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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

关注“水业圈” 掌握水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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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给排水 工业给排水建筑给排水 海绵城市智慧水务

城镇与建筑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
The 7th CHINA (SHANGHAI) URBAN & 
BUILDING WATER, WASTEWATER TRADE FAIR

2017.09.05-07

第七届中国(上海)

W2 UWT
中国城镇与建筑水展 



作为给排水领域专业人士必赴的年度水业盛会，第七届中国（上海）城镇与建筑给排水水

处理展览会将于2017年9月5-7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展会于2011年创始于

上海，至今已走过六年。大会围绕市政给排水、建筑给排水、工业给排水、海绵城市、智

慧水务等多个主题，关注城镇供水安全，倾力搭建水行业高端商贸交流平台，进一步推进

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给排水全产业链展示平台
UWT China 2017

13,000m2+ 展出面积

16,000+ 专业观众

280+展商

2017展会规模再度升级



展品范围

UWT China 展会亮点

六年沉淀，汇聚水业顶端资源；

水行业各相关学会、协会、设计院鼎力相助；

海外协会推波助澜，展会主题缤纷多彩。

专属市场团队为您量身定制客户邀约材料，打造您的人气展台；

10万庞大数据库支持，直面终端目标客户；

面向8万专业用户的电子邮件月刊，热点资讯线上发布。

覆盖全国超过100家主流媒体及组织的成熟网络；

20家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深度合作；

自媒体平台增值服务：城镇水展微信公众号汇集1万+精准目标人群，为展商提供不仅

仅是展会现场，而是延伸到全年的增值宣传服务。

呼应展会主题，20余场高峰论坛持续上演，共议城镇给排水水处理综合解决方案；

年度新品发布平台，向业内展示实力赢得市场优先关注的首选；

参展企业展台活动与产品展前预热。

政府部门权威官方指导

纵横全球的销售与观众组织网络

全球媒体资源

国际化同期活动

www.uwtchina.com

建筑给排水

工业给排水

城镇供排水

海绵城市

综合管廊智慧水务

污水处理



UWT China 2016
——精彩回顾

第六届上海国际城镇与建筑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于2016

年9月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展会自首

届开办以来，现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展示范围覆盖

二次供水、海绵城市、智慧水务、综合管廊、建筑

给排水等多个领域，逐步确立了其在国内城镇与

建筑给排水领域的重要地位，目前已发展为行业

内专业人士必赴的年度盛会。
参观目的分析:

了解最新市场/技术/产品信息

采购产品

寻求解决方案

参加会议/论坛

寻求合作

维护现有业务关系

其它

45.7%

35.3%

32.8%

30.4%

27.3%

21.1%

8.9%

www.uwtchina.com

95% 93% 91% 90%

参观效果表示满意 明年继续参观 愿意推荐参观 对专业度认可

观众满意度:

观众决策力分析:

决策者/最终审核

推荐者

参与联合决策/顾问

不参与

其它

22.7%

35.3%

28.3%

9.9%

3.6%

关于观众

www.uwtchina.com

观众所属行业类别分析:

63.8%

13.3%

7%

5.7%

2.4% 4.6%

3.2%

华 东

华 中

西 北 华 北

西 南

东 北

华 南

生产商/设备商

水务公司/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

市政/建筑设计院

代理商/经销商/贸易机构

工程公司/招标机构/工程咨询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甲方

行业协会/学会

政府主管部门

其它

24.4% 

19.5% 

16.6%

12.1%

10.3%

9.3%

3.2%

3.0%

1.6%

全国各区域观众人数占比:

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到来自35个地区的专业人士

前来参观交流，华东、华南、华中地区依旧是国

内观众的主要来源地区，今年西北、西南地区较

去年同比增长14.2%。

作为给排水领域专业人士必赴的年度行业盛会，

水务公司、经销商/代理商、市政设计院比例持续

增长，较去年分别增长了36.8%、23.7%、

16.5%。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展会专业性很强，组织方的服务很周到，展会期间我们见

到了来自上海及其他外省市的自来水公司和其他水司光临

我司展位。同期的高峰论坛汇聚了很多专家，通过参加论

坛的活动我们也受益匪浅。此次展会对我司的品牌推广及

业务拓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达到了预期目标。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一次专业的展会，来了很多专业的观众，各地水司也

来了很多领导，对提升凯泉的品牌和产品知名度，有很大

的好处！同时也和各地专业设计院有很好的互动，行业的

协会会长刘建也亲自到凯泉展厅密切技术交流，公司高层

非常满意，希望下次能够越来越好！

展商评语: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展会汇聚了国内外众多专业泵和水处理系统制造厂商，同期

高峰论坛邀请了设计院和行业内专家，同时介绍了当前的环

保政策、标准和最新产品，获益良多。展会期间邀请了专家

光临展台，专家对赛莱默产品有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为新产

品市场开拓和品牌宣传起到了促进作用。展商服务积极，现

场问题能及时解决，期待下次合作。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的服务团队，丰富的给排水知识技术，来自海内外相关

行业的厂商、专家，都是展会独特的亮点。通过参与本次展

会，我们了解当前先进的给排水技术及其对于管材的相关要

求，进一步将顾客需求转化为企业商机。祝UWT中国城镇

水展蒸蒸日上，展会越办越精彩！

www.uwtchina.com

93% 7%展商满意度
关于展商

观众评价:
上海奉贤自来水有限公司
展会现场气氛活跃，汇聚了众多给排水设备展商，为我们项目开展提

供了许多可选性。现场会议亦是精彩纷呈，专家提出的见解也是令人

耳目一新。整体专业度持以较高的水平，来年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政策发布、建筑设计和规划等行业内的代

表企业，分享国内外市场的最新实用讯息。祝愿未来越办越好，有

越来越多的专业观众能够积极投身参与！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通过参加本次展会，了解了国内水行业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掌握

了智慧水务和海绵城市的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单位后续业

务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届城镇建筑水展增加了新的成就，会议议题切合国家政策发展。作

为一名建筑设计师，现场产品使我更多知晓了建筑发展中配套产品日

新月异的发展。

中国仪表网视频专访

关于媒体

中国环保在线视频专访

精选水行业媒体，网站、杂志及报纸全方位覆盖宣传

www.uw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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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2016本届中国城镇建筑水展传承了一直以来的专业品质，展会同期举办一系列专业会议活动。展览+会议的组合

模式吸引了国内包括上海城投水务、深圳水务集团、天津水务集团、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建八局、上海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内的国内100余家水务公司，300余所设计院工程公司代

表等专业人士参观参会。

中天海绵城市.
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城镇二次供水
技术发展研讨会

海绵城市与综合
管廊建设发展论坛

智慧水务建设
与运行研讨会

中国建筑给排水
发展技术研讨会

健康水管道
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实施指南

架设高端、全面的交流平台

5
大主题

15
场同期活动

180+
权威专家

2600+
行业精英

演讲嘉宾（部分）

顾玉亮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总经理

姜文源      悉地国际   教授级高工

殷荣强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副处长

归谈纯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应再扬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兼材料委秘书长

钱   梅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   副秘书长

刘   建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会长

舒诗湖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研发部经理

赵世明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顾问总工程师

曹    捩      中国建筑金属结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管道委员会秘书长

吕伟娅      江苏省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所长

罗定元      中元国际（上海）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问总工

张立尖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供水科心   科长

马德荣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