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 24 届中国国际环卫与市政设施及清洗设备展览会 
2023 24th Chin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nitation Facilities and Municipal Cleaning Equipment Exhibition 

 

时间：2023 年 4 月 13-15 日 地点：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室外）50000 平方米 

 

邀 请 函 
指导支持：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北京市公园绿地协会 

协办单位：天津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河北省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广东省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江西省城市建设协会环卫分会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市容环卫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企发展览有限公司  

  

前言 
行业内极具影响力的企发环卫展 CEPE China，被誉为亚洲环卫行业旗舰展，展会多年来得到

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城管局、园林局、多个省市环协以及北京市多个局委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CEPE2023 将于 2023 年 4 月 13-15 日继续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同期举办：中国（北京）国际

园林绿化设施设备展览会。展会力争发挥津京冀协同发展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环卫行业市场，旨

在通过环卫设备展示和信息发布等多种形式，加强本行业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为参展商服

务，主办单位加大宣传力度， 着重邀请全国环卫局、园林局、环卫中心、环卫服务公司、清洗保

洁公司、物业公司、环境工程公司、旅游景区、高校等环卫设备相关用户到会参观、采购，预计

展会面积 50000平方米，参展商 500 多家，专业观众将达到 30000 多人次，CEPE是引导环卫行

业前进和发展方向的高质量展览会。展示环卫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应用的最佳平台，实现多赢，

环卫行业旗舰展  展示、参观、采购最佳平台 
展出面积领先+展商数量领先+观众质量领先+展会效果领先 

展商：一次参展超过同类展会 10 倍观众 

参观：一次参观超过同类展会 10 倍展品 



欢迎业内人士参加。                                        

展会回顾：(企发环卫展 CEPE )历经 20多个春播和秋收，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

设 8个专业展区，20多年来累计规模 60多万平方米，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家参展企业，

200多场专题论坛，专业观众 40多万人次。CEPE已成为我国环境卫生行业领域规模最大、功能最

全、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强的行业盛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领导、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领

导、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理事长以及秘书长对 CEPE历届的规模和观众质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央视新闻现场采访企业，多次新闻报道展会的盛况和亮点。 

（企发环卫展 CEPE）汇聚了行业龙头企业：北京环卫集团、中联重科、福建龙马、烟台海德、

甘肃建投、杰瑞、宇通重工、中车集团、海沃、金威、悦达、晨光、一汽解放、金龙、山东五征、

中远重工、鞍山森远、浙江大农、瑞士布赫、深兰机器人、高仙机器人、南博机器人、南通明诺、

珠海亿华、迈睿迈特、联运、粤能、洁绿、名流、艺迈、百沃星联、中科博联、水木清、康之维、

华京源、二七机车、利泽恒等，90%以上的参展商对展会效果和规模非常满意，并表示以后都会持

续参展。 

了解展会更多详情、展商对展会的真实评价请进入展会网站栏目，展商有话说。 

 

一、CEPE 让您满意的四大保障  

1、展位面积领先：CEPE 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优势、辐射全国环卫行业市场，是亚洲环卫和

垃圾分类旗舰展！CEPE2023 面积将达到 50000 平米。  

2、展商数量领先：CEPE 得到了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城管局、园林局、中环协、多个省市环协

以及北京市管委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20多年的举办使 CEPE 品牌影响力在行业内根深蒂 

固，CEPE 2023将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家企业参展。  

3、观众质量领先：CEPE 20多年来建立了大量的国内外行业采购商数据库，与国内外多个环卫协

会和采购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CEPE2023第 24 届以派发邀请函、电话邀请、登门拜访等

多种形式邀请 VIP 专业采购商，VIP 专业采购商将有来自 10 多个国家、国内 30 多个省（市）、

1000 多个市县环卫局、园林局、环卫中心、环卫服务公司、清洗保洁公司、物业公司领导 3000 多

人（免费提供 2 天食宿）,预计 2023 第 24 届环卫展还将吸引 30000 多观众到会参观。  

4、展会效果领先：CEPE 是环卫与清洗行业的大聚会、展示交流的大平台，是参观、采购一站 

式的最佳选择。高质量的海内外专业采购商与展商通过三天面对面的交流、洽谈、现场采购订货。  

二、时间、地点  

（一）布展时间：2023年 4月 11-12日  

展出时间：2023年 4月 13-15日   

（二）展出地点：北京全国农展馆(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6 号)  

三、展示内容  

（一）环卫车辆与环卫综合装备展区：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园林及其它路面清扫、扫地机器人、冲洗（吸扫）设备与车辆；洒水

车、除雪车、吸污车、水域环卫清洁船、除尘降霾雾炮车、垃圾压缩转运车、餐厨垃圾运输车；

环卫专用机械、市政排水车、市政清淤车及其他特种车辆、环卫码头装卸设备、垃圾推铲、压实



设备； 

（二）清洗清洁设备与环卫配件展区: 

高压泵、高压清洗机组、市政下水管道疏通、高层建筑外墙及景观雕塑清洗设备、道路护栏

清洗设备、小广告清除设备、道路除线（机）车、冷热水清洗机、多功能高压清洗（机）车、通

过式汽车清洗机、小型驾驶式扫地机（车）、清洁机器人、洗地机、吸尘车、保洁设备和产品； 

环卫设备专用配件与耗材（液压设备、扫地刷、机电电路、软管、电池等）；  

（三）背街小巷作业车辆与保洁车展区： 

背街小巷清洁作业设备、新能源环卫车（中小型电动环卫车、清扫车）、垃圾收集运输车、

清洗清洁保洁车； 

（四）垃圾分类与智慧环卫展区： 

智能垃圾收集箱、垃圾站、垃圾分选分拣设备、分类垃圾桶、居民区、公共区域的生活垃圾

收集、清运设备、垃圾收集分选监管及运营平台、垃圾收转运监管、公厕监管、环卫舆情系统等

业务系统的数据中心接入与集成；环境大数据 BI 可视化分析；VR 实时三维环境数据展示；环卫

数据监控大屏；  

（五）餐厨垃圾处理与有机废弃物处理展区： 

无害化及资源化成套装备；废弃油脂循环利用设备；有机垃圾堆肥技术设备；餐厨垃圾循环

利用、油水分离设备、污水处理设备、餐厨垃圾收运专用设备。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垃圾焚烧处理技术设备、渗滤液处理技术设备、建筑垃圾处理与利用、

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处理处置、畜禽废弃物处理与利用、地膜回收及利用； 

（六）市政园林公厕与设施： 

车载厕所、移动环保厕所、生态厕所、智能厕所、泡沫、玻璃钢水冲厕所、面盆便池、厕所

粪便收集处理、除臭与节水设备技术、智能节纸设备等； 

市政园林桌椅、市政园艺修剪设备、果皮箱、废物箱、景观地埋式垃圾箱、花箱、落叶粉碎

收集车、喷泉景观设备等；旅游景区、园林观光车、城市管理巡逻车； 

（七）园林机械及工具： 

大型树木种植、移植机具；篱笆、草坪种植与修整工具及机械（播种、移栽、割草、剪草、

除草、梳草、打草机）；打药、施肥、喷雾、喷粉机、车；喷淋、喷灌、节水灌溉产品与设备；

落叶枯枝收集粉碎机、车；生物堆肥机械设备等； 

（八）园林景观及材料： 

亭台楼阁、园林雕塑、城市雕塑；水景喷泉设施及系统；景观水处理技术及设备；竹木以及

木塑房屋及材料；园林桌椅及材料；防水材料、保温节能材料、种植屋面系统工程技术等；园林

景观照明产品、绿化工程施工及维护、景观规划设计； 

四、展会服务及收费标准 

（一）参展费用：空地基本价(面积不低于 36m2)  

室内光地展区：外商 360 美元/ m2 展期   合资 1500 元/ m2 展期    国内 1200 元/ m2 展期

室外光地展区：外商 300 美元/ m2 展期   合资 1350 元/ m2 展期    国内 1100 元/ m2 展期

豪华特标标准展位 3m×3m（注：订豪华展位赠送会刊 210*140 版彩页）         

国内：16800 元/展期   合资：19800 元/展期    外商：4600 美元/展期 



普通标准展位 3m×3m  

国内：12800 元/展期   合资：15800 元/展期    外商：3600 美元/展期     

注：标准展位选择双开口展位需加收 10%展位费用。 

光地费用包括：展出场地、保安、清洁服务。（不包括场地方收取的光地管理费）      

标准展位配置：包括展出场地、2.5m 高壁板、楣牌制作、9平方米地毯、洽谈桌一张、二把椅子、

220 电源插座一个、日光灯二支；   

（二）2022中国环卫+垃圾分类行业发展高端论坛  

邀请数名行业知名专家演讲，组织环卫局、环卫中心、环卫服务公司、物业公司、科研院校、

农业农村资源化处置企业等用户企业参加交流，各参展商可以自愿申请论坛演讲。     

收费标准：国内企业为 15000元，境外企业为 3000美元，时间为 20分钟。  

（三）赞助及广告  

1、展会协办单位赞助：主赞助 20万元，分赞助 6万元起  

2、论坛和晚宴赞助：主赞助 20 万元，分赞助 6万元起  

3、展会期间证件赞助：（吊带、胸牌、门票、请柬）独家赞助 12万元，分赞助 6万元起 注：赞

助单位事项，展会活动对外宣传列赞助单位名称和 logo，具体内容备索。  

 

六、参展约定 

1、符合展览范围的企业，且具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许可的企业均可申请参展。请认真填写参展申

请表加盖公章后传真或邮件发至承办单位。  

2、展位顺序分配原则：按面积大小优先安排，并按照“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为保证展会

整体形象，承展方最终保留部分展位调动权。  

3、承办方于展会开幕前给已付款的参展商发送《展商手册》。内容包括展品运输、开馆起止时间、

展台设计搭建、报馆流程、物品租用和服务、展会安全事项等相关信息。请展商仔细阅读， 遵守

展商手册内容！  

 

七、参展联系方式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60号远洋国际中心 C座 1301室（100025）    

电  话：010-85866179 

传  真：010-85866179               

邮  箱 qifa1238@126.com  

联系人:赵 静 田真龙 

会 刊 封 面 封 底 封一二 封三 跨彩页 内彩页 黑白页 

人民币 30000 元 23000 元 10000 元 8000 元 8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入场卷 5000 元一万张 观众胸卡 8000 元一万张 胸卡吊带 10000 元一万条 

充气拱门 6000 元/个 资料袋 25000 元一万个 现场广告 1000 元/平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