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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会员服务手册》按照协会服务内

容和工作计划进行了编排，以求更贴近会员、贴近实际，提高

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希望能给予会员单位最大的便利。

行业发展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行业协会面临着深

化改革的机遇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新发展理念，按照强

国战略和行业发展纲要的部署要求，以促进环保装备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围绕创新驱动、智能

转型、绿色发展，着力稳增长、促转型、提品质、增效益，实

现平稳健康发展，为环保装备行业由大变强奠定基础。协会将

努力为广大会员单位提供更及时、更精准、更优质的服务。如

有需求或问题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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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简介

中 国 环 保 机 械 行 业 协 会 （ China Association of

Machinery Industr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英文

名称缩写：CAMIE ）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

团体独立法人单位。1994 年成立，现有会员单位近 500 家。

曾于 2014 年被民政部授予 4A 级全国社会组织等级资质。

协会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政府、行业和企业

提供服务为宗旨，以反映会员意见、愿望和要求，维护会员和

行业利益，发展环保装备行业为己任，开展环保装备行业经济

运行和企业发展调查研究、反映行业企业诉求，为政府部门提

供建议和咨询服务；组织制定行业规划，提供行业发展指导及

行业信息服务；组织制定、修订环保装备行业相关标准、技术

规范；开展行业科技交流，促进两化融合，组织并开展新产品

技术评价及科技成果鉴定等；组织进行国家级科技奖项的推荐

工作；组织开展行业培训、考察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产

品升级和节能减排绿色制造；促进行业自律，推进行业诚信建

设，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开展行业信息交

流和信息服务。协会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是协助

政府开展行业工作的参谋和助手。

多年来,在广大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协会在服务会员、

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振兴行业、规范自律等方面做出了积极

努力，得到了会员、行业和政府的认可与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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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每年组织行业会议、行业论坛、专题会议。内容权威，信

息及时，覆盖面广，对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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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理事会

时 间：每年 7 月

主要内容：学习贯彻国家环保产业相关的政策及重点任务落实，

总结上一年主要工作，部署下一年度重点工作；开

展形势政策解读、研判；审议会员及理事相关事项，

听取各理事单位意见。

服务对象：各理事单位

项目名称：中国环保装备发展高峰论坛

时 间：每年 7 月（理事会同期）

主要内容：邀请主管部门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参会发言，聚集热

点问题展开讨论，分析典型案例，组织企业交流等

服务对象：各理事、会员单位

项目名称：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

时 间：每年 12 月前

主要内容：总结工作；部署下一年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确认

通过新入会会员单位等。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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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新密）国际绿色发展高端论坛

时 间：每年 10 月

主要内容：以“创新引领、绿色发展”为主题，举办主旨演讲、

专题论坛、对话访谈、项目签约、实地考察等活动。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环保装备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项目名称：环保装备发展高端论坛

时 间：每年 12 月

主要内容：环保装备发展高端论坛是由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

会主办的大型专业论坛，邀请行业专家、名企代表，

对环保装备领域的相关政策、行业现状、发展方向

进行专业解读，分享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并通过论

坛形式促进企业的交流合作。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环保装备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项目名称：各专委会专题会议

时 间：11-12 月

主要内容：各专委会根据各专业领域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开

展专题讨论，新产品新技术交流推广，各专委会工

作总结及下一年度的工作布署。

服务对象：各专委会成员单位等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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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座谈会、研讨会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按照发改委、工信部在内的相关政府部门工作要求，

组织召开行业专题会议。在企业与政府间搭建有效

地沟通桥梁，帮助政府了解企业实际问题，为相关

政策出台提供支撑，做好基础调研工作。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环保装备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姓名：王煜珏、李华玥

电话：010-68780110，68518775

邮箱：camie1994@163.com

联系人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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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行业、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是协会重要的服务内容，包

括科技信息、标准信息、行业统计信息，也包括专项咨询、定

制咨询和为政府的咨询服务，竭力为行业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并反映行业和会员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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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企业转型升级战略、跨领域拓展规划、课题研究等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企业转型升级战略，业务领域拓展可行性研究，行

业发展情况、创新能力调研等咨询服务，接受政府、

行业、企业等委托开展的研究课题。

服务对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

业及有关机构和组织等

项目名称：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申报咨

询服务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

主要内容：《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自 2011

年编制并发布以来，每 3 年修订一次。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名称：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申报咨询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一般为每年 3 月启

动

主要内容：绿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项目为不同级别资金奖励

制。项目期限为三年，考核期一年，申报主体为环

保装备制造企业，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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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修订推

荐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

主要内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是首台

（套）保险补偿政策执行的对照技术装备清单，列

入 目录的产品自愿投保，并可向国家申请 80%

的保费补贴。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名称：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修订推荐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

主要内容：目录根据发改委、财政部工作安排不定期修订，列

入目录的产品可享受所得税减免。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名称：金融咨询服务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环保基金、投融资咨询服务，兼并重组信息咨询服

务，技术引进、转让咨询、新技术信息等

服务对象：有投融资需求的环保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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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环保装备标准化信息咨询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提供团体标准立项到出版全过程组织服务，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立项咨询服务，标准相关政策信息、

培训信息、出版信息、实施信息等咨询服务。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行业科研、设计等

机构

姓名：申红杰、张辰曲

电话：010-68515775、010-6878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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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推进行业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

奖项申报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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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专利奖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多为每年 4-5 月份

主要内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奖项，旨在鼓励和表彰为

技术（设计）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各地方对获奖单位

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申报采用项目推荐方式。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企事业单位

项目名称：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时 间：以相关部门组织申报日期为准，多为每年 2-3 月份

主要内容：是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共

同设立的面向全国机械行业的综合性奖项，是机械

工业领域的最高奖项，目的是为推动机械工业科技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科技工作中做

出创造性贡献的单位或个人，获该奖项一等奖的项

目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资格，申报采用项

目推荐方式。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企事业单位

姓名：申红杰、张辰曲

电话：010-68515775、010-6878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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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判别环保技术装备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环保技术水平

提升，加速环保装备应用推广，协会开展环保技术装备评价及

新产品、科技成果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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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技术产品评价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组织环保装备各领域科技成果、设备材料的评定、

推荐和应用。受委托组织各领域终端用户、工程设

计、科研等专家团队针对新产品、技术、服务方案

等开展现场考察、评价座谈等，并形成第三方评价

报告。

服务对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

业

项目名称：水污染防治技术、产品、服务推介目录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通过《推介目录》促进水污染防治装备与国内外市

场有效对接，挖掘一批具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的

新产品、新 技术；规范产品、技术与服务水平，

积极推进政府绿色供应链采购,加强水污染防治装

备目录化建立，大力促进优秀水污染防治装备产品

与技术的市场化应用。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水污染防治装备制造企业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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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企业研发的涉及环保机械行业的科技成果、新产品，

需要进行行业鉴定的项目均可申请。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环保装备相关企事业单位

姓名：王煜珏、高超

电话：010-6878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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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行业科技进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发展团体标准，

是协会行业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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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国家标准 GB

时 间：年底前申报立项计划

主要内容：提供国家标准相关咨询，组织立项申报工作。制修

订周期一般 2 年左右。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相关企事业单位

项目名称：行业标准 JB

时 间：按季度申报立项

主要内容：根据行业发展技术创新趋势及会员单位需求，组织

制定行业标准，增加环保领域标准的有效供给。制

修订周期一般为 12-24 个月。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科研院所

项目名称：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TB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当前国家鼓励制修订团体标准，协会是 2018 年元

月始首批具备团标编制资格的协会之一，根据行业

发展技术创新趋势及会员单位需求，组织制定团体

标准，增加环保领域标准的有效供给。制修订周期

最短 6-8 个月，具即时性、高效性，适合于新产品

新技术的推广，专利产品应用等，有效的补充产品

标准的缺失情况。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装备相关企事业单位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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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绿色产品评价标准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是团体标准的一种，属于工信部

绿色制造内容之一，是申报绿色产品时的评价依据，

标准立项时间 1 个月，制定周期约 8 个月。绿色

产品评价标准的制定需以对应的产品标准为依据。

服务对象：会员单位、环保相关企事业单位

姓名：张辰曲、焉杰文、高超

电话：010-68780110、68515775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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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培训是培养行业技术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协会开展的重点

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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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标准培训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标准的相关知识，包括标准种类及概况，标准的立

项及编制程序；团体标准编写要求及方法；标准编

写实例分析和指导等。根据计划及需求做内容调整。

服务对象：各单位从事标准工作的技术及管理人员

项目名称：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高级研修班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由协会水污染专委会和哈工大继续教育学院联合主

办，围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最新技术研究及应用，

负责研究项目规划和组织实施。

服务对象：排水企业负责人、污水处理厂厂长、业务管理人员；

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领导、业务负责人、承办城市防

汛业务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等；设计院、水务公司、

技术装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管理技术人员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姓名：高超、董兴震

电话：010-6878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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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及港澳台技术交流是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企业走出去的

重要环节，协会与相关国家及地区建有交流机制，定期组织企

业交流和出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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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德国慕尼黑国际环保博览会

时 间：两年一届，5 月份

主要内容：始办于 1966 年，主办方是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举办地点在德国慕尼黑，展出面积约 25 万平米，

是目前世界上环保专业贸易的旗舰博览会，引领国

际环保业的最新潮流，被公认为业内全球风向标。

项目名称：中国环博会

时 间：每年 4 月

主要内容：由德国慕尼黑 IFAT 与上海国际环保水展 EPTEE&

CWS 联姻整合而成，举办地点在中国上海，展示

规模达 18 万平米。已成为仅次于慕尼黑 IFAT 的

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的环保展。

项目名称：澳门国际环保展

时 间：每年 4 月

主要内容：由澳门政府主办，举办地点是澳门威尼斯人，展览

面积超 1.6 万平米。活动得到国家发改委、科学技

术部、工信部及生态环境部支持，由泛珠三角地区

的省和自治区政府协办。协会每年组织企业代表工

信部展台参加展览展示活动。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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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环保装备对外交流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根据行业或会员需求，按照相关外事规定，组织协

调在华或出境的专业对接和技术交流活动、参加国

际会议等。

项目名称：环保装备税则税目、出口退税及进口税率调整意见

的收集和报送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结合环保装备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引进情况，

对现行的产品税则税目、出口退税率及进口暂定税

率调整意见进行收集，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向国家相关部门反馈。

姓名：李华玥

电话：010-68518775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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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定期向会员单位寄送行业刊物，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供会员

参考，同时为会员企业产品技术的推广交流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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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环保装备》

时 间：季刊

主要内容：《环保装备》行业动态是由协会主办的关于环保装

备制造业的内部刊物，主要包括文件选登、会员资

讯、协会动态、专家视点等多个栏目板块，涵盖全

行业热点及国家政策。会员免费寄送。

服务对象：行业主管部门、各会员单位、环保相关企事业单位、

各专业协会等

项目名称：《臭氧产业》

时 间：季刊

主要内容：《臭氧产业》是由协会臭氧专业委员会主办，立足

于臭氧产业，对国内外相关抽样信息资讯进行整合

并发布的刊物，包括市场动态、企业动态、技术交

流、环球市场、产品展示等多栏目板块。会员免费

寄送。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臭氧行业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协会等

姓名：王煜珏

电话：010-6878 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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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及刊物等平台为会员单位提供宣传推

广服务，其中，协会官网将设立先进环保技术装备推广中心，

相当于网上展厅，为会员单位的优秀产品，先进技术，提供展

示和推广平台，公众号同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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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网站宣传服务

时 间：全年

网 站：www.camie.org.cn

主要内容：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官方网站为会员单位提供品

牌宣传和推广服务。旨在通过专题、图片、专访的

形式为各会员提供品牌宣传、先进技术和产品推广

机会。线上的电子会刊可实现线上浏览，为行业各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展示平台。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

项目名称：微信官方公众号宣传服务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会员单位

提供品牌宣传和推广服务。旨在通过专题、图片、

专访的形式为各会员提供品牌宣传、先进技术和产

品推广机会。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

项目名称：刊物宣传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协会定期向会员单位寄送免费刊物，企业可在刊物

中对公司、新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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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专题推广活动

时 间：全年

主要内容：根据企业需要，可组织专题推广会，邀请专业观众

以及组织实地考察等交流活动。

服务对象：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

姓名：高超、王煜珏

电话：010-6878 0110

邮箱：camie1994@163.com

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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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展各专业相关领域的科技交流，促进本领域的科技发

展和技术进步；

(二) 组织进行各专业技术发展性研究，引领专业技术进步，

推进其相关设备的国产化；

(三) 组织国内外科技合作，探讨研究和解决成员单位感兴趣

的技术问题，为会员单位的相关实验和检验检测工作提供便利

和支持；

(四)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普及技术知识；

(五) 打造和开展各专业产品认证服务，开展技术咨询和新产

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推广；

(六) 开展专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推动绿色制造和智能制

造；

(七) 发现并举荐人才，表彰奖励在本领域科技进步方面和专

委会工作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

(八) 积极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呼声，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举办为会员服务的公益事业和活动；

专委会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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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装备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联系信息：董兴震 13391593993

协会联系人信息：王煜珏 010-6878 0110

大气污染防治装备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联系信息：翁卫国 13336109880

协会联系人信息：高超 010-6878 0110

臭氧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联系信息：王国蕴 13606424683

协会联系人信息：王煜珏 010-6878 0110

环境监测仪器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联系信息：孙轶 18678956990

协会联系人信息：高超 010-68780110

固体废弃物处理装备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信息：焉杰文 010-6851 5775

噪声与振动控制装备专业委员会

秘书处联系信息：郭宇春 13701250179

协会联系人信息：李华玥 010-68518775

环境工程专业委员会

协会联系人信息：张辰曲 010-68780110

各专委会联系人信息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ChinaAssociationofMachineryIndustry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

电话：010-6878 0110

010-6851 5775

010-6851 8775

邮箱：camie1994@163.com

网址：www.camie.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26 号

欢迎关注！

http://www.cami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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