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
2018首届“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_2018年6月26 28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

广东省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主办机构：

副省级城市环保协会联盟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广东省生物产业协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广东省低碳产业协会                          佛山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珠海市环保与生态协会                      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河源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支持/协办：

2新春特大优惠5折抢定：6000元/豪标   600元/m 特装展位



广州,中国的南大门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古海丝之路的主港，世界海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

港。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中国环保产业参与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商

机,中外民间环保合作也进入到新的阶段!

为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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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环保领域

企业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创业、拓展国际市场，展会同期举办2018首届“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

会。

届时，我们将重点邀请“一带一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环保、市政建设、农村的相关负责人及企业家

莅临展会；行业权威人士就相关政策和实质性问题进行指导和解读，助力中国环保企业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情

进行创新升级，提升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水平，实现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 欢迎广大厂商踊跃参展！

， ，

同期2018首届“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始终以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宗旨；以交易量大、新技术多、专业观众质量高

的特色在业内独树一帜，是专注于环保技术和装备领域的专业展会。11年辉煌发展，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

荷兰、日本、英国等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参展商累计超过3000家，贸易观众达33万人次；取得了业界瞩目的成绩，成

为环保领域的重要商贸平台。作为国家环保部指导，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华南唯一参与的环保展，近年来得益于社会各

界鼎力支持，主办方与广大企业不懈努力，国家利好政策及强大市场资源优势，展会规模、品质年年提升，得到了业内

人士的广泛赞誉。CPIEE集中展示了环保各个领域的前沿技术与产品，促进了环保各个领域的均衡、协调发展，构建

了更为完整的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展示和交易平台，加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8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应广大展商和采购商的需求，从历届的8月举办上调至更适合企业宣

传推广和洽谈采购的上半年黄金档期：2018年6月26—28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A区盛大召开，占尽市场

天时、地理，更有力地保障了展商参展效果。2018CPIEE以“创新绿动未来  世界资源共享”为主题，将紧扣国家政

策、依托政府相关机构的指导和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强大市场及经济优势，保障展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面向全球

发布信息招展招商。利用十一年60万数据库的累积、60多家行业协会紧密协作的资源优势、建立广泛而稳定的客户网

络、使展会规模、品质、衍生服务再次全面升级。预计本届展会参展企业660家、展出面积将达到42000多平方米、邀

请专业观众50000人次，重点加强国内外专业观众和采购商的组织邀请工作，并将邀请200多家环境部门、采购部门、

科研部门、协会商会、环保产业联盟、境外商务机构等参与支持，力邀终端用户到场。为全球水、大气、固废、土壤、

环境等领域提供最新科技、产品及最佳解决方案。

欢迎参加华南最大环保展

2018CPIEE继续启用最高档广交会展馆A区，预计42000多平方米超大面积，660家企业，观众将远超上届

43000人次，规模最大，客流最强、华南最高品质环保展。

大会以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发展为契机，多方面整合资源，将力邀环保部、省发改委、环保厅、商务厅、市环保局、

城管委等部门给予展会指导支持，紧扣国家政策，有力的保障展会的前瞩性和引领性。

广州国际环保展亮点
▶

▶



60多家行业协会通力合作，一线媒体推广宣传，大牌展商和10多个国家驻广州商务机构加盟，30多场权威专家学术论坛。

2018CPIEE展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专业项目的细分，固废、水、大气、污泥处理等专区由行业协会精心打造，

为买家提供一个全环保产业链垂直细分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十一年深挖及累积，拥有华南最强、最全60万数据库及行业资源，确保高品质买家到场。

2018CPIEE展会特设参观通道、免费大巴接送、观众休息区、洽谈对接区、综合服务区、媒体接待区、接待晚宴、展

品物流、酒店、旅游、票务服务等，全面做好服务工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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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日程:2018年6月26日至28日
◎

◎

◎

◎

2018 6 24 25

2018年6月25日                               标准展位厂商入馆布展。

2018年6月26日至28日                    客商入场参观洽谈、采购订货。                 

2018年6月28日                               下午13：00时撤展。

年 月 日至 日                    特装展位厂商入馆布展。

展览会 A区一层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380号

地址: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展览面积和设备技术世界一流；因举办广交会，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展览馆之一，是企

业展示形象，宣传推广的广州最佳展览馆。

地铁8号线新港东路A出口

展品范围
水环境治理：

膜与膜组件、油水分离设备、离心机、压滤机、曝气机、海水淡化等水处理成套设备；给排水与泵管阀、下水道系

统、海绵城市技术装备、河湖与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雨水收集利用、洪水防控，过程控制及自动化等等；

大气污染治理：工业烟尘/粉尘/废气回收与治理、扬尘治理、烟气除尘、脱硫脱硝、油烟净化器、VOCS治理、有

害气体防护、工业除尘和洗净、集尘设备∕电除尘∕袋式除尘等；空气净化洁净与新风系统、通风设备、清洗设

备、光触媒、活性炭等、油气回收、机动车尾气净化等等；

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垃圾收集与运输，垃圾处理与回收，检测/监测技术与产品；废弃物资源化与发电/生物质能

源，危废处理技术设备，废旧物质回收与利用；城市道路清洁/维护与智慧环卫，职业安全和事故预防，环境应急

装备等等；

土壤修复：场地调查与评估/修复技术设备/工程运营与管理/修复过程监测和服务等；

环境监测技术装备： 水、大气、土壤等测量/分析/控制技术、在线检测与控制、放射性、噪声、振动、光、热监测

系统；环境污染应急监测系统、实验室仪器设备；

低碳节能 ：节能低碳产品与技术；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

工业园区、环保工程商、科研院所、环境管理/评估、环境服务与相关技术装备及产品等。

水萃取、污水∕废水处理、水源污染治理、污泥及残渣的处理、重金属去除、材料药剂、中水回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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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论坛主题：2018年固废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应用研讨会

                 暨第五届（广州）城市矿产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论坛主题：2018新一轮环境综合治理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8大数据智慧环境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8造纸行业创新环保处理方案

主办单位：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论坛主题：2018石油和化学行业环保处理的革新

主办单位：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论坛主题：2018印染与纺织行业绿色发展的方向

主办单位：广东省印染协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广东博昌展览有限公司

论坛主题：（2018）国内市场“受消费者欢迎、性价比好”的空气净化器

                 Top30/Top10“八方公投”活动启动仪式

                 第六届室内环境空气净化创新技术“硕博论坛”

                 2018空净及新风行业“工匠精神”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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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暖通空调协会

论坛主题：垃圾分类及城乡一体化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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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工业园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论坛主题：2018城镇污泥处理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主办单位：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                         广州环保产业协会

参展商自设专场活动：

参展商在组委会指定场所设立企业专场说明会或产品推介会或学术论坛等等。

参展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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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首届“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创新创业大会

——以上为部分相关论坛活动，具体细则以展前公示为准。

同期高端论坛研讨会
大会将邀请国家环保部、广东省环保厅、环资委、广州市环保局、城管委等相关领导、环保领域院士、国内外环境专

家及学者、企业代表等就中国环保领域高新创新技术举办高规格学术论坛，活动围绕当下环保热点和焦点问题深入探讨和

交流，契合绿色低碳理念建言献策；把握发展机遇，共创绿色未来！



目标观众∕专业采购商

各省、自治区、市、珠三角经济圈内政府采购中心、环境机构和监测部门、协会、学会、市政

建设部门、科研机构、设计单位、房地产开发商、医院、学校、酒店、商场、自来水厂、污水

处理厂、工程公司等等；

市政建设及能源--电力、石油及天然气、海水淡化、建筑、水泥、矿产、火电、核电、热电；

重化工业--石化、煤化工、精细化工、冶金、制钢、机械制造、船舶、水泥；

轻工业--食品、酿造、日化、制药、造纸、电子、纺织、皮革、香料、印染；

环保及水处理--污水/净水处理、锅炉给水、脱硫、脱硝、除尘；

建筑--建筑给排水、暖通、消防；

农业--河流治理、农村环境、农林灌溉、水利工程、饮水工程；

经销商、代理商、进口商、出口商、 、 、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工程公司、

安装单位、建设单位、系统集成商、成套设备商、外国驻华机构、媒体等。

OEM ODM OBM

专业观众免费大巴车接送
      华南六省／泛珠三角区专业观众在以下城市免费豪华大巴车往返接送，

请发送：城市+姓氏性别+人数  如：香港王先生（女士）2 到以下城市对应

手机号：

海内外近 多家大众媒体强势宣传，涉及报纸、电视台、互联网、移动媒体、行业网站、杂志，户外媒体等，

100多家专业媒体对大会进行了深度报道。             

与国外相关机构、驻华使馆，全国相关协会、学会等通力合作，派发20万张门票至全国及海外地区，组织海内外

采购商赴会参观。

在国内外大型展览会、学术会议、洽谈会上对展会进行推介，广泛招商。

同期举办高峰论坛、采购对接会、融资、交流、经销商联谊会等邀请高端客户赴会。

利用“广交会”资源和庞大数据库资源，通过互联网、微信、传真、邮件、电话预约等组织高品质专业观众参会；

定期制作《展会快讯》等，邮寄至专业采购商手中。

对60万数据库资源的全球买家等进行广泛邀请，邀请全球客商参观此次盛会。

海内外买家邀约团队 让参展商业务更顺畅

1、80万海内外精准观众数据库，群发海量请柬、电邮邀请、短信；

2、特设10人海内外邀约团队，邀请优质专业观众，一对一提前进行商务配对；

3、最终筛选200名海内外决策买家，现场安排买家进行VIP大买家配对计划；

4、买家电话配对中心：60万条国内精准数据，通过电邮，短信，微信，语音群呼等市场营销方式进行电话及线 

     上线下邀约。

200

全方位宣传推广  邀请全球客商
▶

▶

▶
▶
▶

▶
▶

市政团体用户

工农业用户

国内外买家

华南六省／泛珠三角区专业观众在以下城市免费豪华大巴车往返接送，请发
接送城市接送城市 接送城市接送城市手机号手机号 手机号手机号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香港 澳门 肇庆香港 澳门 肇庆 1832005072518320050725 陈先生陈先生

深圳 佛山 河源深圳 佛山 河源

东莞 珠海东莞 珠海

中山  韶关中山  韶关

1572409927815724099278

1866453274918664532749

1862053424918620534249

郑小姐郑小姐

孙小姐

付小姐付小姐

江门  阳江江门  阳江

潮州  汕头潮州  汕头

南昌  南宁南昌  南宁

长沙 厦门 福州长沙 厦门 福州

1833973350215817100187

1861737042618617370426

1862095704918620957049

1861301847618613018476

李小姐李小姐

黄小姐黄小姐

吴小姐吴小姐

谢先生谢先生

李先生



▶

▶

▶

▶

观众主流为来自市政团体、工农业和国内外买家，其中 为决策者和决策建议者；

61%的观众来自工程公司、环保局、设计院、污水处理公司和各级经销代理商；

来自化工、电力、纺织、印染、造纸、电镀、冶金、食品、制药等行业的观众也达到了很高的比例；

超过40多个高质量观众参观团来自行业协会、媒体及其他机构组织。

78 %

直面行业高端观众

协会积极组团参观

观众性质

制造商
代理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政府机构
最终用户
进出口商

分销商
其他

研究机构

                                                                           27.13%
                                             . %21 72
                  . %9 58
                . %8 56
                 . %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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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展会回顾：
第11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于2017年8月16-18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A区隆重召开，荟萃

国际顶尖品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410多家参展: 光

大集团、华浩集团、金凯地、嘉诺、力合科技、天虹、麦斯特、碎得、工源、格尼斯、磁谷、奥美森、东江、雅居乐、

杜邦、中广核、铁汉生态、广环投、广东浦华、捷晶能源、博世科、深港、绿富域、嘉康环保、福建环境、瀚蓝环境、

中山环保、舒创、高能时代、龙澄、迈联机械、东奥电气、科瑞达、连华、同奥科技、超禹膜等携各自最新的产品、技

术集中亮相；涵盖了水、气、土壤、固废、垃圾处理、市容环境、空气净化及项目融资及咨询、第三方治理等等。

30多场高端峰会，特别是院士论坛更是吸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就当下关注的热点问题加以探讨；展

会专业性、权威性、影响力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为全球环保领域贸易流通、技术交流、资源拓展提供最佳商贸平

台。

       作为 展会主办及支持/协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广东

省水处理技术协会、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广东省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广

东省纺织协会、广东省生物产业协会、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广东省低碳产业协会、广东省石油和化工协会、广东

省城镇供水协会、佛山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珠海市环保与生态协会、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河源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州环保产业协会、广州城市矿产协会等等携旗下会员企业组织庞大的参观团队莅临

展会参观洽谈。

2017CPIEE



海内外买家邀约团队 让参展商业务更顺畅
1 20

2、特设10人海内外邀约团队，邀请优质专业观众，一对一提前进行商务配对；

3、最终筛选200名海内外决策买家，现场安排买家进行VIP大买家配对计划；

4、买家电话配对中心：60万条国内精准数据，通过电邮，短信，微信，语音群呼等市场营销方式进行电话及线上线

      下邀约。

、 万海内外精准观众数据库，群发海量请柬、电邮邀请、短信；

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现场预定第 ，超过 多家环保企业预定了 展

位。同时，很多参展企业向主办方表示，非常看重华南地区的市场。得益于深耕华南市场十一年的支持与信任，目前多家

知名企业表示有意向参加本届展会。

12届展位十分火爆 100 2018CPIEE

展商纷纷入驻2018CPIEE

2017CPIEE观后感

      CPIEE

2017CPIEE已跃升新的台阶，为环保产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提供良好机遇和氛围。

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一直致力为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高层次平台。

       CPIEE

境领域科技交流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吸引到大量的来自制造业人士，我们很满意。

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科技研讨会举办得很成功，在研讨会上讨论的固废处理最新技术为环

       CPIEE

外的业务拓展帮助很大。

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作为华南环境领域最大、最好的展会，我们已参与多年，对我们国内

       CPIEE 2017

质量更高、观众数量更多、人气更旺，展会服务品质越来越好。

中国广州国际环保产业博览会我们已参加多届， 第十一届展会在往届基础上规模更大、展商

任官平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陈矛   广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庞仲达   佛山市金凯地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波   光大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2018CPIEE预计数据：

展会规模:42000m²+   参展商:660+   专业观众:50000+   合作协会:60+   学术论坛:30+

2018CPIEE基本信息：

布展时间:2018年6月24日-25日                         9:00-17:00  特装展位布展

               2018年6月25日                                  9:00-17:00  标准展位布展

展会时间:2018年6月26日-27日                         9:00-17:00

               2018年6月28日                                  9:00-13:00

展览地址: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A区

参展费用:会前一次性付清，参展商中途取消参展，参展费不退回。

标准展位:9m²展位￥12000元/个   15m²展位￥20000元/个   升级豪标500元/个

说       明:3m×3m、三面围板、一块楣板、一桌二椅、日光灯二支、一个电插座 

空       地:人民币1250元/m² 

说       明:无任何设施，施工管理费会前付清       施工管理费30元/m²/会期

境外企业:标准展位：4000USD/个                     空  地:400USD/m²

会刊广告  封面:20000元            封底:15000元               彩页:10000元      黑白页:3000元

其他广告  门票:8000元/万张      礼品袋:10000元/千个   横幅:8000元/个

重点推荐  参展证:6000元/千个  参观证:5000元/千个 

敬请及时和我们联络，获取最新展会信息:

地    址：中国·广州市棠乐路7号百信广场B1座2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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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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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罗  丹  18588696478  

世界环保领域最新科技和最佳解决方案

关注公众号 领福礼
共享5万专业观众全年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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