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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合作伙伴

推进可持续的水未来
国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是每两年一届的
大型全球活动。自2000年起，国际水协会
已经分别在法国巴黎 (2000年)，德国柏林
(200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2年)，摩洛
哥马拉喀什（(2004年)，中国北京 (2006年)
，奥地利维也纳 (2008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
(2010年), 韩国釜山 (2012年) 和葡萄牙里斯本
(2014年) 成功举行了九届世界水大会。第十
届国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现定于 2016年10月
9日-13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布里斯班世界水大会将重点聚焦亚太地
区，关注不同工业所面临的水挑战，并寻找
应对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解决方案，如海水
淡化，水回用，采矿工业水处理等。
作为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行业盛会，国
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每次都会吸引来自世界
各地的水领域专业人士参与其中。2016年的
布里斯班水大会预计将吸引超过5000名个人
和企业代表参会。

参展和赞助的9大理由
1

与来自全世界的著名水行
业专家，机构和企业一起
探寻应对全球水危机的有
效方案，为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清洁，安全，可持续
供水作出贡献。

2
3

同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
行业专家和知名企业机构
建立联系。

通过世界水大会暨展览会
这个绝佳平台来展示公司
的独特文化和先进技术，
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机
会。

4
5
6

世界水大会致力于在工业
运行，商业投资，科技创
新和科学研究等不同环节
之间架设桥梁，通过打造
合作和交流的网络，探求
可持续的水行业未来发展
计划。
为帮助参展商扩大关系网
络，世界水大会将专门设
立商业论坛，代表团见面
会等活动。
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合作方
案，使赞助商和合作伙伴
能够最大限度的展示公司
品牌和提升影响力。

7

展览会将和会议日程安排
全面结合：大会期间所有
的午餐和茶歇都会在展览
大厅中供应，确保展览会
的受关注程度。

8
9

国际水协会是全球顶尖的
水行业专业机构，拥有
丰富的大型国际会议展览
举办经验和很高的业内声
望。

国际水协会将使用多样化
的宣传策略，通过拥有超
过30,000名全球顶尖的水
行业专业人士和著名企业
组成的会员网络和其他宣
传平台大力推广本届世界
水大会。

赞助商邀请函
对于期待自己的品牌能够在水行业中脱
颖而出的机构和企业来说，国际水协会世界
水大会毫无疑问是您展示公司先进的产品、
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提升公司品牌竞争力
的绝佳机会。
每届世界水大会都会吸引全球100多个
国家的近万名代表参会。赞助商可以通过商
业论坛，媒体平台，晚宴等多种途径了解水
行业最新动态，并在接触行业专家和优秀企

主赞助商 €150,000
• 10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 20个免费注册名额
• 20个注册费减半名额 （指在
IWA会员标准的注册费基础上享
受50%的折扣）
• 3个晚宴预留桌位
• 20个额外的晚宴出席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大会场馆内的所有指示牌上
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官网的首页添加公司标
识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150字的赞助商简介
以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首页
以及赞助商一栏中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一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大会商业论坛上组织3个分
会场
晚宴赞助商 €100,000
• 18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 10个免费注册名额
• 10个注册费减半名额 （指在
IWA会员标准的注册费基础上享
受50%的折扣）
• 2个晚宴预留桌位
• 10个额外的晚宴出席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欢迎晚宴场地进行独家的公
司展示装饰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100字的赞助商简介
以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赞助
商一栏中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一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晚宴上致辞
• 在大会商业论坛上组织1个分
会场

业的过程中探寻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发
展合作伙伴。
成为世界水大会的赞助商，您所能收获的
益处绝不仅仅停留在会议举办期间。国际水协
会拥有由超过30,000名全球顶尖的水领域专
业人士组成的国际会员网络。通过同参会代表
的交流互动和一系列的品牌展示，您的产品和
服务将能够进一步走入水行业专业人士的视
野，并有机会在今后与他们建立更为广泛的合
作关系。

白金赞助商 €100,000
• 5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 10个免费注册名额
• 10个注册费减半名额 （指在
IWA会员标准的注册费基础上享
受50%的折扣）
• 2个晚宴预留桌位
• 10个额外的晚宴出席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大会场馆内的所有指示牌上
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官网的首页添加企业标
识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100字的赞助商简介
以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首页
以及赞助商一栏中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一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大会商业论坛上组织2个分
会场

金牌赞助商€50,000
• 18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 5个免费注册名额
• 5个注册费减半名额 （指在
IWA会员标准的注册费基础上享
受50%的折扣）
• 1个晚宴预留桌位
• 5个额外的晚宴出席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大会场馆内的部分指示牌上
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50字的赞助商简介以
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赞助
商一栏中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半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大会商业 论坛上组织1个分
会场

欢迎酒会赞助商 €50,000
• 9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 5个免费注册名额
• 10个注册费减半名额 （指在
IWA会员标准的注册费基础上享
受50%的折扣）
• 1个晚宴预留桌位
• 3个额外的晚宴出席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欢迎酒会场地进行独家的公
司展示装饰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50字的赞助商简介以
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赞助
商一栏中添加企业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半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欢迎酒会上致辞
• 在大会商业论坛上组织1个分
会场

手机 App赞助商 €25,000
• 出现在大会手机App的显著
位置
• 3个免费注册名额
网站和印刷品
• 在大会网站的赞助商一栏添加
公司标识，50字的赞助商简介
以及公司网站链接
• 在所有大会印刷出版物的赞助
商一栏中添加公司标识
• 在大会日程手册中获得半页的
宣传版面
参与
• 在大会商业论坛上组织1个分
会场

参展商邀请函
目标观众

参展商类型

世界水大会期间，展览会将向来自全
球100多个国家的5000余名参会代表开
放。除了参会代表，展览会还将吸引大量
来自当地和国际的专业观众前来参观。

世界水大会暨展览的参展商多属于：

参会代表和专业观众多来自于：

大型用水工业
政府
咨询机构
企业
立法监管机构
教育机构/大学
媒体
非政府组织
生产商/供应商

75

决策人员

%

25 %
其他

成为大会参展商

技术/产品
供应商

水 & 污水
处理企业

咨询机构

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 非政府组织

媒体

展览会期间将设置国家展台和主题区域，
比如:
• 水短缺、水回用、 海水淡化
• 水与工业
• 水&污水处理工艺
• 示范城市和企业
参展费用
欧元(€)/每平方
米, 不含税

IWA 公司会员 非IWA会员
(*2)

标准展位面积 –
提前注册价(*1)

380

410

申请组织商业论坛分会场

标准展位面积 –
标准价 (*1)

425

455

商业论坛是世界水大会议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组织论坛分会场，您将可以与众
多专家学者，工业代表，企业机构有更多的
互动机会，并借此交流经验，寻找合作契
机。大会的赞助商和参展商都能够申请时间
段来组织属于您的商业论坛分会场。

Shell scheme – 额外
展位面积 (*3)

90

90

大会期间，所有的午餐和茶歇都将在展
览大厅进行供应，展览会场也因此会是参会
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场所。这是参展
商展示企业品牌和扩大关系网络的绝佳机
会。此外，参展商还能够获得注册费减免，
组织商业论坛分会场等多重益处。

现在就预订您的展位！
如果您在2015年10月31前提交展位预
定申请，将有机会享受在标准价格基础上减
免10%的优惠展位预定价格。由于展览会场
空间有限，优惠展位价格的名额将在先申请
先发放的基础上进行。

(*1) 提前注册可以享受优惠的展位价格，申请
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31日。 (*2) 现在加入
IWA，您就可以享受展位价格优惠和其他会员
权益。(*3) 超出标准展位面积的部分将按照
Shell scheme 进行额外收费。
您需要填写并提交信息完整的申请表格来
完成您的展位预定。请发送邮件至info@iwaexhibitions.com 或访问www.iwa-network.
org/wwce2016 来获取申请表格。

参展及赞助事宜咨询
李涛 博士
手机: +86 13810031231
办公室: +86 10 62849589
电邮: tao.li@iwahq.org
国际水协会北京代表处

IWA HEADQUARTERS
Alliance House • 12 Caxton Street
London SW1H 0QS • United Kingdom
Tel: +44 (0)20 7654 5500 • Fax: +44 (0)20 7654 5555
E-mail: water@iwahq.org
Company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3597005
Registered Charity (England) No.1076690

www.iwa-network.org/wwce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