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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盟颁布 ROHS 指令，生态环保电线
电缆的研发和大规模采用已成为国际趋
势。 相对于普通线缆，环保线缆技术含量
高，有更优越的特定性能，如阻燃耐火、耐
高温、耐酸碱、耐腐蚀等。 着眼于技术创
新、关注于原材料的可持续性利用，才能提
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成本。 随着生态环
保的意识增强，环保电线电缆的应用领域
会逐步扩大。

建筑防水投入只占建筑物总造价的 1%，
但建筑物质量问题的投诉 90% 以上都属
于房屋渗漏，据官方数据显示 65% 的建
筑都有出现漏水、渗水的现象，这足够证明
防水修缮行业发展空间巨大，所以近几年
防水材料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十三五 ”
期间建筑涂料增速预计在 6% 左右，其总
量仍将占涂料总量的 1/3 以上。以此为依
据，预计未来中国房屋建筑防水材料行业
需求将会出现稳步上涨，2020 年中国房屋
建筑防水材料需求将会达到 342 万吨，
2024 年中国房屋建筑防水材料需求将会
突破 430 万吨。

建筑防水材料

环保家装电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红头文件《市场监督总局关于食品
中“ 塑化剂 ”污染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
中意见第三条指出：鼓励企业使用不锈
钢材质的设备设施、管道、容器、工具
等。 不锈钢水管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行
业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快！

不锈钢管道

塑料管道

截止 2019 上半年，我国油水分离器行业
资产规模达到 142 亿元，企业规模进一
步扩大。国内油水分离器行业市场需求规
模达到 250 多亿元，其中工业用含油污
水处理占主要市场，规模达 200 多亿元。
近年来餐饮业油污处理需求增长较快，全
国大部分城市开始普及安装油水分离器装
置，对我国餐饮污水处理得到了良好的改
善。截至 2019 上半年全国餐饮业污水处
理油水分离器需求在 60 万台左右，由此
估计，市场规模达到超过 40 亿元。国内含
油污水处理需求显著提升的环境下，油水
分离器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企业或
迎来改革和重组。

环保排水系统

行业市场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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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塑 料 行 业“ 十 三 五 ”期 间 
(2016‒2020) 发展建议》预测，中国于“ 十三
五 ”期间塑料管道生产量将维持在约 3% 
的年增长速度。到 2020 年，预计中国塑料管
道生产量将达到 1,6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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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逐步加速，依托产业化试点推广生态环保、
实惠舒适的绿色建筑正在成为未来新建住宅的主旋律。目前，绿色建筑已经发展到融
合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新阶段，实现节能、节水、节材，全面
提升绿色建筑的质量，使绿色建筑更加生态和人性化。这不仅给相关产业带来了融合
发展的机遇，也为绿色建材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国内绿色建筑给排水行业的高品质专业展，旨在将民用建筑、
商用建筑和市政建设等领域绿色建筑产业链相融合，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商贸交流
平台。作为绿色建筑行业的年度饕餮盛宴，拥有 35,000 平米展示面积的 2020 上海国
际建筑水展由健康饮水管道、建筑排水系统、雨水收集系统、建筑防水材料和环保家
装电线等五大核心展区构成。2019 届展会现场不但汇聚了 418 家海内外参展企业，更
吸引了来自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 26,929 名专业观众。

新板块介绍展会介绍

日前，住建部官方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对建筑防水提出了新要求⸺“ 规
范条文 2.2.1 规定住宅建筑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结构不低于 50 年，屋面与卫生间防水不低于
20 年，地下室防水不低于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即：不低于 50 年）。由此可见，“ 防水失败的建
筑是没有用途的建筑 ”，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是建筑施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防水材
料的合理应用，可防止建筑物渗漏的发生，从而确保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主办方借助多年于绿色建筑行业的影响力，整合各方资源，为您倾力打
造“ 建筑防水材料专区 ”。依托上海国际建筑水展在业内良好的口碑与国际声望，以及各大行
业协会的鼎力支持，本届展会将汇集大量国内绿色建筑行业的优质厂商与经销代理商。

在家装市场，一直以来都有“ 水电不分家 ”的说法。家装管道和家装电线，组成家装隐
蔽工程系统，并拥有一致的材料经销渠道。上海国际建筑水展，经过 5 年发展，以家装管道
为特色，每一届都吸引数百家品牌管道商倾情参展，更是众多品牌年度新品的首发平台。主
办方在此基础上，全新开拓环保家装电线版块，拓宽展商产业链，整合目标观众，与更多家
装电线企业共享家装建材经销代理、装修公司和终端用户等众多领域的数万观众资源。

POGRAY 宝格雷携旗下防火电线、环保电线、阻水电线、超五类 4 对非屏蔽网络线 UTP 型以及超
六类 4 对非屏蔽网络线 UTP 型等创新科技产品亮相于 2019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据不完全统计，三天
展会共接待有效访客 1,000 余人，登记意向客户超过 200 家，现场签单量更是远远超出预期⸺这为
POGRAY 宝格雷在全国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成为
POGRAY 宝格雷与客户合作之路的新纽带。

关于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环保家装电线版块

家装电线 弱电电线

电线附件线缆材料

展品范围

展品范围

宝格雷谈参展体验

创新、新型产品技术展示

践行绿色建筑标准及绿色环保建材战略目标

行业政策发布解读

绿色建筑领域采招标平台
上下游企业共聚分享行业营销及管理经验

技术人员专业培训课程
建筑防水材料 建筑防水涂料防水材料成套

设备和技术
防水材料检测

仪器及设备
防水应用技术 防水系统配件

和辅助材料
防水工程
施工机具

防水材料版块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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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 / 自来水公司 / 市政水务 / 供水厂

设计院 / 咨询公司 / 行业协会 / 科研学术机构

水处理工程公司 / 给排水工程公司

建筑机电总包 / 建工总包 / 消防工程商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 / 工程公司 / 安装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

酒店 / 餐饮及相关管理运营商

装修装潢 / 建材经销

末端净水厂商 / 代理商

暖通工程商

商业 / 公共建筑业主

医院 / 学校

终端工业商业用户

代理商 / 经销商

观众组织观众组织

精选观众名单目标观众
设计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省直建筑设计院

隧道股份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园林设计院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
北京珀丽酒店

皇家喜来登酒店

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七天连锁酒店（勃涛酒店集团）

桥港国际酒店集团

全旺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哈一顿大酒店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上海万达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市政
杭州供排水行业协会

江苏供排水行业协会

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苏州水务集团

吉省桦甸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启东市自来水厂有限公司

晋宁市供水管理局

装饰装修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上海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

绍兴市家居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杭州市装饰装修商会

上海俞润装潢

上海沪佳装饰集团

浙江十杰装饰

上海美凌装饰

江苏米多装饰

厦门瀚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紫业国际设计

上海幸赢装饰

上海青杉建筑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惠生工程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工程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巨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精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高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西郊假日酒店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上海中厨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中油大酒店

苏州万豪酒店

希尔顿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房地产
昆山市房地产业协会

浙江中天建设集团

宁波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开集团

恒大地产

宝龙地产

金茂（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房地产事业二部

南京房地产绿色联合采购

南通银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宝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宝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上海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恒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华泓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建设集团

金鹰地产

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凯德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坤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钱塘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嘉锦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

主办方将联动水暖风领域一线品牌，联合国内外知名设计大咖，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内在功能与外在空间系统地结合，
为房地产开发商、酒店集团、装饰装潢公司、设计师呈现一个恒温、恒湿、恒氧的生态舒适居住环境的应用场景，
倡导视觉、听觉、味觉、嗅觉、 触觉等“ 五感 ”全方位体验。

浸入式生态舒适家居样板房体验秀 

凌子达样板房   

明合文吉样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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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会议活动会议

2020餐厨油水分离器
专题论坛
主办单位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19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全面实施
食品安全战略的关键之年。持续推进“ 地沟油 ”综合治理。
加强油水分离器产品质量监管，研究制订油水分离器产品
标准，建立油水分离器产品质量委托检测和公示制度。加
强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的监管，明确油水分离器安装
使用的具体要求，对餐厨废弃油脂收储设备、油水分离器
安装和使用情况开展检查，督促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安
装与其规模相匹配的油水分离器，并确保正常使用。督促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按照《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规定，实现申报率、签约率、定向送交率和油水
分离器安装使用率均达到 100％。

第五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家具类商品零售额达到 896 亿元，同比增长 5.7%；建
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达到 907 亿元，同比增长 3.6%；家用电器类商品零售额达
到 4,392 亿元，同比增长 6.7%。全屋定制、多品类集成、整装、拎包入住成趋势，向
全屋配齐扩张，不仅做优势产品，而且扩大品类，走大家居路线的全屋定制。有专家
从消费端角度出发，发现业主不断提升对一站式配齐的认可度，他们对全屋定制、整
装的选择偏好极为明显。如果无法提供全屋整装化和定制化，必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在家居建材这条路上很难走的远

论坛议题（拟）
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政策与技术交流

新型油水分离器的技术研发及应用研讨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理技术研讨

2020 水电施工技能大赛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 水电工程在家庭装修中好比人的心脏，水电出了问
题，那整个家庭就会出现瘫痪。”一点也不假，水电工程
是家装中的重中之重。水电工程又被称为“ 隐蔽工程 ”，
电涉及到人身安全，水则最容易带来经济损失。后续工程
开始后，一旦发现有“ 隐蔽工程 ”需要修补，那么将十分
麻烦。此次大赛为深化改革家装企业和创新促发展大大发
力，为家装行业生态链必不可少的水电技工群体一个技能
展示平台。以培养、发掘优秀的水电技工，发扬工匠精神，
传播规范施工工艺、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为目标。

与会嘉宾：
装修装潢公司

水电工程公司 / 建筑工程公司 / 承包商

房地产开发商

商业 / 公共建筑业主

物业管理公司

酒店管理集团

媒体人士

其他相关的行业人士

2020 不锈钢水管推广大会
主办单位
佛山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2019 年是我国不锈钢产业继续高质量发展的年份，产销规模继续增长，市场竞争
继续加剧，创新升级继续增多，不锈钢期货已于 9 月 25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开盘
交易。由此观察，2020 年的不锈钢产业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今年的 2019 年 8
月 1 日，国家住建部正式开始实施国家标准，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明确要求室内
给水系统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因为其独具特色的优越性，安全卫生环保健康，耐腐
蚀性，抗压力等特点。不锈钢水管行业一定会朝标准化、规模化和通用化的方向健康
发展。

论坛议题（拟）
携手推进不锈钢水管生活应用与普及推广

不锈钢水管安装配件、管径等技术规范统一

不锈钢饮用水管在城镇供水市场中的地位

行业协作共赢与特色彰显

论坛议题（拟）
打造拎包入住新服务模式，新装修时代开启

如何看待当下家装行业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高端家装市场布局及供应链整合

企业在发展中的痛点和难点

展示并介绍贵司产品和技术，
推广新品，提升品牌认知度

直面采购企业高层决策者，
获取潜在交易机会

深入了解行业趋势和采购方需求，
获取高新技术信息及解决方案

深度对接行业目标群体，拓展业
务合作，获取行业精准流量池

NEW

徐女士
+862133231460
marcom@buildexchina.com.cn

会议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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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 俱乐部 ”）是世环会携旗下 7 大主题展会上海国际水展 /

上海国际泵阀展 / 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 上海国际智慧

环保展 / 上海国际舒适家居展，为来自政府部门、设计院、工程公司、经销代理商、终端用户及

业主等专业领域的采购决策者倾力打造的一个高效、多元化的采购交流平台。借助世环会在全球

环保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有采购需求的

VIP 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参展企业不但可以在展前通过主办方渠道优先向俱

乐部成员推荐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方案，还能够在为期三天的展会现场与有意向的俱乐

部成员进行面对面的商务洽谈，并获得来自线上对企业产品，技术或服务方案感兴趣的俱乐部成

员信息，从而收获更丰硕的参展效果。

艾碧匹(上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贝瑞斯、普乐仕、
梵尔西、快客易、法思特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压式不锈钢管件

• 切割管件：使用金属管切割器，不需要倒角，去毛刺，管件无
“〇”型圈，不怕割伤漏水
• 承插管件：不需要做特别处理，干净即可，不沾杂物水泥等，

直接把割好棺材直接轻松插入管件到底，管件精心打造，插
后不轻易松动

• 滑压连接：把工具放在需要连接接头，扣上，按压2-3秒连
接，电动工具：一次充电可连接200次，电池180V，充满时间
30分钟

浙江革丰科技有限公司

滑压不锈钢管件

浙江健恒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轧不锈钢卷板、不锈钢水
箱、不锈钢管材管件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年产15万吨高端精密冷轧不锈钢及2万吨不锈
钢管材管件，不锈钢管材管件主要有卡压式、沟槽式、焊接式
等系列产品及配套工具，具有行业内为数不多的酸洗钝化表
面处理工艺。健恒不锈钢水管具有无污染、防冻裂、管用百年
的产品性能。品牌携手中央电视台通过CCTV1、CCTV2、
CCTV7、CCTV10四大黄金频道展播，是国内产业链最完善的
不锈钢净水系统全产业供应商之一!

浙江健恒实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管件

www.zjjhss.com

德国班尼戈始创于1909年，历经百年时间见证德国品质。班
尼戈产品系列涵盖给水、消防、燃气等领域，产品采用优质、
医用级原料，安装便捷快速。班尼戈多点卡压技术确保系统
更加安全，专利防漏卡环技术远高国内标准。班尼戈是管路
系统行业领导者，提出全屋活水系统，确保安全热水、健康冷
水、舒适用水。百年品牌，太平洋保险承保，为您提供每一滴
符合德国标准的水。

www.conexbanninger.cn

创新环压式链接，利用钢管自身的刚性，采用专门的环压工
具在管道部位同时压制锁紧和密封腔，从而实现管材与管件
的紧固与密封。安装时先将宽带密封圈套在管材端部插入管
件的承口，通过专用工具挤压管件的密封段使其端部下凹嵌
入管材，挤压过程中密封腔内的橡胶材料会因承受压力而蠕
动直至填满整个腔体，进而实现可靠密封。

www.commc.cn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 无铅抑菌、健康自洁 • 耐腐蚀、不结垢
• 水流阻力小、膨胀力小 • 耐热耐压、寿命更长
• 保温性能好、更节能 • 无毒无害、安全卫生

江苏品升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www.pesgy.com/ch/default.asp

• 安装便捷 • 技术领先
• 航天级密封圈 • 独特连接
• 双六边形卡压槽 • 低阻低噪

福建革升不锈钢水管有限公司
www.fjgosung.com

卡凸式连接技术，是采用了正康独家发明专利的一种管用管
接头（专利号：ZL01 1 05997.4）、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管用接
管接头、实用新型专利：管道连接管用扩管装置。该技术借鉴
和吸收了活套法兰和日本可挠式连接技术，是薄壁不锈钢管
安全可靠、绝无渗漏的新型管道连接技术。

www.cnzjzk.com

随着中国不锈钢生产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同步，金牛不锈钢
水管通过大规模自动化生产，取得了良好的产品性价比。通
过使用完全成熟的使用管材、管件连接技术，解决了不锈钢
水管的渗漏问题。通过轻便、高效自动化施工机具的大规模
使用，有效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施工效率。

www.wuhankb.com

不锈钢卡凸式管件

金牛不锈钢水管系统

PPR不锈钢管

不锈钢流体输送管件

展品预览
饮水管道

采购产品   饮水机、储水罐、管道、净水设备、直饮水设备等
产品要求   符合国家涉水卫生标准生产企业，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及供应能力，设备检验检 
 测合格
 饮水机，开水机等均是目前承接的直饮水工程所需，应用场所主要就是学校，办
 公室，医院等均有涉及，没有特殊参数要求，市面常见价格有优势即可
采购预算   年采购预算几千万甚至上亿

采购产品   净水及软水系统、水泵、水管等
产品要求   净水及软水系统均选用一线品牌 
 水泵、水管选用知名品牌，适用住宅类工程
 目前项目处于进行状态，需要合适供应商
 做设备报价
采购预算   根据供应商报价确定

上 海 ** 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 ** 管业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自来水供水管道配件、供水管件、管材、涂塑钢管、不锈钢钢管、阀门泵、水厂水 
 净化处理设备
产品要求   泵管阀希望可以见下格兰富和杜克比这两家或者同类型展商
 供水以及给水和处理方面的设备，必须有给过大型污水厂自来水厂的供货经 
 验，且设备处理能力以及运行必须有保障
采购预算   150-300 万 / 年

采购产品   地暖设备以及配件，水利源热泵，全屋净水
 设备
产品要求   净对于供应商没有特别要求，只要其合法  
 经营，基本产品认证齐全，性价比高即可
 有比较完善的售前安装和售后维护支持
采购预算   20-30 万

** 水暖 湖北 ** 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304 不锈钢管 , 一体化污水设备
产品要求   一体化污水设备针对市政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在河北地区，处理量 100m³/D， 
 要求到达河北地区标准
 304 不锈钢管规格 dn20-100 的都需要，工程安装方面用到
 寻找国内生产厂家，企业资质齐全，关注产品的性价比
采购预算  200 万 / 年

采购产品   水泵、管件、管材等
产品要求   水泵主要是潜污泵、污水提升泵
 我司采购的主要依据就是同质量的前提
 下，以价格未决定条件，不看品牌以及知
 名度
采购预算   800 万 / 年

潍坊 **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NEW

NEW

NEW 新展商

VIP买家团

+86 21 33231382
sales@buildexchina.com.cn
www.buildexchina.com.cn

了解更多详情，敬请联系

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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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威伯森

WIBOSN威伯森管道系统采用世界上领先聚合工艺合成的
高性能聚丙烯材料，其耐高温、寿命长等性能远优于市场上
其它常见的塑料管道。寿命更长：WIBOSN威伯森PPR净水
管道系列寿命可达100年。更耐高温：WIBOSN威伯森PPR净
水 管 道 系 列 可 在 9 5 ℃ 的 高 温 下 间 歇 使 用 。更 耐 低 温 ：
WIBOSN威伯森PPR净水管道系列在-20℃时仍能保持良好
韧性，比传统塑料管材更适合在冬季低温条件下安装使用。
连接方便可靠：WIBOSN威伯森PPR净水管道系列具有良好
的热熔连接性能，采用高品质的传统热熔工具，在260±5℃
温度下，便可完成热熔连接，连接点处热熔密封性优异，不会
因为外界温度变化而漏水。

www.wibosn.cn

致净水级PP-R管道

德国洁水

• 德国原装进口PP-R/PP-RCT管道
• PRCT的创始人
• 大口径管件唯一生产者，包括模具在内全都工厂自行研发生产
• 专利的复合纤维管道生产技术
• 管道承压能力超过其他同品牌
• 所有产品可以热熔连接
• 管件、管材上打印  “Made in  Germany”确保德国原装进口

www.aqua-scie.com.cn

PP-R/PP-RCT产品

选用全球闻名的聚丙烯供应商北欧化工出品的 PP-R 管道专用
料，该原料为 PP-R100 级原料，具有独特的耐温耐压性能，长
期应用更加安全放心。

英国柏可威
www.bokwell.com

PPR给水管道

德国城家

PPR抗菌管

在2004年，我们提出PP-R抗菌管道概念，以打造具有抗菌、
抑菌、自洁的功能性塑料管道为背景，积极投入开发、研发技
术力量，并于2005年获得成功；PP-R抗菌管道产品的抗菌性
能测试，得到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及SGS机构等权威认
可，同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www.rehomepipe.cn

无锡万代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铜水管

• 经久耐用：紫铜集耐寒、耐热、耐压、耐腐蚀和耐火等物化性
能于一体

• 方便快捷：安装便捷一插即可，可拆卸并重复使用，安装后，
管件可以随意旋转360°

• 节能环保：无碳安装，可以节省材料和能源，材料100%回收   

www.wdgykj.com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 天然杀菌和抑菌能力 • 优良的物理性能
• 优秀的耐腐蚀性 • 性价比高
• 绿色环保 • 使用寿命长

www.hongtai-copper.com

铜水管

• 卫生性—采用北欧化工食品级原材料，欧洲标准环保铜，无
镍铬，卫生性能优越

• 稳定性—采用热熔连接方式，热熔时无色无味。热熔后不渗
漏，热稳定性、抗冲击性、环境兼容性高

• 耐用性—耐腐蚀、耐磨损、耐温耐压性能卓越。光洁、不结
垢、流体阻力小，隔热隔音效果更优

 德国高勒

PPR管材管件

www.glorypipe.com

意大利班比

家装管道

www.bampi.com.cn

• 底蕴：意大利·班比成立于1977年，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一直不忘初心，不断创新

• 健康：食品级原料,北欧化工原料，CW617N欧标环保黄铜
• 可靠：意大利本土生产，意大利原装进口，所有产品均通过

欧盟认证
• 环保：内壁光滑，不易生苔；防紫外线，抑制细菌生长；铜水 

分离，天衣无缝， 防止二次水污染
• 技术：全铜封塑，更安全；铜水分离，更健康
• 耐用：水管管壁和水流直径均达到欧洲标准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PP-R管路系统

德国瑞好

RAUFUSION ® plus

• 使用寿命长达100年
• 强度高，可承受每秒30米的高速水流冲击
• 不腐蚀无超标渗出物，可达0污染
• 热传导系数低，保温性能好，特别适用于热水
• 专用于不锈钢水管连接的卡压式连接技术已获国家多项专

利，施工便利快捷，连接可靠安全
• 密封性能大幅提高，工作压力可达2.5MP，可终身免维修
• 先进的机械压封锁管技术使每一处连接都可有数毫米的伸

缩余地，可在-40℃～120℃温差达160℃的环境中放心使用

如竹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可弯式不锈钢净水管路系统

www.rzhbkj.cn

• 任意切割，随意反边扩口，一插一扭轻松搞定
• 材料：S30408有缝不锈钢管
• 密封：三元乙丙橡胶+聚四氟乙烯（双重标准密封性能）
• 工作压力：最大1.6Mpa
• 工作温度：-20℃~150℃
• 连接方式：专利锁扩式连接技术

玉环豪立信铜业有限公司

锁扩式连接不锈钢水管

www.hlxquick.com

• GF采用全球统一标准，以更高要求打造安全的PP-R产品，
呵护您家庭的用水健康

• 采用国际认证原料
• 甄选饮用水铜材
• 设备性能更强产品质量更优

www.gfps.com

全新上市瑞好RAUFUSION® plus，采用巴塞尔公司PP-RCT进口
材料。无毒、无害、耐腐蚀，良好的耐温、耐压性能，使其既能作
为生活冷热水管道，也可用于采暖系统。管件采取特殊沟槽设
计，能承受巨大力矩，滚花螺纹可提高密封性，确保管道系统寿
命超过50年。瑞好全系列给排水产品，覆盖舒适高端等多个档
次，可满足不同层次与工程类型，敬请莅临瑞好展位咨询。

www.rehau.com

Reliance Worldwide Corporation (Aust.) Pty. Ltd

欧洲威文

• 抗菌作用强，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抗菌率达到99%以上

• 采用长效缓释的无菌纳米抗菌成分，在整个管道使用寿命期
间都可以保持良好的抗菌，防霉性能保持用水安全

• 产品导热系数仅为金属管的二百分之一，用于热水管保温节
能效果极佳。100％优质进口原料，与先进工艺完美结合，管
材管件同质热熔连接融为一体，杜绝渗漏

• 韧性好，耐热和抗蠕变性强，在正常的压力和温度下使用，使
用寿命可达50年

公元集团（永高股份）
www.era.com.cn

• 五星级生活热水体验，出热水就是快
• 一根管顶两根用，省材料、省电、省钱
• 可分接淋浴房专用地热，暖暖的十分舒服，可分接水热毛巾

架散热器，非电更安全

浙江管一管管业有限公司
www.管一管.com

所有SharkBite管件都由无铅耐脱锌黄铜制成，符合ASSE 1061
抗脱锌材料要求；SharkBite连接系统可与紫铜管，CPVC管，PEX
管和PE-RT管连接；SharkBite提供25年质保；在使用SharkBite
管件时，无需胶合、焊接和其他辅助工具，方便快捷；SharkBite
管件在安装后可旋转，在狭小的空间内更易安装；经认证，可直
埋墙内或地下，不需要预留维修口；经认证，管件的最高使用温
度是200℉（93℃），最大使用压力是200psi；经NSR/ANSI61和
ASSE 1061认证，产品可用于饮用水和热水供暖系统。

www.SharkBite.cn

创建于1955年，总部位于欧洲荷兰威文管道至今八年蝉联
Crain欧洲塑料管道行业排名榜首，占据欧洲90%的管道市
场份额全球领导品牌。全球管道行业航母级企业全部使用德
国BASELL巴塞尔PPR专用原材料使用欧洲标准抗脱锌环保
黄铜，确保用水健康威文管道中国市场平安保险100万欧元
品质质保。

www.wavin.cn

SharkBite全屋住宅管道系统

威文管道

公元优家PP-R给水管材管件

单管热水循环系统

饮水管道饮水管道

展品预览展品预览

NEW

NEW

NEW 新展商NEW新展商12 13



德国弗沃德

• 源自德国，质量承保
• 国际权威认证认可
• 北欧化工原料，源头确保品质
• 抗老化性能强，超长质量保证
• 耐热性能优越，瞬间耐受温度高达100℃
• 抗压性能好，最高可承受20-25公斤压力
• 工艺精良，保温性、抗压性、熔接性更强

www.germanypipe.com

家装管道

德国阔盛

1978年，德国阔盛全球首创研发出 fusiotherm PP-R 管道系
统，通过特殊工艺生产出绿色全塑料管材和管件。此项发明
颠覆了金属管道一统天下的时代。40多年来，这一管道系统
已在全球各应用中显示了它出色的技术实用性，并且被各界
专家公认为用途最广泛质量最上乘的塑料管道系统。

www.aquatherm.cc

生活饮用水管（PP-R管道）

• 索兰德成立于 1913 年，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是欧洲著
名的智能舒适家居系统服务商。品牌始终坚持改善室内家
居生活的理念，为人们家居生活创造舒适条件,提供全屋智
能舒适家居系统解决方案

• 暖通系统涵盖地暖管、分水器、散热器等，为现代都市营造
室内温度适宜，温度恰当、空气洁净的良好工作与生活环境

• 供水系统涵盖PP-R绿色生态管、水暖铜件等，严选北欧化工
原料，欧标环保铜，使用全新原料，无废料，无可回收料，让
用户体验环保、安全、健康的可靠管道系统

• 闸阀的启闭件是闸板，闸板的运动方向与流体方向相垂直，
闸阀只能作全开和全关，不能作调节和节流，目前广泛用于
供水系统

• 流动阻力小
• 启闭时较省力
• 介质流向不受限制
• 全开时，密封面工作介质的冲蚀比截止阀小

索兰德中国
www.solerad.cn

家装管道

世丰产业集团

世丰玄武岩管

• 玄武岩航天管的主要材料为天然玄武岩纤维，具有重量轻、
强度高、耐酸、耐碱、不怕腐蚀、耐热、防冻、实用性强等特点

• 采用航天材料玄武岩纤维融入PPR管道，管材刚性更强
• 管材热膨胀系数为普通PPR管的 1/3，大大减小了管材的变

形
• 三层结构设计，管材强度更高，性能更稳定

www.chprf.com

红日阀门有限公司

南鯨豚家庭用
水安全卫生防护系列产品

南鲸豚智能防漏阀拥有3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南
鲸豚防水锤产品拥有1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南鲸
豚智能前置过滤器拥有2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暖
通防漏水系列产品，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

浙江固力管业拥有多年波纹管生产经验，在研发和生产能力
方面，一直走在全国波纹管行业的前沿，特别是在小口径、高
难度、特殊型波纹管生产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公司在国内外
客户和波纹软管行业中享有较高声誉，与国内多家燃气公
司、国外客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的原料配方，通过高密度特殊分子结构材
料吸收并阻隔声波的传递。采用承插式胶圈密封柔性连接，
水密性能好，装拆方便，可不受安装环境限制，降低安装费
用。

www.nanjingtun.com

浙江盾运实业有限公司
www.dunyunvalve.com

新型足径黄铜闸阀

浙江固力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波纹管

www.chinayuanbang.com

上海宏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HTPP静音排水系统

www.hopelook.com

浙江铭仕不锈钢有限公司

环压不锈钢直通DN15-100

浙江丰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不锈钢双卡压式管件

• 轻巧型设计，结构零件采用优质航空铝材，保证产品强度的
同时使产品重量更轻

• 核心零件采用通用化、标准化制造，品质更有保障
• 具备自动压接功能，达到最大压力自动释放并使活塞复位，

并具备中途手动复位功能
• OLED显示屏，具备电池电量、压接次数和故障信息等功能
• 18V高性能锂电池，动力强劲有力，更高的压接效率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重心平衡，更适合单手操作

台州巨力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PZ-1930

www.zuppertools.com

• 压接能力较大（达300mm)
• 自动泄压、复位
• 可顶部翻转型压接头，可旋转360°
• 单手操作
• 紧凑型压接头，适用于空间狭小的工作环境
• 内部微系统控制

玉环捷力特工具有限公司

充电式液压钳

www.jielitetools.net

本产品可用于供水、供气、供暖、采暖、生活直饮水等管路，卫
生性能环保，是管路系统不二的选择。

www.mingshi-group.com

• 健康卫生性能高：不锈钢材料是目前可以植入人体的材料，
它的卫生性能是毋庸置疑的，长期使用对水质无污染，可以
保证水安全

• 生命周期长：经久耐用，具有7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不易腐
蚀，具有优良的物理和耐腐蚀性能，外观美观，可以明装

• 杜绝跑冒滴漏：免维护、零泄露，由于薄壁不锈钢管的耐腐
蚀性能好，可与建筑物同寿命，在整个使用期内，避免更新
和维护，节约使用成本

www.fbhbkj.com

光丰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华征管件科技有限公司

• 操作简单、快速、安全
• 两段式液压系统，无压力时快速推进，压接接触后变速推进，

大幅缩短操作时间
• 10000次+寿命，参照国际领先标准
• 自动复位，压管完成后自动泄压，活塞快速退回起始位置
• 压管半途出错时，可通过手动复位键将活塞退回起始位置
• 动力安全功能，马达自动停止,强劲高容量18V/4.0Ah锂电池
• 外观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台州瑞祺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www.huanhuchina.com

• 人体工程学设计，结构紧凑轻便
• 开放式C形压接头
• 钳头部分可以左旋转350°，适合在狭小空间作业
• 带数显功能，时刻监测剩余电量、压接次数和缸体温度
• 强大的18V可充电电池，工作更安全、更高效
• 手动复位功能/自动复位功能
• 工作寿命长，达国际先进水平

上海长青电工实业有限公司
 www.ceecorp.cn

• 强力抗震“五不漏水”：经长期实践证明，连接系统在破坏状
态下具有“五不漏水”的优异品质

• 超强的耐腐蚀性：产品经过高科技界面硬膜屏蔽防腐技术处
理，使304材质表面达到了316L的抗腐蚀性能

• 良好的经济性：正常使用寿命可达50年以上，极少维护烦恼，
经济耐用，性价比优越

• 极佳的卫生性：内外表面经过抛光净化，达到医疗、食品级卫
生标准，不产生水质污染且水力特性好，流阻小

适用行业：城市供水，制药，生物，食品，冷却设备，啤酒饮料，
电子，化工，天然气，造船，造纸等行业。生产技术：卡压式水
涨机，全自动弯管机，全自动倒角机，中频感应推制机可煨制
DN10-DN1200（3/8"-48"），壁厚sch5s-sch160-XXS，液压机
模具可推制DN10-DN500（3/8"-20"），壁厚sch5s-sch80。产
品具有内外表面光洁、内（外）径误差小、壁厚均匀、金相组织
细密，机械性能好和耐腐蚀，寿命长等特点，卡压式管件按
GB/19228.1-2011技术标准执行。

www.hzpipe.com.cn

不锈钢卡压管件

不锈钢水管

充电式液压压管钳HHYD-1550B

电动液压压接钳（充电式）

展品预览展品预览
饮水管道饮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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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皓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经验和技术开发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环
保的阀门产品，以及专业高效的产品定制服务。 生产设备先
进，生产工艺不断更新，配合完善的检测手段，使产品质量始
终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原材料采用HPb59-1材质，毛坯采
用高温回火（升温至550-580℃，保温5小时后自然冷却）工
艺，材料韧性更好、强度更高。密封元件采用环保材质，安全
无毒，不渗漏，耐磨、抗老化。产品整体外观美观大气，手感良
好。阀体全通径设计，流量大。设计数据完全达到或超过国
标。安全壁厚可完全满足市场要求，简约、别致、实用。本公司
产品均由中国平安保险质量承保。

www.coliter.com

铜闸阀及铜阀门

埃美柯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采用增强型聚四氟乙烯密封材质，具有外观大气、密封
性能好、抗腐蚀能力强、启闭方便、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广泛
使用于高端酒店、政府工程、高铁建设和设备配套等领域。

www.amico.cn

8255不锈钢球阀

公司拥有多年管道生产制造经验，注重创新型人才培养，技术
力量完备，拥有完整质量管理体系和优秀的质量管理队伍。原
材 料 采 用 太 钢 、浦 项 原 产 一 级 钢 带，产 品 全 面 满 足 国 标
GB/T19228、GB/T12771、GB/T 17219、德标DIN及欧盟EN最新
标准。不锈钢管材与管件采用给水管道专用设备最新工艺技
术生产，通过焊接、内焊道整平、在线固溶、光亮退火、涡流探
伤、定径、切割、端口修平、气密性检测、抛光、包装等十几道工
序精制而成。出厂产品全部经过气密性、力学性能等全项目严
格测试，确保投放市场产品“零投诉”，保障客户生活用水输送
管道“管用百年、健康百年”。

• 安装简易、质量稳定、可根据需要拆卸
• 连接口强度高，可达到管体许用强度
• 比其他链接以更薄壁化，应用成本低
• 螺纹借口采用液态生料带密封，耐老化性能更好，密封更牢

靠

广东杰的管道科技公司
www.jdpsp.cn

不锈钢水管

浙江苏明阀门有限公司

黄铜球阀系统

• 产品规格：3/4" 1" 1¼"
• 公称压力：PN16
• 适用介质：水、气、非腐蚀性液体
• 适用温度：-20℃≤T≤120℃
• 螺纹标准：55°英制G管螺纹

www.chinasuming.com

荣事达管业

精品家装橙色
PP-R给水管材、管件

• “荣事达”六十多年国民老品牌，管业作为旗下产品多元化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生产经营PP-R、PVC、PE-RT等管
材管件

• 原装进口韩国晓星料，原料纯正，健康安全
• 增强壁厚，耐温、耐压，性能提升
• 采用优质黄铜，镀铬钢印、包塑处理

• 采用关键制造工艺：气体保护焊接；酸洗钝化；固溶处理；数
控机床加工

• 从原料到产品，确保产品品质
• 管件成品做到100%的检测率
• 出厂检测指标主要为尺寸、外观、水压试验、气密试压、耐压

试验
• 达到或取得相关质量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

安徽安凯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不锈钢波纹管道的
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公司自主研发的不锈钢
波纹管道、配套管件及净水设备等均采用高档S31603（属可
植入人体的医用级）不锈钢原材料，以保证家用水系统的每一
个环节均有质量保障。产品优势：健康绿色，清洁卫生；耐腐
蚀，耐高低温，终身保修；弯曲自如，施工方便；一管到底，无漏
点，更安全。公司先后通过了ISO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多项国际认证，并获得“中国十
大行业领先品牌”、“AAA级质量、服务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www.rsdgy.com

广东立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www.lifenggy.com

锥螺纹式薄壁不锈钢

玉环市金铼铜业有限公司

玉禾不锈钢管道系统

www.sinoyuhe.com

不锈钢波纹管

安徽安凯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www.ankaite.cn

家装电线

展品预览展品预览

广东材通实业有限公司

欧洲6P环保透明线管
及管件配套系列

美国金貂

美国金貂阻燃电线

• 透明线管，V0级阻燃标准，离火自熄，更多精英的选择
• “五不破裂”即暴踩、暴锤、暴摔、辗压和瞬间空弯，韧性十足
•  欧洲6P环保质量标准，相当于儿童玩具，仅次于食品级
• “装配式全屋活线”无需人工弯管，自由拼接，使用寿命更长
• 真正意义上隐敝工程，透明化施工，业主居住更放心
• 直观内部，及时检视，便于纠正，验收快捷，安全可靠更有保
  障

www.ctube.group

• 专业家庭安全布线用电品牌
• 德国TUV安全认证、欧盟CE安全认证
• 全系产品阻燃、全系线径达标、全系检测合格
• 铜芯采用高品质99.99无氧铜
• 中国平安产品质量保险，安全有保障
• 高标准、耐高温，确保家庭用电安全

www.jdzrdx.cn

德国宝格雷

IDEAL INDUSTRIES ASIA LTD 
理想工业公司

绝缘料采用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材料加无卤低烟阻燃剂，耐
温等级高达150℃，使用寿命可达70年以上。4对非屏蔽网络
线：高纯优质无氧铜导体，阻抗低，传导性能大幅提升，屏蔽
性能高，阻抗更稳定。

www.pogray.com

• 协议：蓝牙mesh双控
• 主机（网关）：天猫精灵直接充当网关直连
• 控制路数：25只开关（约50回路）
• 超出控制路数需要增加天猫精灵账号绑定不同的天猫精灵

音箱扩容
• 安装布线/双控多控实现方式：原位替换机械开关/物理接线

方式实现双控多控等
• 近场操作：电容式触摸/轻触按键

Idealindustries.cn

高端家装-防火电线

智能开关

英国柏可威

柏可威电线

• 载流量大：辐照交联技术让材料的分子结构从线形变成三
维网状分子结构，耐温登记从非交联的70%提高到90℃、
105℃、125℃、135℃、甚至 150℃，比同规格的电缆载流量
提高 15~50%

• 绝缘电阻大：Bokwell避免采用氯化钠作为阻燃物，因此防
止了交联时的预交联和因绝缘层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使绝
缘电阻下降现象，从而保证了绝缘电阻值

• 使用寿命长：过载能力强，耐温等级高，老化温度高，所以延
长了电缆在使用过程中循环发热的使用寿命

• 环保、安全：由于电缆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无卤环保材料，所
以电缆的燃烧特性符合环保要求

www.bokwell.com

饮水管道

宁波杭甬管业有限公司

艾利特316L不锈钢波纹管

公司生产的艾利特316L不锈钢波纹水管，安全健康，方便耐
用，解决了目前普遍使用的PPR塑料水管因材质性能造成的
水源二次污染的问题。艾利特可弯式健康水管，所需连接件
少，安装便倢，永不泄漏。可适应-40℃-120℃的使用环境，耐
腐蚀抗老化，使用寿命长达70年。柔韧性强，抗压可达50公
斤。

hangyongweiyu.1688.com NEW

NEWNEW温州琥珀管业有限公司

卡压管件

温州琥珀管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卡压管件的公司。广
泛应用于宾馆酒店、医院、消防、食品饮料及大中型建筑工程
的直饮水，冷热水系统，燃气管道系统，蒸汽，工业油管系统
等领域。公司自创办以来，不断吸收国内外技术，引进具有先
进水平的数控机床，压铸机及其它加工检测设备，保证了产
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科学的创新，严格的企业管理，使“康
澄”牌系列产品远销国内外，并获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信
赖与好评！

www.hupopipe.com

不锈钢配件

温州安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不锈钢管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生产企业。生产不锈钢卡压
式管件专用螺纹接头，内丝，外丝，活接，国际I系列，II系列德
标，欧标，丝扣管件、高压管件、管子丝、非标配件、球阀、法兰
等等。我公司在二十多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随着数控设备和技术的研究以及新工艺的应用，产品更加完
善，产品广泛用于石油、造纸、化工、排污、冶金、水厂、电厂高
层建筑，消防系统及工程配套管道上。

温州安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wzanmiaoliuti.1688.com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新展商NEW新展商16 17



环保排水

展品预览

不锈钢焊管精密模具

上海港圣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内置自动除渣，自动除油，曝气分离，自动加热，自动强
排，自动反冲洗，油桶渣桶称重报警功能。实现了全自动化使
其操作简洁方便。占地面积小等特点。

www.shgshb.com

外置油水分离器

安徽天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采用框架装配式结构，整机由自动提升、分
拣、破碎、挤压输送、生物降解、智能物联等功能部件组成，将
日常产生的餐厨垃圾进行源头就地消纳处置。创新新工艺、新
方法、新结构，作为集中处理方式的有效补充，全方位无死角
将餐厨垃圾进行处理，创新本地化、资源化、批量化“小区、园
区、厂区”就地处置体系。实现了将餐厨废弃物变废为宝、资源
再利用，通过一键式操作，将餐厨废弃物转化为绿色有机肥基
肥。

www.tj021.cn

天健餐厨垃圾资源化
智能处理装备

石家庄恒睿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HCY环境友好型油水分离

• 液压分离技术，设有气浮、电加热、搅拌等功能
• 电动执行装置实现高效分离自动排油
• 残渣免处置专利技术，免人工处置
• 密闭处理技术免人工维护、环境友好
• 隔油提升一体化设计

www.hengruiwater.com

依凡克真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真空排水系统

真空排水系统是有别于重力排水系统和压力排水系统的一种
排水系统。真空排水系统是利用真空设备使排水管路内产生
一定真空度，利用空气输送介质的排水方式。真空排水系统中
的污水以气水混合物的形式，以不大于7m/s的流速在管路内
输送。室内真空排水系统特点决定了它的适用领域。

www.evacbuilding.com

• 材质：SUS304、SUS316
• 优势：国家专利产品、维护方便、出水稳定可靠、智能控制、

节能运行、占地面积小、易于安装维护、全密封结构、无异味
• 适用范围：适用于家庭厨房或沿街商铺，地铁。商业在综合

体独立商铺，政府和事业单位食堂，可实现地下室厨房污水
隔油提升排放。超多用途，一机搞定，享受便携生活 

苏州奥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厨下型油水分离器

www.olga-china.com

• HDPE材质，不腐蚀，抗氯化物性能强。
• 模具一次成型，密封性好。
• 二次分离，除油率大于等于99%。
• 智能自动加热，二次保护功能。
• 全新的餐饮费水解决方案，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技术。
• 契合国内厨房排水习惯，不堵塞

上海艾澜达泵业有限公司

OK系列油水分离器工作原理

www.alandawater.com

引进德国西门子数控车床、德国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专业设计
制造不锈钢管、钛合金管、镀锌钢管、精密焊管模具及设备生
产线、提供整厂策划与技术支持。

佛山市源新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至尊套餐 升级套餐
展前 展中 展后 展前 展中 展后

浏览权限
500条

详细报告

首页位置

专属标识

专属标识

2期，优先位置

首页位置

全年专属定制

全年专属定制

专属标识

全年优先位置

全年优先位置

2期

1期，专属定制

2期，优先位置

优先位置

优先位置

1次，优先位置

200份,专属定制

2次

2篇，优先位置

1篇

可发送/接受邀约

2篇

2期

详细报告

首页位置

专属标识

专属标识

1期，默认位置

内页位置

专属标识

全年默认位置

全年优先位置

1期

1期，专属定制

1期，优先位置

优先位置

优先位置

1次，默认位置

1次

1篇，优先位置

1篇

1期

全年专属定制

全年专属定制

可接受邀约

浏览权限
300条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整合营销套餐
服务内容

智能数据系统服务

展会现场广告投放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
广告投放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
企业/产品信息推送

主办方多营销渠道
新闻发布

企业展期活动推广

企业在线产品展示/
促销资料推广

目标买家联合邀约
及配对

营销渠道

在线产品展示

促销资料推广

在线配对系统

目标买家联合邀约

目标买家配对

企业展期活动新闻发布

电子快讯企业展期活动罗列

展前预览活动罗列

观众指南活动罗列

会议导览图活动罗列

企业展期活动现场引流服务

企业展期活动落地页

企业展期活动APP站内信推荐

产品推荐新闻发布

企业定制新闻发布

展会现场媒体采访/展后报道

展商定制观众邀请函(电子)

产品推荐电子快讯

展前预览产品陈列

产品营销推广页

产品APP站内信推荐

展商定制观众邀请函(纸质)

网站首页推荐展商Logo

微信推文Banner

展前预览产品推荐标识

网站首页Banner

电子快讯Banner

展前APP Banner

LED屏广告轮播

展中 APP Banner

观众指南特别标识

展馆导览图特别标识

营销数据统计报告

互动意向客户数据分享

营销推广渠道

NEW

NEW新展商

佛山市高明永顺发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 永坚机械—行业一站式设备供应商
• 始创于1999年，集制管机械与制管为一体，多年来积累了深

厚的制管经验，研发更实用的制管机械来服务行业
• 拥有十年的水管生产管理经验，熟悉水管的生产工艺及技

术要求，针对水管的高要求特性，定制高精准的设备、模具
• 加工车间全部采用高精度的加工中心及数控车床为最基本

的生产装备
• 真材实料、稳定的品质是永坚产品的标准

www.fsyuanxinya.cn

www.gdyongjian.com

不锈钢水管机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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