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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设备 污水处理

催化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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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污泥干化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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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2020年8月31日-9月2日 上海 丨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2020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主题展（简称“化学工业展 ”）携手世环会系
列展，在洞悉各领域化工终端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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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商贸平台，促进产业上下游的沟通与合作，为化工及制
药行业提供更完善的安环解决方案。

世环会系列展（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泵管阀展、上海国际智慧环保
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是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的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旨在
将传统的市政和工业环保与环境综合治理及智慧环保相融合，打造具有行业影
响力的商贸交流平台。

反应设备 环保水处理

催化燃烧
设备

分离设备

环境监测 膜与水处理

工业泵阀 VOCs

污泥干化
设备

展品涵盖化学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
为观众提供一站式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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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品牌荟萃 *以下列举部分品牌，排序不分先后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化工设备

膜与环保水处理

环境监测

废气治理与污泥处理

工业泵阀

1
2
3

4

5

为绿色化工行业需求提供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另辟蹊径，业内少数为农药企业提供设备采购的展览会

近百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落实安全生产，特设 EHS 专区，为化学生产过程的安环问题提供
全方位解决方案

展品涵盖化学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为观众提供一站式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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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分布

同期展会
2.2 Hall

展馆 建筑给排水

净水2.2 Hall
展馆

2.2 Hall
展馆 空气新风

舒适家居

净水
2.2 Hall

展馆

1.2 Hall
展馆8.2 Hall

展馆 膜与水处理

7.2 Hall
展馆 阀门管道

8.1 Hall
展馆 环保水处理

7.1 Hall
展馆 泵与智慧供水

1.1 Hall
展馆 智慧环保/环境监测

1.1 Hall
展馆 固废/废气

Hall

7.1 Hall
展馆

涞 港 路

7.2Hall
展馆 1.2 Hall

展馆1.1 Hall
展馆

8.1Hall
展馆

8.2Hall
展馆

N 

诸 光 路

2.2 Hall
展馆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700 号 /
上海市盈港东路 168 号

   2020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09:00-17:00

   2020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二 09:00-17:00

   2020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三 09:00-15:00

参观时间

参观地点

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
5 号、4 号出口

出租车 / 自驾车
A. 出租车：推荐在上海市盈港东路168号2号门下客，步行至南广场。
     直接由南广场扶梯至南登录厅入场参观。
B. 自驾：自驾至涞港路 111 号，由展馆 18 号门驶入，在南广场地

下停车区停车后，直接由南广场扶梯至南登录厅入场参观。
18 号门入场根据指引停车⸺步行至南广场上楼⸺南广场登记
处入口⸺侧门坐扶梯上至 7.2H 号馆 21 号门入场参观。
地铁 17 号线诸光路站 1、2 号口下，由展馆 7 号门步行进入西广场，
直接由西广场扶梯至西登录厅入场参观。
西广场上楼⸺西广场登记处入口⸺步行至南广场登记处入
口⸺侧门坐扶梯上至 7.2H 号馆 21 号门

公交线路
A. 865 路：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开发区、锦江乐园站
B. 706 路：可驳接地铁九亭站
C. 776 路：可驳接地铁紫藤路、中山公园站

展馆交通

扫码预约大巴接送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7.2 Hall
展馆 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主题展



实名认证
测温 / 健康码检查
防疫物资
现场医疗点
人流管控和进馆路线

建立现场防疫防控工作机制
防疫宣传、疫情防控须知
展品消杀
展商展前重要提醒
车辆进馆检查

展台 / 功能区设置
防疫巡查 & 广播提醒
场馆消毒、垃圾清运
空调及排风设备防疫防控措施
餐饮防疫防控措施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预登记方式及礼遇

▷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100分奖励
▷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即时掌握行业及展会资讯
▷  可凭电子胸卡参观同期展会及现场免费研讨会
▷  有资格参与观众幸运抽奖，每天有机会赢取天猫购物卡、智能电饭煲等精美礼品

预登记赢礼遇 , 一次登记享多重好礼

以上 以上以上

以上

微信预登记 网站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APP预登记

方法一

扫描二维码，完成
预登记。

方法二

登录 www.chemtechsh.com，
点击观众中心，进入报名参观页

面，填写信息完成预登记。

方法三 方法四

致电 4006653755，
我们会有人工客服为

您提供信息登记。

扫码下载世环通 APP，
首页即可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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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2. 点击底部菜单“ 参观登记 ”-“ 生成专属邀请海报 ”
3. 保存海报图片，分享至好友报名成功即可               

邀好友活动参与方式：

邀好友 • 赢好礼
推荐/组织  5 名专业观众预登记并到场即可获 100元 天猫购物卡!

运动书包 美甲9件套450 分
以上折叠键盘

兑 兑 兑兑

600 分
以上

天猫购物
卡100元 250 分

以上 100 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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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推荐

化
工
设
备不锈钢反应釜

河南大搪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38

外刮式自清洗
过滤器

扬州科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23

搪玻璃上展阀

无锡市彪王化工设备厂 展位号：7.2H140

双联T型篮式
过滤器

杭州环球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324

压缩空气
过滤器

阀门粉末涂料
解决方案

杭州杜特过滤器有限公司 阿克苏诺贝尔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展位号：7.2H215 展位号：7.2H145

活性炭纤维
模块

烛式过滤机

北京日新远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32 上海双启流体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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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化
工
设
备

不锈钢板框
过滤器

硬质合金阀杆

海宁市能大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85 四川力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35

定制非标法兰

浙江大福贵法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354

聚氨酯O型圈

宁波迈科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332

RP-500F衬
氟球阀

上海罗普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411

轴套类零件

自贡力远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7.2H150

大型工业真空
吸尘器尘隔过
滤器

上海志合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226

硬质合金密封环

广汉永宏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7.2H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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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膜
与
水
处
理

不锈钢膜壳

上海华膜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559

高压反渗透膜

第二代特种膜
系列超高压反
渗透膜

RO UF EDI成
套设备

玻璃钢膜壳 纳滤膜

MK-7 工业用
电去离子
(EDI) 模块

苦咸水系列反
渗透膜

杜邦水处理解决方案 展位号：8.2H435 苏伊士水务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560 

日东集团 美国海德能公司 展位号：8.2H569 上海汉华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420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436 美国 Transfilm 膜技术公司 ( 亚太办 ) 展位号：8.2H571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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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展品推荐

膜
与
水
处
理

大流量滤芯

杭州大立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553

超低压膜元件

全自动反冲洗
过滤器

平板MBR膜

纳滤膜 卷式反渗透膜

MBR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备

撬装型系统
系列

贺德克液压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309 浙江中诚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718

江苏拓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185 浙江美易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360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715 中科瑞阳膜技术 ( 北京 ) 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866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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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环
保
水
处
理

展品推荐

精密转鼓过
滤器

扬州瑞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507

单相流负压收
集系统

 压滤机

环境工程

低温真空脱水
干化一体化技
术装备

MVR蒸发系统

污泥低温
干化机

MVR蒸发器
新能源行业
MVR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00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706

上海在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17 江苏中电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2H406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605 山东伯仲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18

深圳市瑞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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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环
保
水
处
理

MBR膜

上海世浦泰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512

漩涡式气泵

电离子气浮

车载移动集成
脱水装置

浅层气浮 海水淡化设备

空气悬浮离心
式鼓风机

叠旋污泥
脱水机

无锡沪东麦斯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13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516

浙江格凌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260 江苏沪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506

无锡工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713 杭州上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876

江苏泰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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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推荐

环
保
水
处
理  

工
业
泵
阀

GYG型耐超高
温耐腐蚀化
工泵

ROTAN ED
环保型泵

恒温泵

大料斗仓带绞
龙输送泵

磁力气液
混合泵

柱塞式计量泵
系列

IHF衬氟
离心泵

屏蔽自吸泵

代斯米泵业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

安徽畅宇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靖江美嘉泵业有限公司 江苏精科泵业有限公司

安徽精工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天富泵阀有限公司

展位号：7.1H521

展位号：7.1H124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1H636

靖江市金封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7.1H704A

展位号：7.1H105 展位号：7.1H703A

展位号：7.1H919 展位号：7.1H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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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工
业
泵
阀

高端水利控制
阀系列

波纹管截止阀

FQM和FQMEx
故障安全装置

气动刀型闸阀 顶上装式球阀

阀门系列

国标不锈钢
浮动球阀

衬氟三通球阀

上海沪工阀门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 

剑桥阀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盾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康瑞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利尔多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555

展位号：7.2H550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664

欧玛执行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展位号：7.2H551

展位号：7.2H415A 展位号：7.2H480

展位号：7.2H506 展位号：7.2H824



废
气
治
理
污
泥
处
理

活性炭吸附
脱附催化燃
烧装置

安徽万山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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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推荐

空气净化处理

上海深城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655

蓄热式废气焚
烧炉(简称RTO)

扬州中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561

FRP、PP酸碱
废气净化塔

常州天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511

催化燃烧设备
（离线）

山东众诚联创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749

带式污泥干化
机组

深圳市派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6134

污泥低温干化
系统一体机

苏州洁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541

西部技研环保节能(常熟)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631

VOC浓缩燃烧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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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环
境
监
测

丹佛斯MBS
1900, 空气与
水应用的压力
变送器

丹佛斯 ( 上海 ) 投资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274

污水处理厂智
慧运营管理
平台

BOD测定仪
LH-BOD601S
(L) 型

水质大肠杆菌
在线分析仪

固定式水质自
动检测系统

水质检测分析
仪及传感器测
试系统

HK-8010A
化学需氧量
（CODCr）
在线监测仪

采集控制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1H428

连华科技 展位号：1.1H264 聚光科技 ( 杭州 ) 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380

杭州泽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218 重庆固高科技长江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423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3132 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1.1H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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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NEW

会议活动概览

本届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主题展与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交流中心、
化工邦等合作方强强联手，在展会现场推出多场围绕绿色化工、生物制药等热门话题的论坛和活
动，让观众能够与行业内资深专家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经典项目和热点技术应用，从而为业务
合作提供助力。

会议活动日程表

 会议日期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8 月 31 日

9月 1日

9月 2日

翘楚聚首  洞悉行业趋势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下午

下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7.2H 馆配对区

8.2H 馆会议室

8.1H 馆会议室

C0-03

7.2H 馆会议室

8.1H 馆会议室

M103

8.2H 馆会议室

M803

7.2H 馆配对区

M702

M802

7.2H 馆会议室

7.1H 馆会议室

7.2H 馆会议室

7.2H 馆会议室

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

2020 膜法及创新水处理技术在近零排放中的应用论坛

2020 世环会长三角环境院校技术路演活动暨 2020 长三角高校环境
技术交流峰会

2020 环境综合治理技术大会（工业园区第三方综合治理大会）

2020 第三届催化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及反应设备
应用研讨会 

工业污水提标改造技术研讨会

石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高峰论坛

IWLF · 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高层研讨会

2020 世环会环保工程大会

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

易派客平台关联方培训

第八届化工环保三废与化工分离工艺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2020 第三届催化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及反应设备
应用研讨会 

2020 工业环保治理及节能技术研讨

第四届上海 HSE 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第四届上海 HSE 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收费

NEWNEW 收费

NEWNEW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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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全天） -  9 月 1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7.2H 馆
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会议背景
催化加氢技术是医药和精细化工及其他有机合成中的核心技术；催化加氢技术不仅是节能降耗和减少环境污

染的有效技术之一，经济效益同样显著。恰逢上海国际化学过程工业主题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召开之
际，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会展主办方将于2020年8月31日-9月1日在展会现场同期举办“2020第三届催化
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及反应设备应用研讨会”。

本次会议将邀请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著名企业等行业资深专家通过实例介绍催化加氢技术研发和工
程实践上的应用经验，并考察展会现场样板展示，推广先进的催化加氢新技术成果的应用，探讨催化加氢技术及
催化剂的开发、生产和应用等核心技术，同与会者进行系统的交流研讨。

会议议题（拟定）

•  催化加氢工艺技术研究在化工、石油炼制、制药领域应用

•  催化剂研究与应用最新进展

•  加氢反应设备设计与开发

2020 第三届催化加氢技术研究与加氢催化剂开发应用
及反应设备应用研讨会

拟邀出席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关明华     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总工教授级高工

韩一帆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博导

陈日志     南京工业大学膜科学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博导

张吉松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

王荷芳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石化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教授

梅    华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催化与分离研究室   教授

魏贤勇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博导

金    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

赵玉军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副研究员

赵莉莉     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

李广学    安徽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

周继承     湘潭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博导

朱丽华 江西理工大学   副教授、香港大学博士后

（相关发言嘉宾正在邀约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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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化工环保三废与化工分离工艺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1 日 （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802 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交流中心、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拟邀嘉宾及议题

以上是已邀请专家报告，还有精彩报告邀请中 ......

快速报名通道

杜瑞光 清华大学高工教授 汽体渗透膜技术及其在 VOCs 回收中的应用

仇汝臣 青岛科技大学教授 化工废水和废气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

顾正桂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分离集成关键技术在有机废水预处理中应用

王彦飞 天津科技大学教授 含盐废水蒸发结晶关键技术浅析

都基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写专家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 详解

江     梅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写专家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详解

赵     勇 天津大学教授 新型电化学技术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龚俊波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绿色精制结晶技术及结晶工艺废水技术

蔡邦肖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污（废）水处理的膜技术及其工程案例

苏建华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业 VOCs 治理技术及设计问题探讨与案例
 高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     涛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老师 挥发性有机气体净化技术及工程应用

翁焕新 浙江大学教授 利用烟气余热的污泥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新技术  
  ⸺以废治废、节能减排、“泥”“霾”共治

黄     彦 南京工业大学授 金属膜材料及其环保工业应用

徐继有 博士、博士导师 危险化学废弃物安全处置法则

杭州水处理中心 高盐废水分盐资源化及工程介绍

张庆武 北京日新远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工 高品质的活性碳纤维用于液体净化

沙教授 天津科技大学 蒸发结晶及废水处理技术

郝教授 天津大学 工业结晶及高盐废水处理技术

陈教授 天津科技大学 含盐废水零排放关健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孙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超重力工业气体深度净化技术

程高工 沈阳化工研究院 含杂环类化合物生产废水处理技术研究与工业应用

刘艳霞 北京化工大学老师 分子蒸馏技术及其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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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 HSE 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会议时间： 2020 年 9 月 2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7.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客观上存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及工业布局不够合理的问

题。企业是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制定工作，并对环境

应急预案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负责。现举办“第四届上海HSE管理创新论坛暨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题论坛”，

旨在加强有效对环境、健康、安全、工作条件等进行风险的识别、评估、分析以及控制管理，防止和控制事故及职业

病的发生，保证员工在生产活动中的职业健康安全。

快速报名通道

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7.2H 馆配对区
主办单位 ：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背景

北京长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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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石油石化行业专业的服务提供商，长城电商将一如既往得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为有交流和合作意愿的供采双方提供高端优质的商务平台。本届上海泵阀展会现场，长城电子商务为石化招

投标见面会邀请10名石化二级单位的物资部负责人莅临现场，其中1-2家在展会现场介绍采购计划，10位嘉宾将

于展商进行一对一沟通配对，提升展商参展体验。

2020 膜法及创新水处理技术在近零排放中的应用论坛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 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8.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E-WATER 易水环保网、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议题（拟定）
• 工业节水及废水资源化产业政策展望
• 石化、煤化工、电厂脱硫、焦化、印染、电镀、制药、农药、
  造纸等领域的零排放工艺

• 废水零排放技术及应用的进展
• 预处理、膜浓缩、蒸发浓缩、结晶单元等单元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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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拟定）
• 工业节水及废水资源化产业政策展望
• 石化、煤化工、电厂脱硫、焦化、印染、电镀、制药、农药、
  造纸等领域的零排放工艺

• 废水零排放技术及应用的进展
• 预处理、膜浓缩、蒸发浓缩、结晶单元等单元技术的创新

快速报名通道

2020 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
活动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2 日
论坛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上午）
活动地点：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8.1H850 展位
主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上海迈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背景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所面临

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不同的行业排放的污染物成分大相径庭，对污染物治理的技术要求也不一样。但是市

场上的技术五花八门，技术需求企业难以甄别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技术。

为解决企业环保技术需求，2020世环会联合迈科技（“迈科技”作为“技术转移+互联网”综合服务商，整合国内

外优质科技成果，通过成果展示、精准推送和线下对接，促进科技成果向企业和社会转移转化。）共同举办2020世

环会长三角环境院校技术路演活动暨2020长三角高校环境技术交流峰会，将环境院校及工程公司的高新专利技

术工艺及解决方案推送给有需求的环保企业及行业终端用户业主单位，真正解决企业的废水排放、污水处理、废

气治理、固废处置等问题。

马鲁铭   教授，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任
常务副主任
李睿华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欧盟居里夫人学者
周钰明   东南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苏省光电
功能材料工程实验室主任、东南大学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
马红娟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原
子力研究机构高崎量子应用研究所博士后
华苏东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江苏省循环经济协会固废分会
秘书长
刘海泉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产业链生态循环研究所执行所
长、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上海）风评部 副主任

张永明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12:20-12:40

领导致欢迎词和领导致开幕词

铁基催化臭氧高级氧化技术

新一代深度同步脱氮除磷技术

环保型聚醚多功能水处理剂

重金属废水吸附处理新材料

废弃泥浆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
研究

基于高效菌群酵解系统的生态循
环产业链

基于筛板塔式生物反应器的反硝
化工艺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马鲁铭 李睿华 周钰明 马红娟 华苏东 刘海泉 张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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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世环会环境工程大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803 层会议室
主办机构：第一环保网
协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议题

会议背景
近年来，为打赢防治污染攻坚战，我国持续加大对环保行业的财政投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带

动了社会资本投资加强环境治理，也带动了环保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2020年乃至未来的几年，我国环保工程行
业发展前景广阔。

   后疫情时代，环保工程行业最新政策有哪些？市场表现形势如何？环保工程企业如何布局下一步经营策略？8
月31日，由第一环保网主办的“环境工程大会”将在2020世环会上隆重召开，会议将邀请知名工程项目企业代表为
现场观众带来环保工程行业当前发展状况未来趋势及前沿技术服务和经典案例分享。

快速报名通道

•   环保管家及环境工程业务
•   新型高盐废水处理及小型废液减量解决方案
•   高浓废水及废液处理结晶技术工程工艺市场现状及案例介绍
•   污泥处理工程介绍
•   废气处理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   废气处理 RTO 特点及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部分听众邀请名单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康景辉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三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绿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月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继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可迪尔空气技术 ( 北京 ) 有限公司 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工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格瑞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新天地合肥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对象

1. 纺织、印染、化工、农药、钢铁、石化、制药、造纸等行业的终端业主单位
2. 废水处理、废气治理、固废处置等领域的环保工程公司企业代表
3. 各相关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技术人员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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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 ）午上（  日13月8年0202
会议地点：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1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背景

当前，石化、化工行业已经成为我国VOCs重点排放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迫切需

要全面加强重点行业VOCs综合治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不断加强VOCs污染防治工作，印发

VOCs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炼油、石化等行业排放标准，一些地区制定地方排放标准，加强VOCs监测、监控、报

告、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一些进展。但VOCs治理工作依然薄弱，存在源头控制力度不足，无组织排放问题突

出，治污设施简易低效，运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本次论坛将汇集主要利益相关者，并概述行业所面临的挑战。适用这些法规对行业有何影响？这些挑战能否

为各方带来积极的机遇？VOCs治理参与者如何为石化行业增加价值？如何缩小最终用户的需求与解决方案提供

商所能提供的差距？论坛将邀请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介绍国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措施和相关政策；石化生产

企业分享方案编制、技术选择、工艺设计、设备选型、运行维护和应用实例；与设计院，工程公司，技术及设备方进

行系统的交流研讨，现场进行供需洽谈，切实推进项目落地。

会议议题

•  读解）施实日1月7年0202（》准标制控放排织组无物机有性发挥《业行化石 

•   中石化 VOCs 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   VOCs 管控构架、溯源工作和 VOCs 治理实战分享

•   如何应对日趋严格的 VOCs 排放法规，实践“绿色石化”？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环保总监 
上海市金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咨询顾问

浙江独山港安环 特聘顾问 

南京碳环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宁    淼   

李建伟

杨历军   

王卫兵 

孙昌泉

拟邀嘉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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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LF•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高层研讨会

快速报名通道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8.2H 馆会议室

演讲嘉宾

孔汀筠
艺康集团高级副总裁兼
工业事业群大中华区总经理

Christopher Gasson
国际水务智库
GWI 发行人

沈雨佳
国际水务智库
GWI 中国总经理

魏启令
艺康集团
大中华区首席数字官

沃翔
杜邦水处理大中华区
商务总监

吕洪涛
艺康集团纳尔科大中华区
重工业部副总裁

杨建慧
大唐（北京）水务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
发部主任

张新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安环部处长

邓柳清，上海国际水展，活动总监
孔汀筠，艺康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工业事业群大中华区总经理

Christopher Gasson, 国际水务智库 (GWI) 发行人
沈雨佳，国际水务智库 (GWI) 中国总经理

魏启令，大中华区首席数字官，艺康集团

马文婷，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

沃翔，杜邦水处理大中华区商务总监

杨建慧，大唐（北京）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主任

赞助商机会

张新，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安环部处长

主持人：同济大学
小组讨论嘉宾：吕洪涛，艺康集团，纳尔科大中华区重工业部副总裁
赞助商机会（限 2 家）

   时间 议题 演讲人 

论坛开幕

如何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环保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燃煤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路线分析

提高钢铁废水利用率，实现钢铁废水零排放

石化水处理现状及提标改造

创新升级，战略布局水处理新型解决方案

主题演讲

工业水处理技术
⸺数字化助力水资源高效管理

工业水处理全球趋势分享
中国的机遇

茶 歇

论坛后交流、展区参观

13:00-13:05

13:05-13:25

13:25-13:45

13:45-14:05

14:05-14:25

14:25-14:45

14:45-15:05

论坛注册14:45-15:05

15:05-15:25

15:45-16:20

16:20-17:00

15:25-15:45

会议日程

主办单位： 联合主办： 创始合作方： 白金赞助商：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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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工业污水提标升级改造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8.1H 馆会议室

： 位单办主 工业水处理杂志社、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会议议题

• 提标改造工艺设计

• 高效生物脱氮技术

• MBBR 工艺在提标改造中的应用

• 生物增效技术的应用

• 膜技术在污水提标改造中的应用

• 高级氧化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 高效吸附工艺的创新与应用

• 高效组合工艺在工业废水提标改造中的应用

• 新装备、新材料在提标改造中的应用

NEWNEW

CHEMTECH CHINA (SHANGHAI) 2020

2020 工业环保治理及节能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7.1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 ：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NEWNEW

快速报名通道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冀世锋
博士

刘小刚
副总监

付晓瑞
党委委员

付晓瑞
市场部总监

生物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及案例详解

工业水处理工程先进技术和服务的应用实践

化工园区废水一体化治理思路和实践经验

VOCs 污染控制与废气治理技术案例

冀世锋    博士、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刘小刚    威立雅水务技术，中国工业工程业务发展部副总监

崔世禹    博瑞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开发及市场
                 经理
付晓瑞    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



扫 一 扫 即 可 下 载

官方APP

世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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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

生 态 环 保 采 购 服 务 平 台

上 万 家 优 质 供 应 商 的 全 新
“ 产 品 手 册 ”都 在 您 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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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B 领域，致力于打造卓越的国际性环保商贸平台。

+86 21 33231300                     +86 21 33231366                     www.chcexpo.com

官方网站平台

www.shihuantong.com 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