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
2022年8月 上海

大会背景

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是由世环通主办，荷嘉会展、荷祥会

展联合承办的供需对接、人脉对接、行业交流大会。世环通线上平台，以创新和敏
锐为企业持续提供品质商机为服务宗旨，为企业长期培育对接精准目标买家群体
，促成采购合作。

作为世环通的重要线下对接载体，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以

线下活动营销模式，为会员提供更多与专业意向客户面对面的机会，给企业品牌

服务模式

采购大会将按专场类型进行
分类，每半天为一个专场，每

场约有 200 位参与人员，其
中买家与厂商各占一半。

加分，增强互动性和信任感，进一步提升效果转化。

为什么参与？
▲ 多营销渠道向 200 万行业买家数据全方位曝光 , 目标市场主要买家群体全覆盖；
▲ 为世环通线上店铺引流，提前与买家群体线上互动；

▲ 在采购大会现场与高意向目标买家作更深入的产品介绍和实力展示；

▲ 来自各领域高质量买家齐聚采购大会现场，面对面高效沟通，提升转化。

活动安排

宴会厅1

宴会厅2

第一天 上午

家居舒适系统（净水、空气、暖通、新风、其他）

商用专场（净水、空气、暖通、管道、其他）

第一天 下午

家居舒适系统（净水、新风、暖通、管道、其他）

商用专场（净水、空气、新风、热、其他）

第二天 上午

家居舒适系统（净水、空气、热、管道、其他）

商用专场（净水、新风、热、管道、其他）

第二天 下午

建筑给排水专场（泵、阀门、管道、仪器仪表、其他）

建筑工业化

专场流程安排
主持人开场

供应链专家发言

对接需求排摸

向工程公司、终端、

买家工程采购经验分享/需求发布

经销商等买家发送

邀请函和采购需求清单

匹配

复函、填写
对接需求表

有对接需求

厂商分享

一对一对接

复函、填写
目标买家表

厂商排摸

发送厂商产品
明细清单及
目标对接表

采购大会
舞台
买家

厂商

买家

厂商

买家

厂商

买家

厂商

洽谈席：

享有优先洽谈权。

参会席：

发言环节结束后，
入口

买家评论

可依次排队参加洽谈。

一对一对接开始后，每隔 8 分钟，主持人将建议轮换座位，为厂商提供交流对接的机会。

拟邀请供应商品牌（部分）

*排名不分先后

如何参与（*仅限荷塘整合营销B套餐及以上会员客户）

发言赞助
29990RMB

专场权益（每半天为一个专场）

展示赞助
9800RMB

参会门票
6990RMB

采购大会专场发言 10 分钟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产品介绍文章 1 篇

在采购大会新闻稿内，以相应的名义显示公司名称或 logo
线上互动意向客户数据体验

对接证（入座专属洽谈席，可参与专场供需 / 人脉对接）

公司 / 产品宣传视频 (1 分钟以内 ) 采购大会开场前轮播

2张

2 米 *3 米展示位（含 1 张桌子、2 把椅子、宝丽布 UV 喷绘）

1张

85折优惠！

一次性购买“采购大会+荷塘整合营销B套餐及以上”的客户，享总价
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行业采购服务平台

世环通

搜索世环通，生意好畅通！

线下展会

线上平台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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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 21 6191 1641

传真：
＋86 21 3323 1366

网址：www.shihuantong.com

邮箱：buyer@shihuantong.com

家居舒适系统专场

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2022
2022年 8 月 上海

净水、空气、暖通、新风、智能等
9:00-9:05
9:05-9:20
9:20-9:30
9:30-9:45
9:45-9:55

9:55-10:00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50
10:50-12:20

净水、新风、暖通、管道等

开幕

13:30-13:35

厂商赞助机会1

13:50-14:00

厂商赞助机会2

14:15-14:25

厂商赞助机会3

14:40-14:5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5:00-15:30

冷暖风水智招标需求
拟邀请：
中天美好集团

13:35-13:50

精装住宅数字化采购
14:00-14:15
拟邀请：
北京美达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建筑对舒适系统新要求 14:25-14:40
拟邀请：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厂商赞助机会4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14:50-15:00
15:30-17:00

净水、空气、热、管道等

开幕

9:00-9:05 开幕

厂商赞助机会1

9:20-9:30 厂商赞助机会1

精装住宅数字化采购
拟邀请：
仁恒集团

9:05-9:20 打造舒适家居理念
拟邀请：
成都美景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赋能渠道分销合作伙伴
9:30-9:45 家居舒适系统设计
拟邀请：
拟邀请：
星艺装饰集团上海分公司
浙江众力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厂商赞助机会2

9:45-9:55 厂商赞助机会2

厂商赞助机会3

10:00-10:10 厂商赞助机会3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0:20-10:5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舒适家重点招标需求
9:55-10:00 舒适家重点招标需求
拟邀请：
拟邀请：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厂商赞助机会4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10:10-10:20 厂商赞助机会4

10:50-12:20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往届到场VIP采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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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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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 3323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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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hihuantong.com



邮箱：kelly@chcbiz.com

商用专场

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2022
2022年 8 月 上海
净水、空气、暖通、管道等

净水、空气、新风、热等

净水、新风、热、管道等

9:00-9:05

开幕

13:30-13:35 开幕

9:00-9:05 开幕

9:20-9:30

厂商赞助机会1

13:50-14:00 厂商赞助机会1

9:20-9:30 厂商赞助机会1

厂商赞助机会2

14:15-14:25 厂商赞助机会2

9:05-9:20

9:30-9:45
9:45-9:55

9:55-10:00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50
10:50-12:20

绿色医院建筑与室内舒适健康 13:35-13:50 转型清洁采暖，破局之路
拟邀请：
拟邀请：
浙江联泰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商低碳能源公司
节能工程采购模式
拟邀请：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公司
精益后勤，无菌环境采购需求
拟邀请：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厂商赞助机会3
厂商赞助机会4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14:00-14:15 工程团队打造分享
拟邀请：
江苏五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4:25-14:40 通风空调系统设计
拟邀请：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9:05-9:20 商业楼宇舒适系统采购需求
拟邀请：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9:30-9:45 超高层建筑暖通系统
拟邀请：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9:45-9:55 厂商赞助机会2

9:55-10:00 绿色商业综合体采购需求
拟邀请：
旭辉集团商业总部

14:40-14:50 厂商赞助机会3

10:00-10:10 厂商赞助机会3

15:00-15:3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0:20-10:5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4:50-15:00 厂商赞助机会4

15:30-17:00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10:10-10:20 厂商赞助机会4

10:50-12:20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往届到场VIP采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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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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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 3323 1336

传真：021 3323 1366

网址：www.shihuantong.com

邮箱：kelly@chcbiz.com

建筑给排水专场

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2022
2022年 8 月 上海

泵、阀门、管道、仪器仪表等
13:30-13:35

开幕致辞

13:35-13:50

建筑给排水项目规划
拟邀请：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3:50-14:00

厂商赞助机会1

14:00-14:15

建筑工程精益采购
拟邀请：南通市中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15-14:25

厂商赞助机会2

14:25-14:40

景观工程给排水采购需求
拟邀请：杭州昂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4:40-14:50

厂商赞助机会3

14:50-15:00

厂商赞助机会4

15:00-15:3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5:30-17:00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往届到场VIP采购方
东莞市鸿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四建建筑设计研究院

汉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腾源环保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凯秘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乐嘉装饰有限公司

广东华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市中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寰球广业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蓝骏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优佳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昂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恒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力盾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住宅产业化集团

河北晟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常州双益给排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坛祥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辰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神禹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富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龙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源洁多维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韬恒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蒙帝恩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万业电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相模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张家口市沽源县龙发安居配套工程部

景德镇美之佳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万业电力消防有限公司

江苏泓得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欧科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中正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易明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六安新沪水泵总经销

内蒙古旭建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沃德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科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盛安机电有限公司

辽宁红运集团

宁波丰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一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运城银龙二次供水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弘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水务环保

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嘉杰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中梁全筑有限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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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 3323 1336

传真：021 3323 1366

网址：www.shihuantong.com

邮箱：kelly@chcbiz.com

建筑工业化专场

中国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年度采购大会2022
2022年 8 月 上海

议程
13:30-13:35

开幕致辞

13:35-13:50

数字时代下的建筑行业供应链变革
拟邀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13:50-14:00

厂商赞助机会1(链接件)

14:00-14:15

建筑工业化视角下地产开发精益采购
拟邀请：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4:15-14:25

厂商赞助机会2(机械)

14:25-14:40

基于BIM技术的建筑工业化项目物料采购
拟邀请：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4:40-14:50

厂商赞助机会3(材料)

14:50-15:00

厂商赞助机会4(绿色建材)

15:00-15:30

数字化采购与供应链打造

15:30-17:00

一对一供需/人脉对接

往届到场VIP采购方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祁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统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欧硕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江苏泛资城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远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长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天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振华集团（昆山）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水源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泰州市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盐城市苏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通建设有限公司

衡水鑫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优翰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恒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远大建设集团

绿都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河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银筑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恒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

勉县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精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凯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家口兴圣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明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玛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菱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

上海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勤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积水常成(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盐县海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越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华信大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兴田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上海海达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绿屋建筑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亿丰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国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市中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方圆建设集团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慧之建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常州晟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智通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置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戎建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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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 3323 1336

传真：021 3323 1366

网址：www.shihuantong.com

邮箱：kelly@chcbi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