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广州国际气体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同期：2019 广东气体技术行业交流沙龙

2019 第 22 届广州国际流体展暨泵阀门管道展览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18 日

地点：广交会展馆 C 区（广州新港东路 980 号）

主办单位：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广东省流体机械技术学会

支持单位：浙江省泵阀行业协会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广州市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展会优势：
工业气体被喻为工业“血液”，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气体作为国民经

济基础工业要素之一，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家提出“中国

制造 2025”战略规划和供给侧改革，企业转型升级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利好。据

有关统计预测未来五年工业气体行业以每年 11%速度递增，到 2025年达到 2000

亿市场规模。

2019 广州国际气体技术及装备展览会与 2019 第 22 届广州国际流体展同时



同地举办。Flowexpo 始创于 1997 年，每年一届固定在广州举办。以‘展会专业，

观众对口，出口显著’而被业界认可，同时也是得到广州市认可的品牌展会。我

们的展会是流体行业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和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展会之一，

是品牌展示、工程采购、技术采购、配套合作、用户洽谈、进出口、经销代理、

贴牌代工的重要渠道。

随着国家推进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和大湾区中心城市，

其优越地理位置就更加显现，据有关数据统计大湾区工业气体用量占全国的 25%

以上，由于工业气体的服务半径特殊性，未来大湾区工业气体技术及装备将有庞

大的刚性需求，于 2019 年 5 月 16-18 日广交会展馆举办“2019 广州国际工业气

体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将为产业在展览展示、贸易合作、技术交流、品牌推广提

供一个最佳交易平台。

权威主办单位：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是由广东省内众多的气体生产企业以及与气体相

关的设备生产厂家、气体研发、气体服务相关的单位共同筹建的社会团体。协会

现有会员近两百家，众多广东省内的大型空分企业、气体生产企业组成理事会，

由各企业高层担任会长、副会长职位，是广东省最具权威性的气体行业组织。

观众邀请：
一．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将组织会员参观参展，同时邀请香港、澳门的

业界人士参观采购。

二．邀请半导体、平面显示、太阳能光伏、集成电路、光电子、微电子等行

业专业人士参观采购。

三．重点邀请能源、电力、石油、化工、冶金、日化、涂料、生物医药、造

纸、市政建设、建筑、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环保工程、机械制造、塑料机械、

医疗器械等行业。

四．公司有逾 100 万观众数据。通过电话，电邮，短信和邮寄等方式邀请

参观，对重点邀请对象上门拜访，享受 VIP 待遇。

五．公司对 120 多家相关协会上门拜访，邀请协会发动会员参观采购。

六．公司通过驻穗领事馆及国外相关行业组织邀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俄罗斯、独联体、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伊朗、伊拉

克及中国台湾及香港等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和采购商。现场组织一带一路国

家工业气体设备采购贸易洽谈会。

七．印制 30 万份门票和邀请函，通过邮寄，参观同类展会发放邀请函，邀

请专业人士参观采购。

八．组织单位将通过电视，报纸、行业媒体，网络平台宣传，与 CCTV、GDTV、



TVS、中国房产频道、广州日报、广东气体、低温与特气、气体分离、中国阀门

网、中国泵阀网、中国泵阀商务网、中国化工制造网、中国智能制造网、中国污

水处理网、中国化工设备网等 300 多家媒体达成战略合作，全程报道。在“大湾

区”行业专业市场做户外广告宣传。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广州广钢气体有限公司 广州市粤港气体工业有限公司

湛江氧气厂 汕头气体厂 韶关市旭輝气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特气体有限公司 佛山德力梅塞尔气体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方空气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文川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发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诺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中山华南实用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普莱克斯（广州）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液化空气（广东）贸易有限公司 空气化工产品（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空分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特种气体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 佛山市南海鸿泰气体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钢气体有限公司 广东顺冠气体溶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捷和气体有限公司 深圳市闽鹏程新兴气体有限公司

惠州和健化工燃料有限公司 沥林气体厂惠州市联营乙烘气厂

博罗县福田三丰气体厂 清远市联升空气液化有限公司

惠州市失策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广东建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龙川县龙源气体有限公司 潮安县磷溪镇大丰气体充装站

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能化工气体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邦气体有限公司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合顺气体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信和气体有限公司

东源县汇兴气体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华隆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广州耀升气体有限公司 阳东县登峰气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前后）



展品范围：
一、工业气体：普通工业气体、电子工业气体、高纯气体、标准气体等

一、工业气体设备：压力容器、空气压缩机、氧气压缩机、氢气压缩机、氮气压

缩机、二氧化碳压缩机、乙炔压缩机、液化天然气设备及其他制气设备等

二、工业气体辅助设备：真空泵、低温泵、低温阀门、高压阀门、气体仪器仪表、

保温材料、变压吸附材料及设备管道检测设备等

三、工业气体运输及包装：高低压气瓶、低温绝热气瓶、气体液化储罐、低温液

体槽车、长管拖车等

四、钢瓶检验设备：钢瓶水压机、气瓶外测法装置、金属测厚仪、金属探伤仪、

工业内窥境等

五、汽车清洁能源设备：液化石油加气站设备、压缩天然气加气设备等

参展流程：
一、参展单位收到参展资料

二、主办单位对申请参展企业审核，留参展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存档，审核同意

后确定展位

三、参展企业填参展合同并电邮或传真主办方

四、参展企业按合同规定付款方式付款，并将汇款底单回发主办单位备查

五、款项到账后，主办单位发《展位确认书》至参展单位

六、参展单位凭《展位确认书》报到参展

展览日程安排：
布展时间：2019 年 5 月 14-15 日 （9:00-17:00）

展览时间：2019 年 5 月 16-18 日 （9:00-17:00）

撤展时间：2019 年 5 月 18 日 （14:00-17:00）

【注意：本届展会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5 日】

同期活动（详细资料备索）：

一．2019 广东气体技术行业交流沙龙

二．2019 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化工与泵阀管技术高峰论坛

三．2019 广州泵系统节能技术论坛

四．孟加拉国采购团对接会

五．一带一路流体/气体设备国际采购洽谈会



展位价格：
展位类型 国外企业 国内企业
光地展位

（36 m2 起租） USD 300/ m2 RMB 1000/ m2

豪华展位
（18 平方米起） USD 380/ m2 RMB 1500/ m2

标准展位
（3 m×3m）

双开口：
USD 3000/ 个

单开口：
USD 2700/ 个

双开口：
RMB 11500/个

单开口：
RMB 10350/个

配置说明
光地展位：

光地 36m2 起租，无
任何配置，展商自行
搭建，另需缴纳施工
管理费和电费。

豪华展位配置：
4 米高大方铝搭建门头，门头喷绘（含侧
面），眉板喷绘（含侧面），眉头每 3 米
LED 射灯两支。18 平展位 3 面通透围（或
双面通透）、2 张咨询桌（每增加 9 平方
米增加一张）、2 张洽谈方桌（每增加 9
平方米增加一张），6 张折椅（每增加 9
平方米增加两张）、4 盏射灯（每增加 9
平方米增加两盏）、1 个 3A 插座（500w
以内非照明用电）2 个纸屑篓.

标准展位配置：
3M*3M。3 面围板、1
条中英文楣板（白底，
绿色字）、1 张咨询桌、
2 张折椅、1 个纸屑篓、
2 盏日光灯(40W)、1
个 500w 插座。

会刊广告及其它广告：
广告类型、价格和说明

会刊广告 现场广告、其它广告
◆封面：28000 元 （140×210mm） ◆参展证广告：30000 元/项
◆封底：20000 元 （140×210mm） ◆参观证广告：50000 元/项
◆封二：12000 元 （140×210mm） ◆参观证广告：50000 元/项
◆封三：12000 元 （140×210mm） ◆参观门票广告：5000RMB/1 万张（210×90mm）
◆扉页：13000 元 （140×210mm） ◆手提礼品袋广告（单面）：20000 元/1 千个
◆彩色内页：6000 元 （140×210mm） ◆产品推介会：参展企业 8000 元/场 （30 分钟）

非参展企业 16000 元/场（30 分钟）◆黑白内页：3000 元 （140×210mm）
现场广告详细资料备索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广州市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流体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89 号燕侨大厦 2110 室
公司电话：020-22031351
公司传真：020-22031359
邮 箱：hc@flowexp.org
公司网址：http://www.flowexpo.org/

http://www.flowexp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