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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
Industrial background

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集约发展，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城市绿色

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要着力优化城市布局，提高城市

承载能力，营造城市宜居环境，推动绿色城市建设，加强城市

管理服务。我们愿同世界各国继续深入开展城市生态建设和绿

色发展方面的合作，探讨交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实

践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生态城市建设是促进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活动背景
Background

为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若干意见》精神，按照上海市委、市府《关于深入

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6〕13 号）关于“依托世界城市日，

开展国际城市建筑博览会”的具体要求。

每年举办一次的“城博会”作为“世界城市日”的固定品

牌活动，历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展示上

海城市管理和建设的水平与成果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国际性、

专业性，正在努力打造成为一个展示国际、国内城市规划建设

成果、促进企业交流与合作的高端展示平台。

城市建设与运营管理年度标志性品牌活动

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

分类制度。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而农村的环保问题更是

“短板中的短板”。我国仍有 40% 的建制村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78% 的建制村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一些地方农村饮用水水源存在安

全隐患。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在突出生态功能的同时，注重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城市景观、文

化旅游等功能。运用绿色建材、水资源综合利用、垃圾处理与再生能源

利用、新能源利用等“四新”技术，不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和可持续发

展理念。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一是有效提升水环境质量。二是打造“海上花岛”，塑造点线面相结

合的花岛大地景观。三是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四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 80%。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



参展范围
Scope of participation

餐厨废弃物资源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收集压缩机与箱体

固废处理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环卫市政专用车辆

环境监控与检测系统

垃圾分类及设施设备

绿化景观与环艺设计

园林景观材料与配套

园林机械及园艺工具

海绵城市材料与技术

园林绿化

建筑立体绿化

户外休闲娱乐设施

苗木绿化与养护灌溉

智慧环卫
智慧环卫管理平台、智慧环卫系统解决方案                                                        

城乡环卫一体化管控系统、市政清洗设备设施                                           

建筑垃圾智慧监控系统

公厕革命

智慧厕所系统

环保真空厕所

污水处理技术与设施

净化除臭与消毒设备

厕所配套产品

无障碍洁具

移动厕所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形成有利于推动园林绿化、环保

环卫产业高端发展，帮助城市管理者、开发商和相关人员更好地整

合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相关技术提供市场化解决方案。 品牌展商
Brand Exhibitors

开展第一天就当场出售了 2 辆市政专用车辆，得到各行业领
导、客户的一致好评！

启秀机械       感言

非常感谢城建环保委崔主任的到访，对垃圾分类收储运过程中
出现的污水滴漏问题提出了建议，为我们指明了产品发展的方向。

中联环境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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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event
Time-sensitive and forward-looking

论坛活动
兼具时效性和前瞻性

“立体绿化，城市靓丽的风景线”论坛

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建筑绿化专业委员会、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联合举办，对“城市立体绿化的管

理和应用的经验”、“立体绿化中创新和未来技术发展”等话题开展案例分

析和实际运用问题讨论。

生态上海 时尚生活
——2019 生态城市发展（上海）论坛园林和景观
环保专场

由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上海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上海市建

筑材料行业协会主办，聚焦进博会绿化景观布置、公园绿地建设、生态修复、

立体绿化、垃圾分类管理、城市绿化景观环卫智能设备应用等新优案例解析。

城市生态环境国际论坛暨城市水环境治理技术论坛

由上海市水务局、上海水利工工程协会、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上海

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等单位共同参与，就上海市水环境现状问题与治理保护

对策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新技术进行案例分析和探讨。

长三角绿色供应链区域合作论坛

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主办，提出了“绿色供应链区域合作联盟倡议”，

并对“全球第四次环保浪潮及绿色供应链机遇”、“绿色供应链国际最新进

展”、“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案例”进行了圆桌讨论。

Events

统筹优质政府资源优势，举办高端峰会和专业分论坛

等活动，特邀业内顶尖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出

席，企业参与发挥更大价值，与城市管理者共谋发展。

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项目交流对接，激发市场

智慧和活力，共同打造未来绿色生态宜居的世界级城市

群，为国内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应对城市问题的策略。

主题活动

数十场权威高峰论坛和技术交流会
   —— 搭建政策支持平台，
     参与城市建设顶层设计



园林局、规划局、旅游局等政府机构

市区级环卫局、环境监测站、
环境工程单位

智慧新城、旅游景区、
园区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

园林、建材类经销商、代理商

配套供应商、服务商、系统集成商

市政规划、园林绿化设计、
工程公司相关技术人员

ece

往届回顾
Past review 展会累计参观人数 86032 人次，相比 2017 年参观人次增长率超过

70%，其中专业注册人员观众数量显著增加，达到 2 万余人，较去年增长 100%。

优质客户纷至沓来

“立体绿化，城市靓丽的风景线”论坛

8万平方米

国内观众区域分布：

除了江浙沪及

本地观众外，还有

来 自 河 北、山 东、

辽宁、甘肃、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

广东、福建、台湾、

海南、山西、四川、

陕 西、贵 州、安 徽

等省市地区的专业

技术观众。

由意中建筑协会 (ICAF) 及中意青年会（ANGI）
组织意大利建筑行业相关企业组团参展。从全球城市治理

的实践角度分析面临的主要挑战，共同应对困扰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

海外观众区域分布：

吸 引 了 来 自 德 国、美 国、

意大利、加拿大、瑞典、法国、

冰岛、澳大利亚、巴西、智利、

阿 联 酋、摩 洛 哥、巴 基 斯 坦、

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新

加 坡、印 度 尼 西 亚、菲 律 宾、

泰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友人齐聚展会。

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城建学校、应用技术大学等多家院校也纷纷组织

了学生团体参观学习。

交流国际
城市治理
成功案例

上海

8W+

《城市立体绿化的管理和应用的经验》

黄彩娣  副理事长（原局长）

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原静安区绿化局）

《立体绿化中创新和未来技术发展》

张    浪  院长

上海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空中花园的实际运用和案例分享》

虞金龙  董事长 首席设计师

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394企业
8.6万观众 2万注册人员
2场主论坛 27场系列分论坛
20+主流媒体

17%

33%

9%

21%

14%

6%



生态城市  · 绿色发展

               

标准展位                         1,696元/m2             光地租赁          1,590元/m2          
Standard Booth （18m2起订） （36m2起订）Raw Space

 参展费用/COST:

备注：
· 标准展位：
  三面围板、满铺地毯、一桌二椅、二只射灯、一个220V/500W 
  电源插座。
· 光地展位：
  无展具配置。水、电、气以及光地管理费另计。

Ecological City, Ecologically Developing

宣传推广
Powerful Promotion
◎展会对外宣传将整合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媒体资源，召开新闻

发布会，并在各大政府门户网站、户外媒体、移动媒体等渠道

进行大力宣传。

◎邀请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上海广播电台、中国建设报、

新闻晨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东方网等近 20 余家媒体的高

度关注，并对此次活动及参展的优秀项目、新技术、新产品进

行了报道。

◎微信、微博、手机 APP、百度搜索、专业 QQ 群等新媒体渠

道叠加传播通道，及时传递会展资讯动态；

◎邀请众多业内公司参展；

◎现场高端论坛邀请相关公司与会；

◎通过市区级绿化管理部门及物业管理行业

协会，邀请数千家相关公司现场参观。

组织邀约
organization

联系组委会/Contact  Us
地址：上海市盛泽路8号宁东大厦17楼H座

电话/TEL：021 -57527067

邮箱：1500326387@qq.com

支持媒体
上海电视台
广播电台
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
文汇报
东方网

澎拜网
中国日报网
建筑时报

联系人： 刘阳 13671857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