机构、人力资源等

6 应急科普体验展区 政府、教育、社区、培训等相关工作者

/目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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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出效应 /

l适时成立面向长三角的自然灾害防治类基金会，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

宣传普及、自然灾害防治国内外合作交流、防灾减灾救灾见义勇为奖励等公

益事业，发挥好应急博览会“3+365”的溢出效应。



注：分论坛待定（根据招展招商进度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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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活动 /

序号 活动 时间 内容 参与对象

现场活动

1
“2021年长三角国际应急
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开幕

巡馆

展会

首日

1.领导讲话
2.博览会开幕
3.宣传周启动仪式
4.相关重要活动启动仪式（待定）
5.领导巡馆

1.应急管理部领导
2.三省一市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
3.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领导
4.外国驻沪领馆代表
5.相关委办局领导
6.行业或企业代表2

“2021年长三角防灾减灾
宣传周”启动仪式

展会

首日

3
“2021年长三角国际应急

减灾和救援高峰论坛”
（主题待定）

展会

首日

坚持改革创新，构建职责明晰的应急管
理体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
同发展措施，研究推进信息互通、工作
互联、资源共享、成果共建的重点合作
项目。

1.应急管理部领导
2.三省一市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
3.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领导
4.外国驻沪领馆代表
5.相关委办局领导
6.行业或企业代表

长三角联动活动

1
防灾减灾主题

宣传活动
展会

期间

1.防灾减灾主题知识体验展
2.中学生防灾减灾主题绘画作品展
3.VR地震互动体验
4.防灾减灾摄影大赛

1.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自行
组织）
2.三省一市各相关部门（单位）（自
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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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博览会 /l 作为融合政府、产业、协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高端专业博览会，您将

充分展示和宣传企业和技术产品的机会，您也将有与政府对话、与行业交流、

与客户沟通、与公众共享的多种机会。更多选择和预算请与组委会联络咨询。

设立展位，宣传形象
和展示技术和产品
光地展位 / 标准展位 / 联合
展位等多种展位类型

论坛分享，参与高层
对话的机会
高峰论坛 / 平行论坛 / 自办
分论坛等

品牌赞助，成为博览会
合作伙伴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 /行业合作
伙伴 /同期活动合作伙伴 /现
场活动合作伙伴

广告露出，让企业品
牌无处不在
登录区 /展馆外广告 / 展商
吊带 /参展商手册 /参观指南 
/官网/媒体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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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费用列表/

业务类型 业务价格

1. 展位参展费
□标准展位：15000元/展位（9平米/展位，含基本配置）； 
□光地展位：1500元/平米（36平米起订，自行设计搭建）
早鸟价：2020年10月30日前报名缴费将享受展位费95折优惠

2.   开口 费 双开口9%，三开口18%（仅限标准展位指定开口时收取）
3. 论坛费用费 多种类别供您选择,请与主办单位详细沟通；
4. 合作伙伴费 多种类别供您选择,请与主办单位详细沟通；
5. 现场广告费 参展商报名后提供报价列表。

主办单位账户

请认准主办单位唯一收款账户，其他账户与本展会无关！
收款账户：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工商银行复兴中路支行
收款帐号（人民币）：1001 2087 0902 6586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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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联络/

关注展会微信
获取即时信息

• 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联络：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申请与销售渠道
吴小姐：13248351553（微信同号）
             V  x  ：   h e1012773542
地 址：上海市黄浦区金陵 西路28号（邮编2  0  0 021）



官方网站：

www.edrr-expo.com

官方微信公众号：

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

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