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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预览展会背景

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
Guangzhou Inter Safety Expo

30,000㎡
预计展览面积

400家
预计参展企业

20,000
预计参观人次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全球面临有史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突发公共事件。
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及时采取最严格、最迅速、最全面的防控应对举措，成功控制了疫情，为各国在突发公共事件的
应急管理上树立了标杆。此外，各类公共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频发对各国政府完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也提出
了严峻挑战。2020年2月，中国政府倡议建立中国-东盟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机制，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一带一路”
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加强应急救援国际合作，实现信息共
享，共同提升地区灾害应对和管理水平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3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聚焦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推动应急产业发展、护航新时代经济是后疫情时代及“十四五规划”的
应有之义。

目前我国应急主题相关产业还起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分布零散，产业体系不健全，市场需求培育不足，关键技
术设备发展缓慢，产业规模和国际化程度不高。随着疫情常态化发展趋势和国家对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视不断
提高，应急产业发展迅速。

为满足应急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利用广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和华南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结合国家利好政策的有利条件，继成功举办2020年广州、上海、郑州三站中国首个防疫物资主题系列展后，世展
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依托新加坡新展总部及全球十多个国家办事处的优越海外资源，再次携手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和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强强联合，共同打造华南应急救援产业的又一
盛会⸺“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展会旨在成为华南地区最具权威性、国际性、专业性的对接平台及产
业学习交流盛宴，涉及领域将覆盖应急救援全产业链条，并拟邀请全球及全国权威的专家学者莅临参观，共商研
讨产业政策解读、最新动态、发展趋势及技术问题，为全球贡献优质的产业资源，积极推动应急救援产业发展。

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 : 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
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承 办 单 位 : 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

支 持 单 位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拟邀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应急管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共广州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商务局
南海救援局
广州打捞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各地市应急管理局
各地市消防救援大队
各地市公安局
各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欧洲安全联盟（ESF）
欧洲危险品安全顾问协会（EASA）
德国消防协会（CTIF）
新加坡应急管理协会
新加坡消防安全管理协会
印度安全协会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
马来西亚安全协会
孟加拉食品与灾害管理部（MoFDM）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时间：2021.11.5-7



展会主办方在包括新加坡、意大利、德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
尔、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全球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办事处，共同
发力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化应急和救援产业交流盛会。

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广州上海双城联动，5月在上海举办长三
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11月在广州举办广州国际应急和
救援产业博览会。

本次展会将从深度与广度延伸，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同时联动公共
卫生、生物医药、安全生产与科技信息化产业，增加产业综合性与
多样性，为相关产业提供更多综合化解决方案。

本次展会特设远程协助及智慧应急救援，展示智能实时监控，物联
网、智慧管理系统、远程协作系统、远程视像化医疗等高新技术，展
现未来世界的智慧应急科技。

展会拟邀国家应急管理部、全国各省市贸促会、应急管理厅、工信
厅、住建厅、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厅、水利厅、卫健委等多个政府部
门支持，提供行业指导和政策解读。

权威性

国际性

联动性

全产业链

科技前沿

展会主办方将邀请各地应急管理局、各地消防救援大队、各地公安
局、应急救援产业研究机构、各大院校、金融投资机构、安保公司、
医院及科学技术部门等，引入更多官方资源，全方位提升展会专业
度。

专业性

展会亮点主办单位介绍

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的地方常设机构，是由广州市经
济贸易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企业、协会和团体组成的国际性、综合性的群团机关。

现有11个贸易促进分支机构、35个行业委员会，6300多家会员企业，并与60多个国家（地区）200多
家海外商务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广州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交往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
促进区域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促进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广州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交往做
出了较大贡献，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大型贸促机构。

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新展展览集团中国合资公司。我们根植亚洲，联系全
球，以“领出去”“引进来”为使命，为国内、国际企业开拓国际及中国市场搭建最优质的双向会展平台，每
年举办超过600个会展活动，参观者超过600万人，具有丰富的展会办展经验；联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广州委员会，引入更多官方资源，全方位提升展会专业度。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是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的国际展览公司，华茂
国际在上海市贸促会、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中国贸促会的有力指导下，充分发挥“国际贸易桥梁”的独
特作用。公司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主营会议展览、展示服务及文化创意活动，坚持“专业化、市
场化和国家化”的发展理念，秉承“客户至上、服务第一”的经营理念，努力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展览业集
团。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及
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



展区规划

展品范围：防汛应急、抢险救灾产品：应急
电力、应急照明、灾害救援装备、安防救生
设备；应急演练与基础训练器材；特种应
急救援保障装备；军民融合产品；应急物
流、安全培训、应急安全AR体验等服务机
构。

01 应急装备及产业服务展区

展品范围：呼吸器、消防炮、缓降设备、灭
火器、消火栓系统、破拆工具；防火涂料、
隔热防火门窗、防火玻璃、泵阀管道、高温
排烟风机、阻燃材料检测、火灾报警设备、
火灾探测报警器、控制器、漏电火灾报警。

02 消防救援设备展区

展品范围：入侵和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
入口控制、停车库（场）安全管理、防爆安
全检查、电子巡查、楼寓对讲、实体防护、
PDT通信装备、危化品检测与处置设备、
安防产业生态周边、检测、科研等机构。

03 公共安全及安全生产展区

展品范围：智能实时监控，物联网、智慧管
理系统、远程协作系统、生产安全、公安监
控 中 心、网 络 与 信 息 安 全 产 品（应 急 监
控）、人工智能技术等。

04 远程协助及智慧应急救援展区

1、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
东省等省级应急管理厅、以及各地市应
急管理局
2、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
东省等省级消防救援总队及相关单位、
消防救援大队
3、广东省公安厅及各地市公安局
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各地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广东省水利厅、及各地市水利局
6、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7、广东省商务厅、各地市商务局
8、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
员会
9、广东各地市气象局
10、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11、广东各地市市场监管管理局
12、广东各地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13、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地市旅游
局

1、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及各地市生态环境局
2、广东各地市危化品、烟花爆竹、民爆器材、金
属冶炼、矿山、煤矿等主管部门

1、广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及
各地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2、广东省及各
地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3、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及各地
市科学技术局
4、广东省密码
管理局、深圳市
密码管理局

政府采购

商业采购

类别 应急+消防救援类 安全生产类 智慧应急类

1、制造及零件组装企业
2、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
3、工程施工方、承建商
4、维修包养机构
5、基础设施及公共建筑
6、物业管理方
7、安保服务公司

8、其他行业工厂、制造厂商
9、三防与联勤保障物资管理机构游厅、
各地市旅游局

1、安保公司
2、危化品加工制造企
业及运输企业
3、特殊设备制造企业
4、代理商、经销商
5、检测认证机构

6、设备安装运输、零部
件加工企业
7、电力、林业、畜牧业
等相关企业
8、工作防护类企业

1、网络科技运
营商
2、投融资机构

其他 国际采购团；媒体

展会定位-产业链覆盖

采购商类别

参展商

采购商

政府采购

商业采购

消防

应急
救援

各地市应急
管理局等

消防救援
大队等

各地市
生态环境

局等

各地市
工业和

信息化局

安保服
务公司

工作防护
类企业

工程施工
方、承建商

代理商、
经销商、
零售商

网络科技
运营商

原材料

消防产
品商

经销商

防护产
品商

经销商

应急救
援设备

远程协助

智慧应急
救援

原材料

安全材料、
化学品、纺
织材料等

安全传感
产品厂商

远程协助及
智慧应急救援

安全
生产



Inter Safety Expo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与EDRR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是“应急
双子展”，以覆盖华东及华南这两个中国最重要的商贸及经济中心的应急及其相关产业市场为定位，分别在上
下半年举办，各有侧重。在多个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5月在上海举办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11月广
州举办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广州国际公共卫生博览会 Inter Pubilc Health，正式开启一
年两届的“应急双子展”新格局。

双子展得到由国家应急管理部、多个省市应急管理厅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厅及各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贸促会及国际商会等单位支持，由政府主导、重视产业链、社会多元参与、市场化运作，为参展企业
和采购商带来贯穿应急救援产业各个领域的合作商机。

上海
EDRR

广州
Inter Safety

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
EDRR

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
Inter Safety

广州国际防疫物资展
GEPMEF

上海国际应急防疫物资展览会
SEPMEF

郑州国际应急防疫物资展览会
ZEPMEF

2020.6
广州

2020.7
上海

2020.8
郑州

2021.5
上海

2021.11
广州

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
EDRR

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
Inter Safety

2021.5
上海

2021.11
广州

应急双子展 ⸺ 广州+上海

2020年成功举办中国首个防疫物资主题系列展



同期活动

展位价格

联系我们

Singapore - SingEx Exhibitions Pte Ltd 
Tel: +65 6403 2100

Italy and EU- DR&Partners
Tel: +39 3355 801 001

Sri Lanka, Bangladesh and Nepal - Worldex 
India Exhibition & Promotion Private Limited
Tel: +91-22 40376700

India - Worldex India Exhibition & Promotion 
Private Limited
Tel: +91-22 40376700

SingEx Exhibitions (India) Pvt. Ltd.
Tel: +91 124 2806161

Indonesia - PT Omni eComm Expo
Tel: +62 21 2263 8635

项目 标准展位9平米/个

人民币9800元/个

光地（36平米起租）

人民币980元/平米价格

设施

标准展位
指定

开口费

1.3*3m标准展位展架；
2.公司楣版；
3.接待桌1张；
4.折椅3张；
5.100W长臂射灯3盏；

6.层板3块；
7.玻璃圆桌1张；
8.500W插座1个；
9.垃圾桶1个；
10.展位内地毯。

1.仅限于标准展位企业指定开口时收取；
2.指定双开口9%，三开口18%，独立岛27%；
3.参展企业申请或交纳指定开口费并不代表一定能安排相应的开口，主办方将视乎实际情  
    况进行安排并收取相应的开口费用；
4.如企业不交纳指定开口费，主办方将视乎实际情况分配展位。

36平方米起租，无任何配备，需提前
申请，另需向展馆缴纳施工管理费用
和电费。

2021广州国际应急和救援产业博览会开幕式

2021大湾区应急救援高峰论坛

2021防灾减灾科普公益活动

科技赋能·智慧消防（BIM+大数据+5G）

安全生产高峰论坛

国际应急救援成果展示交流会

展会合作：
周先生  020-83817917/13751721107
Email：bryant.zhou@worldex.singex.com

温先生  020-83277412/13763331435
Email：naz.wen@worldex.singex.com

展位销售业务一组：
曾翠珍 020-83806765/13434116069
Email：seven.zeng@worldex.singex.com

黄励  020-83828727/13202010229
Email：nick.huang@worldex.singex.com

展位销售业务二组：
黄俊健  020-83815515/13729815515
Email：jason.huang@worldex.singex.com

李招广  020-83276717/13560402601
Email：shawn.li@worldex.singex.com

综合业务组：
张毅芳 13555679322
Email：maple.zhang@worldex.singex.com
            
方钰斯 13828311619
Email：arthur.fang@worldex.singex.com

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广州）有限公司 海外推广机构

郑静静  020-29117314
Email：zhengjingjing@gz.gov.cn

蔡子莹  020-29117395
Email：serenachoi@gz.gov.cn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及
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商会

唐小姐  +86-21-53822328 / 13917170879 
E-mail: tangminjie@cpitsh.org、

张先生  +86-21-53822086 / 13917383206 
E-mail: zhangyanjun@cpitsh.org

华茂国际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