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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国际环保博览会（IFAT）是世界最重要和最全面的环保工业成就展，由德国慕尼黑国际展览有限公司(Messe Munich GmbH)主办。展会每逢双年在德国慕尼

黑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目前已成功举行了 20 届，本年度为第 21 届。 
展览期间接待超过 169 个国家的专业观众超过 136885 人，德国、中国、法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均组织了庞大的参观团到会参观采购。 
 
参展时间：2018 年 5 月 14-18 日                 主办单位：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 
展会地点：德国 慕尼黑展览中心                 中国组展：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商数据：3081 家, 其中 1560 家为国外展商      观众数据：136885 人, 其中 76500 人来自国外 
开放情况：只对专业人员开放, 最后一天对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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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占据慕尼黑国际展览中心全部 18 个室内展馆和全部室外展区，展区面积达 230000 平方米。 

展览会共规划六大展示专区，近 11 个大项近百个小项的展品 

是环保行业全产业链展览会。 

引领国际环保业最新潮流，被公认为业内全球风向标。 

 

Products on display 
展品类别： 
 
水及污水处理； 
水处理成套设备与膜； 
给水/排水与下水道、设备及配件； 
雨水收集与利用/洪水控制； 
垃圾处理及回收利用； 
废弃物处理成套技术与设备； 
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发电； 
场地土壤净化与排污、废气净化、空气净化与污染防治； 
噪声治理、空包装回收再利用； 
技术测量、控制系统与实验室技术、科研与服务、工业及制造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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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T 精英企业荟萃： 

 

共有全球 62 个国家的 3081 家环保水处理企业参展 

展会云集了环保行业所有顶级环保工业精英企业。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任何您希望获取的有关环保、水处理技术、产品和相关服务…… 

 IFAT 参展商分布图： 



中国区域组展机构：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58896889  13811985974  联络 QQ：362017631 

诚邀来自中国区域的环保技术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进出口商以及政府部门和协会，前往德国参观展览会！ 
报名手续：完整填写 “参展/参观申请表”，盖章后扫描邮件至 innotrans@163.com 或 expotrue@163.com。 
联系人：赵飞   电话：010-58896889   手机：13811985974  联络QQ：362017631  邮箱：expotrue@163.com  网 站：http://www.expotrue.com 

注意事项：该展会规模庞大，展商众多，建议您在 2018 年 03 月 25 日前完成报名手续。 

 

德国慕尼黑国际环保博览会（IFAT）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览会之一； 
 

有来自 65 个国家的 3081 家参展商； 
 

其中德国本土展商 1731 家，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展商为 1350 家。 
  

国际展商比例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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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y-two years IFAT, Ten years Chinese 
IFAT 全球五十二年，中国十年 
 
IFAT 发展经历五十二载，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自 2007 年始提供 IFAT 参展商服务近十年。 
组展和参与 IFAT 多届展览会的组织招商工作，带领中国的环保企业与生产厂家参加 IFAT 多次。 
提供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服务，在国内同行竞技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服务水准日臻卓越，荣获行业客户认可。 
 

您专注于参观 IFAT，琐碎的日常出行工作交给我们。 
我们的专业团队将带领大家一同前往德国 

负责专业观众的接机、展期服务、交通、住宿、饮食、展商服务等各项服务。 
使大家的商业出行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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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 IFAT 提供的服务： 
我们为致力于前往德国的参展商和参观商提供集展位预订，展台搭建、签证办理、机票预定、酒店预订、车辆预订、代办邀请函、企业考察、商务旅游于一体的全程一

条龙贴心服务，同时也可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 DIY 单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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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我们的客户进行深入调研： 

       
 

• 我们对 2008-2016 年前往慕尼黑环保展的中国参观商进行参观调研，80%的团员说他们通过 IFAT 找到了新产品/技术/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观展的商业目标； 
• 96％的中国参观商认为展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非常良好、令人满意的结果。 
• 超过 94％的专业观众有良好的整体印象，推荐它，并决定再次访问。 
• 我们连续五届展会提供参展商和观众邀请和组团服务，超过 300 家企业的近 1500 名团员随团参观。 
• 有超过 60 多名团员已连续 5 届（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随我们的参观团前往德国慕尼黑！ 

 
客户认可展会，也认可我们的专业组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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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大家随团前往 IFAT： 
• 我们能够提供完善的展团服务：  
• 您将有限的时间用在参展和观展及寻找合作机遇上，繁杂的服务性工作由我们来做。  
• 签证：接近 99%的出签率，确保签证风险获得有效控制。  
• 住宿：四星商务酒店。德国是展会国家，展会期间的住宿费是平时的数倍。慕尼黑展会期间很普通的酒店住宿平均价格在 2000 元/晚-3000 元/晚。  
• 交通：便捷、灵活的行程安排，团员不必为复杂的境外交通忧虑。  
• 饮食：在境外也可以吃到可口的中餐，偶尔体验西餐即可。不必每天面对面包与火腿而发愁。  
• 翻译：我们可为团员配备专业翻译和兼职翻译，有效控制您的参展和参观成本。 
• 机遇：为大家建立同行业客户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机会。  
• 线路：多条成熟观展线路，满足不同观展行程需求。  
•  

  IFAT 观展行程安排策略： 
IFAT 展会聚集了环保行业内几乎所有顶级企业和技术，我们建议您至少安排两天时间参观展览会； 

 
观展策略 A：慕尼黑参观展会 3-5 天，后直接回国；适合于商务型专业观众。 
行程天数：往返 4-6 日。 
 
观展策略 B：慕尼黑参观展会 2-3 天，后前往德国周边考察和实地调研；适合于商务、研发类专业观众。 
行程天数：往返 6-8 日。 
 
观展策略 C：慕尼黑参观展会，后前往德国及周边主要欧洲城市体验风土民情；适合于观展后全面体验欧洲式生活。 
行程天数：往返 6-10 日。 
 
观展策略 D：根据需求，量身定制适合的欧洲观展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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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T 2018 
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