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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回顾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是主办方为采购决策者倾力打造的一个精准、高效、多元化的采购交流平台。借助

展会在华南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环保领域累积的资源优势，参展企业在展前通过主办方渠道优

先向俱乐部成员推荐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方案，并在为期三天的展会现场与有意向的俱乐

部成员进行面对面的商务洽谈，并获得来自线上对企业产品，技术或服务方案感兴趣的俱乐部成员

信息，收获更丰硕的参展效果。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展”）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

办。得益于广东国际水展的同期举办，广东泵阀展打通了污水处理、膜

工业、给排水、成套供水等行业上下游。2019年展会规模近5.5

万平方米，聚集819家展商，迎来39,896名专业观

众莅临参观，现已成为华南地区超大规模

的泵管阀盛会。

主办方为进一步提升展会专业度，满足广大展商的

采购需求，特邀近百家权威机构：如佛山水业、珠海

水务、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等前

来参观，精准对接展商需求，极大提升展商采购交

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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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供水有限公司



展会的EP价值主张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展”）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

公司主办，旨在通过集中展示流体机械行业的变革与进步，促进产

业上下游的沟通与合作，构建华南流体行业的一站式采购平台。广

东泵阀展立足于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除了延续其姊妹展上海

泵阀展的资源外，更借助了广州本身超强的经济活力以及其得天独

厚的外贸优势，重点开拓海外观众市场。同时作为华南地区泵管阀

行业展会的领头羊，展会自开办以来规模及专业度连年攀升，主办

方帮助展商深入大湾区，将产品完美呈现给华南地区的各大水司、

水协、设计院、经销商等专业观众，抢占市场份额，开拓新市场。

得益于广东国际水展的同期举办，广东泵阀展涵盖华南市政、工业、民用三大领域，打通了污水

处理、膜工业、给排水、成套供水等行业上下游，2020年展会规模将扩增至5.5万平方米，汇聚超过

1,000家展商，预计将迎来4.5万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致力打造华南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观
众4.5万名

规
模5.5万平方米

展
商1,000家

展望 2020

*排序不分先后

》历届展商阵容集结（部分）



强强联合
市政、建筑共铸给排水设计师盛会

供水技术与服务一直是广东泵阀展密

切关注的领域，展会也多次邀请广州自来水公

司、珠海水务集团、深圳水务集团、佛山水务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等供水企业组织前来展会现场进行技术分享，与众多参展商

及专业观众就供水技术及服务等核心话题展开沟通交流。为了进

一步推动华南地区供水行业的积极发展，主办方2020年将联合广

东省供水协会，并与上述水司共同举办供水行业高端论坛，与业

界人员分享华南地区供水行业的前沿技术及优质服务。

广州自来水公司
广州京水水务公司
广州欣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水务
珠海市水务集团
深圳市水务集团
佛山水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泽能水务有限公司

2019现场水司代表（部分）
中山市民众水务有限公司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博罗新科自来水有限公司
惠东县盛鑫自来水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自来水公司
海南水务集团

渠道升级
深挖五金机电城及商会市场

展会主办方深挖华南地区五金机电城市场，实地走访华南地区多

家五金机电城如东莞八达五金机电城、佛山华南五金机电城、广州南天黄

埔机械五金城、广州市蓝天黄埔机械五金城、东莞万江水暖阀门批发市场、

广佛国际机电五金城等，并与各大五金机电城负责人达成参观合作意向，通

过为有经销代理需求的商户提供班车等服务，诚邀商户至展会现场与厂商

进行面对面的商务洽谈，从而大大提升代理成功率。除此之外，主办方还将

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深入华南各地的阀门商会，充分利用阀门商会的整合资

源及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开拓华南经销代理市场，以期为厂商与经销代理

商搭建一个更加精准有效的合作平台。

深入大湾区核心，广州泵阀展乘浪前行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广州这个老牌经济腹地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高速发展。而作

为华南地区高品质的广东泵阀展也紧跟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大湾区综合资源优势，将广州作为展会发展核心引

擎的同时，加大人力物力深入开拓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以及周边广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

等地区市场，帮助展商率先抢占大湾区

及周边市场份额。主办方利用其姊妹

展——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10余年资

源数据的积累，面向上述区域定向邀约

专业观众，并通过组团、大巴接送等形式

诚邀各大水司、水协、设计院、经销商等Vip

买家至展会现场与展商进行深入的

洽谈，从而助力展商实现参

展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目标。

合作升级
共探供水技术前沿

大亮点 助力展商开拓华南市场7

中国市政中南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2019现场设计院及工程公司代表（部分）
广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
珠海建筑设计院

作为华南高品质专业泵管阀展会，广东泵阀展始终秉持工匠之

心，多次亲访广州四大院并展开深层次的合作，每年在展会现场共同

举办广东给排水设计师大会，2019年扩大范围，邀请到珠海、佛山、东莞等设

计院观众前来参会。2020年论坛将延伸至整个大湾区，届时广东省各给水排水协会将安排

专家出席会议演讲，另外主办方还将邀请香港及澳门等专家前来分享。此外除了以往的建筑给排水专

题外，2019年新开设了市政给排水主题，邀请到隋军、陈贻龙、孔红、马兰等行业专家作出精彩演讲，明

年论坛将继续深入主题，并邀请广东省市政设计大师前来演讲，届时到场嘉宾将通过深厚的专业知识

与实践经验，给大家分享经典案例，与业界同仁共同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预计本次论坛

将推动整个华南地区给排水行业的积极发展。

东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湾区地图

肇庆市
广州市广州市

惠州市

东莞市佛山市

江门市 珠海市

中山市
澳门 香港

深圳市



7大亮点 》助力展商开拓华南市场 

广州被喻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一带一路的枢

纽城市。而荣膺“中国第一展”之称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的

举办，极大地促进了会展行业在广州的快速发展，更是为广州吸引了大量客商以及大

量外资企业的投资。在此背景下，广东泵阀展深扎广州，充分利用广州本身超强的经济活力及开放程

度，结合主办方本身优势，利用其姊妹展——上海泵阀展10余年丰富的海外资源，面向全球定向邀约专业观

众。2019广东泵阀展也吸引来了众多来自48个国家及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并在现场与多家知名品牌企业进

行了深度交流，共同构建流体行业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帮助更多国内企业布局海外市场。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多个文件的出台，城镇污水治理

市场大有可为。广东国际泵阀展紧跟时势，抓住机遇，与同期展会广东国际

水展重磅推出“城镇污水治理”板块， 扩大污水成套设备厂商的参展规模，

帮助泵阀展商直面污水设备生产商，打通行业上下游。

海外观众分布图

亚洲欧洲

非洲

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排序不分先后

 》合作媒体（部分）

广东泵阀展针对终端市场的巨大潜力，专门亲赴华南周边

各大园区，直击污水处理厂、化工厂、制药厂、食品厂、电子

厂等相关终端买家，诚邀设备部、技术部、采购部等负责人

莅临现场，助力展商开拓终端市场。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生鑫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惠州兴达石化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明兴制药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

     潜力无限
助力展商开拓终端领域

2019现场终端买家代表（部分）
东莞市中和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名竣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海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两展联动
打通污水成套设备上下游产业链

污水成套设备参展品牌（部分）

*排序不分先后

布局海外市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系列展

》展馆分布

广东泵阀展立足广州，影响力辐射整个华南，借助其姊妹展⸺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泵阀展“）的国际性和

影响力，双展合璧，进一步稳固上海泵阀展与广东泵阀展在流体输送行业的领军地位。上海泵阀展旨在通过集中展示国

际流体机械行业的变革与进步，促进产业上下游的沟通与合作，打造一站式采购平台。2020年展会规模扩增至70,000㎡，聚

集超过1,200家展商，预计将迎来60,000多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是业内颇具威望的专业泵管阀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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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展

工业终端用户
石油 / 天然气 / 火电 / 核电 / 热电公司
涂装 / 镀锌公司
矿业 / 陶瓷 / 制砖公司
炼油 / 炼焦公司
钢铁 / 冶炼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 / 热处理公司
电子元件 / 电池涂料 / 油墨公司

农药 / 火药公司
食品 / 酿造公司
水泥 / 玻璃公司
纺织 / 印染公司
医药 / 生物 / 化工公司
橡塑 / 皮革
印刷 / 造纸厂

建筑机电总包
化学工程公司
医药工程公司

政府 / 公用事业
市政供水及排水公司
污水 / 自来水厂
其他市政单位 / 公用事业单位

工程公司
环保工程
建筑工程
环境服务
三废处理工程
装饰公司
水处理工程公司
给排水工程公司

消防工程商
暖通工程商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

设计机构
科研设计机构
设计院
咨询公司

水利
农林灌溉
泵站改造
饮水工程

经销 / 代理商
经销商
代理商
进口商
出口商

OEM
ODM
OBM

》目标观众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55号虹桥525创意园A座4F（近先锋街）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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