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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展会
About XIEPE 2019



首届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展览会（XIEPE 2019）将由中
华环保联合会主办，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福建省环保产业协会、江西省环保产业协会、厦门市生态
环境局、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厦门
市会议展览业协会、厦门市环保产业协会共同支持举办。在今年的
12月7日-9日，来自海峡两岸近百家环保产业名企纷至沓来，齐聚
久负“花园城市”美誉的“国际会展名城”——厦门。超过30+行
业协会紧密合作、20万庞大环保数据库资源，XIEPE正在以“海峡
两岸环保产业创新技术交流平台”的黑马之姿强势崛起。XIEPE 
2019将以“公益助力环保，环保铸就未来”为主题，携国内外10多
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知名企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C1、C2共计
10000m²的场馆盛大亮相！

2019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展览会



展会信息

展览面积、范围

展览面积： C1、C2共计10000㎡

包含：水环境展区       大气治理展区

          土壤修复展区    节能环保展区

          固废处理展区    环境监测与治理展区

          台湾特色展区    环保+文创专区

展会主题

展会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7日-9日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C1、C2馆

创新改变世界
    环保铸就未来

   展位价格：

国际标准展位：12000/个（9㎡）

光地展位：980/㎡（36㎡起）



主办单位

联合会介绍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批准，民政部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主管，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
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宗旨是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围绕实现国家环境与发展的目标，围绕维护
公众和社会环境权益，充分体现中华环保联合会
“大中华、大环境、大联合”的组织优势，发挥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环
境事业发展，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的进步。

关注社会公众权益

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进步

围绕绿色发展战略

促进两岸环保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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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合作名单
▼指导单位：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主办单位：中华环保联合会
▼承办单位：易成创意（厦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支持单位：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中国生态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福建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福建省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福建省节能服务协会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厦门市节能协会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厦门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厦门市水空气净化行业协会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蝌蚪生态空间

▼合作院校：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集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华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投资机构：
                    中华环保基金会 原链资本 登嘉资本 厦衍资本 长融资本 

▼合作媒体：
                    人民网、腾讯网、大闽网、新浪网

厦门移动卫视、东南网、环保网、北极星、环境网
北极星环保设备网、谷腾环保网 、环境工程
中国环保科技网、中国第一环保网、中国环保网
环保水处理网、中国水处理设备网、中国水网
中国环保在线、生态修复网、低碳世界
中华检测网、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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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矩阵（部分拟邀）

张宝文（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解振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孙晓华（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

庄国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彭永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科首席教授）

舒俭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温宗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

涂瑞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

韩    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

卢汉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审议委员会专职委员）

申维真（国家污泥工程中心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    峰（美国博纯公司中国区系统业务总监）



会议概览 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展览会
同期论坛一览（拟定）

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高峰论坛

海丝（厦门）国际挥发性有机物（VOCs）
及恶臭污染治理与监测技术实用交流会

海丝（厦门）国际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海丝（厦门）国际固体废物处理高峰论坛

海丝（厦门）国际环保产业投融资高峰论坛         

海丝（厦门）国际工业水领袖高峰论坛

海丝（厦门）国际节能设备创新技术高峰论坛

海丝（厦门）国际环境监测与服务高峰论坛

全国净水产品与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全国环保管家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研究与培训大会

全国机动车污染防治高峰论坛



80%
高水准

全方位

大环境
大联合

展会亮点

整合海峡两岸环保资源优势，
邀请国内环保各领域的顶级
专家、企业、政府部门，开
设多个专业论坛，从知识层
面给予环保行业骨干新的发
展动力，进而带动整个环保
产业持续向上、突破瓶颈，
共建“绿色中国”

邀请环保领域顶
尖专家学者分享
前沿技术成果，
从知识层面造福
两岸企业与高校
师生

推动两岸环保技术与文
化交流，实现两岸生态
环境持续向优、共建
“绿色闽台”，为中国
实现“绿色发展”国家
大计为最高理想，为全
球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贡献绿色力量

展会以环保产业创
新技术为核心，内
容涵盖水环境、大
气治理、土壤修复、
固废处理、节能环
保、环境监测与综
合治理、环保+文创
等多个主题



创新环保
Enviromental Protection 

Innovation



环保态势
自然环境日趋恶化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渐深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已经
远远超过地球自身的承载程度，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
漠化、白色污染……无休止地排污与竭泽而渔地资源开采、肆无忌惮地丢
弃废物与及时行乐地铺张浪费，都在持续增加人类走向毁灭的可能性。

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200年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网络信息化进程已然迈入“5G”
时代，人类在获得有史以来技术水平提升最为迅速的时代的同时，也切实
品尝到了过快发展之下，环境对人类的反噬之痛；如今，自然问题日益严
峻，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后共同参与的世界性协同事业。

重重污染之下，人类已没有退路 全球碳排放量柱状图（2000-2017）



大政方针

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已然肩负起长久示人的“负责任大国”的重要职责——2018年6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政策性文件。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其他重点领域，统筹安排专项督察，意义重大，引人关注。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17年4月10日，环保部发布《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
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2015年4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更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厦门优势
Advantage of Amoy



“花园城市”——厦门

荣膺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
拥海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数十年如
一日的持续投入，造就了移步易景的山海风光。走在厦门，每一
步都是风景：据统计，厦门建成区绿地率已超过41.7%，绿化覆
盖率超过42.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1.2平方米，居全国领
先地位。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厦门自古就是通商裕国的口岸，
改革开放以来，从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到开展自贸区改革试验，厦
门一直是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久久为功的持
续提升，同样造就了鹭岛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Amoy



金砖厦门——让世界走近“大厦之门

30多载春风化雨，今天的厦门也是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今
天它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新兴产业所占比重
在60%以上，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贸易投资并驾齐驱，海运、
陆运、空运通达五洲。今天的厦门也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
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主席口中的厦门，不仅拥有“海上花园城市”这样的“高
颜值”，它还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砖”。

BRICS



立足绿色鹭岛
连接两岸交流

为应对中国环保态势日趋严峻
的挑战，迈向绿色美好的未来，既
需要环保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
明力量。“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
技术展览会暨高峰论坛”将成为厦
门经济特区环保产业的新名片，为
促进海峡两岸的环保企业的平等对
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一个
绝佳的服务平台！

Amoy

Taiwan

立足厦门
         连通两岸



展望未来
Viewing the Future



首届举办

成为国内“海峡两岸环保
产业文化交流”新标杆

成为国内顶尖“海峡两岸
环保产业文化交流平台”

举办第3年

成为亚洲顶尖
“华人环保产业文化交流平台”

举办第5年

“厦门国际环保产业创新技术展览会暨高峰论坛”立足厦门、深耕福建环保产业，以环保产业创
新技术与文化交流为核心，以公益活动为精神载体，着力将“环保+公益”打造成厦门的全新城市
名片，力争在3年内成为国内顶尖“海峡两岸环保产业文化交流平台”，5年内成长为亚洲顶尖
“华人环保产业文化交流平台”！

展会愿景

品牌目标



同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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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环保创新项目服务

海峡两岸环保产业投融资交流会
海峡两岸环保产业新品发布会
环保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海峡两岸环保领域人才交流培训会

展会拓展项目

闽台会奖交流行（MICE）
环保企业线上服务平台

现场参与及展示
环保产业创新技术成果轮播展示 

展会现场“全民光地挑战大奖赛”
海峡两岸绿色环保主题大赛

两岸高校环保创新竞赛
海峡两岸高等院校环保创新技术竞赛

海峡两岸绿色环保主题摄影大赛



地  址：中国•厦门市湖里区恒辉商务中心416单元

网  站：www.eco-expo.cn   E-mail：yccyzl@163.com

电  话：0592-5730733      传  真：0592-5730733

联系人：崔鑫18659233011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