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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行 业 趋 势
近二十年来，我国化工产能全球占比从不足9%一路升逾36%，与之对应，中国制造业产

出自2000-2016年占全球比重从8.5%提高到30.9%。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欧洲公司董

事执行会主席薄睦乐预测，到2030年，中国占全球化工生产总值将增至近50%。

而随着国内对环保督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日益规范，化工行业对生产设备的安全

性、环保性需求度的激增。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应运而生，整合世环会旗下化

工园区、化工协会、化工工程公司等资源，打通化学生产过程中的前期处理、中期加工以

及后期排放等流程，打造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理念的化工设备展示平台，为化工

行业提供更好的环保安全解决方案。

主办方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早在10多年前就非常关注化工领域，经过多年的培育，整合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泵管阀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国

际空气新风展等国际性展会，打造国内最具规模和权威的环保行业交流年度盛会⸺世环会，至2019年规模已达22万平方米，汇聚3,400家海内外行业龙

头企业，吸引99,464名海内外观众，稳居环保行业品牌旗舰展地位。

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简称“化学工业展”）携手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的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 整合基础化工、医药化工、石油化工等终端企业资

源，在掌握其对绿色环保设备提标改造的巨大需求之下，集中展示化学生产过程中的前期处理、中期加工以及后期排放等流程所涉及的设备，致力打造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理念的化工设备展商贸平台，为化工行业提供更完善的环保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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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展联动，资源整合

打通环保化工全产业链

作为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的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世环会的同期展会，凭借其同期多年举办的环保水处理展、固•废

气展，已积累了大量污水处理设备、干燥设备、过滤设备等化学后期处理过程展商资源，其中，苏伊士、景津、安德里茨

等在内的知名品牌连续多年参展。本届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将携手世环会，共享石油、化工、制药、印染、食

品、纺织、涂料、冶金等终端观众资源，并同期举办多场行业会议，吸引上述行业设备部、生产部、技术部的专业观众前

来参观。

 化工园区、化工协会、化工高校

三足鼎立，共探绿色化工技术前沿

主办方在近几年，与各地化工园区合作线下论坛，足迹遍布南京、如东、

嘉兴、惠州、东营等地，并与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化工园区、化工协

会、化工高校强强联手，组织旗下生产、技术、设备、采购部负责人亲临展

会现场，将与现场展商开展一对一的精准商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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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园区、协会、高校资源

展 会 亮 点



本届展会现场，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将携手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HSE)研

究会，以“零伤害”、“零事故”、“零污染”为理念，强化化工企业各项预防措施，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政府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降低事故

总量和伤亡人数，提升安全生产总体水平。

依托并凭借上海石化和上海化学工业区等资源，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HSE)研究会

集聚了众多在科研院校和企业长期从事健康安全环境研究和管理的专业人员以及

学者型领导干部，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国内外在HSE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高端

专家学者，紧跟国内外HSE的最新动态和前沿科学，努力打造融合基础和实践相结

合的崭新的HSE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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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中石化物资招投标

助力企业进入中石化采购系统

截止今年，易派客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已经和主办方合作数起线下会议论坛，本届上海

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将与易派客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再度携手，在展会现场举办

中国石化物资招投标培训会，并邀请中石化集团旗下各分公司的物资部及采购部，与现

场展商直面采购需求。

易派客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是中国石化旗下专业的采购管理信息化服务提供商，承担

着中国石化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和运维工作；同时面向社会企业提供釆购管理咨

询、采购电子化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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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生产，提升企业效益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天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第十五制药厂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帝斯曼江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

历届到场制药观众名单

 契合医药化工行业

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为契合医药化工行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聚焦制药技术、制药

设备及生物医学工程等产品和技术的展示，本届上海国际化学

过程工业展览会特设医药化工展区。在维护固有忠实的医药化

工观众同时，邀请更多生物制药公司、医药原料企业等专业人

士参观，为制药设备提供最佳贸易交流平台，助力开拓医药化

工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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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资源

展会现场 HSE 拟邀请观众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和诚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东北制药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
贵州永诺菲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雅赛利（台州）制药有限公司
大连万福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睿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康华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市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诺脉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久迈（上海）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协和发醇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主办方凭借十余年办展的经验与资源，与华东乃至华南

等地化工协会、化工园区、化工工程公司等权威机构合作

密切，将于展会现场同期举办多场化工类主题论坛，涉及

方向覆盖安全生产、中石化设备采购与物资投标、环境技

术等，届时将吸引近千名化工园区负责人、化工协会旗下

会员单位等相关代表莅临现场。

为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化学化工领域，

时下产品工艺研发的难点与方向，搭

建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轻松

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主办方将携手

化工权威机构在本届展会现场举办

专业学术型沙龙，话题涉及微化工、

安全环保、绿色化工等方向。

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始终走在国际化工行业的前

沿，主办方将于展会现场邀请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年度新品

首发，分享绿色化工案例，探讨化工工艺过程中的零排放技

术、循环处理、环保等话题。在向海内外观众展现中国优质

企业卓越风采的同时，也为国内企业开拓了海外商机。

整合化工领域优质综合媒体平台，通过展前展中展后的新闻稿发布、纸媒网媒图文宣

传、现场视频采访等，全方位曝光，使企业参展效果做到最大化推广。

主办方每年开设匹配契合度高的买家配对会，通过近2万名VIP买家中挑选终端企业前来

配对，并重点邀请这些厂家的采购负责人到场前来，满足参展企业商贸需求。

现场论坛

 绿色化工创新论坛

新品发布会

商贸配对（化工项目）

合 作 媒 体

现 场 活 动

往届论坛信息：

第三届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创新论坛

中石化易派客平台关联方培训

制药环保技术交流会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 (VOCs) 及恶臭污染治理与
监测技术实用案例分析暨供需对接交流会

全国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第二届工业废水提标改造的新技术、新设备研讨会

第三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第三届工业水领袖论坛（IWLF）

绿色 环保 安全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涂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市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经纬化工有限公司 

2019世环会现场化工企业观众名单（部分）
上海朗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赛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泰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紫荆花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巴斯夫上海涂料有限公司
关西涂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德威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慧瑞环保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泰克诺斯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泰欧亚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藤仓化成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庞贝捷涂料(昆山)有限公司
红珊瑚重防腐涂料(大连)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诺心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展 馆 及 展 品 范 围
7.2 Hall

展馆 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展览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简称：荷瑞）创立于2007年，是CHC集团下属成员之一，同时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展览中心(RAI)全球

品牌展会在大中国区的独家代表机构。作为一家历时十余载，拥有丰富筹划和组织国内外专业品牌展览会经验的主办机构，

荷瑞始终秉承工匠精神，专注于B2B2C领域，致力于打造卓越的国际性环保商贸平台。

目前，荷瑞每年主办或参与组织的海内外展览会超过20场，核心业务范围包括立足于中国市场的水处理、流体机械、环保、建

筑和舒适家居等行业相关展览会，海外合作展览会项目以及B2B电子商务。

关 于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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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cexpo.com+86 21 33231300 +86  21 3323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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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过程
工业展

● 粉碎设备，混合设备 ● 分离设备，蒸发设备，结晶
设备，干燥设备、流体机械

● 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智
能管网，智能测控系统，仪
器仪表

● 化工节能环保设备，污废水处理
及回用设备，废气处理设备，深
度污水处理、优化节能改造，除
尘设备、土壤修复设备

● 安全生产管理，防爆电气，
安防产品，个人防护，消防
器材，危废处理设备

● 石化成套装置和设备、石
化产品和先进材料、石化
工艺与技术

● 其他配套产品

● 反应设备，压力设备，制冷
设备，传热设备、换热设备

7.2H馆7.2H馆7.2H馆7.2H馆7.2H馆7.2H馆

1.2 Hall
展馆 净水

1.1 Hall
展馆 智慧环保/环境监测    固废/废气

2.2 Hall
展馆 建筑给排水/绿色建材    空气新风

舒适家居    净水 

环保水处理

泵与供水设备7.1 Hall
展馆

膜与水处理

阀门管道    化学过程工业展

8.2 Hall
展馆

8.1 Hall
展馆

7.2 Hall
展馆

同期展会

Hall
展馆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