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2月7-9号

江苏  无锡

最新政策利好导向
解析

各地政策推进进展
关注

会务组联系人： 姜雪  女士        电话：021-51550806        邮箱：tinajiang@enmore.com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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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锡山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

协办单位
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易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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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
《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方案明

确了“十四五”时期污泥处理处置目标，并提出合理压减污泥填埋、因地制
宜选择技术路线、积极推广污泥土地利用、有序推进污泥焚烧处理、推广能
量和物质回收利用；并强调要补齐设施缺口并提升现有设施效能、强化过
程管理、完善保障措施（落实各方责任、完善价费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等。

《实施方案》发布后，对污泥处理处置市场的推动力度备受关注，落实
到各地的污泥处置项目潜在新增需求情况如何？同时，一直困扰污泥处理

行业的资金困难、产品出路受限等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实际解决？污泥处理
处置“风口”来临，企业该如何精准把握？

在此背景下，易贸环保拟于12月7-9日在无锡召开2022生活污泥处
理处置技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内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协会组织、科研
院校专家、企业代表莅临无锡，共同探讨《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实施方案》背景下生活污泥处置新需求，新技术，新格局！现场设置精品展
区，供代表们现场参会了解各种不同的新技术，新设备，新趋势。欢迎各界
同仁，专家们积极报名参加！

政企对话沙龙 欢迎晚宴
助您结交行业新友维护老友情谊

展洽交流
重点引荐推荐服务

大会将设置政企对话沙龙，特邀各

地政府主管单位领导和运营企业

出席，现场对接项目需求，探讨因

地制宜解决方案。

晚宴以圆桌围餐+特色节目演出+抽奖互动+

游戏互动等形式呈现，欢乐气氛下老友新友

共聚畅聊。晚宴礼品赞助、酒水赞助、节目冠

名、视频播放或晚宴全套独家冠名招商中�

现场设展洽交流区，特邀行业优秀企业产

品宣传展示，按需为您匹配引荐现场目标

客户到展位上深入洽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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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导向及进展解读
发言嘉宾：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戴晓虎  院长

“双碳”以及污泥最新政策下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思考
发言嘉宾：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陈同斌  研究员
国内污泥处理现状与技术发展趋势探讨
发言嘉宾：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李成江  顾问总工程师

14:00-18:00 大会签到&展洽交流 16:00-18:00
 

政企对话沙龙  

18:00-20:00 大会欢迎晚宴 

09:00-10:30 大会专题发言 

11:00-12:00 

茶歇交流

 

10:30-11:00 

嘉宾访谈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8:00 大会专题发言 

08:00-11:30 会后项目参观-常州市污泥焚烧中心 

第一天    12月7日（周三）

第二天    12月8日（周四）

第三天    12月9日（周五）

案例分享-厌氧消化-津南污泥处理厂
发言嘉宾：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候汉宗 副总经理
案例分享-热解炭化-青岛市即墨区污泥处置中心
发言嘉宾：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陈蓉 固废运营高级专业经理
案例分享-干化焚烧-苏州工业园区污泥干化项目
发言嘉宾：苏伊士水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忠红 亚洲地区技术推广经理
案例分享-干化焚烧-常州市污泥焚烧中心
发言嘉宾：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院、投资运营单位设计院、投资运营单位

卧式薄层污泥干化工艺应用现状及实例分享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优势及应用实例分享
深度脱水系统助力市政污泥处理处置
城市污泥好氧发酵工艺的应用及关键技术问题探讨
因地制宜的污泥焚烧解决方案 
基于连续热水解+厌氧消化的生物质污泥处理技术
市政污泥一体化连续炭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污泥造粒干化设备优势及应用实例
新能源污泥处理处置工艺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排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首创污泥处置技术有限公司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苏伊士水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环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威立雅水务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无锡国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山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持（北京）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肥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衡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吉安市城市管理局
辽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临沂市城市管理局
南昌市市容管理局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水利局
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许昌市水利局
枣庄市城乡水务局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重点邀请有污泥处理处置需求的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出席
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桥梁，“因地制宜”解决污泥处理难题
了解各地政策推进进展，探讨技术设备升级以实现节能降耗

淄博：

临沂：

辽源：
临汾：

邯郸：

目前污泥处置主要是焚烧，建材利用，堆肥等，受环保监察影响，
经常限产，现需寻求其他处置方式。
目前污泥处置主要是焚烧，因要规划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想了解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技术工艺及运营成本。
有污泥处置技术路线更换需求（200吨/天），并寻求运营单位合作。
目前污泥处置主要是焚烧，想了解好氧堆肥、建材利用技术及对
接相关单位。
目前污泥处置主要是焚烧，想了解不同技术路线的优秀案例。

*更多地区需求情况，详询会务组了解

*更多发言议题详询会务组��欢迎有新装备，新技术的企业，联系会务组争取发言名额

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水务、住建、城管）；设计单位；
投资运营单位、工程总承包公司、技术、设备企业高层。

李成江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顾问总工程师

候汉宗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小山    知名环保人士

程忠红
苏伊士水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亚洲地区技术推广经理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

陈同斌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陈   蓉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固废运营高级专业经理

*参与名额有限，如您有参与意愿，请尽快联系会务组争取名额

政府主管部门政府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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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主持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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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云变幻，企业如何脱颖而出？ 
行业群英汇聚，我们如何把握商机？ 赞助席位正在火热预定中！
市场风云变幻，企业如何脱颖而出？ 
行业群英汇聚，我们如何把握商机？ 赞助席位正在火热预定中！

特别推荐赞助形式特别推荐赞助形式

高性价比推广形式

现场发言

现场展台展示

1、特装展位     2、高级展位    

大会欢迎晚宴可选冠名形式

在会场场外设置展位共计30余席，全程展台展示，大会每
半天专设的交流时间，会务组都会把企业的潜在客户引
荐到您的展台区域，针对贵司的产品进行更细致的座谈
交流。

展板展示
视频宣传
会刊插页
资料入袋

在会议黄金时间段安排发言，时间20分
钟，让客户更全面的了解贵司的产品及
实力,加强行业客户对贵司产品的认
知，加强品牌宣传！ 1、晚宴抽奖礼品赞助

2、晚宴酒水赞助
3、晚宴节目冠名
4、晚宴伴手礼赞助
5、企业视频晚宴循环播放
6、晚宴全程独家冠名赞助

独家/唯一性赞助形式
独家欢迎晚宴冠名
大会椅背套独家赞助
大会饮用水独家赞助

大会资料袋独家冠名
代表证及挂绳独家冠名
会议茶歇独家赞助

大会集体照独家冠名
会刊封面独家赞助
会刊封底独家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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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此报名表格，回复至 tinajiang@enmore.com ， 会议热线：021-51550806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性质：□政府单位 □科研院校、设计单位 □投资运营单位 □工程总承包 □技术/设备/辅材 □其他             

★具体主营产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会具体需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会代表信息： 

1：姓名：          性别：       职位：             手机：                邮箱：                         

2：姓名：          性别：       职位：             手机：                邮箱：                         

3：姓名：          性别：       职位：             手机：                邮箱：                         

4：姓名：          性别：       职位：             手机：                邮箱：                         

5：姓名：          性别：       职位：             手机：                邮箱：                         

我司共            人参会，合计人民币              元； 

★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    发票内容：□会务费 □会展费 □会议费（如不标注，默认开具会务费） 

发票邮寄地址：                                               发票签收人姓名及电话：                      

★收费标准：  

★付款方式： 

根据我司的财务制度，请您在回传此确认表后 5个工作日内办理付款。 

付款方式一：银行转账                                         付款方式二：支付宝转账 
账  户：易贸信息科技（烟台）有限公司                         支付宝账号：cicidai@enmore.com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支行               账户名称：易贸信息科技（烟台）有限公司 

账  号：6228400267015269766 
★参会注意事项： 

 1. 因会务安排需要，本次论坛报名截止时间为 11月 30日。 
 2. 因会议筹备需要，您在 11月 30日之后的任何取消，将承担总费用的 50％，但您可在会前任何时候替换参会人员。 
 3. 请您在付款后把汇款底单回传至 tinajiang@enmore.com，我们将在您付款后给您寄送正式发票。 
 4. 请您务必准确完整填写上述参会代表的各项信息，以便我司制作代表证、通讯录等相关会务资料。 

参会形式 10月 31日前（优惠报名） 10月 31日后报名 

企业参会：3位参会代表 
（超过 3位只提供入场代表证） 

RMB8,800 RMB10,000 

展位宣传：高级展台+2个 X展架+3位参会代表 
（超过 3位只提供入场代表证） 

RMB18,000 RMB20,000 

标准收费 RMB4,000/每位参会代表 

备注：会议费用适用于国内企业，费用包含：会议服务、会议资料、餐饮费用及会后考察名额等（注：住宿费，交通费自理）； 
政府主管单位及 NGO 公益组织参会享受免会务费待遇，具体详询会务组。 

报   名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