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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2017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节能环

保产业总产值从 2012 年的 3 万亿元快速增加到 2015 年的 4.5 万亿元，从

业人数达 3000 多万，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一批生产制造型企业快速

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变，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形成了一批节能环保产业

基地。但同时，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部分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市场秩序不规范，节

能环保服务业违约现象增多，节能环保标准建设滞后，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突出，绿色消费缺乏有力引导等。

虽然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较快，但生态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我们

有世界上最强烈的环境改善诉求，有最大的节能环保市场，十三五时期，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大有可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将“绿色发展”作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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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理念之一，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绿色动力”，“十三五”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更是明确要求加快将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我国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随着《中国制造 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双创”战略、“一带一路”、“智能制造”等一批国家战略规划的推

进，节能环保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必将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

如何抓住历史机遇，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做好存

量的绿色化改造和增量的绿色化构建，提升经济整体的绿色竞争力，是我

们全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为落实国家推进绿色清洁生产的发展理

念和政策，集中展示和推广国内外先进适用的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

帮助企业了解技术与市场最新的发展水平和趋势，扶持企业树立品牌形

象，借助资本运作+市场开拓的手段快速做大做强。通过打造国内外有较

强影响力的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与交易的平台，搭建企业与用户、政府

交流与对话的桥梁。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

产协会定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成都举办“2017（第四届）中国

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展示交易会基本情况

（一）支持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批准单位：国家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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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联合主办：国家节能中心

成都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博览事务局

金堂县人民政府

特别支持单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

处理分会

成都市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二）时间：2017年12月8日至10日

地点：中国·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规模：22000平米

（三）展会主题

绿色制造、创新引领

（四）展示范围

1.绿色工业节能技术

节能型锅炉、工业窑炉及热网节能技术与装备，高效低氮燃烧器、

智能配风系统等高效清洁燃烧设备；高效环保循环流化床、工业煤粉锅炉

及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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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余压回收（供暖）技术；

节能热泵技术与装备，节能热交换等热处理技术与设备，波纹板式

换热器、螺纹管式换热器等高效换热设备；

高效节能电机与自动化控制系统技术与装备、高效空压机、风机、

泵系统节能改造技术，大功率高压变频、无功补偿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

永磁耦合传动装置等；

能量系统优化：加热炉与燃料系统优化，蒸汽动力系统优化，循环

水系统优化；

发电与输配电系统节能技术与装备。

2.清洁生产与污染防治

大气污染防治：低氮燃烧和脱硝工艺氨逃逸控制，PM2.5和臭氧主要

前体物联合脱除、窑炉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脱硫、脱硝、除尘、除汞

副产物的回收利用技术；挥发性有机物（VOCs）源头控制技术，吸附浓缩、

低温等离子体净化、生物法脱臭、光氧化和光催化等末端治理及组合治理

技术。

节水与水污染防治：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高硬高碱循环水

处理技术、水质分级梯级利用技术、高钙高 COD 废水处理回用技术、变频

节水系统等节水技术；水体富营养化控制，总磷达标排放技术，饮用水消

毒副产物去除等水安全保障技术；新型高效水处理材料及高效水处理生物

菌剂，反渗透膜、纳滤膜等膜组件，膜生物反应器；高效低耗生活污水处

理与回用工艺，污泥无害化处理技术，微动力的小型水处理技术；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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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溯源技术、修复材料及技术。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诊断、快速检测、阻隔技术，功能

材料（药剂）、土壤调理剂和修复药剂；原位修复专用工程设备；（农田）

土壤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快速检测修复技术；污染场地风险评价数

值模拟技术，污染场地和矿山修复。

城镇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村镇低成本小型垃圾处理成套

设备，危险废物高效焚烧装备，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浓缩渗滤液、填埋气利用技术。

3.资源综合利用

尾矿资源化技术；赤泥、脱硫石膏、磷石膏、粉煤灰等工业废渣的

高效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废旧电子产品、废旧塑料、纺织

品等新型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技术；废旧电机等再制造技

术。

4.建筑节能与清洁能源利用

分布式能源、风光电互补，储能技术与材料，生物质能、地热能、垃

圾填埋气利用等；楼宇智能控制系统、新风系统，绿色照明与空调系统节

能，供冷供热等热泵系统。

5.节能环保大数据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重金属、火电厂 ppb 级 PM2.5在线监测

和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多参数水质自动检测仪器和连续监测装备。

6.节能环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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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解决方案供应商，节能节水服务公司，环境监测与咨询服务，

“互联网+”在线交易平台，工业产品绿色生态设计。

（五）展区设置

为更加形象生动的展示工业领域从源头到终端的全产业链、全生命

周期的低碳绿色、节能环保技术和装备，本次展会拟设置如下五大展区：

1.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成果展区

2.能源清洁高效（分级）利用与节约

3.清洁生产技术与污染防控

4.清洁能源利用与建筑节能

5.环境综合服务

（六）同期活动

1.2017绿色工业发展高峰论坛（主论坛）

2.全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进会（150人）

3.节能服务进万家暨国家重点节能环保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会

（200人）

4.2017全国工业园区节水治污技术交流与示范工程研讨会

（200人）

5.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重点项目投资对接会暨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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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推介会（200人）

6.中国包装产业绿色发展论坛（150人）

7.中芬清洁技术交流会（100人）

8.中日节能环保技术对接会（100人）

9.城镇固废处理高级论坛（200人）

10.绿色工业建筑与建筑节能技术研讨会（150人）

11.生物质能源与生物质利用技术研讨会（150人）

二、往届展会回顾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创办于 2014 年，是专注于

工业节能环保与清洁生产技术和装备领域的第一大专业展会，展会交易量

位居同类节能环保展览会前列，现已成为工业节能环保与清洁生产技术和

装备领域相关企业每年追逐参与的首选交流合作平台。前三届展会吸引了

超过 30家中央企业、2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以及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和

地区近千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专业观众超过 3 万人。

往届参展优秀企业代表（部分）：中国节能、国家电网、中国建材、

中国中车、中国通号、中国钢研、中国有色、中国兵器、国机重工、一汽

集团、东方电气、双良节能、青岛海尔、开山集团、西门子、施耐德、威

立雅、日本日挥、卡特彼勒、陶氏、同方川崎、飞利浦（照明）、迈格纳、

南方泵业、巴斯夫、美国 GE、江森自控、江苏磁谷、科达洁能、景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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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深圳风发科技、浙江运达、津膜科技、仟亿达等。

三、专业观众组织

为了帮助企业拓宽市场，促进技术推广、项目合作、产品销售，我们

将在前三届展会成功有效的专业观众组织基础上，与冶金、有色、煤炭、

石化、电力、纺织、造纸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相关协会机构合作，重

点邀请高耗能、高污染用户企业及国内外相关政府代表、工业园区、行业

组织和科研院所参观展会。同时，还将加大展会在海外的宣传推广力度，

吸引更多境外专业观众前来参观洽谈、投资合作。

1.政府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各地市工信委、科技厅、环保

局、环境监测站及政府节能产品采购部门；

2.工业用户：电力、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

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采矿、污水处理厂、垃圾

填埋厂、垃圾发电企业、脱硫脱销环保企业等；

3.协会及科研院所：国家及地方性行业协会、规划院、设计院、高

校等；

4.公共机构：有照明工程改造、空调系统、新风系统、节水等需求的

医院、学校、商超等；

5.节能服务公司、环保技术服务公司、节能环保设备经销商、代理商；

6.专业媒体：工业类重点行业杂志，节能环保类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及招标采购服务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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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结合自身技术装备水平和市场推广工作的计划

安排，积极参加和支持展示交易会的参展、参观、对接，共同做好展示交

易会的筹备和举办工作。有关参展的具体事宜，请直接与中国工业节能与

清洁生产协会联系，我们将为你们的参展参会提供一切便利和良好的服

务。

四、联系方式

闫 雪 010-53303702 13241415417

程天旭 010-53306539 15611190187

张 蕾 010-53306539 15010715127

传 真：010-63288986

邮 箱：gyzyzhly@163.com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滨河路 27号贵都国际中心 A座 1909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2017 年 6月 10 日

编印：胡萍 校对：肖杰 2017 年 6 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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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展须知

一、展会时间

布展时间：2017 年 12 月 6-7 日

展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8-10 日

二、参展费用

（一）室内光地（36 ㎡起租）：国内企业：950 元/平米，

国际展商：205 美元/平米。

（二）标准展位（3m×3m）：国内企业：10800 元/展位，国际展商：

2000 美元/展位。

（三）高级标展（18㎡起租）：国内企业：19600 元/展位，国际展

商：3500 美元/展位。

注：(1)光地参展企业，自行布置展台并负责施工管理费和电费等；

(2)标准展位配置：标准展位（3m×3m×2.5m）、三面围板（白

色）、中英文楣板、1 个电源插座（500W 以内）、2 支射灯、1张咨询台、

2张折椅、地毯、 展位清洁和安保等。

三、参展流程

（一）填写《参展申请表》加盖公章后快递至主办方,并于 5 个工作

日内将参展费用汇至指定账号，且将银行汇款底单传真至主办单位。展位

安排以“先报名、先付款、先安排”为原则，过期未收到展位费，主办方

有权将所选展位出售给其他公司。

（二）主办方将在收到参展申请表及参展费用后，向参展商发送参展

确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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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

参展申请表

请认真填写以下展位申请表后发送到 gyzyzhly@163.com

联系人： 闫 雪 联系电话： 010-53303702 手机：13241415417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时间：12 月 8日-10 日

企业名称

（中 文）

（英 文）

公司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手机 联系传真

公司网址 电子邮箱

我公司同意遵守主办单位有关规定，决定参加本次展览会，预订展位如下：

面积 价格 平米/个数

标准展位（3M*3M=9 平米） 10800 元/个

高级展位（3M*6M=18 平米） 19600 元/个

室内光地（36 平米起） 950 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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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的公司名称将用于楣板字，请认真填写。

增值服务（限全额缴纳

参展费用的企业）

1、本单位的简介（文本形式,200 字左右中英文对照）

2、LOGO（ai 格式或者高清的 JPG 格式）

3、会刊内宣传彩页一面（ 竖版尺寸：140X210mm 分辨率 300dpi ）

以上内容请于缴费后发电子邮件至主办单位，否则视自动放弃会刊刊登权

4、企业潜在客户名单，主办方进行集中邀请

5、企业参展需求清单

费用合计 RMB,大写： 万 仟 佰 元

付款账号

收款单位：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阜成路支行

账 号：1100 1085 4000 5961 3079

单位性质 □中央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企业类型

□制造商 □代理商/经销商 □综合服务商 □科研机构

需要展示以下成果/技术/产品等：

展位要求

参展企业：

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主办方：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参展条款：

1.展位安排原则：先报名、先付款、先安排；

2.参展企业申请展位后三个工作日内，须将参展款项汇入组委会指定账户，逾期展位不予保留；

3.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期间的参展规则，按时布展和撤展；

4.未经主办单位同意，参展单位不得私自出租、转让、合并摊位，否则主办单位将取消其参展

资格，并扣除其所交费用；

5.参展资格一经注册不可撤消，因甲方自身原因未能参展的，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6.参展企业须确保展出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其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7.参展企业保证参展产品符合活动要求，否则将清场，参展费用不做退还；

8.主办方享有因不可控制因素对展会调整的权利；

9.主办方保留对各项条款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