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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家居展览会
COMFORTECO CHINA 2020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家居展览会（简称：上海国际舒适家居展）
是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举办，本届展会预设 25,000+ 平方米
展览面积，展出超过 9,000+ 款舒适系统产品，预计将吸引 300
余家优质企业及近 50,000 名专业观众到场，超过 100 家相关媒
体将对本次展览进行报道。
上海国际舒适家居展作为业内高品质舒适系统展会，旨在践
行“健康中国 2030”理念，集中展示舒适家居系统上下游产业链，
打造全屋智慧舒适生活方式，为舒适家居行业企业、协会、媒体
搭建集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一站式商贸平台，为行业的发
展壮大注入新鲜血液，探索行业发展契机。

主题展区
舒适热能

全屋净水

智慧物联

中央新风

智能家居

中央空调

三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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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面对舒适家居系统千亿级规模的商业红海，上海国际生态舒适家居展览会 COMFORTECO

CHINA 2020，邀请 600 余家品牌展商，倾力打造 60,000 平米超大规模面积，展现舒适家居上下

游产业链，助力产业发展，推动行业协同创新，构筑集展示、会议、活动、互联网四位一体的一
站式多方位商贸综合体平台！

1 冷、暖、风、水、恒、智、居，舒适家居系统一站式参观体验
2 世环国际顾问委员会集结业内翘楚把握行业脉搏
多场舒适家居系统专题论坛，涵盖地产、酒店、学校、医院、

3 办公楼宇等细分领域解决方案

4 展示、会议、活动、互联网四位一体的多模式商贸综合体平台
展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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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系统及换气设备

净水设备及服务

空气调节及净化设备

冷暖空调系统

舒适热能系统

智能家居
*以现场为准

COMFORTECO CHINA 2020

展馆分布
诸光

参观时间

路

2020 年 8 月 31 日

2.2

星期一 09:00-17:00

7.2

2020 年 9 月 01 日

7.1

星期二 09:00-17:00

展馆

Hall

1.1
8.2

展馆

Hall

参观地点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700 号 /
上海市盈港东路 168 号

民用版块
2.2
2.2
2.2
2.2
1.2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Hall

8.1

展馆

Hall

1.1
1.1
8.1
7.1
8.2
7.2

净水

空气新风
舒适家居
净水

2 号线徐泾东站 5 号、4 号出口

路

N

工业版块

建筑给排水

同期展会 7.2

Hall

展馆

涞港

展馆交通

轨道交通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2020 年 9 月 02 日

星期三 09:00-15:00

1.2

展馆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展馆

Hall

上海化学工业主题展

固废/废气

智慧环保/环境监测
环保水处理

泵与智慧供水
膜与水处理
阀门管道

公交线路

A. 865 路：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
开发区、锦江乐园站

B. 706 路：可驳接地铁九亭站

C. 776 路：可驳接地铁紫藤路、中山公园站

出租车 / 自驾车

A. 高架道路：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 - 建虹高架 - 盈港东路 - 诸光路（国家会展中

心西门）
；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 - 崧泽高架 - 蟠龙路下匝道 - 龙联路 - 诸光路（国
家会展中心西门）。

B. 地面道路：北翟路 / 天山西路 / 仙霞西路方向，申长路或华翔路 - 崧泽大道 - 诸光路（国家会展中
心西门）；延安路方向，延安西路 - 沪青平公路 - 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

注：出租车由崧泽大道经 10 号门进入北厅外停车区下客，或由涞港路经 18 号门进入南厅外停车区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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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登记礼遇

快速预登记，您将享受如下礼遇
▷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100分奖励

▷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即时掌握行业及展会资讯
▷ 可凭电子胸卡参观同期展会及现场免费研讨会

▷ 有资格参与观众幸运抽奖，每天有机会赢取天猫购物卡、智能电饭煲等精美礼品

邀好友 • 赢好礼
购物卡!
即可获 100元 天猫
场
到
并
记
登
预
众
观
推荐/组织 5 名专业
美甲9件套

运动书包

折叠键盘

邀好友活动参与方式：

100元天猫购物卡

1.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2. 点击底部菜单“ 参观登记 ”-“ 生成专属邀请海报 ”
3. 保存海报图片，分享至好友报名成功即可

品牌荟萃

舒适热能 / 舒适家居配套设备
全屋净水
空气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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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位号：2.2H719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自适应全预混智
能冷凝壁挂炉W
系列

美意 ( 上海 ) 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18

A+空气源户式
变频两联供系
列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全直流变频
多联机

广东中暖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23

展位号：2.2H667

高德D系列智
能型红外热成
像仪

展位号：2.2H4164

空气源热泵三联
供/空调、地暖、
生活热水一体机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火龍果电采暖热
水炉(洗浴/采暖
两用炉)电壁挂炉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61

展位号：2.2H745

湿腾水舒适
中央空调

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53
欧特斯地暖
空调一体机
双子星II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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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适 系 统

广东昊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展品推荐
全 屋 净 水

浙江兰舍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位号：2.2H750

德国法兹有限公司

净纯系列RO反
渗透净水器

昆山怡口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571

德国法兹FineSky
中央前置过滤器

帝尔塔净化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579

怡口商用末端
加热直饮机

江苏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2H670
纯润中央净水机

伊美特 ( 江苏 )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2H530

800G超大流量
直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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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2.2H655

德尔塔DLF系列
原装中央净水机

开源环保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659

Carewater开源
牌CRO-600V型
反渗透净水机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2H430

全厨净水机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位号：1.2H470

厦门匠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自动前置过滤器

家用反渗透
净水机

江苏嘉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2H656

海德信净水设备 ( 深圳 ) 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868

优斯曼智能全
屋大流量全自
动中央净水机

株式会社サイエンス -Mirable 秘乐波 展位号：2.2H885

中央净水机

佛山市顺德区桥森卫厨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848

日本Mirable秘乐
波微气泡花洒
滤芯组合Plus

宁波易居海澳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815

厨余垃圾处理器

展位号：1.2H646

厨房垃圾处理器

德亚家 ( 武汉 ) 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831

德亚垃圾处
理器de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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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屋 净 水

优口 ( 广东 ) 环境系统有限

展品推荐

展品推荐
空气新风系统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位号：2.2H4128

兰舍通风系统有限公司

新直流马达全热
交换器

爱迪士 ( 上海 )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65
EasyInspirAIR@
Monet智睿中央
式智控热回收
新风净化系统

宁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4156

全屋双循环除
湿净化新风机
350

杭州松井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4101

双向流新风除
湿系统
(全热回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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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2.2H750
ERVD康舒智能
版中央新风
系统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4164
DM-F2500-IMP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4134

全效除霾新风机

北京信和洁能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673

AAVILeaf系列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位号：2.2H776

上海罡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远大净化机

曼胡默尔过滤技术 ( 中国 ) 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4124

EASY-FLO易赛弗
中央吸尘

江苏黑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Tri-Kleen500UV
便携式空气净
化器

浙江纳尔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748

展位号：2.2H513

空气净化器
EPI960

展位号：2.2H559
AP006系列空气
净化器

宁波天瑞电器有限公司

纳米光触媒空
气净化消毒机

深圳市康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669

展位号：2.2H725
空气净化器

杭州合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H677

HS3106空气净
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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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新风系统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会议活动概览

COMFORTECO CHINA 2020

第三届全国膜法市政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同期会议日程表

会议日期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8 月 31 日

下午

2020 中国舒适家居暨智能家居产业峰会

NEW

B0-02 会议室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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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第五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2H 馆会议室

2020 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M203 会议室

2020 健康舒适住宅精装修高峰论坛

M202 会议室

全天

9月1日

会议地点

下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NEW

2020 中国市县级绿色医院建设高峰论坛

2020 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
（上海站）
第二届新思维 新模式⸺现代医院建设发展创新峰会

M202 会议室
M203 会议室

M104 会议室

M103 会议室

2020 中国舒适家居暨智能家居产业峰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下午）

NEW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B0-02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现代家电》
会议背景

中国家电行业伴随着消费升级，新零售的突飞猛进，

传统行业面临诸多挑战。本次会议通过业界领袖主题演
讲、企业高层高端对话、热点话题专题研讨、品牌产品现

场展示等互动形式，邀请行业协会负责人、研究领域行业
专家以及数百位品牌商、代理商、零售商、电商、集成商、
服务商齐聚一堂，共同促进家电及泛家居行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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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议题

• 零售创新：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
• 新消费下家电行业终端变革趋势

• 从家电零售走向舒适家居的模式突破与资源
重组

会议活动概览

COMFORTECO CHIN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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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下午）

NEW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202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家电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背景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国，不少行业也遭遇了困境。空气净化行业在此次疫情中同样面临着挑战，

但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产品的改革提升，
“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也成为了行业内关注的焦点，各类消毒技
术和产品应运而生。目前，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为在疫情特殊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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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将于“2020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期间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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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议题

• 等离子体杀灭病毒的原理与效果

• 城市轨道交通室内空气品质标准及康宁大气净化系统解决方案

• 疫情常态化 ，新风企业如何“乘风破浪”

•【高峰对话】：“质”领新产品“净”享新未来

• 除湿新风被动房环控一体机

• 净化技术在油烟净化等领域的应用

• 2019-2020 中国空气净化行业消费白皮书发布仪式

2020 中国县市级医院绿色医疗环境创建论坛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203 会议室

主办单位：健康县域传媒、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会议议题

进一步提升我国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县级医院基

• 可变系统设计应对平战转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战略部署，

础建设，实现“新医改”重要战略目标，为探索现代化医

院之路，关爱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创建绿色环保新型医院，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与健康县域传媒、
《中国农村卫生
事业管理》杂志联合举办“2020 中国县市级医院绿色医
疗环境创建论坛”。

快速报名通道

• 医院净水系统、污水系统设计
• 医院净水系统常见问题与对策
• 绿色医院建筑发展及评价标准
• 医院院感风险控制

• 县级医院废物、废水处置与管理
• 新型绿色县级医院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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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2.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疫情缓和后，消费者的装修需求将会进一步复苏，甚至
井喷。加上新基建和老旧小区水电改造的大趋势带动下，
2020 下半年，家装建材的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
行业市场大洗牌和消费升级的新疫情缓和后，消费者的装修
需求将会进一步复苏，甚至井喷。加上新基建和老旧小区水
电改造的大趋势带动下，2020 下半年，家装建材的市场仍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行业市场大洗牌和消费升级的新零
售模式下，传统销售通路逐渐被瓦解，企业经营的主赛道已
经发生了变革，企业布局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第五届中国装
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为行业研究并推进新产品、新材料、
新工艺的运用和新经营、新商业模式的运行，就“新零售变
革趋势下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和优化”
、
“供应商与整装公司的
合作要点”和“如何做拥有更好用户体验和更高运营效率的
集成服务商”等议题进行现场解读。共同促进建筑装饰行业
的推陈出新，并肩同行，共创行业新辉煌！

会议议题

快速报名通道

• 新零售变革趋势下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和优化
• 供应商与整装公司合作的要点是什么

• 产业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环境、新思路、新出路
• 如何做拥有更好用户体验和更高运营效率的
集成服务商

• 行业大咖高峰对决

2020 年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上海站）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104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中关村绿色建筑创新技术联盟新风净化委员会、

快速报名通道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北京新风净化展示体验中心

会议背景
新冠病毒让众人担忧，可以通过飞沫、空气、接触等传播
方式。不管是室内公共场所，还是居室保持室内的空气质量尤
其重要，新风系统起到主要的作用。防疫期间，如何防止室内
空气交叉感染？
如何使用新风系统对病毒进行防护？
本次论坛进
行新冠疫情下进行分析、探讨、应用进行详解。提高和改善新
风系统设计和应用水平，推动节能、高效、创新产品和新技术
在国内发展的有益实践。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举办 6 年
以来，一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举行新风技术论坛
近几十场，新风系统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
此热烈欢迎行业内外的朋友们积极参与和关注，希望大家群策
群力，共同推动整个新风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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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 疫情后新风系统发展方向
• 新冠下新风系统设计探讨

• 新冠疫情下使用新风系统案例分享
• 线上新风系统的销售手段

• 新风系统的大数据、新风系统新品新技术、
空气质量检测技术

COMFORTECO CHINA 2020

2020 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会议活动概览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203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背景

在酒店的规划设计中，净水系统、中央空调、生活热水

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用是提升入住体验感的重要一环。清洁、

舒适、便捷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今年疫情肆虐
神州大地，消费者对入住酒店的安全性有了刚需，国家也出

台了对酒店用水、用风、用热的规范性标准，酒店在规划舒

适系统方案时不仅要考虑到节能环保等长远发展的需求，也
不能忽视设施的安全性功能。

会议议题

• 净水产品在酒店中的应用与前景

• 空气新风对绿色酒店的意义与分析
• 绿色饭店创建与节能环保改造

• 变革风起，绿色酒店如何抓住机遇

由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与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联

手举办的 2020 酒店舒适系统技术论坛，将着眼于舒适家居
系统与酒店业对于用水、空气、供暖的需求，解读国家标准，
分析行业案例，全方位的展示行业场景应用与未来前景。

第二届新思维 新模式⸺现代医院建设发展创新峰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103 会议室

主办单位：筑医台、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建设部、

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建筑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会议背景

当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2020

年注定不平凡。诸多变数之下，为推动“被动医疗”向“主

动健康”转变，深入探寻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有效促进现
代医院建设发展持续升级，
“第二届新思维 新模式⸺现代医

院建设发展创新峰会”将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虹桥）举行。本届峰会深度挖掘疫情常态化下行业
痛点，结合新基建创新理念，以“多元办医，创新求变⸺

打造现代医院建设发展新高地”为主题，从设计模式、建设
模式、管理模式及服务模式等方面探讨现代医院发展新模。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议题

• 后疫情时代医院建设新模式

• 探索应对未来变化的医院运营体系

• 十四五期间上海医院投资规划建设趋势
• 平疫结合的医院建筑设计

• 疫情常态化下的医院环境品质的打造
• 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医院规划建设
• 5G 技术在医院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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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健康舒适住宅精装修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M202 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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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高端住宅、精装
房以及全屋定制系列都开始重视装修 + 舒适系统的推广，
尤其在现今的前装领域不仅是传统的家电，更是融入了新

风系统、家用净水、采暖系统、恒温恒湿恒氧等保证居家
生活洁净用水和空气的舒适系统功能。对于居住环境健康
需求的卖点，也成为房产开发商把握舒适家居的新机遇并
推动房地产和家居行业升级的新契机。

了解更多会议敬请联系
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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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1 3323 1379

快速报名通道

会议议题

• 关于健康住宅标准解读

• 如何做一个舒适节能的采暖系统

• 智慧新风，全屋洁净空气解决方案

• 地产精装的大势所趋，全屋净水系统

marcom@comfortecochina.cn

同期展会

COMFORTECO CHINA 2020

同期展会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净水）
AQUATECH CHINA 2020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水展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2 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盛大召开。作为水业界的年度饕餮盛宴，预计今年的展示规模
将达到 22 万平米，3,600 家展商与 10 万名观众共襄盛举。此外，上海国际

水展还将深入联合多家国内外协会及行业媒体，推出多场专题论坛和活动，
从而为观众提供更多业务发展可能。

展会亮点
22 万平米展示面积包含 6 个细分展区

聚集超过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 家参展企业

新增智能家居、水卫浴洁具展区，打造水家电一站式采购平台
超 50 家展商指定新品发布平台

近百场专题论坛活动网罗行业热点话题

与超过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万业内精英畅谈未来
展会 APP+ 微信实现 365 天全行业信息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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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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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第五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BUILDEX CHINA (SHANGHAI) 2020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国内绿色建筑给排水行业的高品质专业展，旨在将

民用建筑、商用建筑和市政建设等领域绿色建筑产业链相融合，打造具有
行业影响力的商贸交流平台。

作为建筑给排水行业的年度饕餮盛宴，拥有 35,000 平米展示面积的

2020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由健康饮水管道、建筑排水系统、雨水收集利用和
环保家装电线等四大主题展区构成，汇聚 550 多家展商 1 万余件展品。在

展会期间，展出的产品和演示的前沿技术将为观众提供了建筑给排水和隐
蔽工程领域全产业链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此外，通过与众多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家装工装机构、协会及行业媒

体的合作，推出了十余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业内资深专家及

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产品和技术应用案例，从而为业务合作
与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展会亮点
践行绿色建筑标准及绿色环保建材战略目标

五年磨双剑垂直领域持续开拓，建材隐蔽工程品类齐全

APP 汇集数千家大牌展商信息，产品展示，采购快报及现场会议活动
VIP 钻石买家俱乐部，为观众甄选心仪品牌

生态舒适家居样板间，沉浸式产品与设计的融合体验
行业产业政策发布解读，创新、新型产品技术展示
十余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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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第六届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ECOTECH CHINA AIR (SHANGHAI) 2020
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简称：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是国内具

有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旨在通过与环境综合治理

相融合，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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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业内高品质的空气与新风展览会，2020 年第六届上海国际
空气与新风展览会将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2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

桥）如期举办，展示规模达 25,000 平方米，预计吸引 33,000 名海内外专
业观众参与，展品范围覆盖：空气净化设备、新风系统、加湿除湿、三恒系统、
油烟净化、滤网滤材、风机电机、其他空气调节及净化类相关产品。

展会亮点
25,000 平米超大规模，空气新风专业品质展会
远超 300 家业内知名展商，集结行业翘楚

汇集 9,000 多个展品，涵盖空净全行业产业链
多展联动，集合“冷暖风水智”五大品类

多场行业高峰论坛，聚焦市场热点，剖析政府政策
百余家行业协会及媒体加持，凝聚行业力量
王先生

+86 21 33231443

fourm@watertechgd.co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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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APP

世环通

扫一扫即可下载

官方网站平台

www.shihuantong.com

网址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简称：荷瑞）创立于 2007 年，是 CHC

集团下属成员之一，同时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展览中心 (RAI) 全球品牌
展会在大中国区的独家代表机构。作为一家历时十余载，拥有丰富筹划

和组织国内外专业品牌展览会经验的主办机构，荷瑞始终秉承工匠精
神，专注于 B2B 领域，致力于打造卓越的国际性环保商贸平台。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 55 号虹桥 525 创意园 A 座 401 室 ( 近
先锋街 )，201103
+86 21 33231300

+86 21 33231366

www.chcex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