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NWEX – 行业从业者和专家会面的主要场所

替代性能源和电力输送领域专家的
主要会面场所

俄罗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力
输送展览会

项目旨在发展俄罗斯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力
清洁生态输送。

可以在几日之内了解业内大量的重要公司，
并且参与再生能源研讨会议

www.renwex.ru/en



致辞

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 扎瓦里内:
“代表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问候“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展览会和RENWEX论坛的举办方、各位参展商和宾客！如今世界能源领域发展迅速：

积极探寻替代性能源。为了实现天然地理和自然气候优势，俄罗斯的科学、金融和工业生产界更加关注对俄罗斯经济、能效和自然气候指数更有益的
可替代能源。”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主席 卡德林：
“代表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问候RENWEX展览论坛项目即“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展览会的举办方、各位参展商和宾客！再生能源是全世界增速最快的

经济领域之一。 RENWEX 展会让人们全方位地审视在发展可替代能源、电力输送和能效方面的现实问题。相信RENWEX 展览会将给予新能源开发强有力
的推动力、促进可替代能源项目的融资、发展可替代能源项目的国际合作。”

俄罗斯联邦能源部副部长 马涅维奇：
“欢迎您来到RENWEX“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国际展览会！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基于新能源的能源分布技术非常重视，并给予各种支持。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能源转变已经是一种趋势，将会更广泛地运用生态清洁能源，形成分散式能源市场。发展俄罗斯可再生能源技术与生产设备，国内
企业正积极发展国际市场。所有这些意味着俄罗斯迈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阶段。”

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硕辛:
“代表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家联盟问候RENWEX“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展览会和论坛的举办方、各位参展商和宾客！”现代化条件促使国内燃料能源企业发展创

新型能源，运用能源和资源节约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可替代燃料，同时将因人类活动而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破坏降到最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有
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可再生能源项目论证既要在研发阶段，同时也要在实际使用阶段。”

可再生能源发展协会会长，ROSNANO管理公司董事会主席 丘拜斯：
“ 欢迎您来到RENWEX“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国际展览会！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可再生能源比例如今已超过传统能源，并且非燃料能源

方面的比例不断增长。俄罗斯可再生能源领域增长迅猛前景广阔。计划将在2024年前建设装机容量超过5GW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站。目前尚未得到开发的
日常固体废物的加工前景广阔。”

RENWEX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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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WEX 2019

国家展

德国、瑞士

统计

3 519名

观众

来自42 个国家63个

参展商

来自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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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风能 太阳能 水能

生物能源、生物气、
固体生物燃料

能源与资源节约技术 电力输送和电动汽车

全部的细分行业您可以在展会网站查看 www.renwex.ru/en

RENWEX 2019



参展商

对于商业联系资源的质量满意

建议同事参与展会

对商业联系资源的数量满意

达到了销售/寻找买方的目的

建立了新的商业联系

考虑参加下一届展会

参展的商业效果*

91%
93%
93%

95%
95%

98%

* 依据Romir调研数据

RENWEX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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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9

27

公司经理
中层经理
管理人员
专业从业者

%

观众职务级别 观众感兴趣的内容, %

太阳能

风能

水能

电力运输与电动汽车

能源和资源的节约技术工业能效

网络基础架构和再生能源的集成解决方案

生物能源、生物质、生物气和固体生物燃料

测量检测设备和系统, 技术自动化控制系统

地热能

可作为再生能源的日常固体废物

73% –
具有采购决
策权

54% –
领导 /公司上层

管理者

70
53

27
27
27
23
21
16
14
14

展会参观结果

推荐同事/合作伙伴参加展会

90%
93%

94%
对展会的组织很满意

达到了在展会上寻找供应商的目的

RENWEX 2019
观众

www.renwex.ru/en* 依据Romir调研数据



为期3日的“区域发展可再生能源”国际论坛

 俄罗斯和德国在各地区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设施的合作，
推广Enabling PV in Russia 项目

 瑞士在实用型新能源研发领域融资的经验

 现代能源数字化：从本地解决方案到产业转型

 生物能源和生物质：原料加工效果和废料现代化处理方案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电化学技术：能量存储和氢循环

 电动汽车和新能源基础设施

 微型发电日

13家

企业

120+
发言人

2 000+
代表

 全球趋势和可再生能源的新机遇

 管理标准. 可再生能源成分的本地化生产: 经验和未来发展前景

 国家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科学与技术发展和知识产权专家委员会扩大
会议

 各地区可利用可再生能源：更好的技术和项目

 远距离供电系统和隔绝供电系统的技术前景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际经验：何为“好”，何为“不好”

活动与主题:

RENWEX 2019
商务日程

www.renwex.ru/en



阿里克谢.日哈列夫, 可再生能源发展协会总经理:

“目前，已经成功向批发市场输送了800兆瓦电能，同时涉及零售市场的项目也在进行中，传统

发电企业对可再生能源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知道这些新技术远比传统发电技术发展

迅速，且前景广阔，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因此此类展览和会议活动的活跃

程度可以说明一切。并且在这里在RENWEX展览会上有技术类公司、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的

专业机构。这说明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兴趣不断增长。”

尼古拉.帕柏夫, Hevel Riteil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处于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沿，并且明白：我们需要开发零售客户，对于B2B客户，我们

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节省并使生产更加高效，降低产品成本。我们考察了国外经验，此类展

会在那里受众广泛。通过该展会我们想向潜在客户介绍我们产品的优势，和与其他参展竞品

的区别。我们立刻明白了，在这个展会上我们需要大型展台才能将我们所有产品都进行展示。

为此我们布置了专门区域选择材料并邀请业内同仁。这使人们产生了浓厚兴趣。5年后这个

展会将会变得非常大。我在国外同类展会上看出了这种趋势。并且首届RENWEX展览会不仅

吸引了俄罗斯企业的关注，还有海外企业。”

RENWEX 2019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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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摩尔洽诺夫, Solar Systems 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往我们以观众的身份参观了海外再生能源展览会。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展示自己在这一

行业制出的产品了。且今年第一次决定以参展商身份参加RENWEX展览会。在这里我们看到

人们对我们的展台表现出浓厚兴趣。希望借助展会获取新的商业资源，同时获取设备厂商和

供应商资源，与同行交换经验，了解俄罗斯该行业动态、新品和市场期待。

展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沟通机会。这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尤其是在采取决定阶段, 例如建设

工厂和选择设备。在展会上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起，无需花费时间各地奔波。”

维克多.巴巴史, Institute of K-technologies 有限公司总经理:

“展会很及时。我们准备新的产品并要展示它，以吸引我们潜在的购买方。参展结果相当不错。

今天是展览第3天，我们收获了很多预订单。下一步我们将前往拜访潜在客户并准备安装

我们新型风力发电机。它们被设计研发用于北方地区的小型电站。很多感兴趣的观众来访

我们的展位，他们有准备、知道且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市场出现的同时，展会也相应出现。

RENWEX展览会是第一个，这非常好。”

RENWEX 2019
观众

www.renwex.ru/en



EXPOCENTRE是俄罗斯、独联体、东欧地区大型

行业展览会的主要举办方

26场
自办展览会

参展商

27 733个

1 260 018名
专业观众

97场

展会

112个

国家

529 278平米

展览面积 (净面积)

www.renwex.ru/en



邀请您参加俄罗斯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输送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会！

展会组委会:
卡尔姆诺夫.弗拉基米尔
电话：+7 (499) 795-37-64
E-mail: KormnovVA@expocentr.ru

举办地点:
俄罗斯莫斯科市红普列斯妮娅岸边大街14号，
EXPOCENTRE会展中心综合体3号展馆，邮编123100
电话：+7 (499) 795-37-99

费多洛娃.伊莲娜
电话：+ 7 (499) 795-26-07
E-mail: fe@expocentr.ru

www.renwex.r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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