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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暨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装
备博览会，全国恶臭污染物测试、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装备展览会以及同期系列活动（统称气环会），以“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赋能”为主题 , 拟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25 日在福建泉州（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致力于打造我国大气环境领域全产业链一站式展示平台的工作部署，经研究决定
将 VOCs China 大会展览统称为“气环会”。聚焦研讨 PM2.5 、O3 及其共同前体物（VOCs 与 NOx）、恶
臭气体等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控制，同时探讨工业领域温室气体（CO2 、甲烷等）减排与控制。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暨技术装备博览会是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联合数
百家权威机构共同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权威行业活动，在有关部委、单位和院士专家
的支持与帮助下已经成功举办两届（江苏、河北）并被广泛认为是高层次、高规格、高级别的全国性的科
技盛会和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国性的专业展。

办展理念：重点打造成为“政、产、学、研、用”一站式专业化服务和技术性指导的全国性平台，致
力于涉气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以及新理念、新政策、新方案、新经验的推广宣传和交流融合。

                                  【标识释义】标识以“气环会”、“VOCs China”、“烟囱”图案等元素作为总体构建，

                                   以大气为主线勾勒了一幅以“协同发展、融合赋能”为主题的寓意深刻的图案，展示了坚

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标识采用有行业属性的（灰霾色和环保绿）两种代表颜色组合

设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象征意义和强烈的时代感。作品造型优美、图案清晰流畅、色彩简明大方。

（注：该 logo 标识已进入商标申请阶段）

关于气环会

孙晓华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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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产学研用 " 
权威机构  联袂打造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钢结构协会、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国石油流通协会、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广东省环境保

护基金会、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

品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排名不分先后，均已复函支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上海环境监测中心、河北

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华东理工大学资环学院、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北京市生态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有机复合污染控制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技术与装备国家工

程实验室、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材料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环保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城市大气 VOCs 污染防治技术与应用北京重点实验室、上海市环

境保护化学污染物环境标准与风险管理实验室、挥发性有机物恶臭污染防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排名不分先后，持续更新中）

中华环保联合会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政府（拟）

（拟）

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 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政府

上海大学

福建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中华环保联合会恶臭气体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人居环境质量专业委员会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中中 国国 食食 品品 工工 业业 协协 会会

中食协函[2020]46 号

关关于于同同意意作作为为““22002200 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有有机机物物（（VVOOCCss））污污染染防防

治治科科技技大大会会暨暨 22002200 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有有机机物物（（VVOOCCss））污污染染防防治治

技技术术装装备备博博览览会会””支支持持单单位位的的复复函函

中华环保联合会：

贵会《关于诚邀支持“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

染防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

术装备博览会”》的函收悉。

经研究，我会同意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于 11 月 18-20 日在石家庄市国际会长中心共同举办的“2020 全

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性

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博览会”支持单位。

特此复函，并预祝成功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关关于于同同意意作作为为““22002200 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有有机机物物  

（（VVOOCCss))  污污染染防防治治科科技技大大会会暨暨 22002200 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  

有有机机物物（（VVOOCCss))  污污染染防防治治技技术术装装备备博博览览会会””  

支支持持单单位位的的复复函函  

 

中中华华环环保保联联合合会会：： 

贵会《关于诚邀支持“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

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博

览会”》的函收悉。 

经研究，我单位同意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

11 月 18-20 日在石家庄市国际会展中心共同举办的“2020 全国挥发

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博览会”支持单位。 

特此复函，并预祝成功。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关关于于同同意意作作为为  

““22002200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有有机机物物（（VVOOCCss））污污染染防防治治科科

技技大大会会暨暨 22002200 全全国国挥挥发发性性有有机机物物（（VVOOCCss））污污染染防防

治治技技术术装装备备博博览览会会””支支持持单单位位的的复复函函  

 

中中华华环环保保联联合合会会：：  

    贵会《关于诚邀支持“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

染防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

术装备博览会”》的函收悉。 

经研究，我单位同意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和石家庄市人民政

府于 11 月 18-20 日在石家庄市国际会展中心共同举办的“2020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暨 2020 全国挥发

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博览会”支持单位。 

特此复函，并预祝成功。 

  

  

                                                                  

                        二○二○年 九 月 十五 日 

行业支持：

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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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研互动 配套高规格科技大会

同期配套科技盛会“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
治科技大会”（含主题峰会、高级别圆桌会议、义诊帮扶活动
以及数十场专题会议）、以及举办“环保人才招聘交流会”、“大
比拼创新大赛”和“环保科技成果转化对接”等系列配套活动，
将邀请政府决策部门，院士学者、知名专家和名企高管共同研
讨解读我国当前涉 VOCs 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标准、模式、
技术和应用等行业热点和难点；会议强调实际应用，注重操作
和关键技术创新，为全行业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交流与互动。

6 采购精准 买家数据库庞大打造超强购买力

本届会展将依托主（承）办方拥有庞大的目标买家数据库 , 社
会资源、行业资源、展商资源、买家资源海量积累；组委会还
打造专业的宣传推广团队 , 利用庞大的专业买家数据库 , 针对不
同板块的内容进行一对一的电话、微信、短信邀约；工作小组
深入市场进行地毯式推广工作 , 扩大行业上下游优质企业对展
会展商的深入了解；同时 “一对一” 定向邀约高端人士到场采
购洽谈，提升购买力。

7 签单率高 “疫”后经济复苏行业需求集中释放

疫情影响着全球经济暂时滞涨，也加速着环保行业“洗牌”，
考验着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面对疫情的种种挑战和困难，
会展将是快速恢复贸易往来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促进行业的
商贸合作，行业亟需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来指引。“疫”后企
业的参展需求会爆发性释放，无论是参展企业 ( 供应方 ) 还是专
业观众 ( 需求方）都需要一个行业品牌展会来引领。此时参展，
签单概率势必大幅提升。

8 宣传全面 展前、展中、展后宣传推广

组委会利用互联网思维，在展前展中展后进行全面宣传 , 为参
展商最大程度的吸引专业观众和社会关注；一方面在全国各大
展会上宣传推广本届展览会，并在国内各大行业专业杂志、报刊、
网站刊登广告，发布信息和专题报道，另方面同步在 VOCs 前沿、
环保之家、环保人、科印网、中国制药网、化工 707、环评互联网、
环保人才网等自媒体进行信息动态更新。

9 品牌提升 紧跟行业动态和风向，提升企业品牌

本届会展为参展企业提供广泛、专业、全面的品牌宣传和发展
定位。（1）通过本届参展企业可以快速提升公司形象，提高产
品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考察市场需求和潜力，快速了解自己
产品的市场潜力，合理规划发展方向和销售计划，确定企业正
确的发展战略和竞争力。（2）通过本届参展企业也可以快速对
标同行，分析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确定自己的产品是否
存在优势。（3）参展的骨干龙头企业可以为品牌产品快速匹配
到渠道合作商和代理经销商。

10 区域优势 区位优势展期合理利于深度洽谈采购

（1）区位优势：本届会展安排在区位优势明显的福建泉州市
（制造业大市）举办，将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两岸三地和两个三
角洲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
（2）展期合理：本届会展安排在今年第 4 季度，布展时间 11
月 21-22 日（ 周 一 至 周 二）， 参 观 时 间 2022 年 11 月 23-25
日（周三至周五），三天展览时间规避法定节假日，便于参展
商做好搭建准备和采购人员有充分时间到场进行参观展览，利
于更多专业买家进行现场洽谈采购。

3 展品全面 展出内容覆盖全产业链

本届会展紧密围绕我国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和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为核心的 VOCs 污染防治理念，遵循全产业链和全过程
管控的工作思路，将组织邀请环境空气、室内空气和工业污染
源等领域的骨干龙头企业和优质企业现场推广展示装备产品、
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届时展出内容将覆盖该领域的工艺、材料、
技术、产品、装备、人才、咨询、设计、规划、认证及其应用
推广和解决方案等。

4 功能齐备 线下“会销赛”和线上 “云”平台

本届会展将打造成为政策研讨、科技交流、产品展示、技术推广、
项目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线下专业化服务和技术性指导全产业
链平台；同步打磨完善线上交流“云”平台，实现展会信息发布、
展示参展企业的“云展厅”；通过线下线上促进生态环境管理
部门、排污企事业单位与第三方治理企业之间进行需求与资源
的无缝对接和融合发展，满足各方在科研、产品、技术、市场
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5 供需对接 专业观众覆盖行业上下游

本届会展将发挥协会、政府等主（承）办方和支持单位的组织
优势，以文件、信函等形式邀请省市环境管理部门、园区和产
业集群、涉 VOCs 排放行业和重点企业（石油化工、化学原料
和医药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涂料油墨、塑料制品制造、电子
工业、汽车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表面涂装、半导体等），
以及治理、监检测、工程、装备、材料等上下游的专业观众到
场供需对接。

中华环保联合会（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接受生态环境
部和民政部业务指导及监督管理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主办，联
合数百家“政产学研用”权威机构共同支持本届会展，展现超
强组织力和权威性；发挥政府、行业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强强联合、广泛影响，共同为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和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1
权威影响力 联袂主办、强强联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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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装备博览会将荟萃国内外 VOCs 污染综合整治产业链上下游的先进技术、
工艺、材料和装备等，通过“会、销、赛、服”“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与合作（展期三天，9 月 23-25 日），
旨在通过会议展览的平台交流深度整合链接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上下游，全面展示并推广应用一批 VOCs 污染监测的
新技术、新方法和污染治理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通过会议展览的平台交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促进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大气环保科技创新和实际应用。

1. 源头替代—低（无）VOCs 绿色展区
2. 过程控制—低（无）泄漏绿色展区
3. 环境监测—VOCs 监测检测与溯源预警
4. 末端治理—VOCs 高效治理净化设施与资源化利用
5. 通风收集—VOCs 通风和收集技术及设施

6. 环保监管—VOCs 精准执法装备
7. 废气净化过滤功能材料
8. 机械加工与自动智能化设备
9. 爆炸性气体防火防爆技术装备 
10.VOCs“绿岛”和共性工厂

11. 智慧环保与物联网技术
12. 教育、科研和技术转让
13. 室内（含车内）空气净化 
14. 环境服务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排放监测、核算、核查相关的新方法、新技术及其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
工业领域碳减排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以碳捕集、碳回收利用为核心的专有工艺技术包及其产品化的成套装备，
包括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CCUS）。

气环会—VOCs 专区

展览面积 展商数量
200

+

观众人次
10000

+10000㎡

NEW

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区

新技术  新材料  新装备

11.23    11.25
2022 （展期3天）

气环会—碳减排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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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慧环保与物联网技术
12. 教育、科研和技术转让
13. 室内（含车内）空气净化 
14. 环境服务

展览范围

低（无）VOCs 含量、低反应活性的化工原辅材料；水性、
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
水性、辐射固化、植物基等低 VOCs 含量的油墨，水基、
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解等低 VOCs 含
量的胶粘剂，以及低 VOCs 含量、低反应活性的清洗剂等，
替代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的源头替代产
品及解决方案。

• 吸附材料（活性炭、分子筛、黏土、金属有机骨架、有机
吸附剂）；

•RTO 陶瓷蓄热材；催化剂；生物菌；气体分离膜材料及膜
组件；

• 纳米 / 负离子、硅藻泥、光触媒、催化氧化、石墨烯等材料；
•（洗涤塔、吹脱塔、生物、油水分离器）等填料材料。

• 手工监测、现场监测、自动监测，逸散监测等；
• 国家大气颗粒物组分—光化学监测网；环境空气 PM2.5

网格化监测；VOCs 网格化区域监测；园区预警溯源走航
监测；VOCs 在线监测及配套仪器；FT-IR 技术 VOCs 监测；
在线恶臭电子鼻；LDAR 泄漏检测与修复；油气回收在线
监控。

• 固定源 VOCs 溯源监测及组分检测、气体标准物质、采样罐、
化学试剂及玻璃器皿等实验用器材；

• 可燃 / 毒性气体检测检漏仪、卤素检测仪、气体报警控制
器等。

低（无）泄漏的泵、压缩机、过滤机、离心机、干燥设备
等物料输送、分离和进出料的先进设备，以及石化行业其
他先进生产工艺。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
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以及自动化、智能化喷
涂设备，以及工业涂装行业其他先进生产工艺；溶剂复合、
挤出复合、共挤出复合技术，和水性凹印、醇水凹印、辐
射固化凹印、柔版印刷、无水胶印等印刷工艺，以及印刷
行业其他先进生产工艺。无泄漏工厂解决方案，设备与管
线组件泄漏控制以及 LDAR 泄漏检测修复技术。

• 气体分离、液化和净化设备，真空、能量回收、过滤及分
离、干燥等流体机械；

• 泵、密封件、风机、压缩机、阀门及管件等机械设备
• 机床、铸造、锻压、切割、焊接、热处理等加工设备
• 电气系统、电脑仿真系统、数据记录、管理 / 控制模式、

过程控制设备、智能喷涂机器人等。

• 吸附、焚烧、催化燃烧和生物法等主流技术以及冷凝、吸
收、膜分离等辅助性技术相关的技术工艺、净化系统和设
施装备（RTO、RCO、吸附脱附、转轮浓缩 + 等）。

• 不同浓度及种类的 VOCs 废气治理多级耦合技术工艺、净
化系统及其核心装备和配件（沸石转轮 +RTO/CO 技术；
外场耦合催化剂高效降解；生物耦合降解；高效回收净化
耦合工艺与技术；制药、化工、喷涂、油烟和印刷等行业
多级耦合治理技术应用）。

• 低浓度及除臭领域净化设施（活性炭吸附、低温等离子体、
光催化和光解等）。

• 油气回收处理，酸碱废气处理、泄氯吸收装置，油烟和油
雾净化器等。

• 除漆雾、除湿降温、转轮前置过滤等前处理设备设施。
• 以及国内外其他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等。

源头替代——
低（无）VOCs 绿色展区

废气净化过滤功能材料

过程控制——
低（无）泄漏绿色展区

机械加工与自动智能化设备

环境监测——
VOCs 监测检测与溯源预警

末端治理——
VOCs 高效治理净化设施与
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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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安全防火防爆防毒有关的设施和工程；
• 配套的电气设备、阻火器、自动控制、消防、感温棒、报

警器等主要装置。

互联网 +VOCs 治理设施运行在线监控、气体泄漏检测传感、
可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和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超标报警传
感装置、工况用电监控、智能机器人、以及其他环保大数
据解决方案等。

室内空气污染治理、新风系统及配件、空气净化器及配件、
空气净化功能材料、检测仪器及检测机构等；以及汽车尾
气净化，车内空气净化等。

• 集中喷涂工程中心、有机溶剂集中回收处置中心、活性炭
脱附再生中心；

• 共享水漆涂装工厂，电镀、酸洗、涂装等共享车间和共享
排污设施等。

职业培训与继续培训；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机构；
媒体；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校、企业的科研转化成果。

第三方污染治理；咨询和工程服务；管理和组织咨询；专
业平台与产业园区；信息技术等教育、咨询、设计、规划、
认证的有关服务。

爆炸性气体防火防爆技术装备

智慧环保与物联网技术

室内（含车内）空气净化

VOCs“绿岛”和共性工厂

教育、科研和技术转让

环境服务

• 卫星遥感探测数据分析系统；
• 无人机载大气污染气体监测系统；
• 涉 VOCs 工业企业环保用电全过程监控系统；
• 环境监察移动执法装备（车载式、背包式、手持式等）；
• VOCs 气体红外检漏仪；
• 微风风速仪；
• 油气回收检测仪；
• 路检执法监测设备；气体报警控制器等。

• VOCs 物料储存、输送、使用、处置和包装等逸散环节的
废气密闭收集系统，以及高 VOCs 污水源、臭气源等的废
气密闭加盖和收集系统；

• 有毒有害、恶臭等气体密闭收集措施，以及焊烟、漆雾、
油雾等粉尘物质的收集措施；

• 通风收集系统设计、设施和工程及其配套的集气罩、密闭
罩及通风柜、风机、管道、除尘器、排气装置等主要装置；

• 风机类：罗茨鼓风机、轴流风机，空气处理系统、冷风机、
特殊用途风机等；

• 除尘设备：布袋除尘器、滤筒除尘器、防爆除尘器、塑烧
板除尘器、电捕焦油器等。

环保监管——
VOCs 精准执法装备

通风收集—
VOCs 无组织排放密闭、通风
和收集技术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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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国恶臭污染物测试、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装备展览会

2022 全国恶臭污染物测试、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装备展览会旨在聚焦恶臭污染的源头削减、
全过程控制和精细化管理，荟萃国内外恶臭污染监测治理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装备等，
典型行业及工业园区恶臭污染环境监管与综合治理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技术产品研制、制造、
运维等，以及其上下游产业以及配套装备制造进行展示与合作。

气环会—恶臭专区
• 恶臭异味污染测试、检测与监测等技术装备；
• 恶臭异味污染排查、溯源等技术装备；
• 恶臭异味污染事故预警与评估等技术装备；
•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技术产品和装备；
• 上下游产业以及配套装备制造；
• 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精细化管理与信息化应用。

展览面积 展商数量
10000㎡ 200

+

观众人次
10000

+
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区

11.23    11.25
2022 （展期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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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广东、
江西等数10个省级生态环境厅；北京、南京、苏州、
无锡、南通、合肥、嘉兴、德州、唐山、鹤壁、营口、十
堰、扬州、盐城、运城、昆山、重庆、连云港等近30个
地级市生态环境局领导带队组团亲赴现场参观交
流；以及扬子江药业、中国中车、空中客车、宝钢、安
姆科、台塑、波音、丰田汽车、韩泰轮胎、捷安特、延
长石油、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苏州工业园区等超
5500家全国各地的涉VOCs排放用户单位（园区）
到场。

面对面采购交流

展会现场数百家参展商
与用户单位或科研院所之间
达成工程、设备采购或科研攻
关等方面的合作意向；图为上
海大学有机复合污染控制工
程重点实验室和江西晟源集
团在展会现场达成总额近两
亿的全面技术合作意向。一对一签约落地

千件展品  行业聚焦
成果丰硕  签约落地

80%

20%

特装/标摊比例分配

特装展位
标准展位

特装展位 12000m2（75%）

标准展位 3000m2（25%）
展馆面积 15000m2

展出面积 10000m2



上届展会回顾
CHINA COATINGS SHOW 2020

展商比例

观众达 20 000 人次

参展商 满 意 度

观众分析

Exhibitor Structure

Visitors：20 000 person-times

Exhibitors'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Visitor Analysis

96%

90%

95%

92%

90%

展商认为展会服务好及很好

展商表示明年会继续参展

展商认为观众质量好及很好

展商对观众数量表示满意及很满意

展商认为参与同期活动收获多及很多

了解市场/收集产品信息

采购、寻找新产品及技术

寻求代理及合作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联系和维护业务关系

学习参与同期会议论坛

其他

31.20%

8.30%

53.20%

52.60%

46.10%

41.40%

33.80%

国内/国际参展企业比例
中国 190

美国 9

德国 4

韩国 6

日本 2

英国 5

瑞典 4

西班牙 1

参展数 221

■  VOCs设备厂商  ■  VOCs治理  ■  VOCs监测  
■  VOCs检测  ■  新材料  ■  前期预处理  ■  科研单位  
■  LDAR  ■  其他  ■  调查咨询

■  国内企业、科研院所  ■  美国  ■  德国  ■  韩国  ■  日本  
■  英国  ■  瑞典  ■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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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赋能”为主题，届时邀请相关部委
领导、两院院士、地方领导和科研院所、高校等权威专家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的大气污染防治新一代科学体系构
建进行前瞻性的交流研讨，深入研判我国以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为特征的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协同减排新思路，
全面分析“十三五”成果经验和“十四五”发展的新趋势，全方位研讨环境空气、室内空气和工业污染源等领域涉 VOCs 及
恶臭污染防治的政策标准、技术工艺和解决方案等，共同为我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的科学决策、科技创新和产业繁荣
建言献策，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体大会（23 日）
❶ 开幕式——部委、省市及主办方等领导作开幕致辞
❷ 主题峰会——院士学者作主题报告
❸ 专题报告——省市经验做法及骨干企业典型经验
  （示范城市、示范园区、示范企业、骨干治理监测企业）
❹ 圆桌会议——“双碳背景下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控制”
     高级别圆桌会议（限省市管理部门参会研讨）。
❺ 两岸交流 -- 海峡两岸大气环境领域民间交流研讨

◎ 大会规模

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

嘉宾代表 专家报告
1000

+
100

+

专题会议
20
+

大会开幕式、主题峰会

主题报告及高级别圆桌会议 VOCs 收集和治理设施 " 义诊 " 帮扶活动

数十场专题分论坛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技术装备博览会开幕式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

团体标准发布会

◎ 大会构成

◎ 议程概要

01

0602

0703

0804

05

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区

11.23  11.25
2022 （会期2 天）

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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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人气爆棚
互动交流  思想碰撞

平行论坛（11 月 23 日 -24 日）

注：陆续更新完善，最终以现场为准。

部委、协会和地

方政府的领导等

嘉宾

工业园区和产业集

群、排放企业的管

理负责人、高管和

EHS 人员等

院士、首席科学

家和教授等权威

专家，院所高校

和重点实验室的

学科带头人

污染治理监 / 检测

等企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和总监，以

及其他代表

专题一：大气复合污染监测技术研讨会

专题二：温室气体监控技术及应用专题论坛

专题三：泛珠三角区域 VOCs 治理企业痛点、难点问题研讨会

专题四：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末端治理及效果综合评价技术研讨会

专题五：船舶工业 VOCs 深度治理与绿色发展论坛

专题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治理设施运维与安全管理技术研讨会

专题七：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建设涉 VOCs“绿岛”技术研讨会

专题八：绿色健康人居环境发展高峰论坛

专题九：VOCs 清洁原料源头替代专题论坛

专题十 ：恶臭（异味）污染物测试、监测与控制专题论坛

专题十一：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收集与治理专题论坛

专题十二：重点行业 VOCs 治理效果现场检查技术方法专题论坛

专题十三：化工医药农药行业 VOCs 深度治理与绿色发展专题论坛

专题十四：涂料油墨行业 VOCs 深度治理与绿色发展专题论坛

专题十五：餐食业油烟监管治理运维一体化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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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推荐（部分）

CHINA
18000 元 / 展期，双开口加 1600 元

900 元 / 平米 / 展期（36 ㎡起）

展位费用 优惠条件

9000 元 / 展期，双开口加 800 元

参展类别

标展（9 ㎡）

标展（18 ㎡）

光地（36 ㎡起）

参展权益回报：
① 展位费包括场地租金、照明费、保安费、空调费、清洁费；
② 空地展位不提供任何配置，展商自行搭建布置展位；
③ 会刊刊登企业及展品简介；
④ 标摊配备 1 张咨询桌、2 把折叠椅、2 盏射灯、1 个电源插座（5A）、
     纸篓、9 平米地毯、公司楣板字。

（1）参展单位在 10 月 31 日前办理手续（报
名并缴费）享 9 折优惠 ; 

（2）中华环保联合会单位会员 10 月 31 日
前办理参展手续享 8.5 折优惠；

（3）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评定的科技成果，
每家参展单位在 10 月 31 日前确定的
标摊或特装享 8.5 折优惠。

（4）以上优惠单项不叠加。

博览会参展注册

10 月 31 日之后（含现场）

2500 元 / 人

1800 元 / 人

1800 元 / 人

1000 元 / 人

免 1 人注册费

10 月 31 日前注册

2000 元 / 人

参会类型 / 注册费

非会员单位代表

团体注册（同一单位 4 人以上，含）

会员单位代表

学生（凭学生证）

参展面积 18 ㎡以上的企业代表

请提前注册并缴费才能入场全程参加“第三届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科技大会（全体会议和数十场
专题分论坛）”，享参会会务资格。注册费包括会议期间午餐费、会议场租、会议资料、专家讲座等，差旅与住
宿费自理。

科技大会注册（2500 元 / 人）

铂金赞助
（唯一名额）

黄金赞助
（限两家）

宴会赞助
（首日晚宴）

演讲赞助
（科技大会）

演讲赞助
（专题分会）

新品发布
（每场）

其他赞助
（展览区）

会刊广告
（封面）

参观门票
（2 万张）

胸卡 | 吊绳
（2 万个）

大会礼品
（1500 份）

资料入袋
（2 万个）

300，000RMB

30，000RMB 50，000RMB 60，000RMB 60，000RMB 15，000RMB 请联系：吴秘书长
18010400878

200，000RMB 200，000RMB 100，000RMB 50，000RMB 9，800R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