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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邀请参加 CIEPEC2021 的函

各有关单位：

在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部门的长期支持下，中国国

际环保展览会（CIEPEC）走过 34年征程，见证了环保产业发展的

日新月异。CIEPEC紧密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助力治污攻

坚，是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是全球环保精英智慧分享的制

高地。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CIEPEC聚力打造线上平台，

为企业展示创新业绩提供渠道，为供需双方商务对接搭建桥梁。

CIEPEC2020线上平台共吸引国内外 500余家企业入驻，总浏览量

已达 147万次，全国各地 180多个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转发了线上平

台的有关信息。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CIEPEC2021将继续秉承办展

宗旨，汇聚环保产业翘楚，展示创新技术装备、商业模式、理念及

经验等方面最新成果。CIEPEC2021及 2021环保产业创新发展大会

将于 2021年 7月 13日-1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举办。展会形式将开启线下+线上的双线融合。展会内容将聚焦产业

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水专项、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环境

技术进步奖等汇聚的优秀技术和成果将隆重登场。CIEPEC2021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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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助力业内同仁第一时间洞察产业发展，第一时间获取先

进技术，一站式对接世界创新前沿！

2020未相见，2021赴约来！我们诚邀全球环保届的朋友们相聚

CIEPEC2021，展示创新成果，分享独到观点与理念！

参展参观，敬请联络：

参展预报名 CIEPEC公众号 线上平台

孟 骁 18600933107 / 010-51555126 / mengxiao@caepi.org.cn

杜 磊 13436375866 / 010-51555021 / dulei@caepi.org.cn

张业玲 18610359205 / 010-51555020 / intl@caepi.org.cn

郑甜甜 15051853117 / 010-51555021 / intl@caepi.org.cn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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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基本信息

展会名称：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1）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展出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展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100028

搭建时间：2021 年 7 月 11 日-12 日

展览时间：2021 年 7 月 13 日-15 日

二、展示范围

水与污水处理、大气污染治理、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土壤

与地下水修复、生态保护与修复、环境监测、噪声 振动与 控制、环

境服务等领域的技术、装备、药剂、材料及服务。

CIEPEC2021展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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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环保产业创新发展大会

为响应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自 2017 年起，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在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期间同期举办“环保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汇聚产、学、研、用、金、管各界人士，共同探讨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新时代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 环保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主论坛旗下开设：

行业洞察：细分领域分论坛

全球视野：国际技术研讨会

技术先锋：新技术（产品）发布活动

商机拓展：供需对接、商务对接等活动

四、线上平台

CIEPEC2021 将继续开设线上平台，具体方案敬请期待。

五、参展价格及优惠

（一）展位收费标准（境内展商）

标准展位（3m×3m） 人民币 12800 元/个

室内光地（36m2起租） 人民币 1280 元/m2

（二）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享受 10%展位费优惠，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报名并交费享受 15%展位费优惠（优惠幅度不累计）。

（三）非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报名并

交费享受 10%展位费优惠。

（四）已参加 CIEPEC2020 并交费的展商保留原优惠条件。

（五）申请 36 平米以上展位的参展商享受以下免费增值服务：

1、 将在展会所有展位平面图上展示企业 LOGO；

2、 展会微信公众号（中国国际环保展）将提供一次免费推广

（参展宣传材料由企业提供），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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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1)

境内企业参展申请表

时间：2021年 7月 13日-15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开户名称：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银行账户：0200001409014407275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联系电话：010-51555126/51555021

申请表（Word 版）请发送至 mengxiao@caepi.org.cn，dulei@caepi.org.cn

企业信息（必填）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公司英文名称

联系人 手机

座机 邮箱

地址 微信号

协会会员 □是 □否
近三年是否参加

过 CIEPEC
□是 □否

以上信息请认真填写，保证真实有效，如有变更请及时告知主办方。

展位申请（必填）

标准展位（3m×3m）

 人民币 12800元/个，申请展位： （个）

如需 18平米展位，请填写“2”，标准展位以此类推。

 特殊需求（另付费，请划√）：□380V电源 □水源 □气源 □其他

 标准展位构成：三面展架板、地毯、楣板、咨询台一个、圆桌一个、折椅 4

把、废纸篓、日光灯、220V电源插座（展板挂钩自备）。

 标准展位楣板（中英文）由主办方统一制作。标准展位自制展板规格：高

120cm×宽 80cm或高 120cm×宽 90cm，文字图片清晰，展板必须有挂钩挂在

展架板上；不得将资料直接张贴在展架板上。

室内光地（36平方米起租） 人民币 1280元/平方米， 申请面积： （平方米），展商需自行设计和搭建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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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技术、产品名称

专业类别（请划√，所选专业涉

及展馆分配，请展商根据实际

情况填写，限选三项）

□水和污水处理 □大气污染治理 □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土壤与地下水修复 □ 生态保护与修复 □环境监测

□噪声与振动控制 □环境服务 □其他

广告申请

序号
广 告

名 称
规 格 尺 寸

内 容

形 式
价格 备注

预定

（请打√）

1 会刊广告（封底）

高 216mm X 宽

146mm，彩色，

300DPI，3mm出

血，PDF格式

图文 30000元/页
已售

不可选

2 会刊广告（封三） 同上 图文 20000元/页
已售

不可选

3 会刊广告（内页） 同上 图文 10000元/页

4
观众导览

封底广告

高 210mm X 宽

120mm（彩色，

300DPI，3mm出

血，PDF格式

图文 30000元/页

5
观众导览

封三广告
同上 图文 23800元/页

已售

不可选

6
资料袋

单面广告

棉布材质，

39cm×37cm，
手拎袋总长 56cm

图文 50000元/5000个 5000个为一组

7
胸卡、挂绳

单面广告

高 140mm X 宽

100mm，彩色，

300DPI，PDF格
式

图文 50000元/5000个 5000个为一组

8

CIEPEC2021企

业定制宣传品

单面广告

定制 图文 50000元/5000个 5000个为一组

9 饮用水广告
品牌矿泉水

（300ml）
图文 50000元/20000瓶 20000瓶起订

10 EDM邮件推送 1万条/期 文字 10000元/期

11
CIEPEC微信

公众号推送

头条图文推送 文稿 8000元/次

非头条图文推送 文稿 5000元/次

植入式顶部图片 图文 10000元/月

植入式底部图片 图文 8000元/月

企业中英文简介（主办方将依据填写内容编辑展会会刊企业介绍，请准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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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中文介绍（100 字以内）

2. 企业英文介绍（100 单词以内）

展期内将举办新技术、新产品发布活动，如有意向，请填写下表，具体方案另行发布，详情请咨询主办方。

新技术名称

新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盖章）：

签字：

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