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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中国膜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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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45,000+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览会
AQUATECH CHINA 2019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2019年6月3-5日

系列展

250,000m2
规模

120,000+
���������观众

3500+
展商

参展咨询 马丽琴��女士

+86 21 33231355

www.aquatechchina.com

系列展

sales@aquatechchina.com

获取更多展会资讯
同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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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

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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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观众评价 ▼�专家寄语

印度

俄罗斯

澳大利亚

美国

菲律宾

泰国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12.9% 9.7% 7.2%

7.1%

6.3% 5.5% 4.3%

3.8%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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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quatechchina.com 

观众总人数达95,268名，来自全球89个国家及地区，较去年增长5.9%�。

海外观众人数达13,126名，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等8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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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看到上海国际水展历经10年崛起成为一个全球代表

性的展览会，同样深表荣幸能成为这个绿色正能量组织的一

员，为打造碧水蓝天出一份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关注水对健康的影响，促进交流、研讨、合作、发展，实现同

蓝天，共碧水，享健康的梦想。

杨  波

这是我连续八年参观上海国际水展，与往届相比感觉今年的展商更多、

规模更大了，而最重要的是覆盖领域和整体展会品质有明显提升，对我

们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了解供应商与行业交流的好途径！

上海花王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这次上海国际水展举办得很好，这两天过来，收获很大。无论从专业

性，服务性，丰富程度，都可以说是国内高品质的。希望多多举行，为

行业多做贡献！现场增添了很多指引，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同期还

有很多行业内的会议，也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了市场形势，这次参观体验

真的很棒！

吴  永 中国膜工业协会净水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鄂学礼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海水淡化与水再利用学会

副理事长
朱立民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参加上海国际水展，

这个展会是我们乃至整个行业的一个盛

事。我们可以在这个全球性的展览平台上

去和同行交流，和客户交流，去展示及介

绍自己的产品。今年展会还增加了直播、

APP等增值服务，可以看出主办方在帮助

展商宣传方面真的做了很大的努力。

作为展商，我们非常高兴不但能与

上海国际水展共同成长，同时在这

个国际化的平台上，传播了公司的

理念，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商业价

值。在此，我谨代表公司感谢主办

方的精心策划，同时也会一如既往

地继续支持上海国际水展。

此次来参加上海国际水展可以说是收获

颇丰，客户自主登记联系方式600多

人，筛选后意向客户有200多位，新品

深受欢迎，现场采购意向订单多达百余

笔。展会为我们提供这样好的一个平

台，让我们接触到许多新的客户、拓展

了净水产品的销售渠道。

怡口中国 市场总监 王正开能集团 副总裁 陈总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净水事业部总经理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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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览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水展）定于2019年6月3-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召开。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是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的末

端净水产品展示平台，作为净水业界的年度饕餮盛宴，拥有25万平米展示面积的上海国

际末端净水展由6个细分展区构成，2018年不但汇聚了超过2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家参

展企业，更吸引了超过7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万专业观众。在展会期间，参展商可以接

触到传统的市政单位、工程（安装）公司、设计院以及经销和代理商等。通过与多家国

际水行业创新技术机构，协会及行业媒体的合作，上海国际末端净水展推出的近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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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世环会系列展之一，与上海国际泵管阀展、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国际建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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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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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在上海国际水展现场推出了一些全新的产品，展示的效果都非

常好，很多经销代理商都很感兴趣。明年上海国际水展我们也预订了展

位，上海国际水展是个很值得信任的平台。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郝晓伟

二十一世纪，舒适家居系统开始进入中国，它

是健康住宅标准的重要部分。近两年，随着经销代

理商、终端用户对舒适家居系统的要求逐渐形成体

系化，2019年上海国际水展现场将设立舒适家居板

块，加入这一新板块将可为您宣传相关产品以及技

术提供一个新机会！目前，已参与这一新板块的展

商有美的、海尔、云米等。

舒适家居

物联网

120,000+
观众

3,500+
展商

250,000m2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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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净水品牌整机企业、系统集成商、通信运营商、白色家电制造商、

水务公司、云技术服务商、别墅/高档住宅区、写字楼等高端消费群体对智慧

物联的需求日益明显，2019年上海国际水展现场特意新增物联网板块，这将

为展商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交流平台，增加一个拓展新业务的机会！目前已

有多家企业入驻，如汉拓、云湾、机智云、妙联、深智云、华码信息、和而

泰、纳普智能、鼎甲微联、VV3V等。

品牌展商 交口称誉品牌展商 交口称誉

板块新增 紧随市场板块新增 紧随市场

展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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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新领域观众

中央软水机、

超滤净水器、

RO净水器、

家用/商用净水机

膜、增压泵、接头、

控制阀、流量计、

水表、压力罐、机壳、

弯头、三通、布水器、

龙头、PP棉、活性炭等

净水设备 配件

物联网电脑版、通信模块、

紧密流量计、传感器、

漏水保护模块、人机交互、

水质监控、APP远程控制、

共享水机自动扣费技术/设备

物联网

家居控制模块、

云平台、云计算、

云服务、智能硬件、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智能家居

家用/商用纯水机、

直饮水机、饮水机、

中央净水机、开水器、

电解质水机、

超滤矿泉水机、

自动售水机等

饮水设备

www.aquatechchina.com 

代理商 贸易商

净水产品与技术创新应用大会

互联网手机付费模式在高校直饮水等 

投资项目中的应用

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净水品牌代理商大会

“ 洁能杯 ”餐厨油水分离器专题论坛

众多市场宣传途径，包括官

方印刷品、网上展厅、展会

现场广告、高铁地铁等全国

户外广告、微信、微博等

为展商的重要观众提供邀

约、邮寄邀请函等

70万海内外观众数据库、在

线展商系统、商务配对系统等

众多市场宣传途径 包括

整合营销宣传 A

为展商的重要观众提供邀

专业观众服务 B

行业采购商名录大全、随时

随地与观众沟通、行业最新

采购资讯详情

行业采购商名录大全 随时

APP尊享套餐 D

70 海内外观众数据库 在

商务配对系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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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2019年4月1-3日

上海

2019年6月3-5日

北京

2019年9月18-20日 活动规模约500人

▼ 活动内容

经销商

新领域行业

末端净水高峰论坛

暨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仪式

智享未来

净水行业品牌

企业风云榜年度颁奖盛典

风起云涌

净水行业合作伙伴计划巡展

缔造商机

与100+行业媒体及协会合作推出净水品牌年度盛典，让您的品牌脱颖而出；

与500+经销商代理商现场对接，扩大您的产品销售渠道；

2019年净水企业年度秀品牌活动，你要了解的行业大事件！

增值服务 一展多效

论坛荟萃 深耕行业

观众范围
增值服务 一展多效

观众范围

论坛荟萃 深耕行业

2019
净水企业年度秀品牌活动

展品范围展品范围

▼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膜工业协会、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净水产业分会、江苏省净水设备
制造行业协会、浙江省膜学会、浙江省净水设备协会、安徽省净水行业协会、
深圳市净水行业协会

▼ 协办单位

国际紫外线协会、国际臭氧协会、美国水质协会、荷兰水事业联盟

▼ 国外支持单位

中国膜工业协会净水专业委员会

▼ 国内支持单位

2019
净水企业年度秀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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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