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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环博会广州展 深耕粤港澳大湾区

自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为华南环保市场带来了

新机遇。随着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华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市场迅猛扩容，区域内环保产业规

模高速增长。捕捉大湾区市场机遇，已成为众多环保企业促进自身发展的战略抓手。

作为亚洲旗舰环保展“中国环博会”在华南的延伸，中国环博会广州展依托环博会 20 余

年的行业积累和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30 余年服务产业的本土资源，历经 6 年的培育，以发

展成为提领华南地区的旗舰环保展，是环保企业布局华南市场的优选商贸交流平台。

第七届中国环博会广州展，将继续深耕华南市场、深挖大湾区生态需求，集中展示水、固

废、大气、土壤污染治理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同期举办“华南生态环境创新技术大会”，结合技

术展览与高端研讨，助力企业抢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风口。

展览时间：2021 年 9 月 15-17 日 预计规模：35,000 ㎡

展览地址：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 参展企业：500

专业买家：30,000 人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慕尼黑博览集团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

 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

 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广东省节能协会

支持单位：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产业合作委员会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

 奥地利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广州办事处

 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

 韩国环境保全协会

 韩国环境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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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范围

1. 水和污水处理：机械物理处理工艺；化学物理处理工艺；生化处理工艺膜法处理；污泥和残

渣的处理；污泥和残渣的利用；沼气回收及再利用；成套装置；热量回收/发电和节能；

2. 给水和排污系统：管道和管道配件；竖井和特殊结构；排水口；配件；密封装置；防腐蚀装

置；维护和清洗；饮用水槽-建造与修复；

3. 水资源管理中的机械工程和设备工程：泵和提升系统；过程测量和控制技术；机械装置和控

制技术；电气装置；传输工程；其他装置和配件；

4. 水利工程：水体保护、开发和维护；防洪与海岸防护；灌溉和排水技术；

5. 垃圾管理和回收：垃圾收集和转运；运输车及车厢结构；垃圾处理和回收；生物处理和堆肥；

垃圾填埋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与装备；废料的处理与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劳动安全防护；

6. 废弃物能源化及资源化：沼气装置与利用；垃圾焚烧；填埋气体的利用；畜禽废弃物的资源

利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与发电；

7. 街道清洁与维护

8. 场地与土壤修复：登记、评估和监测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壤的处理；土壤改良；

污染地下水处理

9. 大气污染治理,烟气净化和通风：除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脱硫、脱硝；多污染物

协同治理；超低排放技术；除臭技术；

10.环境监测与检测：分析和实验室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

11.环境服务：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废弃物回收和处置服务；再生料供应商；区域、流域生态

环境修复；第三方污染治理；咨询和工程服务；管理和组织咨询；专业平台与产业园区；信

息技术；

12.教育、科研和技术转让：职业培训与继续培训；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机构；媒体；

 上届回顾

9 月 18 日，第六届中国环博会广州展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闭幕。新冠肺炎疫情后，

华南环保行业首展强势登陆羊城，这场久别重逢的相聚来之不易。在抗疫常态化和经济发展并

行的后疫情时代，本届展会仍吸引了 401 家知名环保企业积极参展，踊跃展示市政、工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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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领域的水、固废、大气、土壤等环保全产业链解决方案与创新技术，与专业观众频繁交流，

为此次疫后华南行业首秀带来满满活力。

2020 年展会共吸引了 20,399 名专业观众莅临，接待了来自广东省各主要地级市生态环境

局、石油化工、印刷、电子、自动化等 20 余个买家参观团。在沉寂大半年后，更多带有真实需

求的专业观众到广州环博会这里了解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四大目标观众分类 直击行业品质客户

 市政观众：环保局，水务局，环境监测站，固废管理中心，市容环卫局，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工程企业/运营企业，市政设计院/科研院所

 工业观众：石油/化工，纺织/印染，生物/医药，钢铁/冶金，电子/电器，造纸/印刷，塑料

/橡胶，电镀/涂装，水泥/陶瓷，皮革/皮具，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家具/建材，汽车/

零配件

 农业观众：农业部，畜牧局农作物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畜牧养殖企业，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

 服务业观众：餐饮酒店，医院医疗，建筑地产，物业园林

 同期高品质行业论坛赋能产业发展

上届展会同期举办的“2020华南生态环境创新技术大会”以“第四届‘一带一路’国际环

保创新创业大会”作为主论坛拉开了华南环保产业思想盛宴的帷幕。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管理

部门代表以及领军环保企业家以国际视野，探讨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环保产业模式创新、绿

色“一带一路”产业机遇、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下设的 20场技术交流论坛，为近

2000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各级人士，奉上 178场干货十足的专业报告及技术培训。

展望 2021年，“2021华南生态环境创新技术大会”将再次呈献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高品质

论坛，铸造精彩充实的行业交流平台。

2020 年部分重量级嘉宾

 陈金銮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

 翟桂英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副主任

 彭 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于云江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王义桅 国际事务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 所长、主任

 秦昌波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主任

 李沐谦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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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明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 主任

 单桂娟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环境技术室 主任

 唐艳冬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处长

 陈 激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 会长

 李湛江 广州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博士

 梁志宏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所长

 李开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王旭涛 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研究员

 蓝 虹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副主任、教授

 麦建波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

 360°媒体宣传 助力企业品牌曝光

专业的市场宣传团队，保证宣传质量。全年进行线上线下推广，合作媒体超过 300 家，包

括行业媒体，大众媒体，国际媒体等，全面铺开宣传面，提高品牌影响力，为参展商搜罗全球

买家。2020 年广州环博会广告曝光量超过 400 万，抖音微博话题阅读量超 3 万，国内外邮件发

送量超过 39 万，短信发送量超过 35 万，直达目标观众。

 参展联系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15221522015（同微信）

邮 箱：1843291333@qq.com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