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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十五届中国（山西）暖通供热展

暨煤改电、煤改气专题展

展会主题：贯彻落实清洁供暖政策，助力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

邀请函
时间：2020 年 04 月 08 日-10 日 地点：山西国际会展中心-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电能供热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山西省房地产业协会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城镇供热分会

山西省制冷空调行业协会

山西省家电行业协会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热泵专业委员会

特邀单位：山西省能源局 太原市能源局 晋中市能源局 临汾市能源局 运城市能源局

长治市能源局 晋城市能源局 大同市能源局 朔州市能源局 忻州市能源局

阳泉市能源局 吕梁市能源局 原平市能源局 新绛县能源局 清徐市能源局

战略合作：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理生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芬尼克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纽恩泰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肯冷热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克莱空气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福德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瑞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顿热能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韵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怡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兴恒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安燃气具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暖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铭科环能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崇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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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山西暖通供热展”历经十五年的积累和沉淀，见证着山西暖通行业的每一次变革，是山西

暖通市场不断发展的风向标。通过成功组织召开“吕梁站”、“临汾站”、“朔州站”、“长治”

等一系列“清洁取暖技术交流会及煤改电、煤改气项目推进会”，逐步形成以“山西暖通供热展”

为核心，以“晋中”、“晋南”、“晋北”三个“区域性清洁采暖交流平台”为支撑的“卓信暖通

交流合作平台”。建立起稳固的“厂商—展会—客户”之间长效合作交流机制。专注山西暖通市场，

深度挖掘客户资源，不断增强客户与“卓信暖通交流合作平台”的粘合度。深度结合山西省“煤改

气”“煤改电”清洁供暖具体政策，通过企业推荐、技术交流、产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清

洁取暖的优点，普及清洁取暖知识，展示清洁取暖成果。通过更加直观的展会体验、更加合理的展

区划分、更加细致的客户邀请、更加全面的观众接送，为展商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宣传服务。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和生 态环境部《2019 年全国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要点》,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助力山西省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2020第十

五届中国（山西）暖通供热展及煤改电、煤改气专题展”将全面贯彻“为展商效益最大化而努力”

的宗旨，不断深化“与煤改电（气）工程精准对接”、“与主管部门、燃气公司、热力公司负责人

集中性对话”“有效拓展山西及其周边地区渠道市场”三大显著效果为目的。通过不断深入强化以

“采购商、经销代理商、暖通工程公司、煤矿、学校、医院、工厂、酒店等专业观众协约式邀请”

为核心的买家组织形式和山西省各地市县专业观众大巴车免费接送服务，倾力打造山西展出规模最

大、产品种类最全、专业客户最多、最具实效性的暖通行业盛会！

往届回顾：

“山西暖通供热展”经过十五年的努力，现已发展成为参展企业 300多家、设立展位 800多
个，展出面积达到 30000多平米，山西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卓信暖通供热展会。十多年以来，“山

西暖通供热展”得到了包括 AO史密斯、芬尼克兹、海尔、生能、美的、派沃、纽恩泰、中广、格

力、长虹、天普、开利、大金、麦克维尔、海信日立、伊蕾科斯、天舒、澳克莱、双志、苏净、欧

思丹、美肯、聚阳、叁暖、利普曼、威迩思、隆科来福、锦沐、九沐、智恩、炬邦、行峰、威能、

博世、林内、万和、万家乐、迪森、阿诗丹顿、大宇、大成、海顿、创尔特、诺巴蒂、菲斯顿、威

廉斯、老万格洛尼、双菱、羽顺、艾瑞科、卡洛力、德洛特、威世曼、欧能、爱客多、神州、健泰、

裕安、晟恺、帝马、瑞马、家家暖、三益、崇光、普瑞玛、沃赛尔、艾绅、塞维达、贝尔塔、杰晟、

昊森、青岛赛阳、艾乐佳、在宇、暖康、耀华电力、天地鸿华、鑫鸿暖、佳福斯、祝融、瑞诗顿、

神辉、安泽、环瑞、玛克尔、凯乐瑞克、得象、航天元大、聚和磁能、碧源达、昌龙盛、爱阁、暖

烨、铭科环能、龙浩峰瑞、钴得暖业、兴恒和、爱妮尔、振邦、启扬、天骏、同创、新佳、跃鑫、

南方、新界、威乐、新沪等众多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和支持，也获得了山西省及其周边暖通行业协

会的肯定，累计超过 150000名专业观众现场观展和采购，获得了省内外展商及参观观众的一致好评。

展会亮点及优势：

亮点一、政府重视，政策支持力度大——山西省及各地市先后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9 年行动

计划》《实施意见》及《实施方案》确立了煤改气（电）的具体工作目标，明确了“煤改气（电）

补贴力度及方式，为煤改气（电）工作的稳步实施提供保证。

亮点二、权威主办、层次高、规格高——本次展会将力邀山西省发改委、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住

建厅、山西省环保厅、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电能供热专业委员会、山西省制冷空调行业协会及暖通行

业协会出席指导。本着联合、互助、共赢的工作原则，搭建业界与主管部门沟通交流平台。

亮点三、行业翘楚汇聚，品牌企业云集——涵盖了煤改气（电）等多种清洁供暖形式，多重层次、

多方位突出企业品牌实力，精心打造清洁供暖行业生产商、煤改主管单位、建筑设计院、燃气公司、

暖通工程公司、燃气安装公司及各地区经销代理商多层次、全方位交流平台；

亮点四、强大的媒体信息宣传，多维度推广——展会召开前期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电台、高速

广告、站牌广告等多种媒体宣传造势，扩大展会地区影响力，努力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亮点五、强大的专业观众组织团队——针对展商的专业客户进行一对一的电话邀约，进一步强化“专

业观众协约式邀约”为核心的买家采购团安排大巴车免费接送，打造高品质的实效性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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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现代供热》、《品牌太阳能》、《中国制冷热泵&空调》、《热泵市场》、《热泵商情》、中国

电热网、中国新能源网、地源热泵网、中国电采暖网、中国锅炉网、暖通制冷外贸平台、中国泵阀

网、中国地暖网、暖通制冷空调、中国环保锅炉网、中国壁挂炉网、冷暖情商网、中国地源热泵网、

中国热能设备网、中国供热设备网、中国采暖散热器网、暖通英才网、暖通国际网、慧聪热泵网、

中国散热器网；中国热能设备网、中国供热网、中国供热信息网、智慧供热网、中国暖通网、慧聪

供热采暖网、中国锅炉信息网、中国采暖散热器网、中国电热电炉网、中国电热电器网、中国热泵

网、中国生物质能源网北极星节能环保网、中国节能减排网、中国空调制冷网、中国供热制冷网、

中国环保在线、《太阳能》、《热泵》、中国热水网、中国热水器品牌网、中国空调制冷网、太阳

能热水器网、中国空气源热水器网、西部制冷暖通网等 300 多家行业网站及杂志。

展会宣传与观众组织：

1、信息齐全宣传广泛：立足山西十五年来，通过行业协会、上门走访、网上收集、电话确认、客户

介绍等途径建立起 8万条暖通行业专业观众及 10万多条潜在客户的大数据库。

2、实力合作客户精准-----与山西各地市县建委、住建厅、能源局 、发改委、暖通行业协会、热泵

空调专委会、房地产协会、煤改气（电）主管单位、建筑设计院、燃气公司、供电公司、热力公司、

燃气具安装公司等 100多个省内外协会及单位保持密切联系，组织专业采购团，到场采购。

3、专业信息实时推送：将制作展会及战略合作企业宣传彩图及文字信息通过网站、邮件、QQ/群、

微信/群、手机短信等多种平台群发展会信息邀请参观客户；

4、电话确认精准邀约：项目招商部和观众组织部将利用历年来协会提供、观众登记、上门统计、网

上收集、共同拨打电话一对一邀请观众，目标任务分工到人到时间段，确保落实执行，完成目标。

5、微信宣传与时俱进：“山西暖通供热展”官微及“煤改气推广中心”“煤改电推广中心”微信平

台上推荐优秀参展企业，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运用好微信公众号渠道，累积粉丝，

扩大展会传播、保持专业客户的长期关注。

6、户外广告精准投放：在山西主要建材市场、五交化市场、厨卫市场、暖通产品交易市场、聚集区、

工业园区、展馆、站牌、高速投放户外广告，保证观众的全面性；

7、客户走访精准确认：将奔赴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南、陕西各级暖通行业市场，面向清洁采暖

及新风系统产品代理商、经销商展开面对面推介和邀请工作，做好客户统计，保证观众精确到位。

8、客户全面深度挖掘：观众邀请请柬门票上推荐优秀参展商，并通过多年来收集的针对性客户，由

观众组织部负责一对一的电话确认后邮寄及上门送至观众请柬门票；

9、专业客户贵宾体验：对通过各种途径确认前来参观洽谈合作的山西省及其周边 500 公里内各地市

县的组成的近百个专业采购团，6000 左右煤改电（气）专业客户，做好大巴车免费接送服务;

10、媒体报道影响广泛：展会开展前期及期间将邀请：山西电视台、山西日报、山西交通广播电台

等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植入、新闻软文、到场报道，扩大展会受众群体，保证客户利益最大化。

参展范围：

清洁燃煤采暖产品及配套设施

生物质锅炉、颗粒真火壁炉、变频数控锅炉、燃油锅炉、甲醇锅炉、热水锅炉、锅炉节能产品等；
●“煤改气”推广产品及配套设施
燃气壁挂炉、燃气锅炉、燃气空调热泵、燃烧器、燃气输配系统、燃气调压阀、燃气表等；
●“煤改电”推广产品及配套设施
◎热泵、空调产品及配套设施：空气源热泵机组、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调、太阳能热泵、空调智
能控制系统、空调末端设备、风机盘管、承压水箱、循环泵、余热回收及节能减排技术；
◎电采暖产品及配套设施：电采暖锅炉/壁挂炉、电热膜、发热电缆、电暖器、地热地板、模块地暖、
电热板、电地暖、发热瓷砖、电热毯、地暖管材管件、温控器及各种阀门地暖配套产品等；
●集中供热及供热计量产品及配套设施
集中供热设备、换热器、热力管网监控系统、供热泵阀、热量表及收费系统、数据管理系统软件等

●舒适新风系统产品及配套设备

空调、新风换气及除尘系统、空气处理及净化设备、送风及通风系统设备、空气幕、风管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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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程：

展会搭建及布置：2020年 4月 06日---07日（上午 8：00---下午 18：00）
展 览 时 间：2020年 4月 08日---10日（上午 9：00---下午 17：00）
闭 幕 撤 展：2020年 4月 10日 16：00 （下午 16：00---闭幕撤展）

展会费用:

◎展位费用及配置:

展位规格 国内展商 外资（国外）展商

标准展位（3m×3m/个㎡） 6800 元人民币/个 9800 人民币/个

角标展位（3m×3m/个 9 ㎡） 7800 元人民币/个 10800 人民币/个

室外特展（光地最少 36 ㎡） 600 元人民币/㎡ 800 人民币/㎡

室内特展（光地最少 36 ㎡） 800 元人民币/㎡ 1000 人民币/㎡

◆标准展位包含中文楣板、三面围板、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对射灯、220V/10A、电源插座、

展位地毯、会场保安、会场清洁等；

◆室内、室外特装展位无任何配置、企业自行设计搭建（自付施工管理费￥25 元/㎡）；

◆为彰显企业实力，本届展会及论坛两大品牌平台将设有冠名赞助、协办、支持等多种其他赞助形式，

企业可根据需要选择。“赞助回报方案”可向组委会来电索取。

展会会刊及现场广告：

◎会刊及现场广告费用

◎会刊规格（210mm*140mm）采用进口铜板纸四色精印，图文并茂，还收录展会详情、展商产品等

资料。会刊将送发给政府主管领导及相关部门协会和煤改气（电）观众手中。参展单位请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前将公司简介（300 字左右）或彩页发邮件至大会组委会。

参展程序：

◎参展企业须详细填写《参展合同表》（盖章有效）和公司有关人员证件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

件传送至组委会。以先报名，先安排为原则，安排确认展位。

◎参展企业签订参展申请表合同后，需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参展费用订金(50%)，并将电汇凭证及传

送至组委会，未能按时支付参展费用，所定的展位或广告宣传将不予保留；

◎企业确定展位、签订合同后，应遵循“先交费，先确认”的原则落实展位。展位或广告确认后、

参展商中途取消参展，参展费不予退回。

展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太原卓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千峰商务大厦 701、757 室 邮 编：030020

电 话：0351-2619857 传 真：0351-2619857

联系人：李阳 13753152779 (同微信)

Email：1183089636@qq.com

版 式 费用（元） 版 式 费用（元）

封 面 12000 扉 页 6000

封 底 10000 彩色内页 4000

封 二 三 8000 黑白内页 2000

门 票 5000 /1 万份 气 柱 4000/1 个

道 旗 5000/10 个 参 观 证 10000

拱门（18m） 6000/1 个 请 柬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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