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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2017 GDWater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泵管阀专区

国际性专业类展会

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GDWater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

设备展览会——泵管阀专区于2017年3月5日至7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

览馆成功举办！展会规模达35,000m2 ，国内外展商共计723家，展会

吸引31548名观众，其中海外观众达7033，再创历史新高。

本届展会吸引了一批流体机械行业的泵阀管道厂家参展，为此展会专门

开设了泵阀管道专区，满足专业买家一站式采购需求！



部分展商



协会 | 设计院 | 工程公司

广州市设计院

珠海水务集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广东寰球广业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剧毒化学品行业协会



现场活动
展会现场2号馆特别推出“互动主题馆”，包含国内外流体机械业创新产品及技术，
近30余场展商新品发布会及行业高端会议论坛。现场安排供需洽谈会、国内买家
对接会和海外买家对接会等互动区域。

1号馆200㎡变频供水创新展品演示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到场，展示
无负压设备、无负压成套设备和二次供水相关最新技术。
本次演示区展商有：南方泵业、山东扬涛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市
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欧瑞传
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创新产品演示区



国际采购团齐聚2017广东水展——泵管阀专区，海外工商会携手74位专
业国际采购商参加此次盛会。外商来自30多个国家包括英国，德国，荷
兰，美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加坡，墨西哥，玻利
维亚，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多哥等。作为具有决策权的
专业采购商代表齐聚广东水展，共同寻找适合的产品，其中泵和阀门的
需求占整个采购团60%，现场近30 家厂商代表与买家交流，匹配率高达
70% 以上。

海外展团配对会



本次广东水展泵管阀专区共有国内买家团近40家企业具有决策权的专业
采购商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寻找适合的产品，探索流体机械行业新技术，
寻求新的合作点与发掘新的投资项目。

VIP 大买家合作

案例01

主要项目：
明珠湾污水处理站，横沥医院污水处
理站等；生活污水2500T、3000T 处
理站各一座，医疗污水处理量300T
项目采购：
污水、膜、泵、管、阀
采购预算：200-500 万
参与人职务：总经理1 人

深圳市天海实业有限公司

案例02

主要项目：
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污水处理厂（一期）
项目采购：
一体化泵站，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紫
外线消毒设备
采购预算：500 万内
参与人职务：设计部给排水工程师

广州市公营事业规划设计院
第一市政分院

案例 03

主要项目：
萍乡市恒汇小区1-8 号楼水源热泵机
房的水泵、阀门及水处理设备
项目采购：
水泵、阀门、配件及水处理设备
采购预算：1600 万
参与人职务：设备总工程师. 

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



部分买家团名单

姓名 国籍 公司名称
Seyed Mohamed Haniff 

Mohamed 新加坡 Green Crescent Hospital(PVT)L
TD

Amadou BA 美国 IB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
ices LIMITED

Romina Damaris Mata M
endoza 墨西哥 Guangzhou Asia Import & Exp

ort Company LTD.
Muhammad Fahad Javaid 巴基斯坦 Guangzhou Uzayco Trading Ltd
Gantchiglo Joel Miworse 多哥 One man no chop
Carlos Ivan Franco Zorro 哥伦比亚 GLW

Wayne Dillon 新西兰 Ecoz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hmadou Ba Sylla 美国 IB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
ces Limited

Aidaros AL-DUBAI 也门 Translation & Business survices

Olivier Daniel Claude Luci
en Sigoignet

法国 Altice

Richard Paul Santana 美国 HB Beverage Ltd

Steve T Walker 澳大利亚 TRUSTRADE

Afonin Aleksander 俄罗斯 Bernalton Industrial Co,LTD

Thomas    德国 Hella Electronics Co.,Ltd

公司 职务

广州嘉诺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斯必客（广州）冷却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柳州森淼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行政采购部经理

中山龍淨過濾設備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

河源市绿之源环保机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部

克拉玛依市华隆油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发展部主任

穗亮机电化工设备配套经营部 生产经理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规划中心经理

广州昌硕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部研发

广州沁淼饲料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深圳市天海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总工程师

广州飞机维修公司 附件业务中心经理

上海利百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佛山市顺德区高峰淀粉化学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设备工程师

广州市广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广州市世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与预算部工程师

东莞市晓康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部经理

深圳市欣裕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青岛华德仪表工程有限公司 海外项目部经理



同期会议

2017广东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时间 议题 演讲嘉宾

9:30-10:00 签到

10:00-10:30 广州第一高楼_广州周大福中心（广州东
塔）给排水及消防给水系统介绍 广州市设计院 总工 赵力军

10:30-11:00 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恒压供水技术在建筑
二次供水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总工 蔡昌明

11:00-11:15 基于网络的用户端供水系统运行可靠性的
保障 广州市百福电气 张学美 总经理

11:15-11:45 二次供水现状分析及二次供水安全的措施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工 刘福光

11:45-12:15 二次给水专家系统的研发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 总工 王峰

12:15-12:30 ZWL型数字集成全变频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13:30-14:30 参观1号馆

本届展会同期主办方携手广州市设计院、广东省流体机械技术学会、食品饮料工程杂志共同举办多场行业专家会议，会议内容涉及建筑
给排水、泵节能、食品等领域。同期会议吸引观众上千人。



同期会议

智能、高效与绿色节能——面向未来的流体处理技术(食品)

时间 议题 演讲嘉宾

13:00-13:30 签到

13:30-14:00 高效蒸汽节能与废水减量排放 林云，青岛啤酒上海闵行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高级工程师

14:00-14:30 西门子数字化水厂方案介绍 张春柳 华南区技术支持经理

14:30-14:50 均相膜电渗析技术在零排放过程中的
应用

娄玉峰，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4:50-15:10 高频脉冲电絮凝系统与管式微滤膜固
液分离系统在复杂工业废水中的应用
技术

梁继业，广东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10-15:30 多参数水质检测平台，助力环境与水
安全

杨韶山，河北科瑞达仪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15:30-16:30 参观1号展馆



同期会议

2017广州泵系统节能技术论坛

时间 议题 演讲嘉宾

9:00-9:10 论坛致辞 广东省流体机械技术学会 理事长、教授
级高工 徐宏佳

9:10-9:40 基于数值仿真的流体输送系统的节
能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黄思

9:40-10:10 基于物联网的流体机械全生命周期
检测

华南机电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副教授 邬
剑峰

10:10-10:30 消防离心泵并联工作常见问题及对
策研究

广州市能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工 刘学良

10:30-11:00 浅谈我国泵系统节能的发展思路 广东省流体机械技术学会 秘书长 王立

14:00-14:30 新能源在流体机械的研究 华南机电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副教授 邬
剑峰

14:30-15:00 科学护油与设备管理 佛山市三水盈捷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技术
总监 邝念曾

15:00-15:30 基于性能退化的复杂机械系统故障
诊断和预测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博士 邱光琦



现场数据
本届观众总人数： 31,548名 国内观众：24515名； 海外观众：7,033名

24515

7033

海外观众

国内观众

此次水展展会规模达 35,000平方米，汇聚723
家展商，31548名观众，其中海外观众达7033



观众地区分布（海外）

• 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加拿大、荷兰、
德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
国、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
国、越南、葡萄牙、马来西亚、芬兰、
约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

• 等38个国家及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
本届展会海外观众高达22.3%。

2017 GDWater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泵管阀专区



感兴趣的产品 观众类别

现场数据



观众职能 决策力

现场数据



下届展会预告
2018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Tel：021 3323 1321

联系方式 订展福利

2018年3月 @ 保利世贸博览馆

4月底预定展位的展商可
以获得以下福利：

 2018年广东泵阀展大买
家和海外买家配对会名额

 可优先选择2018年上海
国际泵管阀展展位

Mail：john@chcbiz.com



第六届FLOWTECH CHINA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021 3323 1321
订展电话

2017年6月7-9 @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900+ 参展商

50,000+ 专业观众

60,000m2展会规模

邮箱：john@chcb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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