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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电力需求保持刚性增长，SIEP四川电力展助力开拓碳达峰、碳中和百万亿市场

30000+平方米
展示面积

40000+人次
专业观众

400+家
参展企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践行碳达峰及碳中和战略，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电气化进程，将带动电力需求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5年、2030年、

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11.3万亿、12.6万亿千瓦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关键。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据有关机构测算，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大体需136万亿人民币投入，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四川是全国最大清洁能源基地、水电开发和西电东送基地。“十四五”期间，四川计划新增投资超

6000亿元，持续提升电力系统“抗风险”能力。其中，规划新建电源项目210个，计划总投资4289亿元；

规划新建500千伏及以上电网项目62个，计划总投资1800亿元。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展示能源电力行业创新发展成果，推动电力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助力企业开拓四川和西部市场，第二十届四川国际电力产业博览会暨清洁能源装备博览会（SIEP2023）将

于2023年5月25-27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促进电力科技

创新”为主题，集中展示发电、输电、储能、变电、配电、用电等电力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新产品、新

设备、新技术、新服务及解决方案，为电力企业和相关单位搭建一个了解行业动态、洽谈贸易、开拓市场

的交流合作平台。



此次展会公司的智慧用电云平台可谓是全场的焦点。公司智慧用电云平台依托物联

网及大数据技术，建立采集、分析、诊断于一体的数据管理平台，实现电力设备健康状

况的边缘诊断和全方位环境实时感知，结合“线上+线下”服务，实现“无人值班、有

人值守”的智慧用电，引领了新时代用电管理的新标杆。

优利德自2010年开始参加四川电力展，第十九届四川国际电力产业博览会上，优利

德推出UT516B 12kV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这是一款智能型绝缘测试仪器，整机电路设

计采用微机技术设计为核心，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数字电路相组合，配合强大的测量和

数据处理软件，完成绝缘电阻、电压等参数测量，性能良好，操作简单。

知名展商

展会亮点

现场声音

中电联支持，各省区市电力行协助力

行业主管单位主办，在川能源电力央企国企深度参与

国内三大电力行业专业展会之一，成功举办19届，西部唯一

汇聚业内权威专家，引领电力行业发展

龙头企业纷纷参展，彰显展会品质

专业专注，参会观众全部来自能源电力相关行业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中）参观SIEP2021



数据分析

观众职位分布 观众采购意向

专业买家

电力公司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重庆市电力公司、云南省电力公司、

贵州省电力公司、成都市供电公司等

政府机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

四川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地方电力局等

行业商协会
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四川省电力企业协会、
山东省电力企业协会、江苏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
湖北省电力机电行业协会等

科研院所
西南电力设计院、西南建筑设计院、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四川省电力设计院、

重庆市能投集团设计院、四川大学等

房地产开发商及建筑公司        
中海地产、恒大、保利、万科、蓝光、龙湖等

轨道交通
中国中铁、中车集团、蜀道集团、

四川蜀道新制式轨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

建设单位
三峡集团、中国大唐集团四川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分公司、 

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

开发投资单位
四川发展、川投集团、四川能投、

四川水电集团、四川机场集团等

境外采购商
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成都代表处、

越南驻成都总领事馆、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印度驻成都总领事馆等

其他
医院、学校、园区、港口、矿山、在建项目等

重庆电工行业协会参观团合影省经信厅党组成员赵辉、国网四川电力副总经理陈云辉
等领导和嘉宾参观展会



同期活动

媒体资源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央广网、中国网、中国新闻社、国际在线等主流权威媒体

门户网站/流媒体 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今日头条、抖音等

本地大众媒体
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经济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四川电视台、

成都电视台、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等

权威行业媒体
中国电力报、中国能源报、北极星电力网、电网技术网、东电云、中国电力设备网、

亚欧网、光伏产业网、EnergyTrend、西部电力网、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等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题报道SIEP2019 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题报道SIEP2021

开幕式及领导嘉宾巡馆

新型电力系统与绿色低碳发展技术高峰论坛

水电创新应用成果大会

物资设备专场交流活动

运检技术专场交流活动



展示范围

★一站式输配电设备展区：开关设备、高低压成套设备、变压器及附件、变电站设备、电能质量、滤波治理、无功补偿、

仪器仪表、电力金具、电抗器、互感器、变频器、电线电缆、避雷器、绝缘子、母线等。

★电力物联网及电力数据展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工业以太网、电

力通信、机房设备、机箱机柜、电力电源、卫星导航系统等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

★水电设备展区：水电站、电站辅助设备、水轮机及附属设备、大坝监测、水下机器人等。

★风电设备展区：主轴、轴承、齿轮箱、法兰盘、轮毂、叶片、塔架等零部件，风机整机，风电场开发、建设运营等。

★光伏太阳能设备展区：硅料、铸锭（拉棒）、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逆变器、应用系统等。

★氢能及储能展区：氢能、光热、核电、垃圾发电、燃气发电、生物质发电及其他分布式能源发电设备与技术，抽水蓄

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电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等储能技术及应用。

★电力电工及制造设备展区：电工设备、电力检修工具、数据机床 、激光切割设备、电力附件、绝缘材料、配线器材等。

★智能巡检及应急设备展区：电力巡检机器人、无人机、电力工程车辆、高空作业设备、移动电源、消防设备、AR/VR、

红外、智能穿戴设备、人员定位系统、应急照明、人员防护器材、安全工器具等。

★电网调度与控制展区：SCADA、EMS、DMS系统、电网调度系统、电厂自动化、配网自动化装置、继电保护装置、

大屏显示系统、电力系统仿真、可视系统、故障诊断及自愈装置等。

★充换电设备展区：充电枪、充电机、充电桩、充电站、换电站等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与技术。

★其他电力配套展区：建筑电气及机电装置、电力设备生产制造的配套元器件、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等。

★四川电力工业发展成就主题展区

日程安排

日期/DATE

2023年5月23日（周二） 08:30-18:00 布展

布展

展示交易

展示交易

展示交易

闭幕撤展

08:30-18:00

08:30-17:00

08:30-17:00

08:30-14:30

14:30-18:00

2023年5月24日（周三）

2023年5月25日（周四）

2023年5月26日（周五）

2023年5月27日（周六）

2023年5月27日（周六）

时间/TIME 日程/PROGEAMME



参展方式及费用

■标准展位（3mx3m）

国内企业：双开口RMB8800/个

国际企业：$2800/个  

展位配备：含展板、楣板、一桌两椅、两支射灯、地毯、220V电源插座一个

■豪华标准展位（3mx3m）

国内企业：双开口RMB10800/个  

国际企业：$2800/个  

展位配备：含1米加高门头、展板、楣板、一桌两椅、两支射灯、地毯、
                  220V电源插座一个

■特装空地（36㎡起租）   

国内企业：RMB950/㎡  

国际企业：$300/㎡

注：特装空地不包含任何展具设施、电费、管理费等

■论坛技术研讨会

收费标准：RMB30000/半小时/一场

其他赞助方案：

标准展位（实景图）

豪华标展（实景图）

特装展位（实景图）

合作赞助商

总冠名（独家）

协助承办（2家）

吊旗广告

特别鸣谢（3家）

展馆广告

连廊广告

论坛演讲

移动广告牌

活动赞助

招商推介会

央视采访

联谊酒会、抽奖活动

媒体服务

新品发布会

媒体系列报道

广告赞助

会刊广告       封面                 封底             扉页           封二/封三            彩跨        彩内     文字

费用         18000元           16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8000元            5000元            2000元

展场广告         彩色拱门  门票          礼品袋           气柱      代表证     门头广告        背景板 

费用       14000元/个   10000元/万张     7000元/千个    5000元/个    7000元/千个     450元/㎡         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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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ENERGY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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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8-869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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