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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博会 环保行业的全球舞台 中国环博会 环保行业的全球舞台 
 Asia’s Leading Environmental Show Asia’s Leading Environmental Show

������由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由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等单位联袂主办的 IE�expo� 中国环博会（原 IFAT�CHINA+EPTEE+CWS) 秉承了全球有限公司等单位联袂主办的 IE�expo� 中国环博会（原 IFAT�CHINA+EPTEE+CWS) 秉承了全球

环保第一展德国 IFAT 母展 50 多年的优秀品质，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最高品质的环境技术交环保第一展德国 IFAT 母展 50 多年的优秀品质，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最高品质的环境技术交

流盛会，�IE�expo�2015 中国环博会在 3 天的展期中，近千家展商共同呈现了一场效果卓著的环流盛会，�IE�expo�2015 中国环博会在 3 天的展期中，近千家展商共同呈现了一场效果卓著的环

保业界顶级盛宴，重点突出了水和污水馆，固体废物、餐厨垃圾与资源利用馆，大气与空气污保业界顶级盛宴，重点突出了水和污水馆，固体废物、餐厨垃圾与资源利用馆，大气与空气污

染治理展区，环境监测仪器展区，环境服务业展区，等各馆及专题展区的集中展示。染治理展区，环境监测仪器展区，环境服务业展区，等各馆及专题展区的集中展示。

������本次展会的成功举办再次稳固了其在中国乃至亚洲第一环境技术展的地位，下届中国环博会������本次展会的成功举办再次稳固了其在中国乃至亚洲第一环境技术展的地位，下届中国环博会

将于 2016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将于 2016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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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背景

2015 中国环博会环保盛宴：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市政，工业专业买家纷至沓来，热情高涨

品牌扎堆展现行业趋势，全行业参与实现巨大经济效益

同期活动关注时下热点，贴近生活获观众认可

主流媒体争先报道，网络热议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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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环保市场整体进入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阶段，环保行业空前利好，“十三五”环保规划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1 月 1 日，新环保法
开始执行，“水十条”发布，“土十条”、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等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可以说，2015 年将迎来环保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
2015 年是中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年，2015 中国环博会也是见证这一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2015 年 5 月 8 日，IE�expo2015 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完美闭幕！作为亚洲最大的环保行业盛会，中国环博会自 2000 年
在上海举办以来，以国际化的视角呈现环保行业的全方位产品内容，专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独特需求。十年来展会规模、展商数、观众数等均创
新高，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翘楚前来展示其最前沿的技术和创新产品案例。本届展会不仅延续了以往的佳绩，而且各项数据再创新高，
共有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85 家展商前来参展，展示面积达 60,000 平方米！�

除了展商的优异表现外，2015 年中国环博会迎来了大量的高质量观众，为期三天的展会共接待 40,151 名专业观众，在专业观众及买家方面的
增长表现突出，总体参观人数相比去年有非常大幅的提升，现场人气爆棚。本届中国环博会凭借更大的展会规模，更全面的展商类型，以及更
强的宣传力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展出效果，专业观众中的工业用户的比例达到了近 30%，拥有采购决策权的观众更是高达�26%，市政设计院、
环保工程承包商、经销代理商等高质量专业买家成为本届展会观众的主要群体。

此次中国环博会豪华展商阵容再次扩大，全球行业领军企业汇聚于此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引领中国乃至亚太地区行业发展。各大企业纷纷亮
出自己的“杀手锏”，以求成为整个舞台最耀眼的明星。

中国环博会展会期间举行了 17 场高质量、国际性的同期活动，邀请了约 190 位演讲者，就行业的热点话题及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了演讲及圆
桌讨论。参与者的热情高涨，超过 5,000 名观众参与其中。各环保分论坛紧紧把握污泥处理，环境监测，海水淡化，VOCs 污染检测，固废与
资源回收，场地修复等热门环保话题与高速发展行业，促进环保设备商与行业客户之间的互动，搭建了一个探讨技术创新的平台。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及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共同主办的“2015 环博会高峰论坛”主题围绕着“十三五”布局下环保产业趋势与创新展开，邀请
到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齐让，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全，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等环保界各权威人士共同探讨新环保法下第三方治理新商业模式，PPP 模式经验
与创新，新常态下环保产业投资机遇与融资策略等热点话题。

由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联袂举办的 IE�expo�中国环博会（原
IFAT�CHINA+EPTEE+CWS) 秉承全球环保第一展德国 IFAT 母展 50 多年的优秀品质，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最高品质的环境技术交流盛会，�IE�
expo�2015 中国环博会在 3 天的展期中，近千家展商共同呈现了一场效果卓著的环保业界顶级盛宴，重点突出了水和污水馆，固体废物、餐厨
垃圾与资源利用馆，大气与空气污染治理展区，环境监测仪器展区，环境服务业展区，等各馆及专题展区的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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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环保市场整体进入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阶段，环保行业空前利好，

“十三五”环保规划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1 月 1 日，新环保法开始执行，“水十条”

发布，“土十条”、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等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可以说，2015

年将迎来环保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2015 年是中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年，

2015 中国环博会也是见证这一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市场背景市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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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5 年 5 月 8 日，IE�expo2015 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完美

闭幕！作为亚洲最大的环保行业盛会，中国环博会自 2000 年在上海举办以来，以国

际化的视角呈现环保行业的全方位产品内容，专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独特需求。十六年

来展会规模、展商数、观众数等均创新高，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翘楚前来

展示其最前沿的技术和创新产品案例。本届展会不仅延续了以往的佳绩，而且各项数

据再创新高，共有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85 家展商前来参展，展示面积达

60,000 平方米！�

六大展示主题 产业链完整覆盖六大展示主题 产业链完整覆盖（展区划分）
Covering All Industry ChainsCovering All Industry Chains

给水，排水与下水道�

Water�Supply,�Drainage�and�Sewers�

水和污水

Water�and�Sewage�Treatment

水和污水及其他

Water,�Sewage�Treatment�and�Others

大气污染与室内空气净化

Air�Pollution�Control�and�Indoor�Air�Purification

固废、场地修复及其他

Solid�Waste,�Soil�Remediation�and�Others

海外、地区展团、监测仪器和综合

Overseas�Local�Pavilions,�Instruments�and�Others

2015 中国环博会环保盛宴：2015 中国环博会环保盛宴：
余音绕梁 不绝于耳余音绕梁 不绝于耳

2016 新增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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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业专业买家纷至沓来，热情高涨市政，工业专业买家纷至沓来，热情高涨

�������除了展商的优异表现外，2015 年中国环博会迎来了大量的高质量观众，为期三天的展会共接待 40,151 名专业观众，在专

业观众及买家方面的增长表现突出，总体参观人数相比去年有非常大幅的提升，现场人气爆棚。本届中国环博会凭借更大的展

会规模，更全面的展商类型，以及更强的宣传力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展出效果，专业观众中的工业用户的比例达到了近 30%，

拥有采购决策权的观众更是高达�26%，市政设计院、环保工程承包商、经销代理商等高质量专业买家成为本届展会观众的主要

群体。

通过对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 40,151 名专业观众的信息分析，得出下列数据：

韩国

德国

日本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新加坡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越南

上海

江苏

浙江

北京

山东

广东

安徽

辽宁

福建

河北

35.1%

21.3%

16.3%

7.5%

5.7%

5.2%

2.8%

2.6%

2.1%

1.4%

21.2%

16.1%

13.4%

13.1%

12.5%

8.1%

6.9%

3.8%

2.9%

2%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39.59%工程公司 / 招标机构 / 监理公司�15.16%

了解市场 / 了解竞争 / 为将来的业务发展做准备�27.33%
设计院所 / 科研院所 / 大学院校�10.98%

联系并维护业务关系 22.91%
分销 / 代理�9.37%

学习 / 参与同期会议论坛�13.68%
进口 / 出口�7.12%

其他 3.66%
政府机构 / 行业协会 / 其他公共机构�5.28%

金融 / 咨询 2.05%

其他 3.66%

采购需求�44.17%相关处理公司 / 供应及运营公司 17.02%

寻找新产品及技术�49.85%工业 / 制造业�29.36%

国内观众 top10国内观众 top10

观众范围观众范围 观展目的观展目的

观众满意度观众满意度�

海外观众 top10海外观众 top10

94.2%
观众确定将继续参观

IE�expo2016

95.4%
观众表示此次参观很有收获�

98.9%
观众对 IE�expo2015 的
总体参观效果表示满意

97.7%
观众明确表示会将 IE�expo

�推荐给同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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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展团
Taiwan Pavilion

�����2015 年的展会吸引了 11 大国家及地区

展团，展团内人头攒动，共吸引 111 家展

商热情加盟。众多海外企业展示了污水工

程、污泥处理、废气除尘装置、固废收集处

理、重金属污染处理等专业环保技术及解决

方案。

���� �值得一提的是，由地方及环保协会组织的 30 多个专业买家参观团，为展商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商机，现场的数个商务洽谈区

气氛热烈，宾主齐欢。

江苏省海安县环保局� �����������������宁波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浙江省湖州市环保局� �����������������湖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 �����������������湖州市德清县环保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 �����������������昆山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嘉兴市环保产业协会

越南买家团� �����������������广州再生资源协会

上海市工商联环境保护产业商会� 苏州市环境科学学会

化工：�������LG 化学、陶氏化学、德国朗盛化学、赢创特种化学

石油：�������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洪仕达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佛兰瑞兴石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洁士石油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化肥：�������烟台市诺尔丰肥业有限公司、嘉兴稻盛肥业有限公司、中化农化有限公司

医药：�������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造纸：�������上海中隆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建发纸业有限公司、昆山钞票纸厂

冶金：�������上海精科粉末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水能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旭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水泥：�������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太平洋水泥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联合水泥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上海获特满饮料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森坚果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

矿产：�������上海市地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浩珂矿业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油田矿业开发总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洛阳海恩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建筑场馆：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上海海洋水族馆有限公司、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冶建筑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上海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中心

制钢：�������宝钢工程技术 ( 集团 ) 有限公司、河北泰恒特钢有限公司、东方钢铁、北京首钢国际工程公司

电子：�������上海志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和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平湖市华阳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农禾电子商务公司、上海格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上海水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优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凯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南京简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南宁金科环境工程公司、

�����������������科洋环境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江苏永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材国际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监测站：���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污水厂：���启东城市污水处理厂、镇江市污水厂、南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盐城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中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桃浦污水处理厂、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小红门污水处理厂、濮阳市污水处理厂、嘉兴联合污水设备有限公司

科研院所：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大国家及地区展团11 大国家及地区展团

优质观众名单优质观众名单

奥地利展团
Austria Pavilion

法国展团
French Pavilion

德国展团
German Pavilion

瑞士展团
Swiss Pavilion

日本展团
Japanese Pavilion

韩国展团
Korean Pavilion

美国展团
U.S. Pavilion

荷兰展团
Dutch Pavilion

WEF 展团
WEF Pavilion

Jetro 展团
Jetro Pavilion

南京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江阴市环境科学学会

大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绍兴市环境科学学会

青岛市环保产业协会� �����������������������������昆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杭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宜兴环保城代表团

常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苏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光大环保代表团

苏州高新区虎丘环保产业协会�������������������南京市政院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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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扎堆展现行业趋势，品牌扎堆展现行业趋势，
全行业参与实现巨大经济效益全行业参与实现巨大经济效益

� � � � �此次中国环博会豪华展商阵容再次扩大，全球行业领军企业汇聚于此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引领中国乃至亚太

地区行业发展。各大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杀手锏”，以求成为整个舞台最耀眼的明星。

95%
愿意推荐商业伙伴

或同事参观

87%
愿意 2016 年再次参展

环境综合环境综合

�����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展了，因为中国环博会是同类型的展会中最
具竞争力的。很多同行业的大型水务集团、环境集团都来参展，这是一个
很好的同行业内交流的机会。这次我们整合了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品牌一同
参展，加大了宣传的力度，扩大了参展面积。展会期间见到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观众，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品质较高的一些专业观众，超出了我们预期
的效果，让我们很满意。希望中国环博会越办越好，成为环境产业中不可

或缺的盛会。����������������������������������������������������������������������������������������������������������������������������������������������

��������������������������������——张睿瑞，苏伊士环境亚洲公关传播总监（法国）��������������������������������——张睿瑞，苏伊士环境亚洲公关传播总监（法国）

展商评价展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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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污水处理水和污水处理

����� �我们展台接待了很多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环保领域，但
都非常专业，有很强的实力，并且对我们的产品也很感兴
趣。来访的观众里有学生，也有企业代表。我们在上海中国
环博会首次展示了一款新产品，很受欢迎。在公司参加的全
球众多环保展会中，中国环博会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个。�����������������������������������������������������������������������������������������������������������������������������������������������
����������������������
������������������������������——Marc�Osterwald，Gebrüder�Heyl�������������������������������——Marc�Osterwald，Gebrüder�Heyl�
Vertriebsgesellschaft�水处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德国）Vertriebsgesellschaft�水处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德国）

给水 / 排水与下水道（泵管阀）给水 / 排水与下水道（泵管阀）

������本届中国环博会十分成功，展前推广做得很充分，展会现
场的参观人数很多，我们与目标受众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对
此我们很满意。

������������������������������������������������������������������������������������������������������������������������������������
——张杰，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市政水务销售总监——张杰，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市政水务销售总监

（丹麦）�������（丹麦）����������������
GSD Industri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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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固废

������中国环博会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展会规模越来越大，几年前
我们申请的参展面积只有 12 平米，现在扩张到 168 平，成为本
届 N5 馆展示面积最大的展商。中国环博会为我们寻找目标客户、
拓展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
——缪申羚，埃维恩（上海）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澳大利亚）——缪申羚，埃维恩（上海）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澳大利亚）

监测仪器监测仪器

�����我们第一次参加中国环博会，展商和观众质量很高。销售的
反馈也很好，比如：我们了解到很多来访观众的单位、兴趣、
需求都符合我们的目标客户要求。某个销售提到他今天已经见
了 20 个客户，包括新客户也有老客户。中国环博会的宣传做的
很到位，还很有针对性，参展效果很好，会考虑明年加大投资和
参与度。
�����������
——刘勤，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市场传媒经理——刘勤，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市场传媒经理
（德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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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与室内净化大气污染与室内净化

������本届展会作为我们的首秀，整体的收获超出预期。中国环博会作为国内大
型的环保平台，我们始终会关注。该展会不仅是贸易交流的平台，对我们来
说，更看重它是环保行业重要价值的传递窗口。我们在今年展会上得到了相
当多的关注，有许多企业对我们感兴趣，并希望做进一步的沟通与深入合作。�����������������������������������������������������������������������������������������������������������������������������������������������
���������
����������������������——徐潜，柏美迪康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中国）——徐潜，柏美迪康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中国）

场地修复场地修复

����� �中国环博会今年不仅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在板块的梳理上也更加明晰。
去年参展我们只拿出了废固一个板块，而今年，我们全板块都上了。从去年
的两个标展到今年 120 平方米的特装展位，也是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环博会以
及致力于环保行业发展的决心。今年展会上我们接触到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国
内外，特别是华东华南等地的活跃客户，与我们所寻求的固废处理、废水处
理以及环境修复领域目标客户相当契合。我们对今年的展会情况相当满意。
���������
�������������——林恒，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中国）——林恒，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中国）

010010100000010010101010110101000000101010010000001010101010010001101010101001010100001101011010010010001101010001100011011110111010000001100001001010000001110100101101011100011100000001101000000000010000001010001011000101100011011111111110111110011111110101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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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
6�May

2015 环博会高峰论坛�IE�expo�2015�Summit�Forum
主题：“十三五”布局下环保产业趋势与创新 TOPIC:�Trends�and�innovation�of�Environmental�industry�regarding�to�the�“Thirteen�–�Five”

同期活动关注时下热点，贴近生活获观众认可同期活动关注时下热点，贴近生活获观众认可

� � � � �中国环博会展会期间举行了 17 场高质量、国际性的同期活动，邀请了约 190 位演讲者，就行业的热点话题及

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了演讲及圆桌讨论。参与者的热情高涨，超过 5,000 名观众参与其中。各环保分论坛紧紧把握

污泥处理，环境监测，海水淡化，VOCs 污染检测，固废与资源回收，场地修复等热门环保话题与高速发展行业，

促进环保设备商与行业客户之间的互动，搭建了一个探讨技术创新的平台。

5 月 7 日
7�May

5 月 6-8 日
6-8�May

5 月 7 日
7�May

5 月 8 日
8�May

5 月 7 日
7�May

5 月 6 日
6�May

5 月 6 日
6�May

第二届环保行业投资建设趋势论坛
2015�Investment�and�Construction�Trend�Conference�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dustry

2015 环境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
Technical-Scientific�Conference�Programme

水管工程与污水处理厂的高成本效益运行
Workshop�Cost�efficient�operation�of�water�works�and�wastewater�treatment�plants

中日 VOC 测试处理技术研讨会
China-Japan�VOC�Testing�and�Treatment�Technology�Seminar

美国污水处理技术与产品研讨会
American�Waste�Water�Treatment�Technology�Workshop�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论坛
Contaminated�Soil�and�Groundwater�Remediation�Technology�Seminar

第一届中国环境监测技术及信息化研讨会
2015�Chinese�Environmental�Monitoring�Technology�and�Information�Seminar

5 月 6 日
6�May

5 月 6 日
6�May

5 月 7 日
7�May

5 月 7 日
7�May

2015 中国饮用水安全 - 微污染水源的膜法及其它深度处理综合技术论坛
Forum�of�Chinese�Drinking�Water�Safety:�Membrane�and�Other�Advanced�Treatment�Processes�in�Micro�Polluted�Water�Source

工业水处理工程师大会
Conference�of�Industrial�Water�Treatment�Engineer

第二届新形势下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论坛
2015�Con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Sludge�Treatment�and��Resource�Recycling�Under�the�New�Situation

2015 国际海水淡化与膜技术论坛
2015�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ea�Water�Desalination�and�Membrane�Technology�

5 月 7 日
7�May

5 月 6-8 日
6-8�May

5 月 6-8 日
6-8�May

5 月 6-7 日
6-7�May

5 月 6 日
6�May

第二届重点行业有机废气 (VOCs) 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交流������
The�Second�Volatile�Organic�Compound�(VOCs)�Testing�and�Control�Fair

2015�第三届国际场地修复论坛暨展览会�
2015�The�3rd�International�Fourm�&�Exhibition�on�Contaminated�Site�Remediation�

第二届中国民用空气净化器行业高峰论坛——品牌、创新、国际化�
China�Home�Air�Purifier�Industry�Summit�Forum--Brand,Innovation�and�International

第二届国际固体废物与资源回收利用论坛
The�2nd�Solid�Waste�and�Resource�Recovery�Forum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热点论坛
Conference�of�Rural�Living�Garbage�Management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固体废物处理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Waste�Sector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综合性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Comprehensiveness�Sector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主论坛
2015�IE�expo�Summit�Forum�Main�Forum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国际环保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International�Sector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水务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Water�Sector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大气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Air�Pollution�Control�and�Air�Purification�

2015 中国环博会高峰论坛�场地修复分论坛�
IE�expo�2015�Summit�Forum�Site�Remediation�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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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副主任

张全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刘志全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吴舜泽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常务理事

侯雪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 � �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及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共同主办的“2015 环博会高峰论坛”主题围绕着“十三五”布局

下环保产业趋势与创新展开，邀请到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齐让，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全，环

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

长吴舜泽等环保界各权威人士共同探讨新环保法下第三方治理新商业模式，PPP 模式经验与创新，新常态下环保产

业投资机遇与融资策略等热点话题。

其他现场论坛及会议其他现场论坛及会议

第二届国际固体废物与资源回收利用论坛

第二届重点行业有机废气 (VOCs) 污
染治理及监测技术交流

第二届新形势下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论坛

第三届国际场地修复论坛

2015 环博会高峰论坛2015 环博会高峰论坛
——“十三五”布局下环保产业趋势与创新——“十三五”布局下环保产业趋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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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争先报道，网络热议引关注主流媒体争先报道，网络热议引关注

大众媒体大众媒体

行业媒体行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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