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9年5月9日 星期四

编辑/谢雷鸣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57 maoyibao1@163.com 会展 EXHIBITION

●会展关注

5 月 8 日，为期三天的 2019 中
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
家居系统展览会（以下简称中国供
热展）落幕。本届展会以“清洁多元
高效”为主题，规模覆盖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新馆）全馆共 10 个展
厅，展会规模达11.6万平方米，吸引
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的 1300 多家相关企业机构参展。
展会汇聚国内外知名暖通行业专
家，同期举办多场同期活动，为观众
带来了最新前沿技术与产品，也全
方位多角度展示了中国清洁供暖市
场现状和发展趋势。

作为中国供热展标志性同期
活 动 ，本 届 暖 通 高 峰 论 坛
（iHVAC）备受关注。论坛围绕聚
焦全球暖通创新技术与热点的话
题，联合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德国
联邦供热行业协会以“优化能源
格局，共话清洁供暖”为主题，倾
力打造了清洁供暖“多能源+”国
际技术趋势峰会，汇聚国内外政
府、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优
秀企业等共同探讨暖通行业的能
源转型趋势，促进国内外暖通技
术的沟通与交流。

创新前沿
推动供暖技术不断升级

在本届展会上，多家展团专区
亮相，无论是去年重磅打造的国际
展区、水泵专区，或是老牌的德国展
团，还是今年全新登场的城镇清洁
供热专区，都迎来了众多热情的专
业观众，力求促进全球暖通行业商
务合作与技术交流。

展会现场，迪森锅炉、庆东纳
碧安、阿里斯顿、A.O. 史密斯等众
多业内知名品牌均借此良机发布
年度新品，观众纷纷在各大新品
发布区驻足参观，详细了解新品
情况，就自己关心的产品与展商
对接洽谈。本届中国供热展发布
的新品大多专注于高效节能、技
术升级、智能环保等方面，新产品
技术与品质的全面提升引导供热
市场向精益化、标准化、智能化等
方向转型。

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要，国
家有关部门近年来持续发布实施
了多项煤改清洁能源政策，推动
清洁供暖技术不断升级。能源结

构优化、多能互补以及利用可再
生能源（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
能等）高效转换供热渐成趋势。
本届展会特设可再生能源清洁供
暖专区，展示创新前沿的能源多
元化暖通产品和技术，如空气源
热泵、“太阳能+”热泵技术、“光
伏+”协同供暖解决方案等。

绿色环保理念提高生活品质

雾霾、PM2.5、可吸入颗粒物……
这些跟空气质量相关的词语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沃姿公司的新
风系统能够将室内污染物排向室
外，并将净化后的室外空气送入
室内，同时利用室内微正压阻止
室外污染物进入室内。在保证室
内空气洁净的同时，新风系统的
低能耗将设备对环境的影响降到
很低，自始至终贯彻着绿色环保
的理念。

中广欧特斯作为中国供热展常
客，今年依旧参加了展会。与传统
的采暖设备相比，他们带来的新型
空气源热泵技术产品依靠压缩机高
效制取水箱中的热水，通过热水在
末端如散热片、地暖等进行家庭散

热，采暖效果更好，安全系数、节能
效果以及舒适系数更高。

清洁能源供暖先驱者阿尔普尔
携超低温空气源热泵三联供恒温系
统产品更是惊艳亮相。这套系统利
用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对冷、暖、热水
进行联动供应，并集成于一机，达到

“一机三用”的效果，不仅满足业主
对冬季采暖、夏季制冷、四季热水的
需求，还极大节省了空间和水电费
用。据介绍，该技术已在山东、河
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别
墅住宅工程中高效稳定运行。

中科蓝天的空气能、太阳能、光
伏多能源互补综合解决方案也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该方案采用了“空
气能＋太阳能＋光伏”互补联供的
技术，可以将太阳能供暖、空气源热
泵等和光伏发电相结合，极大地利
用了太阳能和光能，既高效节能又
绿色环保，推动了多能源清洁取暖
的多元化发展。

本届供热展呈现了我国多能源
清洁供暖崭新局面，成为引领行业
发展、推动供热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企业转型升级的高效平台。

（图/文 中展信合）

中国供热展：

引领多元发展 倡导节能减排

近年来，人们对于清洁取暖的
关注度日益提升，在日前举办的
2019年中国供热展期间，前来参展
的国内外企业向观众展示了各具特
色和优势的先进产品，观众也饶有
兴致地聆听介绍，并与展商积极互
动交流，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实
现合作。

展商纷纷表示，希望通过此
次参展扩大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同
时也将展现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促
进和推动行业的技术交流与市场
开拓。

现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的展厅里人头攒动，工作
人员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本届
展会的核心展品——深层地源热
泵系统就是利用了地球表面中深
层的地热资源直接作为热源供
暖，利用专用热泵大大提高供热

效率，大幅度地扩大供热面积的
供暖系统。为集中类社区、住宅
等建筑提供了清洁高效的供暖方
式。”该公司的负责人吴侦告诉记
者，“作为行业领军品牌，格力每
届展会都积极参与，以往我们重
点展出的是人居采暖，今年我们
将采暖的产品拓展到了农业、工
业等其他领域。”吴侦表示，暖通
行业的新品牌和新技术在逐年增
加，希望在展会上掌握行业风向，
从而将更好的产品呈现给市场。

同样作为领军品牌的海尔也丝
毫不逊色，在今年的展会上，海尔携
带最新的室内采暖解决方案来到现
场。记者看到，海尔空气能带来多
项产品解决方案——全屋热水解决
方案，别墅型空气能采暖、热水方
案，大平层型空气能采暖、热水方
案，公寓型空气能采暖、热水方案，

空气能全屋热水方案等令人耳目一
新，其中以海尔天逸为代表，集水量
大、出水快、节能于一身的创新看点
更是赢得了观众赞许。

海尔展厅的负责人戟潇告诉记
者，往届展会海尔都是以单一产品的
形式参展，今年海尔已经从单一的产
品转向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戟潇表
示，如今冬季取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近些年来暖通行业正在呈现爆炸
式的增长态势，未来用户对取暖的需
求也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邱晓霞介绍说，该公司已
经连续三年参加中国供热展，参展
不仅为公司打开了京津冀市场的大
门，还为公司与国内国际同行业进
行技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企业销售
额三年间持续增长。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市场

正在逐渐成为未来全球发展最快的
暖通市场。本届展会的国际展区聚
集了来自各国的优秀暖通技术企业。

阔盛是一家来自德国的管道系
统企业。该公司市场部经理王薇向
记者表示，作为一家传统的德国企
业 ，阔盛已进入中国管道系统市场
多年，此次前来参展是希望更多地
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把最适合中
国用户的产品带进中国市场。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中国持续推
进煤改清洁能源政策，清洁供暖技术
不断升级，创新产品全领域应用，中
国暖通行业已进入清洁、舒适、创新、
多元的全新阶段。

本届中国供热展积极回应与日
俱增的市场需求，展示的众多优质产
品技术多方位诠释了中国清洁供暖
市场的发展，引领暖通全产业链未来
发展趋势。

中国供热展助力产能理念升级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代
表性的工业互联网展会，第五届中
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
（以下简称“互联网+”博览会）将于
10月 16日至 19日在广东（潭洲）国
际会展中心（以下简称潭州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

据悉，本届“互联网+”博览会
将设七大主题展区，重点展示工业
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相关技术和解
决方案。据了解，“互联网+”博览会
由中国贸促会批准，广东省贸促会主

办，佛山市贸促会、中国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事务局、中德工业服务区、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承
办。作为构建工业环境下人、机、物
全面互联的关键基础设施，工业互联
网能够实现制造业全要素、全周期、
全链条的互联互通，促进各类工业数
据的开放流动和深度融合，推动各类
工业资源的优化集成和高效配置。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进程

“根据目前统计，今年展会规

模较去年增长 10%以上，将达到 5.5
万平方米。海外参展比例将继续
提高，预计占总参展数的 22%。”汉
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刘国良表示，本届“互联
网+”博览会将进一步引进国内外
以互联网为支持手段的先进技术、
设备和解决方案，重点展示工业互
联网和智能制造的相关技术和解
决方案。

佛山作为中国制造业重地，
坚持“互联网+智能制造”，推动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
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升级。

本届“互联网+”博览会将新增
国际创新创业展区“ scale11”，旨在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商务
对接。预计这一展区将吸引国际初
创企业、风投公司、初创合作伙伴参

展，现场展示国际创新创业成果，同
时进行一系列活动促进中国与国际
初创企业交流与业务拓展。

实现互联网与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软硬件’实力令‘互联网+’
博览会的举办赢得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佛山市贸促会副会长陈宏战介
绍说，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2018年先
后承接了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的智能家电展和国际家具展、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贸易洽谈
会等大型展览活动。随着多个大型
活动的落户，潭州积累了丰富的专
业买家资源。

陈宏战表示，2015年政府报告
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年
底，佛山开展“机器代人”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580 家，应用机器人
10287 台，全市共有规模以上智能
装备制造企业 300 多家，年智能装
备总产值超 800 亿元，有机器人研
发生产企业近100家，其中7家机器
人生产和集成企业获评省级机器人
骨干（培育）企业。

中德（佛山）智能制造
合作大会将办

据介绍，“互联网+”博览会将
继续携手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
会作为数字化生活展区电子商务板
块的战略合作伙伴，邀请知名大型
电商平台、电商服务平台参展，带来

“互联网+”，特别是对电子商务发
展的相关成果，呈现数字经济为人
们带来的更为便捷、舒适和安全的

生活场景。
组委会还将于展会同期举办中

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大赛将
以专业赛事，高峰研讨、企业评选等
多种形式互联互通，汇聚众智，促进
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间合作交
流，顺应国内外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的大趋势。

多场高峰论坛也将邀请全国
知名专家、院士和企业家讨论“工
业互联网+”和“智能+”，共议如何
加快佛山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制造业深度融
合等。

“互联网+”博览会

搭工业互联平台 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 本报记者 毛雯

本报讯（记者 谢雷鸣）记者日
前从 2019 中津防务车辆装备展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9 中津
防务车辆装备展将于 6 月 26 日
至 3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展馆东侧展场举办。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将以本届防务车辆
装备展为起点，推动系列防务类
展会的举办。

本届展会将进行中国防务装
备车辆系列化展示，涵盖军用车
辆装备的产品与技术、警用车辆
装备的产品与技术、安保车辆装
备的产品与技术以及军民融合典
型产品并分区展出新材料及车辆
配套产品。中国兵装集团、东风
集团等数十家知名企业的百余台
防务车辆将悉数亮相。

除静态展示外，本届展会将
设立约 4 万平方米的防务车辆实
景动态演示区，通过近距离动态
演示，集中展示我国防务车辆装

备的最新性能和前沿技术，在展
示我国装备技术发展的同时，增
强观众的爱国意识。

为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
化的中津防务车辆装备展，建立
军民融合防务装备技术交流与贸
易平台，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多场
防务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以及防务
技术交流活动，届时将邀请部委
领导、军民融合办公室、外国驻华
武官、海外采购团体、院士、军民
融合专家和海、陆、空、天、警、部
队采购部门以及国内专业采购代
表前来参与。

本届展会由天津市国防科技
工业办公室指导、天津市商务局
和天津市津南区政府共同支持，
天津市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和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主办，铁鹰特种车（天津）有限
公司、中津防务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联合承办。

天津拉开防务类展会序幕

工业制造，材料先行。新材
料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基石和先导，对做强“中国制造”
意义重大。5 月 6 日至 8 日，2019
国际先进复合材料制品、原材料、
工装及工程应用展览会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品包括
先进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原材
料、辅助材料及中间产品等。

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先进复合材料的支持。多家航空
行业公司的展品成为焦点，均积极
将航空复合材料推向民用。中航
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说，该公司正推进航
空复合材料技术在民用飞机、汽
车、轨道交通、石油、电力和新能源
等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用复合
材料制作的油罐、传动轴、板簧等
产品均比传统产品减重40%左右，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效果，医用
碳纤维床面板、玻璃钢医疗床板也
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现场一辆前途 K50 小轿车引
起围观。据介绍，该车采用 29 个
碳纤维复合材料外覆盖件，碳纤
维复合材料外覆盖件总重量仅为
46.7 千克，相比传统钢材料减重
60%，相比铝合金减重 35%以上。
有展商表示，汽车行业正在越来
越多地将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应
用于赛车、豪华车、高档车和量产
车，涉及到面板，乃至更复杂的结
构件，以满足燃油经济性法规并
实现大量的其他关键效益。基于

传统手工操作、按需就班、不断试
错的复合材料设计流程以及过长
的产品开发周期和不精确的制造
工艺，使得厂商难以充分利用复
合材料的性能，汽车行业需要新
的复合材料解决方案。

现场有许多进口产品，包括德
国高精度复合材料切割机、意大利
倍珞蒂机床等。倍珞蒂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亚洲工业化和自动
化较快，市场需求不断攀升，为此
该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以拉
近客户距离，直接服务亚洲客户。

相比往届，本届新增两个特色
展区，即复材数字化与可视化演示
专区和增材制造工装模具专区。
有观众表示，推动数字化解决方案
在复合材料行业及其应用领域的
发展是当下的发展趋势。两个专
区的参展企业充分展示了这两大
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技术。

在展会同期举行的国际先进
材料与制造工程学会中国年会
上，众多专家就先进材料特别是
先进复合材料行业的设计仿真制
造一体化进行技术交流。组委会
介绍说，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复合
材料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欧美和东
亚地区。近年来，欧美复合材料
产、需均持续增长，其工艺技术也
基本代表了世界水平。该年会尝
试让国内从业者学习和借鉴欧洲
在复合材料设计、生产、工艺技术
上的先进经验，把握世界复合材
料行业的发展方向与需求。

本报讯（记者 毛雯）近日，
2019 北京世园会首次园区志愿
服务交接仪式举行。北京大学
等 10 所新老志愿者来源高校团
委负责人和 600 名志愿者参加了
交接仪式。

仪式上，新老志愿者代表交
接世园会园区志愿者旗帜，标志
着第一批和第二批世园会园区志
愿者工作顺利交接。首批志愿者
将各项工作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书
面材料交给了第二批志愿者，供
他们参考和不断完善。参与首批
上岗的志愿者坦言，在短暂的时
间里有汗水和泪水，也有艰辛和
快乐，感触很多，收获也很多。

北京世园局总经济师林晋文
对首批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也对第二批志愿者表示热烈
欢迎。他希望新上岗志愿者当好
北京世园会形象大使，做生态文
明理念的实践者和传播者，用最
美的微笑、热忱的服务、专业的知
识打造青年志愿者的生态志愿服
务故事，将“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的世园理念传递给每一名游客，
努力将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发
展理念传至世界各个角落，在全
社会形成宣传生态文明、践行绿
色生活的热潮。

志愿服务交接仪式提升了志
愿者上岗服务的仪式感和使命
感，传承了服务理念，增强了培训
效果，以“老带新”的方式帮助志
愿者快速上岗，为北京世园会注
入了新活力。

北京世园会志愿者完成首次交接

新材料产业成高新科技先导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