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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展会回顾
2021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简称“上海化工机械展”）携手世环会

系列展在业内众多展商与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于9月2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虹桥）圆满落幕。展会吸引12,382名来自石油化工、制药化工、精细化工
等领域专业观众到场参观，并联合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交
流中心、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行业机构举办“加氢技术”、“提标改造”、
“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主题会议直击行业痛点，帮助解决化工企业生产过
程中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等难题。

除此之外，本届上海化工机械展现场，长城电子商务为中石化招投标见面会邀请来自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上海招
标中心、上海海洋石油局等在内的10名石化二级单位的物资部负责人莅临现场。丹佛斯、伯仲真空、德帕
姆、唯赛勃、迈博瑞、派沃、开能、京仪集团、菲利特、PWT中国办事处、罗普、扬州科滤、双启流体、
河南大塘等近100家展商进行现场配对。

展商评语

我们不仅仅是把本届上海化工机械展作为展示产品价值
和品牌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一则通过这样的
行业盛会，不断夯实销售通路；二则充分展示品牌战略方
向，让合作伙伴对阿克苏诺贝尔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杜邦解决方案以“绿色化工，创新升级”为主题，向行
业用户展示了多元化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同时，过去一年收
购的四家领先公司的新兴技术和全新推出的Ligasep™脱气
膜解决方案也首次亮相展会。我们也在展会现场也向观众分
享了工业水处理、特种分离等创新解决方案的解读，前来的
观众络绎不绝，现场的讨论也精彩热烈。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蔡经理 

杜邦解决方案  |  汤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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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第八届化工环保三废与化工分离工艺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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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固废处置与资源化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工业污水提标升级改造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工业水处理杂志社、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环境综合治理技术大会
主办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

石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世环会环境工程大会
主办单位 第一环保网

中石化招投标见面会 与石化采购零距离对接

IWLF·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高层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GWI国际环保平台、AWS国际水管理联盟

现场活动（部分）

观众评语

尽管化工行业遭遇到了新冠疫情、原材料上涨、环保政
策趋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主办方依旧通过市场宣传，
邀请到了一众高质量化工展商，并在展会现场开设了几场有
关化工三废治理、催化加氢技术、节能环保、中石化招投标
等领域专场论坛，我也在会议论坛中和同行专家及技术解决
方做了一些深度交流，受益匪浅。化工环保，任重道远。

本届展会能在疫情之后顺利开展已难能可贵，感谢主办
方在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我们在展会现场通过多场专
题会议及展品收获化工节能的解决方案，期待明年规模再大
些，把诸多知名品牌和科研技术团队同聚一堂，使化学工业
展在国际上越来越知名。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  何主任

上海雪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祝经理 



展望2021
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石油化工产品的

产量产能位居世界前列。  但也存在着布局不合理、 装置规模偏小、总体技术水平不高、市场
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既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的巨
大机遇， 又面临着市场开放、 竞争加剧、 资源制约、 环保趋严等巨大挑战。

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携手世环会，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膜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
表行业协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化工行业协会等专业组织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将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再度来袭，展品涵盖石油化工设备、分离设备、反应
设备、安全防护等产品，诚邀大量石油化工、医药化工、基础化工等领域专业观众莅临现场，与
展商共探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保护好的绿色化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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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凭借其同
期多年举办的系列展，已积累了大量污水处理设备、干燥
设备、过滤设备等展商资源，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将再
度携手世环会系列展，共享环保化工等终端观众资源，挖
掘海量商机。

作为中国石化旗下专业的采购管理信息化服务提供商，易派客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已与
主办方多年合作线下会议论坛，去年在此背景下，更是拓宽合作渠道开设石化装备展区，吸引
到德帕姆、板换、联达、鲁阳节能、宏尔特等展商入驻。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将与易派客中石化
电子商务平台深化合作，进一步扩大石化装备展区的规模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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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场展商直面集采需求。

随着提标改造审查力度日趋严格，对化工生产行业来说，以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原始生
存方式转向绿色的产业升级已经非常紧迫。如今在成本运行控制范围内，找寻技术可靠效果好
的污染治理系统是关键。在此大环境下，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通过走进化工园区等一系列线下
活动，深挖剖析化工园区中，基础化工与制药化工在生产过程中节能技术与提标改造之路的需
求及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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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商务对接洽谈。

2020展会观众来源数据分析

参展品牌（部分）

石油化工

化工原料/有机原料

精细化工

原料药/中间体

农药/化肥

食品/饮料/酿造

印染/造纸

钢铁/冶金

其他

29.03%

18.52%

13.58%

8.64%

8%

7.41%

7.41%

4.94%

2.47%

多展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海量商机

聚焦中石化物资招投标，深入石油化工资源

走进园区，打通基础化工与制药化工产业链，实现
节能与经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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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化工配件 其他化工设备

工业泵阀

分离设备

节能设备

反应设备 粉体加工

防腐技术材料安全防护

石油化工设备

热处理设备 化工环保

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作为一个能在短短数天内最大程度
集中展示化工行业上下游企业、产品和专业客户的商贸平台，让企业
在参展周期之外，通过参与锁定特定行业客户群体的地域性活动，不
但预算投入较低，而且操作更灵活，有效对接精准的目标客户，帮助
企业解决细分市场业务开拓的难题。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是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为展商度身
打造的全国细分市场开拓计划，通过一系列席卷全国各地各行业的
供需对接会，帮助企业走进每一个当地终端用户和商贸渠道的聚集
地，“直通”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多频次的集中渗透和深入沟通。

展品范围 “世环通”行业直通车

历届展会到场观众名单（部分）

市政供水、排水   市政污水处理
市政河道及水生态治理   村镇污水处理市政

制药   食品饮料轻工业

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   电厂   钢铁冶金重工业

细分目标客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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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祥会展
sales@chemtechsh.com www.chemtechsh.com+86 21 33231321 +86  21 33231366

展位预订
+86 21 3323 1321

sales@chemtechsh.com
www.chemtechsh.com

化工企业
巴斯夫化工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同鑫化工厂
句容市天华化工厂
滁州市精细化工厂
兴化市汇通精细化工厂

制药/中间体/原料药
诺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保定加合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酿造
玛氏食品
蒙牛集团
浙江杭曼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海力生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神农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荣成蓝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神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印染/造纸/颜料
阿克苏诺贝尔
天津关西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三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市德邦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天泰化轻有限公司
黄山新佳精细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维楷化学有限公司

工业泵阀

化工环保

节能设备

安全防护

防腐技术材料

石油化工 医药化工 基础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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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展周期之外，通过参与锁定特定行业客户群体的地域性活动，不
但预算投入较低，而且操作更灵活，有效对接精准的目标客户，帮助
企业解决细分市场业务开拓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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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的全国细分市场开拓计划，通过一系列席卷全国各地各行业的
供需对接会，帮助企业走进每一个当地终端用户和商贸渠道的聚集
地，“直通”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多频次的集中渗透和深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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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供水、排水   市政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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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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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医药化工 基础化工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2021年6月2-4日



上届展会回顾

展望2021

2021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简称“上海化工机械展”）携手世环会
系列展在业内众多展商与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于9月2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虹桥）圆满落幕。展会吸引12,382名来自石油化工、制药化工、精细化工
等领域专业观众到场参观，并联合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交
流中心、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行业机构举办“加氢技术”、“提标改造”、
“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主题会议直击行业痛点，帮助解决化工企业生产过
程中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等难题。

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石油化工产品的
产量产能位居世界前列。  但也存在着布局不合理、 装置规模偏小、总体技术水平不高、市场
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既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的巨
大机遇， 又面临着市场开放、 竞争加剧、 资源制约、 环保趋严等巨大挑战。

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携手世环会，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膜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
表行业协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化工行业协会等专业组织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将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再度来袭，展品涵盖石油化工设备、分离设备、反应
设备、安全防护等产品，诚邀大量石油化工、医药化工、基础化工等领域专业观众莅临现场，与
展商共探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保护好的绿色化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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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化工机械主题展凭借其同
期多年举办的系列展，已积累了大量污水处理设备、干燥
设备、过滤设备等展商资源，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将再
度携手世环会系列展，共享环保化工等终端观众资源，挖
掘海量商机。

作为中国石化旗下专业的采购管理信息化服务提供商，易派客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已与
主办方多年合作线下会议论坛，去年在此背景下，更是拓宽合作渠道开设石化装备展区，吸引
到德帕姆、板换、联达、鲁阳节能、宏尔特等展商入驻。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将与易派客中石化
电子商务平台深化合作，进一步扩大石化装备展区的规模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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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场展商直面集采需求。

随着提标改造审查力度日趋严格，对化工生产行业来说，以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原始生
存方式转向绿色的产业升级已经非常紧迫。如今在成本运行控制范围内，找寻技术可靠效果好
的污染治理系统是关键。在此大环境下，2021 上海化工机械展通过走进化工园区等一系列线下
活动，深挖剖析化工园区中，基础化工与制药化工在生产过程中节能技术与提标改造之路的需
求及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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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商务对接洽谈。

除此之外，本届上海化工机械展现场，长城电子商务为中石化招投标见面会邀请来自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上海招
标中心、上海海洋石油局等在内的10名石化二级单位的物资部负责人莅临现场。丹佛斯、伯仲真空、德帕
姆、唯赛勃、迈博瑞、派沃、开能、京仪集团、菲利特、PWT中国办事处、罗普、扬州科滤、双启流体、
河南大塘等近100家展商进行现场配对。

展商评语

2020展会观众来源数据分析

参展品牌（部分）

我们不仅仅是把本届上海化工机械展作为展示产品价值
和品牌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一则通过这样的
行业盛会，不断夯实销售通路；二则充分展示品牌战略方
向，让合作伙伴对阿克苏诺贝尔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杜邦解决方案以“绿色化工，创新升级”为主题，向行
业用户展示了多元化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同时，过去一年收
购的四家领先公司的新兴技术和全新推出的Ligasep™脱气
膜解决方案也首次亮相展会。我们也在展会现场也向观众分
享了工业水处理、特种分离等创新解决方案的解读，前来的
观众络绎不绝，现场的讨论也精彩热烈。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蔡经理 

杜邦解决方案  |  汤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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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第八届化工环保三废与化工分离工艺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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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固废处置与资源化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工业污水提标升级改造技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工业水处理杂志社、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环境综合治理技术大会
主办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

石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20世环会环境工程大会
主办单位 第一环保网

中石化招投标见面会 与石化采购零距离对接

IWLF·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高层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GWI国际环保平台、AWS国际水管理联盟

石油化工

化工原料/有机原料

精细化工

原料药/中间体

农药/化肥

食品/饮料/酿造

印染/造纸

钢铁/冶金

其他

29.03%

18.52%

13.58%

8.64%

8%

7.41%

7.41%

4.94%

2.47%

现场活动（部分）

观众评语

尽管化工行业遭遇到了新冠疫情、原材料上涨、环保政
策趋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主办方依旧通过市场宣传，
邀请到了一众高质量化工展商，并在展会现场开设了几场有
关化工三废治理、催化加氢技术、节能环保、中石化招投标
等领域专场论坛，我也在会议论坛中和同行专家及技术解决
方做了一些深度交流，受益匪浅。化工环保，任重道远。

本届展会能在疫情之后顺利开展已难能可贵，感谢主办
方在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我们在展会现场通过多场专
题会议及展品收获化工节能的解决方案，期待明年规模再大
些，把诸多知名品牌和科研技术团队同聚一堂，使化学工业
展在国际上越来越知名。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  何主任

上海雪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祝经理 

多展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海量商机

聚焦中石化物资招投标，深入石油化工资源

走进园区，打通基础化工与制药化工产业链，实现
节能与经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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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