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前预览
2021年6月2-4日

上海 丨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5.2号馆

2021上海建筑水展
水处理展

同期举办

主办机构 参观咨询

400 665 3755
visitor@wietecchina.cn
www.buildexchina.com.cn 扫码即刻预登记

生态舒适展 
系列展

BUILDEX CHINA (SHANGHAI) 2021上海国际建筑给排水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聚焦于住宅与商业空间
展示全球高新建筑给排水技术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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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上海建筑水展
上海国际建筑给排水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BUILDEX CHINA (SHANGHAI) 2021

第六届上海建筑水展作为国内建筑体给排水行业的高品质专业展，聚焦于住宅与商

业空间，集中展示健康饮水管道、建筑排水系统、环保家装电线三大主题，并与制冷、

供暖、新风、净水等主题相结合打造生态舒适系统，倾力呈现高新技术与解决方案，搭

建一站式资源共享及商贸交流平台。 

在展会期间，展出的新产品和演示的前沿技术横跨民用建筑、商用建筑和市政建设

三大领域，为观众提供了建筑给排水和隐蔽工程领域全产

业链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此外，通过与众多在

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家装工装机构、协会及行业媒体的合

作，推出了十余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业内资

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产品和技术应

用案例，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值，从

而为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展会亮点

展会概况2021上海建筑水展

展会简介

官方微信公众号

六年深挖垂直领域持续开拓，家装隐蔽工程观众共享

三大主题，与“ 冷暖风水智”产品相结合，缔造生态舒适系统

整合多营销渠道，展会APP+35万官微粉丝实现全年营销

VIP钻石买家俱乐部，甄选邀约优质买家到场

行业产业政策发布解读，创新、新型产品技术展示

十余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上下游企业共聚分享行业营销及管理经验

行业直通车助您开拓细分市场，“直通”目标群体

迎合政策导向，助力拓展装配式建筑业务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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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展馆交通

扫码预约大巴接送 

展品范围 目标观众

展馆分布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

净水展5.2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空气新风展

净水展6.2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建筑水展

5.2Hall
展馆 舒适系统展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11号/
上海市盈港东路168号

2021 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3 日  星期四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五  09:00-15:00

N 

7.1Hall
展馆

4.1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8.1Hall
展馆

盈 港 东 路

南 广 场

徐泾东站

塑料管材与管件
PP-R管材\管件   
PE-Xa管材\管件       
PE-RT管材\管件   
PE-Xc管材
PVC管材\管件
PE-X管材\管件
PB管材\管件
塑料快接管件等

环保家装电线
防火电线\阻水电线   
网络线\电视线   
线缆材料   
电线工具\附件等

金属管材与管件
铜水管\管件   
钢塑复合管\管件
薄壁不锈钢水管\管件   
不锈钢波纹水管\管件     
铜塑复合管\管件
不锈钢水阀 
不锈钢(铜)快接管件
铜水阀   
不锈钢分水器
水暖配件等

建筑排水系统
污水提升设备
虹吸排水系统   
屋面雨水系统   
线性排水系统
餐饮油水分离设备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等

管道工具与附件
金属管道工具   
塑料管道工具   
管道支架   
管道修复   
密封圈   
管道胶粘剂等

配套产品及附件
管材(管件)生产设备   
管道切割设备  
管材(管件)检测设备
管件模具    
螺纹件
管材(管件)包装设备
管件接头
打标机\喷码机等

•  代理商/经销商/贸易（渠道类）

•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给排水工
程公司/安装公司

•  装修装潢/家装/工装公司

•  政府部门/自来水公司/市政水务/
供水厂

•  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市政建筑

•  建筑机电总包/建工总包/消防工
程商

•  末端净水厂商/代理商

•  设计院/咨询公司/行业协会/科研
学术机构

•  暖通工程商/热水工程商

•  房地产开发商/酒店/餐饮及相关
管理运营商

轨道交通
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由西 0m/ 西 8m 登录厅进入参观。

出租车 / 自驾车
自    驾：导航至涞港路 111 号，由展馆 18 号门驶入进入指定位置停车后，步行至南广场扶

梯由南 8m 登录厅进入参观；或导航至“国家会展中心 P5 停车场”后，乘坐接驳
车至 7.1H/8.1H 尾端登录厅进入参观。

出租车：推荐盈港东路 168 号下客，直接由南广场扶梯至南 8m 登录厅进行登录；或在涞
港路 111 号下客，由展馆 18 号门步行至 7.1H/8.1H 尾端登录厅进入参观。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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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1 60908441

helen@chcbiz.com

火爆招募现在正在火爆招募
实力买家详情请联系

VIP买家俱乐部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世环会携旗下7大主题展会上海水展/上海泵阀展/上海固
·废气展/上海智慧环保展/上海空气新风展/上海建筑水展/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全年为来自政府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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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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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俱乐部成员不但可以在展前优先获得高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讯，还能够第一时间在展会现
场与供应商进行面对面的采购对接活动，并尊享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专属定制服务所带来的全方位观展体验。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 VIP 身份
展会现场对接会专属服务，1 对 1 专人引导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现场豪华礼包
展会同期会议 VIP 专属折扣或免费名额
专属采购顾问，提供全年供应商配对服务
尊享俱乐部现场休息室餐饮服务
全年环保行业、产品、技术、案例资讯实时推送
限量 VIP 身份会员卡，彰显尊贵

加入 VIP 买家俱乐部，获取以下会员特权：

展会概况

*以上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品牌荟萃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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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会议时间会议名称（部分） 会议地点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暨第二届装
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2021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第五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
术趋势论坛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应大赛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1中国直饮水大会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全天

6月2-3日

6月3日上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全天

6月3日全天

6月3日全天

5.2馆会议室A

5.2馆会议室A 

5.1馆会议室A

5.1馆会议室A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C 

6.2馆

5.2H975

M602会议室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A

M603会议室

M503会议室

6.2馆会议室

2021上海建筑水展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HOT

HOT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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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全天

6月2-3日

6月3日上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全天

6月3日全天

6月3日全天

5.2馆会议室A

5.2馆会议室A 

5.1馆会议室A

5.1馆会议室A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C 

6.2馆

5.2H975

M602会议室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A

M603会议室

M503会议室

6.2馆会议室

会议议题

•  上海优质饮用水建设情况与管材应用 •  沿海地区抗咸潮管材的选用

•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材认证对建材管道行业的影响 •  管道直饮水发展趋势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材市场协会金属建材应用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NEW

马红军 上海品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PO 

于海华 宏岳集团  装配式研究院院长 

田冠勇 和能人居  副总裁 

张泽东 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家装事业部  总经理 

窦     婷 上海储为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装配式内装，不止快、好、省，价值再升级

快易式供水系统在快装中的应用

面向未来的装配式装修

厨卫空间的长期主义

装配式内装应用三问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中装兴嘉（上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
暨第二届装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NEW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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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及“将碳
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华东六省一市多年来都是我国的
经济重心，是中国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经济区，也代表着全国智慧水务的领先水平，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背景下，智慧水务赋能供水产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由上海市供水管理处及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在第十届上海国
际泵管阀展览会同期共同举办“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邀请产业链上下游的专家和优秀企业家围绕
“提质增效、减污降碳、数字化转型、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四大着力点，聚焦《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
纲要》，研讨谋划智慧水务行业加入到碳管理体系中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加快供水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复苏”和华东城镇水务的可持续发展与升级。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 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5.1H 会议室 A
主办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江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
 福建省城市建设协会给排水分会、江西省城建管理协会供水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 报名参会

2021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碳达峰”战略下，供水产业要如何实现绿色低碳？ HOT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建筑给排水设计将担负新的历史重任, 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建筑给排水设计要走到节能减排工作前列。为重点突出“十四五”“城市给水、
排水规划”，上海国际泵阀展主办方联合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在展会同期举办“第五届长三
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本次大会邀请各大机构专家和优秀企业家围绕“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优化、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展开广泛讨论，聚焦我国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行业动态，展示前沿创新科技水平，研讨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确保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真正实现节能、节水的目标，促进产业循环经济。

报名参会

第五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1H 会议室 A
主办单位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HOT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主任致辞 徐   扬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总院副总工程师
上海集中健康观察场所给排水设计探索与实践 陈新宇 华建集团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总工程师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探讨 易家松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
剧场建筑设计特点浅析 薛学斌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虹吸雨水系统在复杂钢结构屋面的设计难点
分析及安全保障 王   伟 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专业副总工程师

会议议题（拟定） 拟邀演讲嘉宾

主持人：李云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机电院总监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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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慧聪网主办的“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并邀请行业资深专家、权威分析机构以及知名企业高层等对行业相关政策、最新话题、前沿技术进行深度
解读与分析，以期为从业者提供在技术、供应链及市场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及预测，构建健康环境电
器行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共享未来产业共赢之道。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号馆会议室 C
主办机构 ：慧聪家电、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
技术趋势论坛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 『管道与供暖项目』 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NEW

拟邀演讲嘉宾

•  两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双源三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装配式被动房建筑趋势

•  南方刚需供暖市场的壁挂炉产业格局

•  健康生活水系统，家庭新风的检测标准

•  2020舒适家行业白皮书内容解读

同期活动&会议

会议议题（拟定）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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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荷祥会展联合中国招标网在展会现场为观众及展商现场发布学校、医院、地产行业的净水及新风的招标前
期项目信息。现场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帮助大家在展会现
场比竞争对手更早了解到项目全貌、提前了解参与投标的时间并做准备、提高中标几率。展会现场更有净水及
新风行业的招标专家和大数据分析专家为大家现场解答投标中遇到的问题。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6.2 馆
主办机构 ：中国招标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NEW

2021正值国家”十四五”规划的起步期，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乘风破浪，不忘初心，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作为战略目标和行动导向，整合行业
有效资源，引领教育后勤管理变革，助力教育后勤服务增值，不断提升教育后勤服务保障能力，助推新时代教
育后勤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NEW

2021暖通舒适家行业全面升级！南方采暖刚需市场已经形成，暖通舒适家行业正向精工、专业化发展！为
推动供暖供冷舒适家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行业专业规划与施工技能，提高供暖、供冷及舒适家行业的专业
技能水平，重磅打造“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现场实操PK“天水地水”“天氟地
水”“天氟地氟”等两联供系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灵活的施工技巧，看高手过招定能让你一饱眼福。精彩赛
事不容错过！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供暖项目』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 NEW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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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2020年初开始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和颠覆民众原有的那套居住价值理念，也倒逼着国内许多房地产
开发商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开发思维和产品服务标准。健康人居深入人心，人居建筑4.0时代或正在到来。由大
商汇教育服务平台联合荷瑞会展主办《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将于6月3日准时举办，届时众多
行业专家将亲临现场，为大家带来深度剖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大商汇教育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HOT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由中国装饰工程联盟和荷祥会展强强联手，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
路，邀请装企高管行业大咖企业代表等汇聚一堂，交流、碰撞、嫁接，旨在探讨家装 行业发展，搭建一个让供
应商与采购方零距离接触、思维碰撞与交锋的平台，亦为您提供一个推广品牌、对接上下游资源和获取潜在交
易机会的绝佳平台！助力实现您的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B
主办机构 ：中国设计联盟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NEW

蔡文华 上海安莘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合伙人

徐友贤 新加坡Portfolio Design Partnership Pte Ltd  创始人\总建筑师

杨像腾 中国设计联盟网  发起人

会议议题（拟定） 拟邀演讲嘉宾

水元素与环境的艺术对话

建筑室内设计里的生态意识

“共享设计”想象力构建新生态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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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规划设计中，净水系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用是提升入住体验感
的重要一环。安全、清洁、舒适、便捷和节能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最关心疫情
的反复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对入住酒店的水质和呼吸方面的安全问题有了刚需，国家也出台了对
酒店用水、用风、用热的规范性标准，酒店在规划舒适系统方案时不仅要考虑到节能环保等长远发展的需求，
也不能忽视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5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同期活动&会议

•  全屋饮用水发展趋势
•  全屋净水设备选择及应用方案
•  商用净水市场开拓实战案例解析
•  互联网时代家用净水营销新思维

拟邀演讲嘉宾

2020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净水行业风云变幻，“洗牌效应”加剧显现，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
前三季度共新增10000余家净水器相关企业，同比下降38.5%。国内净水行业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营销模式也
随着网络的发展不断变化；而作为净水行业的中坚力量⸺渠道商也面临的变革；本次大会将邀请行业专家、
调研机构、技术专家、营销专家为净水行业代理商、经销商、工程商指引！同时发布2020⸺2021年度优秀代
理商与经销商榜单，树立行业标杆，引导消费！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 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6.2H 馆内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直饮水》、直饮水网、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2021中国直饮水大会

报名参会

2021上海建筑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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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管
路
系
统

管
路
系
统

班尼戈管路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沙克拜特 SharkBite

展位号：5.2H446

展位号：5.2H70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55

阔特国际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7

佛山市云峰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67 英国德罗奇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59

淮安市金貂线缆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79 科尔德斯电气(嘉兴)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9

CBCNC2003-A 恒温循环阀 VASEN伟星净水机

沙克贝特恒温阀 极奢系列 家装
铜芯PPR给水管

PP-R双层抗菌管 超壁厚铝塑管道系统

霍巴特高端阻燃电线 家装双层阻燃系列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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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展品速递

管
路
系
统

深圳市拓康源管道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57

内嵌焊环式紫铜T通 看产品细节

上海索邦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50

中国红内螺纹三通 看产品细节

江苏品升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54

PP-R不锈钢净水管 看产品细节

广东恒联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15

不锈钢双卡压式管件 看产品细节

广东双兴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58

薄壁不锈钢管管件 看产品细节

苏州宝地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01

苏州宝地管业90°弯头 看产品细节

上海瑞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34

覆塑不锈钢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威文管道系统 ( 佛山 ) 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9

Wavin AS+极致静音排水
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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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浙江正同管业有限公司

福建革升不锈钢水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51

展位号：5.2H436 浙江卡博铜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8

光丰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9

浙江皓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37 浙江革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71

不锈钢管

304不锈钢管件
双卡压式90度弯头 A型

青铜球阀

卡压三通

铜闸阀重型通径 滑压式不锈钢系列管接

玉环市红日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64

 南鲸豚防水锤系列

安徽江杰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43

薄壁不锈钢覆塑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管
路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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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管
路
系
统

索兰德中国 展位号：5.2H466

铝塑复合管系列 看产品细节

浙江管一管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9

德国专利
零冷水热水管

看产品细节

浙江龙财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57

龙财PP-R抗菌家装管 看产品细节

弗沃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59

原装进口V系列
五层阻氧PE-Xc地暖管

看产品细节

浙江钧通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87

 pvc-u排水管材/件 看产品细节

潍坊派康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97

PPR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烟台东晖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61

装配式PB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10

不锈钢给水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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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管
路
系
统

中钢不锈钢管业科技山西有限公司

浙江亿帆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15

展位号：5.2H667

台州巨力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22

浙江盾运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21

广东立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23 佛山市广上不锈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01

东莞市状元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6 日本东尾株式会社 展位号：5.2H9127

薄壁不锈钢水管环压式管件 PZ-1550

PPR高端家装专用管材净水管 718 连体（锻压）地暖分水器

立丰锥螺纹式薄壁不锈钢管件 不锈钢沟槽管件

纳米抗菌管 地暖管、快插管件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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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安徽金威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吉益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29

展位号：5.2H643

台州瑞祺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61

无锡众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47

薄壁不锈钢管 充电式液压压管钳HHYD-1532

不锈钢卡压等径三通 不锈钢水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圣大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111 山东舜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33

薄壁不锈钢弯头
三通，直通等管件

山东舜德不锈钢水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浙江华征管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37 浙江纯康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29

等径三通 不锈钢水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管
路
系
统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19

浙江铭仕不锈钢有限公司

伍铂管道系统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83

展位号：5.2H591

玉环捷力特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5

浙江联景塑胶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81

广东益家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95 安徽安凯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09

佛山市南海区瑞进不锈钢实业
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15 广东顺德品言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15

直通 充电式液压压管钳

德国伍铂不锈钢管道系统 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

不锈钢卡压管件 安凯特316L不锈钢专用管件

DN15-DN250不锈钢水管 不锈钢双卡压式管件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管
路
系
统



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20

铜
/

不
锈
钢
水
阀

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

台州颖发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4

展位号：5.2H885

玉环未涞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81

浙江斯丹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83

风盘用高杆球阀 壁挂炉热水器阻垢过滤器

黄铜电动阀 黄铜球阀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玉环豪立信铜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75 深亘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129

管道快速连接系列 PPR供水管道系列产品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浙江易开铜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80 台州博淼水控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74

阀门 磁性闸阀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康命源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无卤低烟阻燃B类辐照交联
聚烯烃绝缘耐火电缆

看产品细节

中核同辐(长春)辐射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中核福PE-XC地暖管 看产品细节

深圳福特斯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德国福特斯电线品牌介绍 看产品细节

5.2H685

5.2H687

5.2H8102

马理奥蒂(上海)线缆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77

低烟无卤阻燃尼龙护套电线 看产品细节

常熟市南方橡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91 佛山市云峰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67

聚碳酸酯PC透明管 PVC穿线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埃第尔电气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97 重庆万巢电工器材厂 展位号：5.2H589

扭接式导线连接器 精品家装阻燃绝缘PVC—U
可视电工管系列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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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预登记 会议报名

扫描二维码完成预登
记，获取精美礼品！

在线网络预登记

登录 www.buildexchina.com.cn，
点击观众中心，进入报名
参观页面，填写信息完成

预登记。

扫描小程序，查看 2021 世
环会【生态舒适展】精彩

会议，即可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您可以致电 400-665-3755 
我们会有客服为您提供

登记服务。

1

2

3

4

5

6

LED闹钟音响

500 积分
以上 兑换

100元天猫购物卡

600 积分
以上 兑换300 积分

以上 兑换

电脑包

200 积分
以上 兑换

运动书包

100 积分
以上 兑换

手持风扇

邀请5名专业观众预登记并到场，
展后可额外获得100元天猫购物卡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 100 分奖励

展前收到参观电子胸卡，节省参观入场时间

定期收到行业快讯，产品和技术资讯及时掌握

凭电子胸卡提前预约展会现场的各研讨会

有资格参与展期三天观众幸运抽奖，赢取幸运大奖

到场凭积分即可兑换天猫购物卡、LED 闹钟音响、电脑包等精美礼品

预登记方式

预登记礼遇

防疫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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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积分可在展期现场直接兑换天猫购物卡、便携式音响、运动书包等精美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