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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超过

24,000名
联系方式：

庆祝水务卓越发展
十周年2008-2018

来自全球

110个

国家和地区

共签订总价值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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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水周亮点

2018年新加坡国际水周于7月12日圆满落幕，本次盛会共吸引超过24,000名与会者参与，所签订投资项目价值总
额达二百三十亿新元，给予众多商机。

自2018成立以来，历届水周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具影响力的演讲嘉宾，水务领袖及政要代表共聚一堂，共商
全球水务面临的迫切问题，为水务发展提出革新解决方案。今年，水周迎来了成立十周年纪念，此次盛会也再次
成为领袖们分享与共创可持续水务管理方案的全球顶级平台。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Halimah Yacob）女士（中）为2018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获奖者，以及2018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的得主Rita Colwell教授（右三）颁
发奖项。陪同出席颁奖的还有来自吉宝集团与淡马锡创新基金会代表。

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先生（左）亲临并致开幕词。斯里兰卡总理Ranil Wickremesinghe
先生（右）发表主题演讲。

庆祝水务卓越发展十周年2008-2018

参会嘉宾利用即时云端应用程序对水务行业过去的工作和
未来的趋势发表意见。

为纪念新加坡国际水周迈入十周年，新加坡国家水务管理
机构公用事业局与啤酒酿造商Brewerkz合作酿出了一款
采用新生水 (NEWater) 制成的新生水啤酒 (NEWBrew)。

扫描二维码，观看
水周卓越发展十周
年系列故事

纪念水周成立十周年，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庆祝，感谢他们自成立以来给予的的支持。

bit.ly/siww10years

全球顶级水务盛会
人员划分/购买决策

34%

新品初步推荐

23%

影响力关键人物

行业划分

12%

其它（包括工业用水
用户和投资者）

30%

寻找新产品

国际组织、学术界
（包括协会和研究机构）

18%

38%

工业

13%

32%
政府

决策者

参加2018新加坡国际水周人数最多的地区
新加坡除外

14%

61%

欧洲

13%

4%

美洲

中东和
非洲

亚洲

8%
大洋洲

根据2018年新加坡国际水周数据统计

水周为世界各地水务专家
提供了齐聚一堂的机会。新
加坡是国际瞩目的水务管
理先进国家，在水循环管理
方面具有一整套先进的经
验。为克服有限的土地资
源，新加坡坚持不断创新。
学习公用事业局的先进经
验，获得与全球水务专家、
思想领袖会谈交流的机会，
实属难得。

SUE MURPHY,
Water Corporation
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

新加坡国际水周提供了
一个优质平台，让创新
者、科学家、企业家以及
其它利益相关者齐
聚一堂，共商水务解
决方案。

CECILIA CHOW,
ZWEEC 副执行总裁
新加坡

参加水周的同时，我们也
能接触到许多同样关注行
业领先科技以提升业务能
力的客户，并能寻求新的合
作伙伴，探讨在本地区乃
至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发展
机会。

BERTRAND CAMUS,
SUEZ集团高级执行
副总裁（非洲、中东、
印度、亚太地区）
法国

目前，水务行业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水资源不足，我们都
觉得，首先要唤醒大家对这
个问题的认识。如果能有一
个舞台或者平台进行对话，
将有效提高大众意识。新
加坡国际水周就恰恰提供
了这样一个平台，也提供了
我们相互学习的好机会。

PATRICK DECKER,
Xylem总裁兼执行长
美国

思想领导

汇聚水务领袖，探讨水务发展策略

水务领袖峰会

由水务领袖组成的演讲小组在“水务领袖峰会研讨会 - 水的无限循环与再生利用”发言。

水务领袖峰会是水务领袖们分享如何应用最新政策、行
业发展以及技术创新，以应对水务挑战的高级论坛。本
次峰会着重探讨了水资源管理应该如何随着城市循环
经济的发 展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如何更 好的应 用水资
源-能源-废弃物循环模式，水资源回收再利用以及智能
水务技术等课题。

自2008年以来，新加坡国际水周已经
成为全球顶级水务交流平台，在这里
可以看到创新的水务问题解决方案，
已有超过20,000位专家、部长、政府
官员、企业领袖以及民间组织领袖参
与会议。

首届环境与水务领袖论 坛上，与会代表们进行热烈讨
论，商讨“优化资源效能”及“循环经济”模式可如何帮
助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中列举的全球气候保护目
标。
水务领袖峰会也邀请到了第八 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先生担任“水务对话”演讲嘉宾，他呼吁建立更为密切
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世界水务问题。

青年水务领袖峰会

第八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有

500

多位 来自政界、
水务机构、国际组织、学术界
及企业领袖参加会议。

本届青年水务领袖 峰会共 有来自超 过4 0 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百位年轻的水务业者参会，共同探讨各项
议 题，包括 洪水风险管 理、卫 生、水务政 务管 理以
及水务 安 全等。作为本届的青 年领 袖 代 表的Mot t
McDonald 程序工程师 Maryam 女士在水务领袖峰
会闭幕式上发言。
会议上的讨论能直击问题核心，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展开新思路，根据各地的实
际情况探讨解决水务和污水处理问题的新需求。

Maryam Farhanah女士（左二）作为青年代表在青年水务领袖峰会上发言。

发掘和培养年轻一代水务企业家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青年水务领袖峰会旨在召集年轻
的水务领袖，探讨研究如何使之具备相应能力，成为推
动各自所在地区的水务发展与变革的主力军。

MARYAM FARHANAH
Mott McDonald程序工程师

解决方案

交流解决方案与最佳案例

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

她计划将奖金作为研究基金，研究如何对抗非洲霍
乱病毒。
2020年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将于2019年3月22日世
界水资源日开放提名申请。

2018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得主Rita Colwell教授发表获奖演说。

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主要用于奖励为解决全球性水问
题而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和机构。过去十年，共有八位
科学家与组织荣获李光耀水源 荣誉大奖，他们在水务
研究 和科技创新所 做的努力带来了重大突破。本届大
奖得主 Rita Colwell 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她
在研究微生物水质监测提供了先进的视角，并在管理水
源性疾病和保护公共健康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Rita
Colwell  教 授在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颁奖晚宴典礼上被
授予此殊荣，并在新加坡国际水周上发表专题演讲。

目前全球仍有二十亿人正在饮用受污
染的饮用水，[但是，]我想我们正在开
展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具备了直
接从水样本中提取DNA的能力，能够
快速一次性确定（样本中的）细菌、病
毒、寄生物以及真菌，了解它们的互生
关系。我想，这将是水务行业的一项
重大突破。

RITA COLWELL教授
2018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得主

扫码观看视频，聆听
RITA COLWELL教授
的获奖感言。

bit.ly/LKYWP2018

水务大会

新加坡水务交汇中心

水务大 会的活 动 包括研 讨会、主 题 演讲、技术交流会以 及海 报 展示
(上)等活动，其中海报展示共收到了200多份海报。

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中）在公用事业局陈玉
仁副总裁（右）和企业发展署彭志明 署长（左）陪同下主持揭幕仪式。

过去十年来，水务大会致力于开展跨界、跨国合作的
研讨会、主题演讲、技术交流会以及海报展示，着重
分享那些能够主导具备坚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水务
系统的新兴研究，技术和实践。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属下新加坡水务交汇中心的成立，
为新加坡水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专属场所。

今年的水务大会共有1200多位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参会，举办了300多场技术汇报。

该中心为贯穿整个水务价值链的公司提供一个专属
空间，营造一个有益合作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使各
方面可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水务创新和业务增长。

科技

展示技术成果与前沿创新

水务领域展区@新加坡城市解决方案展览
水博会展位，现正预定！

请联系刘俞萱女士，邮件地址：germainelow@siww.com.sg

2018

新加坡

城市解决方案展览

占地超过

35,000 平方米

吸引了超过

智能水务展区展现了一个充满智能科技的未来空间，公用事业局正致力开发
智能科技，以提升效率和服务质量。

2018水博会集中展示了涵盖整个水务价值链的产品、服
务以及最新的一流技术。其中重点展示的是智能水务创
新展区和Tuas Nexus项目，这是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和新
加坡环境局联手打造的标志性旗舰项目，用于综合处理
用后水和固体废物的大型基建设施。

科技交流专题研讨会

1,100家

的展览空间

公司及创新型
创业单位参展

28

共有

个国家、地区
及团体展区。

实地考察

与会者通过“水务技术推介会”了解更多关于智能科技、技术创新知识。

科技交流专题研讨会促进了合作伙伴、买家、投资人
与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速新兴水务技术的市
场商业化进程。与会者除了聆听成功的水务企业家和
资深业者的分享，也热烈参与讨论，获知最新的足以
改变行业规则的创新科技。
共有12家创新公司/中小型企业向250多位与会代表
呈现了自己的创新科技 及理念。其中，AeroLion和
Aquafortus获得了2018“明日之星”奖，而ROTEC公
司凭借最佳商业案例展示和创新技术获得“最具投
资价值”奖。
技术交流及创新展区集中展示了全面的科技发展历程，如今，水
务科技不仅着力于满足市场的现有需求，同时还影响着市场中长
期发展趋势。

PAUL O’CALLAGHAN,
BlueTech Research公司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与会代表参观大士海水淡化厂（上），以及盛科新生水厂（下）。

实地考察活动接待了约150名参会嘉宾，参观考察新
加坡的重要水务设施，包括樟宜污水处理厂、盛科新
生水厂、海水淡化厂以及公用事业局的研发部门，实
地了解新加坡新生水的制作过程，并参观了公用事业
局首个专门用于海水淡化科技试验的基地。

商务
商务论坛

拓展企业业务足迹

在Tuas Nexus主题论坛上，公用事业局向与会者具体介绍了Tuas Nexus这
个即将耗资数十亿建造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分享相关的合作机会。

自2008年创办以来，商务论坛通过为水源企业及公司
提供国际最新的水务项目信息，协助企业在各自的水务
领域里发掘商机，谋求发展。

2

>1,800 人

7

场商务
论坛

个区域论坛——新加坡
以及南亚

5 个主题论坛专题类别——
海水淡化以及水资源再利用、
工业用水解决方案、智能水务系
统、TUAS NEXUS以及世界银行

建立伙伴关系并促进科技创新

水周也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寻找商业机遇的平台。

2018年水周共签订总价值高达二百三十亿新元的商业投资项目和谅解备忘录。这其中包括即将进行招标的Tuas
Nexus项目、新加坡智能水务蓝图五年发展项目、公用事业局与Grundfos的三年合作协议、新加坡中信环境技术
促进中心 、美能材料集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康罗市开设亚洲区域外的首家膜材料生产厂 、Gradient Corporation
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以及世界银行宣布其在东亚、太平洋以及南亚地区的18项水务项目。

东盟部长气候行动特别会议

水务高层领袖对话

部长及代表出席东盟部长气候特别会议。

高级管理层领袖参加水务高层领袖对话。

大会同期举办的80多场活动，为水周增添了活力。
东盟部长气候特别会议是其中一个亮点，借此新加
坡 盛 会 的 机会 进 行 地 区性 交 流，讨 论 气候 变 化 的
应 对 策略和行动。会上，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长马
善高 (Masagos Zulkifli) 先生发起了名为气候行动
(Climate Action) 项目，其中包含许多以新加坡为主
导的项目，致力于帮助缓解、应对东盟国家和地区的
气候变化。

水务高层领袖对话是专为最高管理群体量身打造的
活动。该会议主要探讨地区以及全球商业发展趋势，
促进私人与公共机构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实现可持
续发展。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主席兼战略前景研究中心高级顾
问何学渊先生在会议上发言。

2018新加坡国际水周赞助商及合作机构
主办单位：
由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以及国家水务机构公用事
业局联合设立的新加坡国际水周私人有限公司主
办。

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赞助机构：

创始赞助机构：

同期举办：

活动地点：

支持单位：

支持：

活动筹办：

官方用车：

媒体合作机构：

背书单位：

黄金赞助机构：

企业赞助机构：

战略伙伴：
al
es
Internationa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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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邀请成为我们的赞助商与合伙伙伴！

下届水周将于2020年举办，其中水务博览会已经售出超过一半的展位，充分说明新加坡国际水周作为一个拓展商机、
展示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平台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就加入成为水周的赞助商，提升您的品牌知名度，获取更多的商
务交流机会。
欢迎询问！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销售经理刘俞萱女士
电话：+65 65956301 传真：+65 9118 5548 电子邮件：germainelow@siww.com.sg

2019年焦点活动

在新加坡国际 水周的间隔年，将 举
办焦点系列活动，以促进持续交流。
活动 仅限 受 邀请嘉宾参加，探讨 如
何应对全球水务行业共同面对的问
题与挑战。会议重点商讨关键议题，
进 行 深度讨论，会 议的讨论成果将
编入下一届水周的议程和内容。

本刊物内容更新至2018年10月8日。

2020年新加坡国际水周
新加坡
国际水周
2020年

7月5 - 9日

新加坡国际水周是全球顶级
水务盛会，旨在促 进水务行
业进行沟通交流，共创革新
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城市
用水管理。水周每两年举办
一次，汇聚全球水务行业的
利益相关方，分享最佳实践
经验，展示最新科技并拓展
商机。

扫描二维码，浏览
新加坡国际水周
最新消息和动态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siww.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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