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WPS 2016第二届全球净水市场峰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GWPS 2016第二届全球净水市场峰会将于2016年04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近年来，由于饮水安全危机频发，中国消费者的饮水安全的意识逐渐觉醒，净水行业迎来蓬勃发展。中国
的宏观政策、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生态环境都对净水行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净水企业如何
顺应形势发展，应对环境变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多维视野，完善自己的研发、生产、服务、营销及品牌运营等
各个环节？值得深入探讨。  
同时，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全球价值链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呼声愈加强烈，美国、日本、韩国、台
湾、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净水行业发展成熟，其丰富经验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净水市场颇具借鉴
意义。中国净水市场的特殊背景和情况也值得想要进入这个广大市场的国外企业了解和研究。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1. 行业权威1. 行业权威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2. 预期规模2. 预期规模

3. 会议形式3. 会议形式

 

 

4. 媒体传播4. 媒体传播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直饮水时代》杂志社 / NSF International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海外支持：海外支持：韩国净水器工业协会（KOWPIC）、印度净水器协会、日本水质协会、新加坡水质协会、台湾水
质协会、美国水质协会(WQA)
峰会时间：峰会时间：2016年04月21日-22日
峰会地点：峰会地点：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参会人员：参会人员：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专家、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电商平台代表、渠道商代
表、大众媒体；
峰会形式：峰会形式：私人会晤 + 主题演讲 + 论坛 + 平行会议 + 创新展区

由《直饮水时代》联合NSF International共同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亚太区域合作”—GWPS2016第“多维视野下的亚太区域合作”—GWPS2016第
二届全球净水市场峰会二届全球净水市场峰会将于2016年4月21-22日2016年4月21-22日在中国北京中国北京隆重举办。
GWPS2016第二届全球净水市场峰会旨在联合亚太区域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净水行业权威机构共同打造净水行
业权威的“达沃斯”国际高端对话平台，搭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净水市场共享的中国平
台。致力于成为国际净水市场最高级会议，研究和探讨全球净水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净水企业合作与交
流为宗旨的峰会。
GWPS作为发起于中国的全球性、专业性的国际峰会，首届峰会于2015年3月在中国上海成功举办，来自全球
10余个国家及两岸三地近300家企业、20多家权威机构、120余家媒体，约400多位贵宾共同深入探讨了中美
韩三国净水市场发展现状、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和其他相关话题，共谋行业未来发展大计。GWPS全球净水市场
峰会已发展为国际净水市场具有深刻行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的重要盛会。

内容呈现内容呈现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7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5/


大会概览大会概览

 

  

全天报到及G20闭门晚餐会全天报到及G20闭门晚餐会
时间：2016年4月20日 18:00-20:00
地点：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二层

 

大会主会场大会主会场
多维视野下亚太区域合作——GWPS2016第二届全球净水
峰会
时间：2016年4月21日 09:00-17:00
地点：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三层云南大宴会厅

 

 

品牌分会场品牌分会场
节能•智能•创新
时间：2016年4月22日 09:00-12:00
地址：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三层云南大宴会
厅B

 

 
首届中国空气净化•新风净化产业峰会首届中国空气净化•新风净化产业峰会
中国空气净化•新风净化产业峰会
时间：2016年4月22日 09:00-12:00
地点：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三层云南大宴会厅C

 

    



 
技术分会场技术分会场
净水核心配件技术
时间：2016年4月22日 09:00-12:00
地点：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三层云南大宴会
厅A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GWPS 2016日程一览GWPS 2016日程一览

4月21日4月21日

时间 拟定议题 发言单位

9:00-9:10 峰会开幕 主持人

9:10-9:15 致欢迎词 《直饮水时代》杂志社

9:15-9:45 ”十三·五“规划对净水产业发展的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9:45-10:15 待定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

10:15-10:40印度水环境，净水消费需求特点及市场商机 印度WATPAG协会

10:40-11:00待定 3M中国有限公司

11:00-11:20待定 日野电器

11:20-11:30微信互动问答 现场与会人员

11:30-11:55NSF标准化建设推广和亚太区合作思路 NSF International

11:55-13:20自助午宴

13:20-13:30下午会场开幕 主持人

13:30-13:55“韩国制造”（净水器）如何走向品质竞争和品牌竞争 韩国净水器工业协会

13:55-14:15待定 GE水处理及工艺过程处理

14:15-14:30解读3C渠道消费报告及消费趋势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14:30-14:45新型大通量家用反渗透膜介绍 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14:45-15:00待定 二级赞助企业

15:00-15:15待定 二级赞助企业

15:15-15:35 日本净水器市场解读和日本净水协会介绍 日本净水器协会

15:35-15:50待定 二级赞助企业

15:50-16:05待定 陶氏

16:05-16:15微信互动问答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16:15-16:55中国经济变革及家电产业链区域协同发展 经济学家

16:55-18:05高峰论坛一：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净水业坐上了投资、消费、出口哪一驾马车？

 话题一：中国经济调整对净水业影响有哪些？

 话题二：搭载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家电行业需准备好哪些条件？

 话题三：净水器作为家电领域窄众产品，如何唤醒市场需求？

 高峰论坛二：

 中国可以为亚太做些什么？亚太又能为中国带来什么？

 话题一：技术、运营、投资、市场，国际合作从何处开启？

 话题二：如何突破国际合作壁垒？

 话题三：国际市场需要中国做些什么？

18:05-19:00自由商务洽谈

 

商务晚宴 （节目待定）

18:00-18:05 水粉画表演开场

18:05-18:15 主办方 / 赞助方致晚宴贺辞

18:15-18:25 赞助单位代表发言

18:25-18:40 赞助单位定制化活动

18:40-18:50 抽取晚宴三等奖（三名）

18:50-19:10 力量与融合——灵魂技艺（水晶球杂技表演）

19:10-19:20 抽取晚宴二等奖（两名）

19:20-19:30 冲破重力——灵魂技艺 （一根羽毛的重量 ）

19:30-19:40 赞助企业互动

19:40-19:55 小提琴表演

19:55-20:00 抽取晚宴一等奖（一名）

20:00-20:30 商务晚宴淡出

4月22日  
品牌分会场：节能·智能·创新（300人）

时间 拟定议题 发言人

09:20-09:30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

09:30-09:50美国净水产业发展现状及消费特征 美国水质协会

09:50-10:15待定 浩泽

10:15-10:40待定 赞助企业

10:40-10:55“互联网+”时代的互融与共赢 电商代表

10:55-11:10待定 赞助企业

11:10-11:25待定 赞助企业

11:25-11:40待定 赞助企业

11:40-12:00待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2:00-13:30午餐  

 

技术分会场：净水核心配件技术 （150人）

时间 拟定议题 发言人

09:00-09:10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

09:10-09:30两岸净水产业如何协同发展 台湾水质协会

09:30-09:55RO 泵的应用 佛山市三角洲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09:55-10:15通用电气新型家用膜技术 GE水处理及工艺过程处理

10:15-10:40待定 众辰

10:40-11:00陶氏创新家用膜技术及产品--帮助解决净水行业遇到的难题陶氏水处理及过程解决方案

11:00-11:20待定 赞助企业

11:20-11:40超低压滤芯创新技术与应用 韩佳(上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1:40-12:00待定 赞助企业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4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12:00-13:30午餐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贾东升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

总经理  

理查德. 安德鲁
NSF International全…

拓展部总监  

徐东生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秘书长  

孔那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

执行副总裁

朴济成
韩佳(上海)环保设备有…

总经理  

赵龙
北京淘氪科技有限公…

创始人兼CEO  

黎华
GE水处理及工艺过程…

产品工程师  

吴吉祥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Tina Fischer-Donda
WQA

全球事务总监  

辛格.巴将
NSF International涉…

印度区经理  

徐兆火
佛山市三角洲电器科…

总经理  

石井完治
NSF International涉…

日本区经理

李素英
NSF International涉…

韩国区经理  

Hiroshi Shimauchi
日本净水协会
技术评估主席  

Yukio Kobayashi
日本净水协会

技术总监  

棕文森
NSF中国公司

总经理



田中俊辅
日本净水协会

副总裁  

缇娜.叶
NSF International净…

总经理  

徐正云
韩国净水器工业协会

理事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报名方式报名方式
国内人员参会费：国内人员参会费：1200元/人
国外人员参会费：国外人员参会费：1500美金/人
（含主会场、分会场参会资格，含资料、餐饮、同声传译费，不含住宿）

住宿接待：（住宿如需发票请提前说明）住宿接待：（住宿如需发票请提前说明）
1. 统一安排五星酒店（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标间）  两晚住宿 （4.20-4.21） 自费：980元/人 /2晚
2. 统一安排五星酒店（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大床）  两晚住宿 （4.20-4.21） 自费：1800元/人/2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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