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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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在国
家会展中心（虹桥）圆满落幕。

本届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拥有 25,000平方米展示面积，涵盖热泵、壁挂炉、全屋净水、
中央新风、中央空调、智能家居等主题，300余家参展商与 17,549名专业观众汇聚一堂，同期举办 8
场专业论坛和 14场展商新品发布会，得到近 100家行业协会与专业媒体的大力支持，成功打造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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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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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江森自控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市场部 |林静迪
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打造了一个整合舒适产业的全生态展会。从这次展会的参与情况与如今疫
情的特殊环境来看，无论是展会定位、展会组织、展会规模、品牌宣传、招商效果等等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为我们企业的品牌推广和业务拓展带来了助力，期待今后继续合作。

昆山怡口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销售总监 |庄国伟
怡口和世环会渊源已久，我们一直鼎力支持。本次参加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我们发现现场参
观的观众越来越专业，他们咨询的问题也是非常专业，这说明他们真的在关心、了解我们的产品。同时，
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我们非常欣喜，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
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希望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越办越好。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监 |颜邵云
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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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环会【国际生态舒
适系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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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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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昊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黄一波
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作为行业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专业展会，连接上下游产业链。参与本次展会，
我们企业与用户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场合，更加明确了用户的需求，发掘了部分潜在客户；现场同期举办的
多场论坛，也帮助我们企业与同行同频交流，让企业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宣传；非常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策划，
未来我们将继续支持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

美意（上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周先国
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作为疫情期间行业内规模较大的舒适系统展会，企业此次的亮相有着较
为重要的意义，主办方在展会前期宣传和展会中的服务都比较贴心，本次展会在企业提升品牌形象之余，
对于地区服务商的招商也达到预期效果。

美厦（上海）三恒系统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杨阳
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作为国内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为舒适企业打造一个打破舒适系
统领域各行业壁垒、贯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商贸交流平台。主办方的精心组织策划使得我们企业在展会中
收获良多。尤其在后疫情时代舒适家居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下，更是带给我们企业一个优质的展示机会，我
们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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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罡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文
EASY-FLO易赛弗中央吸尘系统，一个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70年代，欧洲、北美地区就已经有了中央吸
尘系统的概念，随着国内人们对日常家居环境的清洁健康要求越来越高，中央吸尘这个产品会发展成为
一个新兴的产业。40多年以来，EASY-FLO专注于中央吸尘技术的开发和创新，脚踏实地的完善自己的产
品。现如今，EASY-FLO的客户已超过100万例遍布全球。我们目前正紧锣密鼓布局中国市场，在展会上收
获颇丰。衷心感谢主办方，千辛万苦，克服疫情影响，成功举办这次展会。让我们有一个展示产品和公司
文化的一个平台!愿展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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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暖通工程、建筑工程、净水工程、空调工程、酒店工程、
净化工程、承包工程

工程公司

16%
装饰装潢公司、建筑设计公司、室内设计师

家装工装 /设计师

观众行业类别 参观目的

观众分析

观众职位和部门 观众地域分布

40% 采购经理 /项目经理
19% 工程部 /技术部
18% 市场 /销售
11% 董事长 /总经理
8% 设计师 /工程师
4% 其他

36% 上海  

28% 江苏 

14%  浙江  

5% 广东 

4% 山东
2% 安徽 

2% 北京 

1% 河北 

7% 其他

观众分析

采购影响力

38% 决策成员之一
24% 最终决策者
21% 推荐 /建议者
9% 提出需求
8% 不参与

观众满意度

10%
设备生产商、配套施设产商、零件产商

设备生产

4%
电商、020 平台、行业 KOL、微博博主、新媒体大咖

B2B2C行业及媒体

15%
房地产开发商、酒店管理集团、学校 / 教育机构、公立 /
私立医院、康养机构、餐饮集团、酒窖、物业公司

终端用户

20%
暖通经销商、空调经销商、家电经销商、净水经销商、
建材经销商、厨卫经销商

经销代理

89% 满意
11% 一般

89%

11%

31%
来展会上拓展人脉，结识新朋友，以期待创造新的业务机会

11%
来展会见几个特定的展商或公司以洽谈订单业务

 6%
观察参展的竞争对手动向

2%
评估展会效果，以决定未来是否参展

5%
在展会上与人交谈、出席会议论坛以学习行业知识，自我提升

20%
与现有的供应商、合作方会面，对业务、合作进行回顾和探讨

13%
和尽可能多的展商交谈了解情况，以为业务之需网罗备选供
应商、合作伙伴 

9%
在各个展位上逛逛，关注新产品新趋势，为业务规划和采购
做准备

3%
和现有客户或熟人见面，通过展会期间非正式活动进行社交，
联络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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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买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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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邀请来自酒店、房地产、医院、
学校等领域相关人士到场与展商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分别对住宅地产室内空气净化、酒店新风系统
改造、全宅暖通系统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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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龙 *******
有限公司

寻找商用 /家用净水机品牌经销合作
商用直饮机，家用末端净水

年预算
2,000-3,000
万左右

近期

南通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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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要求单
价要在 1万
以下的

近期

小 *******专卖
店

寻找家用 /商用净水器品牌经销合作
家用 /商用直饮机，管线机，中央新风系统

年销售额
100万左右 近期

大连 *******有
限公司

寻找家装 /工装热能设备品牌经销合作
热泵，壁挂炉，太阳能热水系统，燃气锅炉，电热
锅炉

年销售额
2,000万

有适合的就采
购，要代理品

牌

上海 *******工
程有限公司

别墅 /商场的净水 /热水 /通风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全屋净水，燃气锅炉，电热锅炉，散热器，换热器，
中央新风系统

年采购 500
万以上 近期

株洲 *******设
备有限公司

学校 /工厂净水项目所需净水设备采购
商用净水器，开水器，家用直饮机

本次预算 10
万，年预算
200万左右

3~6个月

江苏 *******有
限公司

寻找家用 /商用净水器品牌经销合作
直饮机

年预算1,000
万 随时可以采购

恒 *******东公
司   中央新风 /空调 /净水设备采购

年预算
2,000-3,000
万左右

常年

VIP买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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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评语

组团观众
组团观众

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观摩团
本届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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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大舒适系统总裁班
祝贺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这场舒适行业的盛会取得圆满成功，在疫情背景下释放市场积极性信号，
为企业传递市场价值，推出了这么多专业论坛，期待 2021年 6月 2日与行业同仁再次相聚。

世界酒店观摩团
很荣幸组织会员单位参观本届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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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设计联盟网观摩团
在这次展会也收获了很多，以前设计师很少参加这样的展会。但通过这次参会对中央空调、新风、水处理等
技术有了重新的认识，把这些节能环保技术应用到自己的案例当中。希望可以加一些设计师特展，多增加一
些设计师互动的论坛。最后希望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越办越好。期待 2021展会现场有更多的设计
师参与，设计师活动更加多元丰富。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观摩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存量房市场成为主流趋势，其中伴随着巨大的旧房翻新需求，家装行业出现“翻新”热
潮，希望未来能与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继续携手为所有泛家居行业的从业人员带来更丰富的信息，
推进装饰建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展期三天，由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筑节能推广专业委员会、昆山市房地
产业协会、昆山开发区规划建设协会、世界酒店联盟、交大舒适系统总裁班等行业协会与媒体组织组
成的多家行业参观团参观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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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一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各领域人才的交流与信息的共享。如今身处舒适行业发展新纪元，又恰
逢疫情的特殊情况，舒适行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业内同仁的见解与观点的碰撞。世环会【国际生态
舒适系统展】上，主办方联手多家协会、行业媒体与知名企业，策划并举办多场论坛与新品发布会，
从多领域进发探索舒适行业发展现状与后疫情时代发展趋势。

现场活动 -新品发布会

新品发布会
议题 单位 /职务 演讲嘉宾

萨奇物联网 APP在全屋净水系统中的集成应用系统 厦门萨奇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陈委贤

超滤膜结合活性炭一体的全智能制水、顺冲、反冲、
对冲 大流量全屋中央净水机 深圳市优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吴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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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气泡带来的毛孔清洁革命 株式会社科学 -秘乐波品牌中国总代理产
品负责人 孙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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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BEIDO六恒系统 &智能旁通阀 欧贝多物联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AUBEIDO智恒家商学院院长 王志毅

以首发爆款产品和定制物联系统为根本，深耕社区
营销  北京高加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剑澜

黑科技加持自适应全预混冷凝壁挂炉新品发布会 广东昊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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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舒适健康人居环境新目标 美厦（上海）三恒系统有限公司环境设
计工程师  杨阳

 火龍果电采暖双水路产品介绍 广东中暖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黄登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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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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酒店舒适论坛、健康舒适住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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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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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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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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机构：中国设计联盟网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本次论坛邀请设计师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与知名企业代表共同就疫后市场、趋势、未来、
产品应用提出独到见解，为家居设计，成就生活品质。

现场活动 -舒适系统论坛、设计超有趣论坛

“行走的课堂”舒适系统实战攻略（上海专场）

2020设计超有趣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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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校园新风论坛、绿色医院建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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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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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概要：本届会议邀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各级医院建设项目主管负责人、医疗建筑设计
机构相关专业技术与设计人员、医院建设和装备的投资、咨询及管理机构负责人等共聚一堂，共探现
代化医院之路。

校园新风发展专题论坛会

2020中国市县级绿色医院建设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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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媒体合作

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Étienne GENDREAU先生

总经理 |杨海军

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部分）

媒体采访秀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在世环会【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现场，近50家专业媒体对百余家行业龙头企业进行了专人专访。采
访过程中，展商针对行业趋势，技术等进行了全方位深度剖析介绍，对疫情后舒适家居产业发展，与
向酒店、房地产、医疗、教育等领域发展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市场部总监 |颜邵云

开能健康ODM事业部总经理 |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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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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即可下载

更多展会信息
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展位预定
中央空调系统/三恒系统/智能控制/智慧物联
联系人：姚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368
邮 箱：sales@comfortecochina.cn

热泵/壁挂炉等供暖系统
联系人：胡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481
邮 箱：sales@buildexchina.com.cn

中央水处理系统/智能厨卫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409
邮 箱：sales@aquatechchina.com

市场合作
联系人：汪女士
电 话：+86 21 3323 1379
邮 箱：marcom@comfortecochina.cn

联系人：余女士
电 话：+86 21 3323 1396
邮 箱：marcom@comforteco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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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新风系统/除湿系统/吸尘系统
联系人：陈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386
邮 箱：sales@airvent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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