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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概况

2020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

主办单位：

北京朗泰华科技发展中心

学术指导单位：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救援指挥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安全产业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安全和应急产业工作委员会

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

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

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

举办日期：2020年9月9日-11日

举办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A、1B、1C及1层会议区

展览面积：25,000+平方米

展商概况：223家参展单位，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

同期活动概况：12场专业会议，6场专业活动

嘉宾概况：150+专家学者、企业高管；2,000+代表交流

研讨；16,000+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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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概况INTERNATIONAL SAFETY & EMERGENCY EXPO

        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简称

ISEE）是由北京朗泰华科技发展中

心主办，中国安全产业协会、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学品安

全协会等单位协办，重点服务于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等领

域的国际性会展。ISEE紧密贴合政

府需求和产业升级趋势，以中国国际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COS+H)

为基石，现在已发展成安全应急行业

内颇具规模、水平和影响力的品牌盛

会。ISEE每年举办一届。

        ISEE 2020 于9月9日-11日在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博览会

以“科技守护安全”为主题，由4场

专题展览、12场专业会议、5场专业

活动组成。展览总面积为2.5万平方

米，吸引了7个国家和地区的223家

参展商。两院院士、长江学者、企业

高管等150余位嘉宾莅临并发表了演

讲，吸引了2,000多名代表参加，全

国专业观众约16,000人次。

       ISEE 2020 紧密围绕“双循环”

发展格局，聚焦国内外安全应急产业

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展品涉及

智慧城市、5G+AI、个体防护、工业

防爆、应急救援、特种作业等领域，

突显了ISEE作为引领安全应急产业

发展的风向标地位，充分展现了科技

创新对安全发展的护航作用，有效促

进应急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及成果

转化，为我国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坚持政府引导作用与市

场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的指导

下，精准设置会议议题、遴选展商展品，力求为安全应急产业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和科技支撑。

政府引导：



博览会概况

       ISEE 2020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1A、1B、1C馆共设4场专题展览，展览面积约25,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中

国、美国、德国、法国、芬兰、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223家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参展。参展展品多达万余种。

       在223家参展商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山西虹安、荆州思创、邦维普泰、电光防爆、合隆防爆、上海爵格

、大业电气、华泰诺安等；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企业有：辰安科技、安元科技、上海爵格等；取得欧盟CE

认证的企业有：福建春辉、星宇手套、登升安防、山东孚晟、广州维尼、北京力达、北京慧缘、广州太行、合隆防爆

等。此外，还有一些参展单位的产品被列入了应急管理部等发布的“先进适用技术装备目录”。

重点展示了智能化技术装备在智慧城市、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

中的创新发展和综合应用，为各创建单位提供技术支撑和综合解

决方案。

安全智慧城市展览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 

工业防爆技术装备展览

安全生产应急技术装备展览
参展商专业领域

重点展示了国内外个体防护装备，尤其是在疫情下“中国制造”

的跨越式发展力量。

重点展示防爆安全检测检验、智能防爆终端、矿用5G无线通信技

术及防爆装备等。

重点展示了特种机器人、仪器仪表、直升机应急救援虚拟显示训

练系统、复合材料等。

99家

29家

44家

51家

展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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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总计16,000人次，分别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境内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其他境外观众1%

企业

50.00%

42.40%

18.10%

14.50%

19.40%

5.60%

1.90%

25.00%

37.50%

12.50%

00.00%
政府 协会学会 科研人员 新闻媒体 其他

河南省3%

河北省3%

福建省3%

山西省2%

湖北省2%

天津市2%

其他境内观众8%

安徽省3%

山东省6%

广东省6%

专业观众概况

专业观众分析

观众来源分析 观众类型分析

江苏省15%

浙江省23%

上海市11%北京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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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活动概况

儿童交通安全意识提升活动

150余名小朋友及家长参与了“儿童交通安全教育小

课堂”亲子活动和“儿童安全座椅讲解+儿童交通视

角”互动体验。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副院长、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中心主

任柳实作了题为《发生在身边的儿童交通安全问题—

—家长如何避免因交通安全误区给孩子们出行造成伤

害》的演讲。

T台秀/新品发布会

杜邦、优普泰、福建春晖等公司共参与了8场T台秀，

总计发布新品百余件。

第二届个体防护装备行业青年企业家联谊会

20余家个体防护装备企业的青年才俊，就新时代个体

防护装备的趋势和产业转型创新等议题发表了自己的

观点。

个体防护装备SINOPPE认证全球发布仪式

由华夏认证中心、美国UL认证机构和中科国联劳动

防护技术研究院共同举办，优普泰等200余家单位获

得了首批SINOPPE认证。

在华外资企业安全生产专家工作组座谈会

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邀请20余位专家就如何

助力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

通过在线课堂分享知识经验、为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新应急管理概论》发布会

该书的首场发布会选择在ISEE 2020举办，北京大学

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信重工、

深圳优普泰、中国应急管理报等相关机构和组织嘉宾

出席。

INTERNATIONAL SAFETY & EMERGENCY EXPO



展商展示

R

JD
MED

R

部分参展企业：

安全智慧城市展览
A区-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展览
B区-

工业防爆技术装备展览
C区-

安全生产应急技术装备展览
D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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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会议概况

组委会联合多家行业权威机构，精心安排了12场专题

会议。会议内容紧紧围绕行业重点、热点，涵盖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化工安全、工业防爆、煤矿安全以及

个体防护、应急救援、本质安全、企业可持续发展等

领域。两院院士、长江学者、企业高管等150余位嘉宾

莅临并发表了演讲，吸引了2,000多名代表参加。

专业会议

部分发言嘉宾

INTERNATIONAL SAFETY & EMERGENCY EXPO

闪淳昌
国务院参事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

范维澄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

行政协会

政府机构

专业学者

企业高管及
技术人员

发言嘉宾
总人数

发言嘉宾来源分析

10人

22人

43人

75人



专业会议概况

安全和应急产业创新发展主题

论坛暨2020国际安全和应急博

览会开幕式

安全和应急产业的创新之路 —— 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背景

数字赋能、防控风险 —— 安全生产与公共安全的技术创新之路

CCC认证日常监管要求

气电集团防爆电气管理实践

防爆产品的质量通性与特性

中国石化风险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危化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技术现状与展望

化工园区风险特点及其管控措施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全系统 全周期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趋势研讨

新技术 新基建 提升公共安全与应急治理能力

防疫抗疫中的应急人员防护

消防应急安全防护理论

应急救援个体防护技术及个体防护装备应用

智能开采+5G+机器人

基于透地通信的煤矿安全智能管控技术平台

非煤矿山安全应急现状

井下有限空间人机环境风险分析

基于遥感监测技术的矿区减灾防灾

SCORE项目推广与复制的最佳案例

师资建设与质量管控；

SCORE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融合

大型化工企业智慧安全与智能工厂实践

数字化转型助力化工园区实现本质安全化

国内外本质安全趋势及本质安全评级研究成果

国际整体性量化风险评估，提升化工园区的本质安全水平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发展趋势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成功案例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的探索与实践

以信息化手段助力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

2020国际工业防爆科技论坛暨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天津）第四届年会

第八届化工行业风险管控与隐

患治理交流研讨会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信息化创

新高峰论坛

第二届应急救援人员个体防护

专题研讨会

全国矿山安全和应急关键技术

及装备研讨会

SCORE 2020年度合作伙伴能

力建设培训研讨会

2020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和个

体防护装备标准宣贯会议

2020本质安全高峰论坛

园区与企业安全分论坛

煤矿安全智能技术研讨会

2020城市安全发展国际研讨会

专业会议名称

2020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全部会议议程详见：www.esindustry.com.cn 

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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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目标客户定向邀请

专业观众团按需规划参观路线

重要嘉宾全程配备引导员

微信公众号“安全应急产业资讯”推出展商专栏

《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个体防护装备》专题报道

展商动态

抖音官方账户“朗泰华科技”直播展区会场

官网“安全应急产业资源网”和小程序“2020国际安

全和应急博览会”推出线上展区，为每位展商提供单

独页面展示

线上预注册领证服务

特邀客户及专业观众团配备引导员

《导览手册》及打卡互动

小程序“2020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展商预约及信

息查询

云图片平台免费浏览及下载

面向展商：

面向专业观众：

观众预登记

8,000+ 17,000+ 33,000+ 4,000+

35,000+ 3,500+ 100,000+ 17,200+

小程序访问量 云图片访问量《导览手册》领取及活动

抖音直播间访问量 观众线上展台预约 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线上展区访问量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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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

        ISEE 2020与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日报、浙江

卫视、赛迪网等媒体达成了深度合作。会议期间，总计

原发报道102篇，曝光总量达39,639.7万。

        9月1日-11日，杭州本地总计650辆曹操专车背投

ISEE2020会议信息及二维码，总计背投播放量大约为

1,586万次。

新闻报道概况：

通讯社/网

电视台

网络媒体

新闻客户端

平面媒体

新媒体

行业媒体

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一套 15,000万+2

3新华社、中新社、新华网

地方新闻类客户端APP 11

全国门户类网络媒体

地方门户类网络媒体

杭州本地平面媒体

杭州本地媒体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应急管理杂志

17

58

3

2

6

18,198.3万+

1,269.4万+

3,580.1万+

1,075.9万+

53万+

121万+

342万+

新闻媒体 细分平台 数量 曝光量

媒体类型
数量分析

地方网络媒体58家

全国网络媒体17家

新闻客户端11家

通讯社/网3家

行业媒体6家

平面媒体3家 新媒体2家

电视台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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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sindustry.com.cn

2021年3月 兰州

中国（兰州）高危行业生产安全风险感知技术国际研讨会

2021年6月 北京

“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1中国国际

应急管理展览会

2021年9月 徐州

2021中国安全及应急技术装备博览会

2021年9月  苏州

第五届中国国际化工过程安全研讨会暨中国国际化工安全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2021年11月 上海

2021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

国际安全和应急博览会

展后报告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