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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主办方的 
信息：

WATEC Israel 在以色列TLV展览中心举办，每两年一届，为期三天。
在专业的展会以外，还有许多围绕各个行业水处理问题的主题活动和讨论会。展会共有三个展厅，其中一
个专门展示以色列创业公司的先进技术。
展会前一天将举行CleanVest特殊投资者峰会，讨论水务投资领域面临的挑战。CleanVest峰会将介绍以色列新型创

新技术，同时也是会见清洁技术领域企业家、水处理专家、投资者和政府官员的绝佳机会。

WATEC Israel 提供了一个在水处理、能源和环境领域寻求合作伙伴、投资机会和专业服务的完美平台。

参会者信息：

每年的WATEC Israel活动都会吸引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和废水处理专家，
包括：
收集系统管理者 高层决策者，国家领导人
环境工程师/化学家/科学家 顾问，区域经理
执行经理 设备制造商和代表
地方、州和联邦监管机构 工业用水和废水处理专家
公职人员 私人企业和学术研究人员
水和废水处理运营商 水和废水处理厂管理者
学生。 其他

如何到达：
乘车/出租车：地址 | Rokach Blvd 101, Tel Aviv 6121002
乘火车 | 以色列铁路 the University station，TLV会展中心对面
乘公共汽车 | Egged - 521 路 | Dan- 27、28 路 | Metropoline - 47、48、247 路

展会开放时间

2015 年 10 月 13 日，周二 10:00 - 18:00

2015 年 10 月 14 日，周三 10:00 - 18:00

2015 年 10 月 15 日，周二 10:00 - 16:00



WATEC 
ISRAEL 2013 
亮点

“欧盟委员会工业事务副主席 Antonio Tajani 带领代表团参加欧以商务论坛 (Mission for 
Growth to Israel)。欧以商务论坛包括 65 家在 WATEC 举行 B2B 会议的欧盟公司。副主席 
Tajani 将发表讲话并与以色列主要部长签署确定未来合作基础的意向书。”
欧洲对外事务部网站，2013 年 10 月 17 日

“2013 年 10 月 20-25,果阿执行总部长 Francisco D’Souza 先生带领果阿商会组织的一队商业代
表团来到以色列。他们访问了 WATEC 展会并参观了部分以色列公司的水处理技术。一队来自
印度的水处理工厂与市政当局的技术专家和高级官员参加了印度工商管理人员学院组织的水处理
技术/水管理考察研究。他们还参观了 WATEC 展览。另有印度私人领域的代表参观了 WATEC 
2013。”
印度大使馆网站，2013 年 10 月 22 日

"十七名英国水处理产业高级执行官访问以色列 - 10 月 22-24 日，英国一个由 17 名高级执行
官组成的代表团本周将到达以色列参加以色列两年一次的水处理技术展会 WATEC。这个代表
团是参加 WATEC 的最大的国际代表团之一，目的是在商业与国际市场上寻求与以色列合作开
发先进的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的机会。参与公司包括 United Utilities、Arup、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Unilever、South East Water、Britvic、Syrinix 和 British。"
以色列外交网络，以色列伦敦大使馆，2013 年 10 月 16 日

以色列商会联盟热烈欢迎德克萨斯州州长 Rick Perry 的以色列贸易访问团于 2013 年秋访问以
色列。 在州长 Perry 访问以色列 2013 年水处理技术和环境控制展会期间 (WATEC)，以色列
商会联盟和政府官员、国际商务与经济开发署共同举办了‘德克萨斯商务论坛投资’，该州的
当选官员、经济开发执行官和决策制定者与特拉维夫的多家以色列公司进行了会晤。"
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中央商会，2013 年 10 月 15 日



我们将根据签署的展位合同为您分配空间。为保证能够预约到所需的位置，请提前将完
整的展位合同邮寄或传真给会展经理并支付预付款。参展商可以根据自己特定的需要调
整展位。展位确认书中会包含修改后的楼层平面图。请在“展会预订表”上清晰地指出
备选位置。只有在支付完成后才会确认参会资格。分配原则是先到先得。

展位计划 
和 
空间分配

注册费 标准展位 特装展位

以色列展商 1,290 新谢克尔
1,232 新谢克尔

/m²
1,070 新谢克尔

/m²

外国展商 375 美元
356 美元

/m²
312 美元

/m²

展位基本结构：

（最小 9 m² 展位）

 白墙，安装有铝架，250 cm 高

  带公司名称和展位编号的楣板（使用标准字体）

 2 把塑料椅，1 张桌子

  每 3m² 一个聚光灯，不包括电源和电线

 20 m² 以下 - 单相连接，16 安
 21 m² 至 90 m² - 三相连接，16 安
 91 m² 以上 - 三相连接，32 安 

 地毯

 参展商工作证（每 9 m² 5 个证件）

 会场保安（从下午 6 点至上午 9 点）

  官方展示目录中 100 字以下的公司/产品介绍

展位定义：

特装展位：

（最小 20 m² 空间）

 参展商专用区域

 20 m² 以下 - 单相连接，16 安
 21 m² - 90 m² - 三相连接，16 安
 91 m²以上 - 三相连接，32 安

 参展商工作证（每 9 m² 5 个证件）

 会场保安（从下午 6 点至上午 9 点）

  官方展示目录中100字以下的公司/产品介绍

  重要通知：特装展商必须在展会开始4周前将搭建计划

交给会展经理。



WATEC 为您实现：
吸引目标买家！
吸引决策者！
带来成果！

参展商的优惠包括：

免费刊登

  刊登公司介绍于官方参展目录上，分发给现场所有的参会者，并在此后用于以色列驻世界各地商务

参赞的宣传材料。

 在WATEC官方网站上刊登公司名字。

宣传支持

  公关服务 - 在活动前后提供全面及时更新的WATEC 2015新闻及信息。

 专用的邮件群发至整个 WATEC 数据库。

推广支持

 详细的参会者联系方式和兴趣方向。

  特定国家的目标公司 – 您所在国家的以色列商务参赞会尽其最大努力把您感兴趣的公司带到

展会现场。

社交活动

 B2B 关系网

 官方欢迎仪式

 社交活动

 专业研讨会

 与外国代表团预约会议

 WATEC 会议 

 实地考察

赞助机会

  我们将与您一起设计一个符合贵公司当前市场计划的独特赞助方案

将您在  
WATEC 
ISRAEL  
2015的 
曝光率 
最大化



将您的收益最大化 －与全世界各地的同行安排B2B会议！

WATEC Israel 2015 是水处理行业最大最全面的论坛，产业高管、学术界人士、

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分析师和其他专家有机会就未来水处理科技领域的合

作进行洽谈。

WATEC Israel 2015 为您提供与各种公司合作的绝佳机会，无论是寻求合作伙伴

还是投资机会，或者专业服务。独特的Chance2Meet在线社交工具能直接让您访

问其他参会者的档案，帮助您建起新的联系，在活动前预约会议从而最大化您的

现场体验。

免费的在线i-Planner软件使您预先选择管理您的会议，同时管理您的档案以吸引

合伙伙伴、投资人及同行。所有的注册方都能登陆软件，依据个人专业和兴趣安

排会议。我们会为每位用户创建个人日程表，所有的会议都回记录于此。 

不再被无数的名片和没有结果的会议淹没 － 

让我们的服务来帮助您充分利用WATEC Israel 2015巨大的社交网络潜能吧！

WATEC 
ISRAEL 2015 
社交网络



 了解水处理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寻找项目合作伙伴和商业投资

 找到解决您迫切需求的技术

 提升您的知 名度，建立品牌形象

  与全世界的 同行、解决方案提供商、潜在客户和决策者会面

 通过 社交及教育推进您的事业

  在兼具成本和时间效益的专业人士论 坛上充分利用您的时间

创新启发以色列

以色列在清洁技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以色列在全球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角色至关重要。利用高知劳动力和高科技行业的广泛经验，以色列形成了具

有400多家公司、专门面向可持续水资源、能源和环境技术的支柱产业。

以色列水利部门得到以色列经济部推出的以色列新技术国家项目支持，用于促进水处理和

能源技术领域的发展。在该项目的帮助下，以色列出口协会鼓励该行业的发展。不断开发

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

以色列独特的水资源需求促生了很多重要的技 术：

  世界最大的 几个反渗透海水淡化工厂位于以色列（Sorek和Hadera）
 再生水使用领域世界领先（超过80%的农业用水都是再生水）

 世界最先进的废水处理和回收再利用系统之一

 对各种水资源的集成管理

 建造、运营并维护独一无二的全国水道系统

 先进的水质量和安全解决方案

 先进的国土水资源安全解决方案

WATEC  
体验



www.watec-israel.com

WATEC 以色列主办单位：

政府官方支持：

若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Kenes Exhibitions®

TLV 会议中心

Ariel Sharon 3, 4th floor, Or Yehuda 6037529, Israel.
电话：+972.74.7457488，传真：+972.74.7457488
Rivka Chai | rchai@kenes-exhibitions.com

P.O. Box 21075, Tel Aviv 6121002, Israel
电话：+972.3.6404641，传真：+972.3.6404660
Tamara Bernstein | tamara@fairs.co.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