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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本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同期举办广东国际水展，总展示面积近 55,000m2，得到 45家协会和
225家媒体的共同支持。参展品牌 819家，现场展示超万件展品。三天展会期间共接待了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896名专业观众。展会现场演示的前沿技术和产品横跨市政、工业与民用三
大领域，场面十分火爆。同期还举办了多场会议 ,会议主题涵盖给排水、净水、工业污废水、膜与
水处理等，吸引了近千名听众到场参与 ,极大促进了华南流体机械行业与全国乃至海外市场的商
贸沟通和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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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时间：2019年 4月1-3日
地点：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支持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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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展商参展意向达 79.6%

部分品牌展商

满意度达 73.7% 推荐度超过 70.2% 

展商分析

展商分析

非常满意

可能

强烈推荐

不满意

不可能

不推荐

―― 匠心之姿彰显科技本色，广东泵阀展的进步，离不开展商的支持与信任。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历届展商增长比例

展出面积：55,000m2 展商数量：819家

2016 2017 20192018

总增长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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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作为华南地区高质量专业展会，本届广东泵阀展的主题设定、展商的品牌层次、观众的专业性这
三点都很符合我们华南市场的推广需求，我们很荣幸带了MAC550永磁智能离心泵等新产品
进行展示，并获得了现场专家及观众的一致好评。最后感谢主办方的支持，让更多的专业人士了
解到我们公司的品牌理念及产品。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泵阀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华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流体机械展会。值得一提的是展
会现场主办方特意为我们厂商开设了一对一买家配对会，为我们邀请了许多专业买家到现场与我
们洽谈沟通。展会结束后，我们还收获了几张海外的订单。我们非常期待明年的展会！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本届展会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我们都是十分满意的。在展会现场我们带去了 XQ恒
压变频给水设备等产品，遇到了许多华南地区的自来水公司、设计院等专业买家。今年现场
的给排水设计师大会也举办的相当成功，我们和多位业界大佬就产品技术和行业趋势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收获颇丰！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公司参加荷瑞主办的广东国际水展及泵阀展已经好几年，每年的环保水处理展区的规模
都在快速增长。展会几天我们一直非常忙碌，现场接触了很多意向客户，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
零配件的采购，真正做到打通了行业上下游。明年公司将考虑带新产品继续大面积参加。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本届广东泵阀展帮助我们推广了公司的品牌，并达到预期目的。展会现场我们遇到了许多华南
地区的化工、环保工程、食品、制药等企业专家。现场我们进行了深度的洽谈，并相约于展后登
门拜访。主办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我们进行新技术发布和新产品亮相。未来我们也会
继续参加这个展会，希望未来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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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采购影响力 观众满意度达到 84.7%

32.5% 决策成员之一
24.2% 最终决策者
23.6% 推荐 /建议者

9.4% 提出需求
10.3% 其他

非常满意

不满意

观众数量：39,896名        国家及地区：48个

国外观众数量 1476名 国内观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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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观众评语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丨赵春 | 副总工程师
本次展会组织的非常好，主办方非常专业、细致，主题报告也很有水准。珠海参加活动的专业人员，对你们的活动策
划组织都给与了高度评价。展会主题很明确，产品类型丰富的同时也有不少新产品呈现，同时推出多场高质量水准论
坛聚焦时下热点，让与会人员都收获颇丰，也期待展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丨吕闯丨检测中心经理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 3届广东泵阀展了，效果一届比一届好，尤其今年买家对接会，认识了非常多新供应商，收获颇多。
同期举办的会议从市场动向到技术革新再到政策解读都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希望未来广东泵阀展能发展得更好。

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丨潘日鸿丨工艺技术部经理
参加本次广东泵阀展主要想看一下实验室的新技术新设备，很高兴看到了非常多相关的设备设施。令人眼前一亮的是
与展会同期的供需洽谈会，在有限的时间里见到了符合我司要求的展商，而且今年国内展商数量增多，质量都很好，
代表我们国内的技术可以跟国外的技术进行抗衡！

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丨杨玲明丨副总工程师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广东泵阀展，此次来参展主要是想要根据目前在设计项目寻找泵管阀相关设备供应商，本次展会
规模非常大，学术交流做的也是非常好。展出的设备以及同期会议都与展览主题相吻合，几乎场场爆满，通过对接会
工作人员的推荐，我们见到了多家符合心意的展商，并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和交流，希望下次来展，会越来越好！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组团观众
观众组团名单（部分）

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东莞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

水司
佛山水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自来水公司 珠海市供水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水电协会 广州京水水务公司 深圳市水务集团

终端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广州市化工行业协会 肇庆市经济促进会

珠海市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分会
珠海市清洁协会 珠海市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行业协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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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

组团观众评语

东莞市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高俊
2019年 4月1日，作为东莞市给排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带队组团东莞市近 60名给排水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师，有幸参加了
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四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暨第三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本次展会规模宏大，参
展厂商、供应商齐全，国内、国际领先产品众多，给到所有参展设计师直面接触泵管阀产品及厂家的机会，并参观学习了很多
新的产品，拓宽了设计师的视野和知识面，补充了图纸知识的不足；设计师大会邀请了给排水行业的专家精英，讲解了行业内
最热议的问题，解疑答惑，会场爆满，搭建平台给设计师交流。本次展会非常成功，并期待荷瑞会展举办更多更好的展会。

东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秘书长 |赖先生
我们一直有参观广东泵阀展，对展会印象非常好。较去年相比，今年展会规模和质量都较去年提升很多！在展会现场也和很
多行业内的专业人士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交流，同期几个高端论坛也就时下行业热点问题展开了分享讨论，给广大设计师及
行业人员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本次展会也看到了众多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见识到了时下的最新技术，此次广州之行收获
满满，期待明年的展会更上一层楼！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秘书长 |李仕平 

会展期间各项活动有序进行，内容丰富，取得了预期效果。会展期间共有 15位专家围绕污水处理、工业纯水、环境监测以及
泵阀管道、仪器仪表等主要设备及相关配套部件，进行了多场专题论坛和活动，为企业提供完整的全产业链水处理技术与服
务解决方案。让参展者能够与业内资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深入交流，了解热点技术的应用以及及时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
技术，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秘书长 |郑建雄 

本场高峰论坛圆满结束，论坛当中，各演讲发言单位提到的新技术对现状固废处理、减少固废污染及增强环境质量方面有巨
大的帮助，会议现场观众为此感到震撼，都表示对固废处理新技术有浓厚的兴趣，并以此借鉴学习。展会工作安排的非常妥当，
工作细节做得非常到位，为此，协会感谢展会全体工作人员的付出及努力。

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珠海市环境保护与清洁
生产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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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19年 4月 1日 会议地点：2号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会 支持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   

                委员会

现场会议活动

第三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主办方携手环保产业权威机构，同期联手打造百场行业专题会议，会议邀请政府行业协会领导、卫
生监督部门等专家与业内人士开展交流，分析市场现状。透过数据解析行业发展趋势，探索市场规律，
分析整个环保市场的经营发展之道。

现场会议活动
识大势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会议连台，精彩不断　

议题 演讲嘉宾
二次供水相关标准编制及新技术研发情况介绍 赵力军  广州市设计院顾问总工程师

广东省地方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规程》灭火设施相关条文解读 刘福光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三版）第六章
建筑消防编制介绍 王峰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基于物联网平台智能服务系统 张学美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医院建筑给排水设计探讨 郑文星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给排水总工程师

建筑给排水节能设计 赵春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轨道交通给排水技术标准 陈耀升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排水室主任

议题 演讲嘉宾
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动态过程分析 隋军     广东首汇蓝天工程科技公司技术总监

地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 陈贻龙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主题公园工程技术标准》的编制与主题公园
设计的分享 孔红     广州市设计院市政所总工程师

广州市黑臭河涌治理治理思路 马兰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下午场――市政给排水专题研讨会
主持人：符培勇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上午场――建筑给排水专题研讨会
主持人：王峰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08



会议听众名单（部分）
广州市设计院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没汁研究院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业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景森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增城分院
碧桂园控股设计研究院 广东瑞邦泵业有限公司
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广州公司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本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亚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昆山益美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议题 演讲嘉宾
电镀废水减法治理技术研究与运用 祝来宏    深圳杜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柔性陶瓷膜在电镀行业污泥减量中的应用 曹辉        广州市世来至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污泥减量化处理的新型技术与应用 吕小明    深圳市九九八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膜技术在电镀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谢鹏伟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气浮技术在电镀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黄俊波    无锡工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重金属捕捉剂在电镀行业的应用 陆丹丹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

2019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现场会议活动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时间：2019年 4月 1-2日 会议地点：1号馆会议室 A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处理分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州市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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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场论坛

会议听众名单（部分）
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辽宁瑞科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裕彬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中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四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润群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市 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议题 演讲嘉宾
河湖长制推进与实施 卢真建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分院高级工程师

要从“以用为本”的角度来做好农村污水治理 李晗      佛山市源笙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海洋观测技术在江河湖泊的应用 周迟     上海亨通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大数据技术在河涌治理效果持续评估中的应用 蒋鸿伟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研发总监

水环境生态治理与建设 周丁一  广东华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

基于水库管家服务的智慧水库建设 朱成军  深圳大学水科学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主任助理
黑臭水体整治中控源截污和清淤疏浚的关键设
备与技术 吕小明  深圳市九九八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专注水下森林构筑标本兼治实现水环境生态修
复 尹和桂  广州和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论有机污泥闭环处理以及如何降低污泥处置成
本 陈娟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

《食藻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 吴劲华  广州太和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微生物及配套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万娟娟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MBR 技术在河道治理的应用 段伟     深圳市君脉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会议听众名单（部分）
东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朗照光电 广东省农科院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资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盛赐千业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省邦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晓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列举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时间 : 2019 年 4 月 1 日 会议地点 : 百合厅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水环境治理专委会、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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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俱乐部
VIP买家俱乐部

展会前期，主办方 VIP 买家服务中心开
展了买家需求定向邀请。现场来自佛山
水业、联塑、环发环保、新城污水处理公
司等部门高管及负责人均到展会现场与展商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分别对流体输送，市政给排水设计
及工业园区废水处置等领域提出了技术及产品需求。同时，参展商也在现场 3 天针对客户的实际需
求，提供服务及产品的详细介绍。

买家采购需求单（部分）
采购商 采购项目 采购产品 采购预算
福州 **电子有限公
司

广州 **污水处理厂项目 污水处理设备（紫外线消毒、仪表、水泵、
风机、膜、过滤器）

1500万元

广东 **实业有限公
司

泵管阀经销商常规采购 民用泵（潜水泵、增压泵等），PVC/PE/PPR
相关管道、球阀、蝶阀、止回阀等

100万元

东莞市 **工业设备
有限公司

泵管阀经销代理常规采购 PVC和 PP管配件、不锈钢球阀、工业泵阀 500万元 +

广西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环保设备生产所需设备常
规采购

风机、水泵、膜片 500万元

广州市 **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泵经销代理商常规采购 水泵、增压泵、化工泵、水利泵、真空泵等 300 -400万元

深圳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 **机电工程项目 离心泵、蝶阀、闸阀、电磁阀 100万元 +

广州 **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安装所需设备采
购

泵、阀门（潜污泵、加药泵、计量泵、闸截
止阀、调节阀）

200万元

广州市 **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广州 **养殖场废水处理
设备

增压泵全套设备采购，生化处理全套设备 20万元

中山市 **电器有限
公司

船舶中央空调安装所需泵
管阀配件采购

水泵、球阀、闸阀、铜管、PTV-C、钢管 50万元

南昌**设计研究院 南昌市 **能源站项目 能源站所需各类水泵、管道阀门、配件及部
分相关水处理设备

上亿元

媒体合作

11



联系方式

2020年 3月 11-13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扫码获得更多展会及
行业资讯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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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 21 33231300          网站：www.chcexpo.com

媒体及会议合作
联系人：崔女士
电话：+86 21 3323 1407

邮箱：marcom@flowtechgd.com

参展联系
联系人：姜先生
电话：+86 21 3323 1321

邮箱：sales@flowtechgd.com

第五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末端净水及
   膜展区

工业污废水
 及膜展区

泵管阀展
一号馆

二号馆

三号馆

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其他阀门/执行机构

泵
离心泵 污水提升泵 
化工泵 计量泵 隔膜泵 
螺杆泵 活塞泵 往复泵 
转子泵 喷射泵 其他泵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变频器 
稳流罐 立式离心泵 
控制柜 控制水箱 
计算机软件

管道/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三通四通 弯头 软管 
其他管道/连接件

泵阀配套产品
数控机床 软密封件 法兰 
阀门定位器 铸造件/锻造件 
电机 硬密封件 泵壳 
轴承/联轴器 泵阀检测设备
其他泵管阀配套产品

阀门
球阀 蝶阀 闸阀 截止阀 
止回阀 疏水阀 电磁阀
调节阀 节流阀 铜阀 
安全阀

广东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