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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药品质量管理要求及生物安全标准的提高，洁净室工程行业在未

来五年将获得较快速的增长，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691亿元。

洁净市场需求逐渐向节能、空气分子污染控制等高端技术应用发展。与此

同时，伴随《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的不断实施与推进，洁净生产

理念持续深入，制药洁净设备加速更新升级，制药环境、过程的安全无污

染正得到越来越有力的保障。

为了更好地迎合行业发展，助力洁净相关企业把握市场机遇与挑战，

2022年6月21-23日，“制药洁净技术专区”将携手“CPhI & P-MEC China”

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3馆为供应商提供线上线下国际性贸易洽谈空间，

展示自身品牌的实力与担当，共同守护药品生产安全。

Protect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of 
Clean Technology
守护制药行业发展，拓展洁净技术新机遇

Highlights of CPhI & P-MEC China 2022

 携手CPhI & P-MEC China，展望2022

High-quality Brands 

 往届优质参展品牌

Exhibitor Testimonials      展商评语

Scope of Exhibits

 展品范围

. 洁净服 . 洁净空调

. 空气过滤器 . 洁净室门窗

. 洁净不锈钢设备

. 洁净室项目管理 . 洁净工程设计

. 洁净人员培训 . 洁净室安装

. 洁净室认证

洁
净
设
备

洁
净
工
程

70,000+
线上线下海内外观众（人次）

200,000
展示面积（平方米）

2,500+
海内外参展企业（家）

100+
现场会议活动（场）

感谢CPhl & P-MEC China在艰难的2020年如期筹办展会，我

们的部分国外客户虽受疫情影响未能亲临现场，但展会主办方特

别推出VR展会在线观展功能，让客户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了解

产品及现场，展会后也有国外客户咨询，感谢CPhl & P-MEC 
China以聚焦、深耕、创新的定位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共同

见证着医药行业一步步的改革。

——美埃（中国）环境净化有限公司

CPhI & P-MEC China为我们的洁净室围护系统解决方案和技术

服务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线下与线上结合的创新展会模式缩

短了我们与制药企业的距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用户的实际需

求，促进了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山东维实万事达洁净科技有限公司



Visitors: Previous Facts & Figures
上届观众数据与分析

采购部

总经办

销售部

研发部

生产部

27.32%

21.08%

12.38%

11.37%

6.24%

59.02%
副总/总监/部门经理

17.41%
董事/总裁/主席/总经理

＊以上分析数据为现场观众登记统计结果

药厂多部门齐聚，

专业观众超75%来自决策层

*2022年，主办方将在保留原有品牌活动的基础上，打造更多高端活动，切合行业热点与需求，为药企与洁净设备与工程企业搭建更专业的交流平台。

Tailor-made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Focus on the Hotspots of Industry

 精准聚焦行业热点，品牌会议专业度逐年攀升

Biopharmaceutical Clean Technology
Forum In The New Norm 

疫情常态化.生物制药洁净技术论坛

Pharma Cleanroom Design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 Forum

医药洁净领域设计与工程创新论坛

随着药品生产企业对环境洁净度的控制需求及标准的提高，洁净程度和控制污染

的持续稳定性已成为检验洁净室质量的核心标准。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家标准《医

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和《医药工业洁净厂房施工和验收标准》（征求意见

稿）的起草人为到场的100余位企业代表进行宣讲，就医药工业洁净室的特点及最

新法规要求，制药厂建设工程创新及其应用，洁净厂房设计、空调净化工程管理

与实践进行权威答疑互动，为行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交流学习平台。

近年来, 在国家鼓励创新的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战略加速转型升级。在政策、经济、

技术的驱动下，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本次论坛将围绕

我国洁净技术发展趋势及技术应用需求、洁净室空调解决方案、生物制药厂节能洁净设

计及运行、疫情常态化时代的空气过滤解决方案等话题展开讨论，邀请权威专家、制药

洁净行业翘楚进行演讲，有针对性地探讨制药环保与洁净工程设计的解决方案。

Visitor Testimonial 

 听众评语

特殊之年，CPhI & P-MEC China 在冬日举行。组织者做了大量充分的各项准备，让展商和参会者安心赴会。各大展厅井然有序，各个

论坛话题精彩纷呈、一如既往，常常一座难求。2020 CPhI & P-MEC China，寒冬里医药圈的一股热流，一场盛会， 难忘！ 

—— 欧陆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art of Conference Delegates

 部分会议听众



时代赋予行业多变的力量，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拥抱可持续发展的新势

能并引领未来，是当今市场营销人需要为企业探寻的“蝶变”之路。

CPhI & P-MEC China 已为您构建起多维度立体营销平台！可定制

化的“云”+“展”双线服务、海内外商务高效对接、国际行业趋势整合，

让企业在优化全球战略布局的同时，开启无边界创新。

. 微信公众号  . 群发电邮

. 制药在线网站  . 小程序

. VR Show 

· 提升品牌知名度 · 精细化流量转化目标群体

深化品牌宣传

更多渠道选择

现场高效链接

合作伙伴

. 展馆外场广告 . 场馆内场广告

. 印刷品广告 . 赞助广告

. 技术交流会 . 活动赞助

· 差异化广告展示 · 实力吸引现场观众

“云”转型增值互联体验 

. 智药商学院：

CPhI开讲啦

制药大咖说

. 云商季：

云上联播季+云上贸易季，

实现线上交流学习与

配对服务的双向收获

· 交互性延展宣传范围 · 挖掘海量国际潜在客户

.  VEC线上展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北京市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 号

( 北京INN 大厦3 号楼)11-12 层

邮编：100010

联系人：曲奥

Tel: +86-10-5803 6338 

quao@cccmhpie.org.cn

Informa Markets

De Entrée 73, Alpha Tower,

1101 BH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31 20 708 1727

Contact: Jacinta Liu

jacinta.liu@informa.co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路355 号城开国际大厦7-8 层

邮编：200030

联系人：冯婷婷  

Tel: +86-21-3339 2255

iris.feng@imsinoexpo.com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浦东 . 龙阳路2345号

Multi-Channel Integrated Marketing, 
to Embrace the New Pattern of Internet 

多维度立体营销 拥抱互联新格局

2022 Event Overview

 2022年展馆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