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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关于邀请参加“2019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制造 2025》将绿色工业发展确定为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为加快工业绿色发展，国家相继颁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等一批国家重大战

略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

进制造业”，节能环保、绿色制造迎来新的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为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展示近年来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工艺、产品、装备以

及绿色制造领域取得的成果，推进先进技术、工艺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技

术、产品、装备的推广和交易，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国工业节

能与清洁生产协会兹定于 2019年 10月 24日至 26日在成都举办2019（第

六届）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在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科技部

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展会已成功举办五届，取得了丰硕成果。展会

规模大：参展单位达 1600 余家，观展数量达 100000 人次；龙头企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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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有世界 500 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大型民企，以及国内外相

关行业技术领军企业；专业性强：聚焦绿色工业制造、节能环保先进技术、

工艺、产品、装备和水、气、土、固废治理的技术装备等工业绿色发展领

域；规格高：历届展会均有国家部委相关领导、企业精英以及行业顶级专

家出席；国际性强：展会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丹麦、

韩国等国上百家节能环保企业和科技研发机构参展、参会，同时有来自三

十多个国家相关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前来观展交流，形成了节能环保技

术的国际交流平台；同期活动多：展会期间有高端的工业绿色发展高峰论

坛，有行业技术交流大会，有市场推广、商务洽谈等众多专业活动。展会

的成功举办，使参展企业有收获，专业观众有看点，政府部门有抓手，实

现了多方共赢。

本届展会服务于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国

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节能环保先进技术、产品、装备和绿色制造展示交流

交易平台，搭建企业与用户、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交流对话桥梁，集

中展示推广国内外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分享行业经验及示范模式，交流技

术与市场最新的发展动态趋势，实现产学研用紧密融合，帮助企业树立品

牌形象，借助资本+市场等多种手段努力实现多方的合作共赢。

现诚邀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等相关企业和

绿色发展相关领域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专业

人士参展参会，共同推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伟大事业，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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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简介

附件 2： 先进技术与产品征集

附件 3： 参展须知

附件 4： 参展回执

联系人：胡 萍 13651256898 郭 辰 13439919816

王征新 13701363308

电 话：010-62248571

传 真：010-62248538

邮 箱：huizhanbu@cieccpa.com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号新时代大厦 8层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2019 年 2月 16 日

编印：胡萍 校对：王征新 2019 年 2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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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

简 介

一、展会概况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展 期：2019年10月24日-26日

地 点：中国·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开放时间：10月24日（星期四） 09:00-17:00

10月25日（星期五） 09:00-17:00

10月26日（星期六） 09:00-15:00

展览面积：33,000 平方米（预计）

展商数量：500 家（预计）

参观人员：20,000人（预计）

参观对象：专业人士登记入场

展会主题：绿色工业 创新发展

二、展示范围

1.绿色制造体系成果展示区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的关键技术、装备；

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资源低碳化等方面

的优秀措施。企业节能环保改造的工艺和设施。

2.工业节能技术与装备

节能型锅炉、工业窑炉、高效低氮燃烧器、智能配风系统；高效环

保循环流化床、工业煤粉锅炉及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等；



— 5 —

余热余压回收（供暖）技术；节能热泵、波纹板式换热器、螺纹管

式换热器等高效换热设备等；

高效节能电机与自动化控制系统、高效空压机、风机、泵系统及节

能改造技术，大功率高压变频、无功补偿控制系统、永磁耦合传动装置等；

能量系统优化：燃烧系统优化，蒸汽系统优化，循环水系统优化等；

3.建筑节能

楼宇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保温材料，新风系统，绿色照明与空调系

统节能，热泵系统，绿色数据中心建设与节能技术等；

4.清洁生产与污染防治

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回收与治理设备（除臭）；烟尘、粉尘治

理技术与设备（脱硫脱硝、工业除尘器、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技术）；空气

净化（油气及尾气回收与净化）；垃圾填埋气利用；降噪技术与装备。

节水与水污染防治：污水处理成套设备、膜与过滤装置、蒸发结晶

装置、油水分离与气浮设备、水处理材料及配件、污泥处置设备（脱水、

固化、干化、焚化等）；智慧水务与供水、管、泵、阀等；黑臭水体治理

与生态修复；海绵城市技术与产品；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业场地污染诊断、检测、阻隔技

术，功能材料（药剂）、修复专用工程设备；农业用地重金属和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快速检测及修复技术；污染场地和矿山绿化修复；地下水污染监

测与修复。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村镇低成本小型垃圾处理成套设备，危险废物

高效焚烧装备，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浓缩渗滤液、

填埋气利用技术。

固废处理与资源化：大宗工业固废赤泥、脱硫石膏、磷石膏、粉煤

灰等工业废渣的高效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废旧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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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塑料、纺织品等新型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技术；废旧电

机等再制造技术等。

5.清洁能源利用

分布式能源、风光电互补技术，生物质能、地热能、洁净煤技术等。

6.节能环保服务与环境监测

综合性解决方案供应商，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环境监测与咨询服务、

研究机构/大学、贸易机构/协会、金融机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

重金属、火电厂 ppb 级 PM2.5在线监测和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多参数水质

自动检测仪器和连续监测装备等。

三、展会同期重要、高端、专业活动

1、长江大保护研讨会

2、环境与资源保护研讨会（联合国环境署）

3、西部节能环保产业投融资高峰论坛

4、企业综合能效管理提升研讨会

5、UNDP 高效电机推广论坛

6、绿色制造示范工作经验交流会

7、中国绿色工厂论坛

8、中国核工业清洁生产论坛

9、绿色装备制造助推“一带一路”交流合作沙龙

10、动力电池回收与再利用论坛

11、2019中国国际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论坛

12、节能环保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13、中国建筑智造论坛（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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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都市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参观考察暨节能环保知名专

家与优秀企业座谈会

15、绿色工业节能（节水）标准研讨会

四、展会优势

1.获得国家工信部等国家部委的指导与支持；

2.权威部委领导政策解读，行业领袖与知名专家齐聚；

3.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在国际上有较强的影响力；

4.专业展区覆盖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全产业链；

5.行业龙头企业齐聚，展示最具创新性的先进技术装备；

6.专业化、国际化的技术交流论坛；

7.因地制宜，为工业用户提供系统的节能环保解决方案；

8.专业观众质量高，多地工业主管部门及数十家相关行业协会支持，

钢铁、石化、水泥、造纸、通信等行业代表参会报名踊跃；

9.展会上交易与合作活跃，签约项目数量与签约额屡创新高；

10.国内外优秀企业同台竞技，国际化突出。

有关参展的具体事宜，请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为你们的参展参会

提供一切便利和良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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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先进技术与产品征集

一、先进技术征集

先进技术征集要求：需要写明技术原理、工艺路线、技术核心、关键

指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等）、案例介绍（可附现场照片）、推广前景

等。

在本次先进技术产品征集，请于2019年8月31日前标明“先进技术与

产品征集”发送至 huizhanbu@cieccpa.com，经专家组审核后，属于先进

技术与产品的纳入协会先进技术推荐目录，并纳入重点推广数据库，优先

向产业园区、工业用户企业、投资机构等进行推荐，优先与地方招商引资、

产业政策重点项目进行对接。

对于特别优秀的重点先进技术与产品，协会将组织院士专家团队实

地调研，一对一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此征集活动长期有效，请有关单位认真填写。

二、稿件征集

稿件要求：

1.论文字数在5000字左右，同时提供200-300字的内容摘要；

2.Word 等可编辑格式，图片清晰；

3.文章注明单位及作者姓名及投稿人联系方式。

2019年 8月31日前标明“先进技术与产品征集”发送至

huizhanbu@ciec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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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对接

展会期间将组织优秀参展参会单位参观考察成都市节能环保产业基

地，与四川省优秀企业开展座谈交流；同时召开与各省市组织的重点工业

企业参观团开展专项推广对接会；欢迎工业企业在论坛上开设技术需求对

接会和技术输出企业开设技术精准推广对接会，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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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参展须知

一、展会时间

布展时间：2019 年 10 月 22-23 日

展出时间：2019 年 10 月 24-26 日

二、参展费用

（一）室内光地（36 ㎡起租）：国内企业：950 元/平米，

国际展商：205 美元/平米。

（二）标准展位（3m×3m）：国内企业：10800 元/展位，国际展商：

2000 美元/展位。

（三）高级标展（18 ㎡起租）：国内企业：19600 元/展位，国际展

商：3500 美元/展位。

注：（1）光地参展企业，自行布置展台并负责施工管理费和电费等；

（2）标准展位配置：标准展位（3m×3m×2.5m）、三面围板（白色）

中英文楣板、1 个电源插座（500W 以内）、2 支射灯、1 张咨

询台、2张折椅、地毯、 展位清洁和安保等。

三、参展流程

（一）填写《参展申请表》加盖公章后发送至 huizhanbu@cieccpa.com

主办方收到申请表后出具参展合同，参展商需在5 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汇至指

定账号，且将银行汇款底单传真至主办单位。

（二）展位安排以“先报名、先付款、先安排”为原则，过期未收到

展位费，主办方有权将所选展位出售给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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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参展申请表

请认真填写以下展位申请表后发送到 huizhanbu@cieccpa.com

联系人：胡萍 联系电话：010-62248571 手机：13651256898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26 日

公司名称

（中 文）

（英 文）

地址

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 手机

联系人/职务 手机

联系人微信号 联系传真

公司网址 电子邮箱

我公司同意遵守主办单位有关规定，决定参加本次展览会，预订展位如下：

面积 平米 长（米）×宽（米）

标准展位（3M*3M=9 平米）

高级展位（3M*6M=18 平米）

室内光地（36 平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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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的公司名称将用于楣板字，请认真填写。

单位性质 □中央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企业类型

□制造商 □代理商/经销商 □综合服务商 □科研机构

需要展示以下成果/技术/产品等：

展位要求

需求对接

（企业目标客户、采购洽谈、国家奖励(补贴)资金项目咨询申报、技术推广

等对接需求）

广告需求（费用另算）

□会刊广告：可选封二、封三、封底广告，广告设计由赞助商提供

□展馆周围宣传：馆外道旗、馆内吊旗、馆外吊旗、LED 屏、馆前广告、连

接馆广告、天府大道广告等

□分论坛赞助

付款账号

收款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阜成路支行

账 号：1100 1085 4000 5961 3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