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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展会名称：2020 德国慕尼黑国际环博会/ IFAT 2020
 展会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8 日
 展会地点： 德国 · 慕尼黑展览中心
 举办周期： 两年一届
 首届时间： 1966 年
2. 展品范围：
水和污水

水利工程

水处理机械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

教育，科研与技术转让
回收与市政技术

垃圾管理及回收


旧址土地去污与土壤处理





水和废水处理设备建设
水务服务

废弃物能源利用
烟气净化及大气污染防治







水输送和下水道系统
实验室分析技术

道路清洁和冬季路面养护
资源回收服务

3. 展会定位：
 IFAT 已成功召开 20 届，是全球规模宏大、也是环保行业非常重要的贸易博览会。IFAT 2018 汇集了来自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05 家参展企业和 1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2,472 名专业观众，展览面积达 260,000 平方米。
IFAT 2020 预计展出面积达 270,000 平方米。
 IFAT 旨在为全球从事水源、污水、废弃物回收及原材料处理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一个理想的交流与合
作平台。
4. 重要数据：
（1,725 家德国展商，占总数 52%；1,580 家海外展商，占总数 48%）;
 展商增长：2018 年展商数 3,305 家；
2016 年展商数 3,097 家；
（1,697 家德国展商，占总数 55%；1,400 家海外展商，占总数 45%）
；
2014 年展商数 3,081 家；
（1,728 家德国展商；1,353 家海外展商）
；
2012 年展商数 2,939 家；（1,783 家德国展商；1,156 家海外展商）；
（72,010 名德国观众，占总数 51%；70,462 名海外观众，占总数 49%）
；
 观众增长：2018 年观众数 142,472 名；
2016 年观众数 136,885 名；（70,998 名德国观众，占总数 52%；65,887 名海外观众，占总数 48%）
；
2014 年观众数 135,288 名；
（74,756 名德国观众；60,532 名海外观众）
；
2012 年观众数 124,200 名；（74,360 名德国观众；49,840 名海外观众）；
 展商来源（排名前五国家）：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奥地利
中国
 专业观众来源（排名前五国家）
：
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
瑞士
中国

：
5. 合作伙伴和概念合作伙伴（排名不分先后，按字母排序）
● 合作伙伴：
德国废钢料处理协会 BDSV
阿拉伯国家水务协会 ACWUA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门
欧洲废弃物能源回收计划联盟 CEWEP
BMUB
欧洲市政工程设备协会 EUnited Municipal Equipment
德国联邦再生材料和废物管理协会 bvse
欧洲废弃物管理与环境服务联盟 FEAD
德国废物管理协会 DGAW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 ISWA
欧洲水协会 EWA
国际水协会 IWA
德国沼气协会 FVB
再循环利用&废物管理
German RETech Partnership & Waste Management
德国水工业联合会 GWP
德国联邦政府技术救援署 THW
德国废弃物能源回收计划联盟 ITAD
管道施工协会 RBV
巴伐利亚废物管理公司行业协会 VBS
巴伐利亚州环境与消费者保护部 StMUV
管道及下水道技术公司行业协会 VDRK
建筑行业、环境和机械工程注册协会 VDBUM
● 概念合作伙伴：
德国废物、水及原材料处理产业联盟 BDE
德国水质协会 DWA
德国水务、天然气科技协会 DVGW
市政车辆和设备产业协会 VAK
德国工程联合会 VDMA
德国本土公用事业协会 VKU
6. 系列展会

2019 土耳其国际环博会/IFAT Eurasia 2019
展会规模 17,000 平方米
2019 年 3 月 28 日-30 日
土耳其 • 伊斯坦布尔 • 伊斯坦布尔展览中心

2019 南非国际环博会/IFAT Africa 2019
展会规模：6,000 平方米
2019 年 7 月 9 日-11 日
南非 • 约翰内斯堡 • 约翰内斯堡展览中心

2019 中国环博会/ IE expo 2019
展会规模：150,000 平方米
2019 年 4 月 15 日-17 日
中国 • 上海 • 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 印度国际环博会/IFAT India 2019
展会规模: 11,000 平方米
2019 年 10 月 16 日-18 日
印度 • 孟买 • Bombay 展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