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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展会概况
2020年 8月 31日 -9月 2日，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
服务管理中心、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空气净化器（中国）行业联盟、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
净化服务委员会官方支持的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成功落幕。

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规模达 25,000平方米，汇集了 223家展商与 24,926名观众到场参观，
同期举办了 21场高峰论坛和 42场新品发布会，得到了 38家行业协会和 71家专业媒体的大力支持，
特邀终端用户领域 954名采购决策者莅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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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展商风采
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汇聚了松下、远大、爱迪士、兰舍、造梦者、威霖、绿岛风、松井、多乐信、
天瑞、康弘、恒永、吉威思、哈克、朗迪、施乐百、九龙、德图等 223家业内知名企业，为所有业内人
士打造了一场空净交流盛宴。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
限公司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松井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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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品牌展商

展商分析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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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疫情之后，主办方在此次世环会中重点打造舒适家居主题概念，松下综合展示了全屋新风、
净水、空气消杀、智能家居等集成解决方案，此次展会我们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三天展
会观众络绎不绝。松下通过提供各类前沿技术成果，向专业观众传达了舒适智能家居理念，
重新定义美好生活。期待 2021世环会，我们再聚首。

浙江造梦者进出口有限公司 | 市场总监 | 孙永杰
2020世环会是Dream Maker 造梦者品牌自新冠疫情发生后的第一次全行业展会亮相，
借助展会方搭建的行业展示交流平台，Dream Maker 造梦者今年首次亮相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短短三天时间接待了来自全球的专业观众、行业专家、经销商、供应链企业等共计
千余人次，行业反响非常好，对 Dream Maker 造梦者品牌的推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爱迪士 |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 Étienne GENDREAU先生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但法国爱迪士集团以及爱迪士中国同心协力始终以客户为中心、
肩负责任并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共渡难关。此次携手世环会，打造 2020上海国际空气
新风展！作为第三次参展，我们很荣幸与行业同仁们再次聚首。爱迪士希冀上海国际空气
新风展可以越办越好，为空净行业的交流发展注入全新的力量。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 市场部总监丨颜邵云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作为行业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专业展会，连接上下游产业链。湿
腾参与其中，与用户有了面对面的交流，更加明确了用户的需求；同期多场论坛，与同行
同频交流，让湿腾的五恒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同时在展会期间，湿腾新品上市，让众
多用户看到湿腾的实力，赢得了很高的人气，让我们湿腾对未来更加坚定信心。非常感谢
主办方的精心策划，未来湿腾将继续支持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兰舍通风系统有限公司 | 副总经理 | 吴钢
这是兰舍第一次参加世环会系列展――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鼎力配合，
正因为世环会是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展会上兰舍所展出的吊顶式、
壁挂式新风产品以及全屋净水产品，才有机会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客户的驻足观看与咨
询洽谈，也祝福展会能够越办越好。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 市场部部长 | 龙德萍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是一个平台，是品牌商和渠道商交流的一个平台，客观来讲，今年受
疫情影响参展品牌商数量有一定减少，但参与者在品牌陈列、新产品推出等方面都有提升。
这是一次行业盛会，品牌云集，共赢商机，希望大家在此平台上合作创造会展的新高度。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市场总监 | 郑祖潘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作为国内具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为空净通风新风企业打造
一个贯通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领域上下游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展会主办方的精心组
织策划，使展商都有收获。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新风、空净、舒适家居受到市场广泛的关注，
期待展会不断提高升级，扩大宣传，吸引更多的观众参观，提高展会的影响力。

杭州松井电器有限公司 | 总经理丨陈祖军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作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为参展企业提供优秀平台。此次展览，松井
用高口碑产品及方案，为观展人员提供成熟的除湿方案，解决湿度难题，创造舒湿空气
环境，是一次相互交流、产品展示、品牌传播的宝贵机会。松井衷心祝愿上海国际空气新
风展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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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产品新趋势，为业务规划和采购做准备

寻找供应商、合作伙伴

拓展人脉，创造新的业务机会

会见特定的展商以洽谈业务

观察参展的竞争对手动向

出席会议论坛以学习行业知识，自我提升

评估展会效果，以决定未来是否参展

通过展会非正式活动进行社交，联络感情

代理 /经销 /进出口商

暖通 /空调工程公司

医院 /酒店 /房地产/学校 /终端业主

建筑设计院

装潢公司 /室内设计公司

实验室 /研究所

建筑工程和承包商

暖通及空调设备生产商

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参观目的

4%

4%

观众决策力 观众满意度

观众分析

观众职位和部门
38% 上海
27% 江苏
12% 浙江
7% 山东
4% 广东
3% 北京
2% 安徽
1% 河北
6% 其他

31% 采购经理 / 项目经理
22% 市场 / 销售
21% 工程部 / 技术部
12% 设计师 / 工程师
11% 董事长 / 总经理
3% 其他

34% 决策成员之一
27% 最终决策者
22% 推荐 / 建议者

6% 提出需求
11% 不参与

观众分布

观众分析

27% 20%

11% 15%

8% 12%

6% 8%

6%

4%

3% 3%

37% 32%

88% 满意
12%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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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评语

组团观众
组团观众

世界酒店观摩团
很荣幸组织会员单位参观本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这个展会打造了一个贯通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领域上
下游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行业品质展商聚集此地，共话空气与新风行业未来。

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观摩团
本届 2020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展会现场知名参展商云集，展品类别丰富。可以一站式领略行业内先进技
术和科研成果，同时也是采购新产品的理想平台。

昆山市房地产业协会观摩团
这次组织会员单位参与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既帮助会员单位寻找商机，更丰富了我们协会的活动。展会现
场知名参展商云集，带来了诸多新产品、新技术，在如今疫情背景下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影响力深远的空净展
会，感谢主办方做出的努力。

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观摩团
很荣幸组织参与 2020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展会现场大咖云集，专家助阵。不仅可以饱览业内前沿产品和
新兴技术，还能与众多业内人士深入交流，共探空净未来发展新方向。

2020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汇集了世界酒店观摩团、昆山市房地产业协会观摩团、交大舒适系统总裁
班观摩团、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观摩团、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观摩团等
大批专业观众自发组团前来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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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展会前期，主办方 VIP 买家服务中心开展了买家需求定向邀请。现场有来自绿地、绿城、洲际、如家、
绿地万豪、锦江集团等企业的工程、采购、设备、技术等部门高管及负责人均到展会现场与展商进行
面对面交流，并分别对疫情之下的住宅地产室内空气净化、酒店新风系统改造、精装修配套等领域
提出了技术及产品需求。同时，参展商也在现场 3 天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及产品的详细
介绍。

参观买家现场下单（部分）

采购商 项目名称及采购产品 采购预算 预计采购时间

珠海 **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生产家用 /商用空调设备所需配件采购 
滤芯、过滤器 /滤网、滤材 5,000万 2020年

上海 **建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空气新风方案服务商寻找新风 /管道品牌合作 
辐射空调、风管 /风口 /风道配件、风机 /电机 >300万 2020年

杭州 **科技有限
公司

别墅商场展厅新风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中央新风系统、壁挂新风机 >1,000万 2020年

南通 **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商厦新风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商用柜式空气净化器 200-300万 2020年

上海 **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新风系统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空气净化器、风幕机、油烟净化设备、中央新风系统 300万 2020年

上海 **实业有限
公司

家用空气净化工程所需设备及配件采购 
家用空气净化器、消毒器 70-80万 2020年

上海 **湿度控制
设备有限公司

中央空调生产所需 
离心风机、风管 /风口 /风道配件、控制系统、过滤
器 /滤网

100万 2020年

上海 **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别墅 /商场的通风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中央新风系统 >500万 2020年

格 *公司 寻找新风系统经销合作 
中央新风系统 300万 2020年

西安舒 ***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寻找民用新风代加工合作 
壁挂式新风机 >200万 2020年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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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展会同期举办了多场展商新品发布会，多家知名企业入驻展会，携行业新品和前沿技术亮相现场，吸
引了大量业内人士的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新风行业上下游的商贸沟通与技术交流。

与此同时，现场还举办了2020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上海站）、室内环境控制与健康技术论
坛、第四届新风净化行业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外新材料 新技术 新产品交流研讨会等多场专业论坛，
众多专业机构领导、权威学者、行业大咖和企业代表汇聚一堂，聚焦疫情之后室内空品及新风行业前
沿话题，为空净新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

现场会议活动

新品发布会

议题 单位 /职务 演讲嘉宾

CLIVET品牌及产品介绍 上海克来沃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梁健安

五恒的未来 常州九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渠道经理 叶世先

赋能“新四季”，引领“智生活”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唐玉芬

以净致境 健康生活新体验 Attack空气净化杀菌
新品发布 浙江纳尔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顾海龙

舒适家居行业的未来 ---五恒健康家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热泵运营总监 方开亮

弗迪沃斯对话 2020辐射空调技术论坛（上海站） 杭州弗迪沃斯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刘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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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主办机构：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   新浪地产
承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委员会

会议概要：会议旨在疫情特殊时期，促进行业内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用，以及企业及机构间的
密切合作。针对当下民众关心的新风净化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对于未来新风的发展指出了
崭新的方向。

主办机构：中关村绿色建筑创新技术联盟新风净化委员会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新风净化展示体验中心
承办单位：《通风设备》商务专刊  通风设备网

会议概要：本次论坛在新冠疫情之下对于新风系统进行分析、探讨以及应用详解，提高和改善新风
系统设计和应用水平。针对当下的“新冠下新风系统设计技术探讨”、“大风量净化器在公共环境
的应用”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对话，推动节能、高效、创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国内发展的有益实践。

第四届新风净化行业国际发展论坛暨中外新材料 新技术 新产品交流
研讨会

2020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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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近年来教育部对校舍的空气质量把控出台了很多行业标准和规范，校园内洁净的空气
关乎到师生的身体健康，加强校舍室内空气管理和检测成为了校园空气质量抓手的重中之重。论
坛对于提供多种校园新风的解决方案和实施计划，构建校园新风下的呼吸健康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为校园新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主办机构：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建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建筑环境控制与健康专业委员会

会议概要：本次论坛围绕健康室内环境学术焦点、行业痛点和社会热点话题，邀请机构领导、权
威学者和企业代表等汇聚一堂。旨在研讨产业互联网时代下健康室内环境行业应如何破局发展，
搭建了一个让技术专家与研发者零距离接触、供应商和用户直接互动、思维碰撞与交锋的平台！

现场会议活动

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暨校园新风发展专题论坛会

室内环境控制与健康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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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主办机构：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在酒店的规划设计中，清洁、舒适、便捷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本次论坛
围绕酒店空气的质量痛点与解决成本分析、酒店环境系统解决方案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主办机构：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房协建筑节能委员会

会议概要：随着房地产拐点的到来以及疫情的影响，人们对健康住宅舒适家居的需求日趋显著。
本次论坛到场近百位听众，同演讲嘉宾与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下如何把握舒适家居的新
机遇和推动房地产和家居行业升级的新契机。

主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行知汇  i传媒

会议概要：本次论坛邀请行知汇讲师团成员与企业嘉宾与到场 128位观众共同探讨舒适系统产品
场景化需求、销售逻辑与系统化营销实战理论等话题。

2020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0健康舒适住宅精装修高峰论坛

“行走的课堂”舒适系统实战攻略（上海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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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

媒体传播

合作媒体（部分）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在 2020 年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的现场，71 家专业媒体对百余家行业龙头企业进行了专
人专访。通过与企业的掌舵者进行深度交流，将其思想通过文字呈现出来。在疫情之下，企业该
如何抓住行业风口，展商又当如何危中求机？聚焦优秀企业视角，领略先锋思维以解读行业风向。

媒体采访秀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

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事业战略统括部部长  邓育涌

销售总经理  潘永

地产事业部总监  李江

市场部总监  颜邵云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Étienne GENDREAU先生

大中华区销售总监  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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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环通APP
生态环保采购服务平台

上万家优质供应商的全新

产品手册都在您手中

下 / 载 / 世 / 环 / 通 / A / P / P

更多展会信息
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即可下载

展位预订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86 21 33231386
邮箱：sales@airventec.com.cn

媒体合作
联系人：汪女士
电话：+86 21 33231379
邮箱：marcom@airventec.com.cn

参观咨询
联系人：金先生
电话：400 665 3755
邮箱：visitor@wietec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