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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深耕华南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链接全球环境市场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广东省城市垃

圾处理行业协会、广东省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强强联手打造的中

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中国环保展以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为宗旨，以新技术

多、交易量大、专业观众多高精为特色，获得了广大参展企业的一致好评！中国环保展深

耕华南 14年，迄今已吸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荷兰、日本、英国等共 40多个国家与

地区的参展商累计超过 4300家，贸易观众累计达 40万人次，取得了业界瞩目的成绩，成

为华南规模最大、观众最多、效果最好、品质最高的环境产业盛会。 

第十三届中国环保展于 2019年 6月 25—27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隆重举

办！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 700家知名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 45000平方米，全面展示水、

大气、固废、土壤、监测等生态环境治理前沿技术和最佳解决方案；同期“一带一路”环

境产业创新创业大会等 30多场高峰论坛，800多位环保大咖云集、场场爆满。开展首日生

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研究所、生态环境厅/局等领导莅临；越南、柬埔寨、马来

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60 多个国内外行业协会和商务机构赴会参观采

购；三天展会盛况空前，共迎来海内外高品质买家 40,000人次，展会规模、人气、品质稳



居华南同类展会第一，参展商普遍感到很满意！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占据轴心地段，全球瞩目热土、高价值战略区

域！为了满足强大市场需要，第十四届中国环保展于 2020年 5月 20-22日在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继续隆重举办！本届展会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链接全球环境市场”为主

题，规模和品质再次全面升级，预计参展企业超 770家、展出面积超 48000M²，专业观众超

43000人次；专业观众增长率近 10%，优质大客户增长率超过 23%，特装面积占比超过

70%，国际买家比例更是大幅增加达 17.5%以上，将有力见证环境产业强劲发展的市场前

景。同期第三届“一带一路”环境产业创新创业大会等 40多场高峰论坛，深度扩大中国环

保展在全国及东南亚的影响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助力环境产业大发展。 

 

 

中国环保展优势  参展效果全力保障 

◇国际湾区  最大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占据轴心地段，全球瞩目热土、高价值战略区

域！加之高速发展遗留的环保问题最多，环境产业发展将得到巨大飞跃！紧抓国际湾区发

展商机，对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

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重污企业，点对点重点邀请，特别是环保部门重点监

察的 8000多家排污企业逐一邀请！   



◇权威机构  更大影响     
环境、建设、水务、市政等政府主管部门大力指导与支持，积极保障展会的前瞻性和引

领性；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中外 60 多家行

业协会和商务机构支持协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国规模最大的环保社团影响力支撑！ 

 ◇华南首席   链接全球 
华南最大效果最好的环保盛会—中国环保展，深耕华南市场 14年沉淀累积，重点排污企业

负责人莅临，市政、工业、农业等生态环境治理终端用户全覆盖；“一带一路”环境产业

创新创业大会，广州、粤港澳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制造业和地理区域优势，世界资源共享，

辐射东南亚及全球环境市场！            

  

◇黄金展期   效果最好 
作为华南每年度第一场环保大展，于黄金 5月举办占尽天时，最先满足环保新技术新设备

的采购需要，寄托环保人殷切期盼；高效、精准地观众组织，为参展效果保驾护航，历届

展会规模、人气、交易量雄踞华南同类展会第一！ 

 
◇市场导向  采购最全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吸引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70家环境领域知名企业参展，展览面

积超 48000方，水、大气、固废、土壤修复、环境监测等生态环境全产业链，世界最新环

境技术和最佳解决方案；海内外 43000名高品质专业买家，优质大客户买家增长率 23%以

上，来自政府部门、市政采购、工程公司、经销商、制造企业、农村环境治理等决策层占

比接近 63%；国际买家比例更是大幅增加达到 17.5%，将有力地见证环境产业的强劲发展。 

 
◇全面发力 更大更强     

树行业标杆旗帜，领名企竞相逐流。中国环保展面向全球全方位深层次推广，高端会

议论坛搜罗行业大咖到场，国内外买家组团全程追踪，终端客户服务细致入微，专业观众

邀约精准到位，行业媒体、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全覆盖，深度整合资源，世界资源共享，

全面发力，更大更强，是您进军中国及全球环境市场首选。 

 

 

https://baike.so.com/doc/2655160.html


 

 

权威机构参与  彰显行业实力 

权威支持 

 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省环境厅、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生

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莅临指导和支持；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十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响应，商务代表赴会参观；国内外共 60 多家行业协会商务

机构全程参与，组团参观采购。 

 

覆盖广阔 

    专业观众深度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

南、贵州、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市；华东、华中、西北和东

北也有大量客户到场；国外观众主要来自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客户，辐射到中东、欧洲、非洲等专业采购商。 

学术交流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广东水处理技术协会、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

业协会、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举办的“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等 40多场高峰

论坛，涵盖多行业环境解决方案，把握市场动向、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有力推动了中国先

进实用的环保科技和解决方案在“一带一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应用；纺织、电

镀、钢铁、制药、造纸、洗染、化工等十多个环保专场峰会，为亟待解决的工业环境污染



提供了环保新产品新技术支撑，全面解读生态环境创新技术与热门应用领域最佳解决方

案。 

 
 

生态环境治理全产业链  

水 处 理：水和污水、废水处理、水源污染治理、污泥处理、

水处理药剂、中水回用、膜与 

膜组件、过滤压滤、油水分离、河湖与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给排水、泵

阀 

管、仪器仪表自动化； 

大气治理：工业烟尘/粉尘/废气回收与治理、烟气除尘、VOCs

治理、工业除尘和脱硫脱硝、 

催化剂/活性炭、油烟净化和通风、油气回收、机动车尾气净化等； 

固废处理：垃圾分类与分拣、垃圾收集与运输、垃圾处理与回收，废弃物能源化与资源

化、危废处理、农废处理、街道清洁与维护，环境应急装备； 
土壤修复：场地、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场地调查与评估、修复监测和服务； 

环境监测：水、大气、土壤等监测与检测、在线检测与控制、环境污染应急监测系统、大

数据与生态环境信息化、实验室仪器设备等； 



综合治理及其他:工程技术装备、工程公司、工业园区、科研机构、环境管理/评估与服

务。 

 

 

国际企业参与  辐射东南亚及全球 

    中国环境市场的强劲发展，海内外知名企业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作为华南最大环保

展，将汇聚国内领军企业，吸引世界最前沿的环保技术与最佳解决方案，美国、德国、欧

盟、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环保企业都将盛装亮相中国环保展。 
部分知名展商 

 
高质量专业观众 缔造最大商机 

市政观众：生态环境厅/局、水务局、固废中心、城建部门、环境机构、监测部门、协会;政

府采购中心、市政部门、科研机构、设计单位、房产商、医院、酒店、水利工程、自来水

厂、污水处理厂、工程公司、运营企业等； 

工业观众：电力、能源、石油、化工、冶金、钢铁、机械、汽车、船舶、电子、电镀、涂

装、陶瓷、家具、建材、消防、皮革、水泥、塑料、橡胶、纺织、印染、造纸、印刷、日

化、生物、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 

农业观众：农业部门、畜牧局、农场、合作社、畜牧养殖、农作物种养、农副产品加工； 

专业观众：制造商、经销商、代理商、进出口贸易公司等，相关环保单位等。 

 

目标国家采购商邀请 

国外客户邀请：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

宾、东帝汶、韩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 



国内客户邀请：中国港澳台、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市；天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华

东、华中、西北和东北代表性城市。 

 

 

 

 

 

40 场高峰论坛  保障行业前瞻引领 

第十三届中国环保展暨 2019“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来自国内外知名专

家、政府部门及企业高管，围绕环保科技创新与转化、环保产业模式创新、绿色“一带一

路”合作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加以深入讨论，

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技术与产业合作，提高区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水

平。 

展会期间全国最大的环保科技社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 40多场高峰论坛、学术

交流会、高新技术演示等主题活动，涵盖了水、固废、大气、土壤修复、环境监测等多个

环境领域，以产业政策解读、市场热点分析、应用案例分享、企业领袖对话等多种形式，

打造环境领域最权威交流平台。  

 

 2019 中国环保展主题论坛回顾  



论坛主题：2019“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议题一: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路径与实践  

议题二：技术创新助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生态环境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心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博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    环境治理智能化协同创新共同体 

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论坛主题：海绵城市立体绿化节能减排创新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论坛主题：2019 智慧环保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承办协办：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空气质量模拟与管控中心   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治理智能化协同创新共同体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论坛主题：2019 大湾区化工污水整治高峰论坛  

城镇黑臭水体综合整治与修复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北极星环保网    广东博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论坛主题：广州国际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高端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州环境环保产业协会 

协办支持：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华南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工业大学 

议题二：技术创新助力绿色 

论坛主题：2019 固废处理创新技术新发展研讨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市城管委   广州环卫行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9 青山绿水与环境综合整治科技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9 年固废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论坛主题：广东省电镀行业绿色清洁生产与技术创新交流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论坛主题：第七届室内环境空气净化创新技术“硕博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空气净化及新风创新产业联盟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论坛主题：工业企业 VOC 治理及污染治理技术交流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华南工业园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9 城镇污泥处理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新产品新技术推荐会：参展商就自身新产品新技术做专场推介和设备技术演示等。 
 
 

 

全方位宣传推广  精准邀约全球客商 

●�海内外 200 多家大众媒体和新兴媒体强势宣传，涉及到报纸杂志、电视台、互联网、移

动媒体、户外媒体等全方位宣传； 

●通过 100多家专业媒体、行业网站等对大会进行深度报道。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包括展

商访谈、新闻发布、产品曝光、现场直播等，提高展会影响力和精准化展会宣传效果； 

●�近 100万海内外精准专业观众数据库，专业电话邀约团队，一对一邀约专业观众，确保

稳居华南环保行业展会观众数量第一； 



● 联合海内外 60多个行业协会和商务机构组织专业买家团莅临现场参观采购；同期 40多

场高端会议论坛解析当下热门，将吸引 4,0000多名高质量专业观众到场； 

●�特设VIP洽谈区，提供商务派对及对接功能，确保高品质买家到场，提高现场采购率； 

●�展期观展专车接送观众、交通补贴、多重好礼现场派送等活动； 

● 特别推出微信、易企秀、抖音等、百家号、一点号、头条号等多平台宣传，为展商提供

新技术、新产品无间断展示，多次数曝光，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效应，邀约意向客户，

精准定位B2B平台推广； 

●�直面中国环保展公众号 4.8万+专业用户粉丝，对最专业的观众用户群体，每月推送多

重“观展”福利，确保意向买家第一时间知悉展会进程，将线上活动效应延伸至线下展览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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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2020“一带一路”环境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2020年 5月 20-22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区 

地铁 8号线新港东站 A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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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及时和我们联络，获取展会最新信息 

网  站：www.huanbaozhan.com.cn   E-mail：ktb8@163.com 

电  话：（020 )87267388 87267688  传真：（020 )87272188 

联系人：梁倩  15915789296 

 

 

http://www.huanbaozha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