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www.cgmia.org.cn-1-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

IFME2020展会快讯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主办    第五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要闻

P1

IFME2020 期待您的到来

13801092459

jiachunkai@cgmia.org.cn

www.cgmiaifme.com

订展热线

编辑：中通协展览与传媒中心   投稿邮箱：qinwei@cgmia.org.cn   电话：88393520-809

IFME2020 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主办方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通协”）的观众组织和会务工作正在

如火如荼地跟进中，中通协针对特定行业

特定买家群专门邀请，同时在加大宣传力

度方面也作出一系列努力，力争展会效果

最大化。 

IFME2020 通过电话、短信，对应展

品范围，增加上下游行业，如制造厂商、

终端用户企业、工程承包商、供应商、协

会 /学会、物流、专业院校及科研机构、

媒体、代理 /分销商、政府部门、新闻媒

体、其他等机构进行观众邀约。

重点用户行业：专业观众主要来自

石油化工、化工、煤化工、水利、电力、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集输、冶金、钢铁、

新能源与环保、市政与城建等领域，并梳

理出以协会、企业等代表性单位进行一对

一上门拜访邀请及电话邀约。

媒体及电子商务邀请：多渠道推广，

近百家媒体报道，通过短信、邮箱、公众

号等方式向专业观众发送邀请，力求实现

全方位立体宣传。

团体观众邀约：组织海外采购团、

行业媒体、合作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集体

参观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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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可以通过关注中通协官网（www.cgmia.org.cn）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中

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CGMA”完成观众注册以及了解展会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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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协开展 2020 年通用机械行业调研活动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根据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中通协组织了以张宗

列副会长、孙放副会长兼秘书长、姜大任副秘书长、徐建

平副秘书长为组长的四个调研组，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2 日分别对沪苏、浙江、山东、川渝四个地区的部分会员

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中通协 12 个分会秘书长及有关人员

参加了调研活动。调研工作以实地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的形

式调访了128家会员企业，涉及风机、压缩机、泵、阀门、

气体分离设备、干燥设备、冷却设备、分离机械、真空设备、

减变速机等十多个行业。

本次调研围绕企业当前经营状况及发展设想、对国家

方针政策措施的建议、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相关政策落实情

况、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四个方面展开，并先期将

调研题目和调查表发给有关企业。调研工作得到所到会员

企业的热情接待和大力协助，企业也积极地填报并回答调

研题目。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对企业共同关心的市场形

势、行业竞争、产业政策、用工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对企业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根据调研情况汇总分析，通用机械行业上半年受疫情

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生产经营遇到较大困难，但二季度

开始有所好转，大多数企业对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有信

心。

对于调研中反映的问题和建议，中通协整理成专题调

研报告，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为今后制定国家政策作为

参考。对于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通协将认真研究，

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水平，并将结果反馈给会员企业。

IFME2020行 业

中通协调研神钢压缩机制造 (上海 )有限公司 

 中通协调研浙江方远力鑫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中通协在山东潍坊华成集团召开座谈

中通协调研烟台阳光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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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泵公司 3D14M 大型隔膜泵顺利交付

◎来源：重庆水泵公司

近日，重庆水泵公司与某矿业集团签订的第二台

3D14M 大型隔膜泵通过用户性能见证及验收。

3D14M 大型隔膜泵是某矿业重点项目设备，也是重泵

公司首次引进先进技术采用全新结构设计的高端产品。在

项目执行之初，运行部召集了技术、采购和市场人员，对

该项目进行了严格的评审，对长周期零件加工、外协质量

控制、装配试验条件等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都进行了预警，

各相关部门也制定相应对策为后续顺利加工及装配创造了

条件。在公司各部门通力协作下，确保了该设备的一次性

安装、试车成功，并获得了用户的一致点赞。该项目的成

功，为公司在大型隔膜泵市场的占用和推广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IFME2020展 商

神通阀门拿下核电工程大单

◎来源：神通阀门

9月13日，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就“R 项目”设备订货事宜

签署《设备供货合同》。江苏神通将根据该项目工程的建

设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和工程的实施。

江苏神通作为国内中高端特种阀门的领军企业，产品

主要用于冶金、核电、能源石化三大领域，其主要产品在

冶金领域市场占率达 70％，占据国内核电工程已招标核

级蝶阀、球阀 90％以上订单。

纽威获得国际 FPSO 项目大口径高压超级双相钢阀门订单

◎来源：纽威阀门

近期，纽威阀门成功获得某世界知名 FPSO 建造商的

大额双相钢阀门订单，

该合同以大口径 1500LB 超级双相钢阀门为主，产品

类型包括球阀与止回阀，合同总金额超过 2500 万美元。

在当前海外阀门市场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背景之下，这一

重要合同的签订更显得重要，不仅是对技术团队数十年来

在双相钢领域辛勤耕耘的肯定，更为海外营销团队注入了

动力。



·第五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www.cgmia.org.cn-4-

IFME2020展 商

金星股份承建“一条龙”橇装装置项目双告捷

◎来源：金星股份

近日，金星股份承建的“克拉玛依新捷公司 LNG 脱

重烃 52×104Nm3/d 改造项目”和“长庆油 4×104Nm3/d

脱硫及原料气分离橇项目”，实现了两个新工艺方向的橇

装装置的设计、采购、施工、调试投产全过程一条龙的解

决方案，并顺利通过验收，按期投产。克拉玛依新捷公司

脱重烃项目脱除天然气的苯含量低于 5ppm、新戊烷低于

10ppm，指标合格；长庆油田络合铁湿法脱硫装置 72 小时

投产验证天然气出口硫化氢检测 0ppm，顺利脱出固料块

状硫，装置一次性投产成功。

天华院 VOCs 废气治理业务发展实现新飞跃

◎来源：兰州中石油润滑油添加剂有限公司

近日，由天华院为兰州中石油润滑油添加剂有限公

司设计、安装、调试的热力焚烧成套系统（TO 焚烧炉），

一次性通过环保验收，治理后的尾气排放全部优于国家排

放标准。这一项目的完成，实现了天华院在成本控制、设

备运营以及安装调试的一大进步，取得了在 VOCs 治理方

面质的飞跃。

南方泵业智能制造基地开工

◎来源：南方泵业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南方泵业智能制造

基地日前正式开工。据了解，南方泵业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总投资 30 亿元，致力于把提高生产装备智能化、生产过

程自动化、生产管控一体化、产业链协同网络化作为发展

方向。同时，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创建“机联网”、“智

能车间”，基于云工程和云服务技术创建“数字工厂”，

实现生产全流程的自动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打造泵行业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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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E2020行 业

核级直接蒸发空调机组通过中通协鉴定

◎来源：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9 月 3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中国通用机械工业

协会在广东揭阳组织召开了由广东吉荣核电设备暖通技术

有限公司与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核

级直接蒸发空调机组”工程样机鉴定会。本次鉴定会由中

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黄鹂主持，中国工程院叶奇蓁院

士担任鉴定委员会组长，原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隋永滨到会并讲话。

40 多名专家和代表考察了生产试验现场，查看了样

机实物，见证了样机部分工厂试验，听取了研制单位所作

的研制总结报告，查阅了有关设计、制造、试验、检测及

质保等文件资料。经质询和讨论，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

过“核级直接蒸发空调机组”工程样机的鉴定。

格力自研“华龙一号”核级冷水机组通过中通协鉴定

◎来源：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9 月 2 日，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组织的“华龙一号”核级冷水机组样机鉴

定会在珠海格力电器总部召开，本次鉴定会由中国通

用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黄鹂主持。该机组系格力电器自

主研发，能够完全适配“华龙一号”核电站。经现场

专家组鉴定，该机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项目研制的“核级风冷型及水冷型半

封闭螺杆压缩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机组的“宽工况

0%~100% 变负荷高效运行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设备可在三代压水堆核电站上推广应用，项

目的成功研发对提升我国核电站安全运行状况及能

源低碳化转型意义重大，同时也标志着格力持续深

耕核电特种制冷领域，成为国内首家能自主研发及

生产“华龙一号” 核级半封闭螺杆压缩机的企业。 

“核电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装备制造业一定要确保质量过

关。有了格力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和可靠的质量管控，助

力突破核电发展卡脖子设备难题，相信我国的核电事业发

展将会更上一层楼。”中通协会名誉会长隋永滨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