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燃气领域全业态高品质行业盛会

2022广东国际燃气技术及装备展览 会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Ga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2022

同期举办：2022广东国际燃气具暨厨房电器及供暖热水产品展览会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Gas Appliances,Kitchen Appliances and Heating,Hot Water Products Exhibition 2022

指导单位：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

主办单位：

广东省燃气协会

广东省燃气具协会

支持单位：

上海市燃气行业协会
天津市燃气协会

重庆市燃气行业协会
海南省燃气协会
湖北省燃气协会
四川省燃气协会
贵州省燃气协会

山东省燃气热力协会
辽宁省燃气协会
浙江省燃气协会

江苏省燃气热力协会
云南省城市燃气协会
吉林省城市燃气协会

黑龙江省城市建设管理协会
河北省燃气协会

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
河南省市政公用业协会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城市燃气分会
广西城市建设协会

福建省城市建设协会
安徽省燃气协会

湖南省燃气行业协会
青海省燃气协会

内蒙古城镇燃气供热协会
包头市燃气供热协会

鄂尔多斯市燃气行业协会

2022年7月29-31日
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

北京北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江西装饰设计联盟

广东省应急管理服务协会
广东省油气商会

广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广东省燃气采暖热水炉商会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广东省民营医院行业协会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

广东省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家具协会

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广州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
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
佛山市燃气行业协会
东莞市燃气行业协会
韶关市燃气协会
中山市燃气协会
江门市燃气协会

阳江市燃气促进会

肇庆市燃气行业协会
云浮市燃气协会
清远市燃气协会
惠州市燃气协会

河源市燃气行业协会
潮州市燃气行业协会
茂名市燃气行业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
中山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广州市设计产业协会
湛江设计力量协会
顺德燃气具商会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喜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兴华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陕西大唐燃气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保利泰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讯腾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燃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公司

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中信期货广东分公司
中华财险广东分公司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三星装饰公司
名匠房屋装修

广州靓家居装饰

媒体支持：
博燃网

《中国燃气具》官网
《燃气信息港》杂志
《中国燃气具》杂志

承办单位：

广州晟大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合胜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港华紫荆燃具（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迪森家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神州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金美达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雅各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厨之宝电子厨具有限公司
广东超人节能厨卫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安心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火王燃器具有限公司
广东百威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中山市羽顺热能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好太太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市广凌新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华美骏达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铧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广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惠当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浔品味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 排名不分先后）

2022强势展望

30000+
平方米

20+

多个参展国家

600+
家参展商

30000+
人次专业观众

广东省燃气协会介绍
广东省燃气协会成立于1992年，是广东省民政厅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监督、管理和指导下的以广东省内燃气经营企业为主、相关企事
业单位共同参与的非营利、行业性、会员制的法人社会团体。

协会现有会员一百多家，基本涵盖了省内主要燃气经营企业及国内设备、材

料、仪器、仪表制造和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安评、咨询、检测、院校、科研等
企事业单位。

协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办会方向，秉承创新、求实、公

信、自律、开放、协作、共享、发展的理念，以会员为中心，搭建会员间沟通、交
流的平台，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和创新引领作用，不断提升行业的整体安

全水准和管理水平，推动广东省燃气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协
会的公信力、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

广东省燃气协会热忱欢迎有志于广东省燃气事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的加入

为何参展

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践行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

中国政府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大战略目标，并且已初步建立了清洁低碳、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作为重要的基础能源⸺城镇燃气行业，正在谋划“十四五”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燃气行业的转型升级，全面落实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在燃气建设、技术、供应、应
用、服务和安全等方面，加大科技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为实现燃气行业“安全、节
能、高效、智慧”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加快完善和升级大湾区燃气基础设施，创造更加安全、和谐、优质的营商环

境，与广东及湾区经济发展相匹配，广东省燃气协会将于2022年7月29-31日在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2广东国
际燃气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力争将展会办成集展览展示、贸易洽谈、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为一体的行业大会。

展品范围

一、设备、装备：运输设备、储存设施设备（包括气瓶、储罐）、防爆电器设备、低温设备、烃泵、压缩机、调压设备、撬装设备、

气化设备、充装设备、应急抢修抢险设备等；

二、仪器、仪表：各类燃气表（包括智能表、物联网表）和流量计、压力表、液位计、地下管线探测仪器、燃气泄漏检测仪、泄

漏报警器、防腐检测仪、色谱分析仪、传感器、远传装置、数据采集设备等；

三、附属设备及配件：管件、阀门（包括安全阀、减压阀、瓶阀）、安全装置（电磁阀、自动切断阀）、电子标签、各类连接软
管及相关配件等；

四、材料：
地下用燃气钢管、PE管、地上用镀锌钢管、不锈钢管、压接涂覆碳钢管、防腐材料等；
五、燃气技术：工程技术、检验检测技术、安全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防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智慧燃气综合解决
方案等；

六、燃气服务商：
燃气期货、燃气保险、燃气外包服务等。

七、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装备：LNG接收站工程技术与设备、LNG液化厂工程技术与设备、FPSO液化工程技术与设

备、LNG汽化厂工程技术与设备、LNG卫星站工程技术与设备、二氧化碳脱除技术与设备、硫化物脱除技术与设备、脱水干燥

技术与设备、重烃分离技术与设备、有害杂质脱除技术与设备、大型LNG海运槽船、中小型LNG海运槽船、内河LNG运输槽船、
LNG公路运输槽车、NGV及LNG燃料船舶、LNG加注机主体、流量计量器件、LNG加液泵、LNG加注枪、大型LNG储罐内置潜
液泵、LNG装车泵、LNG卸载泵、常温与高温液体泵。

展馆介绍

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广佛极点的核心区域，是一个集展览、会议、商业活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会展综

合体。凭借10万㎡无柱室内展厅、2万㎡的室外展场、共4000㎡会议室、4500个停车位，以及展厅内10吨/㎡的地面承重、2吨/

个的吊点荷载、23m的层高、8.2m×10m的电动物流大门、新风换气效率52万m³/h等硬核硬件条件。依托大湾区十万亿级、
佛山万亿级雄厚的产业基础，佛山潭洲会展精准定位“中国工业会展第一馆”。

观众邀请

一、燃气技术及装备国际交流平台：
组织单位将组织20个国家和地区30000多名专业观众参观采购。
二、重点邀请：燃气经营企业、储运、设计、施工、监理、检验、检测、安评、信息、咨询、科研、院校、节能环保等企事业以及与
燃气行业相关的设备、材料、燃气具制造商和产品代理商等。

三、定向邀请买家：利用组织单位积累行业数据对数据库内60多万海外买家定期发起邮件反馈展会进展情况，助力参展
商开拓国外市场。

四、强强联合、合作共赢：组织单位与60多家相关下游行业协会和10多家行业门户网站及杂志全面合作邀请行业大客
户和VIP观众参观采购。

五、全方位宣传：
组织单位与200多家媒体和30多家海外推广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全程推广。
六、同期活动前瞻行业未来：同期举办数场会议活动，包括：广东省燃气协会年会、理事会，燃气设备、材料以及安全产

品推荐目录发布会，广东省燃气协会团体标准宣贯会和燃气发展方向的高端论坛等。

同期活动（详细资料备索）
◆ 广东省燃气协会年会、理事会

◆ 燃气设备、材料以及燃气具产品推荐目录联合发布
◆ 广东省燃气协会团体标准发布

◆ 双碳目标下的城燃发展之路⸺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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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同意后选定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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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价格及广告价格
光地展位（36m²起租）

豪华展位（18m²）

标准展位（9m²）

会刊广告

光地3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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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企业 USD 200/m²

2

国内企业 RMB 1000/m²

4米高大方铝搭建门头,门头喷绘,LED射灯6支
金卤灯2个,2张咨询桌,2张洽谈方桌,8张折椅
2张高低展柜,2个纸屑篓
1个220V插座(500W以内非照明用电)

国外企业 USD 4500/个

国内企业 RMB 28000/个
国外企业
国内企业

双开口：USD 2200/个
单开口：USD 2000/个

3m*3m,2/3面围板,2/1条中英文楣板（白底,绿字)
1张咨询桌,2张折椅
1个纸屑篓,2盏日光灯(40W)
1个220V插座(500W以内非照明用电)

双开口：RMB 11000/个
单开口：RMB 10000/个

广告类型、价格和说明

其它广告

◆ 封面：28000元（140×210mm）

◆ 参展证广告：30000元/项

◆ 封二：12000元（140×210mm）

◆ 参观证广告：50000元/项

◆ 封底：20000元（140×210mm）
◆ 封三：12000元（140×210mm）
◆ 扉页：13000元（140×210mm）

◆ 彩色内页：6000元（140×210mm）
◆ 黑白内页：3000元（140×210mm）

◆ 参观证广告：50000元/项

◆ 参观门票广告：5000元/1万张（210×90mm）
◆ 手提礼品袋广告（单面）：20000元/1千个

◆ 产品推介会：参展企业8000元/场（30分钟）

现场广告详细资料备索

组织单位：广东省燃气协会

联系方式：13580438605(范小姐)

13719288286(刘小姐)

组织单位：广东省燃气具协会

联系方式：13602848767(杜小姐)

15017508970(徐小姐)

非参展企业16000元/场（30分钟）

承办单位：广州晟大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89号燕侨大厦2110室
联系方式：18620949872（彭小姐）
邮
箱：
info@gasexpogd.com
公司网址：www.gasexpog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