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项目信息资源平台，促进工程建设

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于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强国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等一系列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第三届大会2022年5月14日-1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举办。

本届展会涉及建材、电梯、模板脚手架、管材管件、电力建设项目物资设备、交通建设项目物资设备、集成房

屋、装配式建筑、大型施工设备及工程物流等展区，50余家大型总包企业、150余家优秀供应商现场展览展示，同

期举办20场工程采购对接会，涉及房建、电力、交通、工业建设等多个建筑领域，300余家工程建设、勘察设计等

总包单位参与采购，展期举办16场专业论坛。

本届介绍

 汇聚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对接工程采购优势资源

 打造展示企业实力、营销推广品牌、洞悉行业动态的商贸平台

 开启宣传新产品、交流新技术、拓展新渠道的专业窗口

大会宗旨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寰亚（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内支持：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武汉市商务局、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中国贸促会信息中心、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中国国际

工程采购联盟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建筑产业化联盟、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温州市电梯行业协会、北京

住宅房地产业商会、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福建省地产商会、湖南省不动产商会、陕西省房地产商会

国际合作机构（部分在邀）：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尼日利亚中国总商会、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泰国北京总商会、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中国非洲

工业合作发展论坛、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展览计划：

展览日期：2022年5月14-16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展览面积：2万平米

展期活动：20场建筑工程采购对接会，16场专业论坛

专业观众组织：预计20000人次

第三届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组织信息



第三届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组织信息

中国建筑国际工程公司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公司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北京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房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建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公司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中武（福建）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中甘国际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锦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开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鲁班（北京）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采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 Descon 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协办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面向展商的专业核心服务

1.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汇总的6782个特、一级资质建筑业

企业为核心重点、利用多种信息渠道，重点邀约，并以

多种方式参加大会；

2. 面向全国64673家拥有总承包建筑业务的企业次要邀约，

利用多种宣传渠道大数据抓取等技术反馈获取优质卖家

数据，定向邀约；

3. 依靠合作方联合举办城招会的资源，邀请新地产业务百

强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邀请50家地方政府及城投公司

参与；

4. 广泛发动300余家合作伙伴、协办支持单位利用自身渠道，

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展会宣传，吸引更多专业观众关注及

参与；

5. 百家合作媒体集中宣传，扩大展会知名度，吸引更多专

业观众关注展会；

1. 按 房 建 、 交 通 （ 铁 路 、 公 路 、 航 空 、 港

口）、电力、铁路、冶金、工业、石油石

化、轻工、机械、安装、装饰、国际投融

资、国际机构、新地产、城市招商分类的

20余场专场对接会，受邀集团300家以上；

2. 以受邀集团为核心，以延申对接集团各级

子公司、项目部采购需求、项目分包、投

融资对接为目的的更深层次、更宽范围、

更广泛信息的专属对接会

1. 20余场专业论坛，汇聚百位行业精英，前

沿资讯、帮助您为未来决策；

2. 采购联盟认定供应商签约推广会；

3. 献礼建党100周年工程成就展；

4. EPC优质工程奖，EPC优质供应商奖；

分行业组织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多信息

的专属对接会

以全国特、一级资质建筑业企业为核心，面向总承包建筑企

业从事采购、运营、决策等部门的专业人士定向邀约

分行业组织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多信息

的专属对接会

展商专属对接会 专业观众组织 丰富的论坛活动



采购展会与传统主流行业展的优势比较？

以满足工程总承包采购需求为主要诉求及切入点，通

过展示9大行业精品展商为手段，达到采购展会对接展

示目的

专：专业采购综合展览会

通常为某一行业甚至某一项产品的展览会，以交流信

息、洽谈贸易、招商代理为主要诉求，兼具专业买家

的采购需求

专业类展会

专注工程采购，采购方为主要专业观众，可以满足采

购方的多行业采购需求，并满足采购方精品采购的实

际需要

精：精准对接专业采购买家

展会定位不同，工程采购企业数量有限，行业同质竞

争激烈，参展企业容易被同行展商淹没

专业买家数量有限

采购大会论坛以工程总承包行业论坛为主，吸引总包

采购单位参加，兼有部分行业论坛；

活动内容更贴近总包采购方，工程成就展、采购对接

会、EPC工程奖均是以供采双方相关联的活动为主

特：特色专业论坛满足供采需求

一般以行业技术交流、推广、招商为论坛主题及目的；

也有部分对接会，但规模有限

专业论坛、活动诉求不同



专业采购方、专业观众、专业组织

300

20000

20

现场VIP采购单位

专业观众组织

专业外呼团队

20场采购对接会，300家特邀总承包企业采购部门参与，现场与展商面对面、

直接采购对接

提前登记每家采购方拟在建工程项目、工程采购计划需求，为展商提供专属

对接服务

组织全国10万家建筑业企业，5000万从业人员中从事采购、运营、决策部

门等专业人士广泛参与

邀请工程建设9大行业产品经销商、代理商、贸易商观展参会，提高企业的

展示效益

20人专业外呼团队、通过多种方式定向邀约，满足展会专业观众组织需求



20场采购对接会实现精准对接（展商专属服务）

第1场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国际工程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第2场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第3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建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中电建振冲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第4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山东泰开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5场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北京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第8场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国煤炭海外开发有限公司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新工（中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7场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北京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鲁班（北京）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6场
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0场采购对接会实现精准对接（展商专属服务）

第9场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房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第10场
北京住总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青建国清置业有限公司
朗诗绿色地产北京公司
蓝光阿拉汀建材集采大平台
珠海采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11场
芬兰巴佛集团 Bafogroup OY ltd
巴基斯坦 Descon 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四建（集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中武（福建）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第12场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锦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第13场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公司
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16场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15场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第14场
北京丽贝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福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北京城建华泰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场采购对接会实现精准对接（展商专属服务）

第17场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中甘国际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盛国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华陇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昊海建设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发海外建设有限公司
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和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建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18场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开元数智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第19场
（国际投融资专场对接会，部分在邀）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欧洲投资银行
泛美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第20场
（国际机构专场对接会）
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馆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
乌拉圭驻华使领馆
南非驻华使领馆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
日本振兴机构
马德里投资促进处
德国联邦外贸投资署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
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
加纳驻华使领馆
科特迪瓦大使馆

更多场次对接会正在筹办中
新地产项目专场采购对接会

全国重点城市专场招商推介会
央企与地方政府项目合作对接会
………………



①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工程采购联盟供需合作高峰论坛暨在建工程项目投融资、分包及设备物资采购对接会

② 第七届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市场报告会暨一带一路项目对接交流会

③ 中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智慧供采对接峰会

④ 中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项目合作对接会

⑤ 第二届国际工程投融资案例研讨高峰会暨投融资项目对接会

⑥ 第三届海外工程项目风险控制与管理论坛暨项目合作对接会

⑦ 第二届房屋建筑项目合作发展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⑧ 第二届铁路建设及技术创新发展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⑨ 第二届电力工程EPC电力技术创新发展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⑩ 第二届水利建设技术发展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⑪第二届工业建设项目技术发展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⑫第二届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新技术交流研讨会暨采购对接会

⑬第二届建筑装饰创新技术交流研讨会暨采购对接会

⑭第二届数字建筑论坛暨BIM技术交流应用推广对接会

⑮一带一路建设与电梯产业出口机会研讨会暨采购对接会

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装备发布会

特色专业论坛及 会议



亮点活动精彩纷呈

工程采购对接
会

国际项目对接
会

• 20场工程采购对接会，300

家业主及工程建设单位、重

点采购商；按拟在建总包项

目对接采购；按行业、分场

次、时段和展商对接

• 国际项目对接会，50家国际

采购商；按项目需求，有组

织的和展商对接

央企与地方政
府

项目合作对接
会

• 邀请多个省份、城市地方政

府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pp示范项目、投资推介项

目、园区招商项目、现代服

务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与

央企对接

城市建设招商与
新地产采购对接

会

• 中国城市发展论坛暨全国重

点城市招商推介会

• 新地产采购对接会

采购联盟认定供应商
签约推广会

• 工程建设产业链9大行业优

选供应商

• 联盟内推广、签约仪式

献礼建党100周年
工程成就展

•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献礼！

• 展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

程建设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取

得的辉煌成就

• 通过文字、资料、图片及视

频影像集中展示

EPC优质工程奖
EPC优质供应商奖

• 每年由EPC评审委员会评审

• 奖励运用创新技术驱动建筑

科技进步的工程建设单位、

设备物资供应单位



10个主题展区

工程物流服务
展区

工程总承包、
建筑设计与咨
询、建筑信息
化、在线采购
平台展区

管材管件展区
装配式建筑与
集成房屋展区

电力建设项目
设备物资展区

主题展区

建筑材料与装
饰材料展区

工程施工机械
设备展区

交通建设项目
设备物资展区

模板脚手架及
高空作业平台

展区

电梯展区



本届参展展商-建筑施工及设计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

芬兰巴佛集团 Bafogroup OY ltd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青建国清置业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届部分参展展商-供应商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通祐电梯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泛达网络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科勒电力（中国）有限公司

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亚示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诺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德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永益同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立信泰达商贸有限公司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浩博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电气有限公司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金瑞建工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深润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禹都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永得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河北孚牛图睿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普石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斯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实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亚细亚建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乐华锋泽贸易有限公司

九牧（厦门）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雅丽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路嘉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雅彩钢钢构有限公司

青岛泰凯英轮胎有限公司

上海统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阳集团（KINGYOUNG GROUP,S.L）

浙江博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牌橱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王力门业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众鹏管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明珠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冠华东方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群力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天津开发区津海通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思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福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成都返空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泉利海外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军星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冠县仁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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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上午

9：30-9：45 开幕式

9：45-11：00 领导嘉宾巡展

2.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装备发布会 /项目签约仪式

（地点：展馆主会场，参会人数：不限）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上午 10：00-11：00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装备发布，项目

签约仪式

3.第七届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市场报告会暨一带一路项目对接交流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地点：展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上午

11：00-11：30 商务部合作司领导作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报告

11：30-12：00 商务部亚洲司领导作亚洲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报告

12：00-12：30 商务部西亚非洲司领导作西亚非洲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报告

1.开幕式暨领导巡展

（地点：南登陆大厅，参会人数：500人）

5月14日论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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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下午

13:30-14:00 世界银行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4:00-14:30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4:30-14:50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李鑫尧

《匠心筑企 合作共赢 倾心打造国际市场“兵”字号工程》

14:50-15:10 西班牙金阳集团（KINGYOUNG GROUP,S.L）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5:10-15:30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5:30-15:5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采购部部长 王华利

《生态供应链管理赋能企业核心竞争力》

15:50-16:10 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6:10-16:30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外部总经理、中建珠江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张嘉《架构更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

16:30-16:50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管理部副经理 张晓梅

《完善体系建设，集采与降本同步发展--国际承包工程采购方式浅谈》

16:50-17:00 联盟认定供应商签约推广会

4.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工程采购联盟供需合作高峰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工程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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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带一路建设与电梯产业出口机会研讨会

联合主办单位：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上午 10:00-11:00

电梯行业专家解读—一带一路建设与电梯产业出口机会

奥的斯电梯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电梯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环节

优秀电梯应用案例分享

电梯出口影响力品牌授牌仪式

6.第二届电力工程EPC电力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上午

11:00-11:20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葛立武 副总裁

《中材节能在综合能源供给方面的智能和节能性解决方案》

11:20-11:4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 吕国辉 设备部主任

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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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届铁路建设及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下午

13:00-13:20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3:20-13:40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3:40-14:00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8.第二届数字建筑论坛暨BIM技术交流应用推广对接会

协办单位：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下午

14：00-14：20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洪芸 总建筑师

《超大异性建筑BIM项目实践分享>

14：20-14：40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乐 中国铁建BIM工程实验

室技术主管 《基于TOD城市融合的轨道交通智慧供电系统研究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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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届建筑装饰创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协办单位：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贝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下午

14：40-15：00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高云柯 物资总监

《对外工程项目精装设计与工程采购结合心得分享》

15：00-15：20
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原 采购管理部负责人

《新疆建工和中建新科装饰的发展》

10. 第二届水利建设技术发展论坛

协办单位：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日下午

15：20-15：40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陈绍松 副总工

《中水北方“一带一路”的践行者》

15：40-16：0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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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中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智慧供采对接峰会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湖南省湘联不动产商会、福建省房地产商会、陕西省房地产商会、河南省房地产商会

支持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地点：展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人）

日期 时间 内 容

15日上午

9:00-10:00
参观2021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
签到进场

10:00-10:30
中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论坛开幕式
领导专家主办协办领导致辞

10:30-11:00 专家解读：当前房地产政策解读

11:00-11:30 主题演讲：助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从数字供采开始

11:30-12:00 政府代表发布招商投资项目

15日下午

13：30-14：00 领导致辞

14：20-14：50 专家解读：当前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方向

14：50-15：10 演讲主题：《地产运营，高质量发展，从数据开始》

15：10-15：35 演讲主题：装配式建筑，助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5：35-16：00 央企单位：数字供采发展趋势及采购发展方向

16：00-17：00
会长论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趋势讨论

论坛嘉宾：八省市房地产商会会长

5月15日论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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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届房屋建筑项目合作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5日上午

9：30-9：50
中建三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李庆达

《BIM+智能建造在总承包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9：50-10：10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0：10-10：30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0：30-10：50 泛达网络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0：50-11：10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1：10-11：30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1：30-11：50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1：50-12：10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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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届工业建设项目技术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5日下午
13：30-13：50

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 陈文国 青岛分院院长

《我国冶金行业发展形势》

13：50-14：10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4. 第二届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联合主办单位：浙江交工集团股份公司

协办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5日下午

14：10-14：30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吕东 总工办（咨询审查中心）

《智慧公路建管养运技术研究》

14：30-14：50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崔优凯 副总工程师

《智慧交通建设探索与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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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二届国际工程投融资案例研讨会暨投融资项目对接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5日下午

14：50-15：10
中国工商银行 俞敏浩 项目融资主管

《新形势下对外工程承包融资机遇与挑战》

15：10-15：30
中国进出口银行 王晔 客户部业务四处处长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承包工程企业走向世界》

16. 2022海外工程项目风险控制与管理论坛暨项目合作对接会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5日下午

15：30-16：0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采购顾问 郭小薇

《中国公司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投资项目中的经验与教训》

16：00-16：30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税务部合作人 周颖

《后疫情时代跨境投资和供应链管理的税务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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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协办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地点：展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人）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6日上午

9：30-9：40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领导致辞

9：40-10：00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0：00-10：20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董事会董事刘罗炳先生发表演讲

10：20-10：50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做主题演讲

10：50-11：00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执行总经理陈波发表演讲

11：00-11：2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海外事业部执行总经理 张勇

《中国咨询设计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与思考》

11：20-11：40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食品盐化设计工程部总经理 王甫

《食品制造的产业升级我们如何应对》演讲

5月16日论坛日程安排



展位租赁



单项商务服务费用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费用（万元）

单项论坛冠名
主论坛冠名+黄金时段演讲 20

分论坛冠名+黄金时段演讲 10

论坛演讲

主论坛20分钟（上午非黄金时段） 10

主论坛20分钟（下午非黄金时段） 6

专业论坛20分钟（黄金时段） 2

专业论坛20分钟（非黄金时段） 1.5

资料发放 专业论坛每场 0.3

参观指南 封底广告 3

手提袋广告 30000个 10

会刊广告 插页 0.3 

对接区广告 对接区门口外围两侧展板，2.5m*3m 3.5 /块

对接区外围展板，2.5m*3m 2/块

主会场广告

主会场门口外围两侧展板，2.5m*3m 3.5 /块

主会场场外展板，2.5m*3m 2/块

主会场场内展板，2.5m*3m 2/块

主会场易拉宝（一对） 0.4

分会场广告

分会场门口外围两侧展板，2.5m*3m 3.5 /块

分会场场内展板，2.5m*3m 2/块

分会场场外展板，2.5m*3m 2/块

分会场场外易拉宝（一对） 0.2

会议室椅背广告贴纸（10cm*20cm） 主会场及分会场 5

展后报告（定向发送1万份） 封底 2

商贸配对 面议

大会官网 通栏广告 10

半栏广告 5 

大会官微 信息推送 0.5

媒体资源 媒体专访 面议

晚宴赞助 独家赞助 10

大会穿梭巴士 车身广告 3

礼品发放包括印有公司
LOGO的纪念品，如笔、
日历、书签、U盘等；
（企业自行提供）

60份起（发放方式面议） 1

午餐广告 餐券背面 2

大会用水 1万瓶矿泉水+定制logo 2

地贴广告 展馆主通道（2个） 0.5

展商证增加 1张 0.1 



商务合作 方案

服务项目
（各套餐方案各项目不可分割）

赞助类别

钻石赞助（1家） 价值：万元 铂金赞助（2家） 价值：万元 黄金赞助（不限） 价值：万元 白银赞助（不限） 价值：万元

冠名权 展览会冠名
20

伙伴关系 冠名单位 战略合作单位 15 协办单位 10 支持单位 5

特装展位 200平米左右 30 150平米左右 22.5 100平米左右 15 50平米左右 7.5

媒体报道 展会冠名（全媒体） 20 战略合作（部分媒体） 15 协办单位（部分媒体） 10 支持单位（部分媒体） 5

视频媒体采访+报道 10+ 5 7+ 3.5 5+ 2.5 2+ 1

大会官网 通栏广告，10篇软文+1篇专访 5 半栏广告，8篇软文 2.5 1/3栏广告，5篇软文 1.8 1/4栏广告，3篇软文 1.3

大会官微 10篇软文+1篇专访 5 8篇软文 4 5篇软文 2.5 3篇软文 1.5

展期大屏幕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 全天10次，每次10分钟 5 全天8次，每次8分钟 3.5 全天5次，每次5分钟 2
全天3次，每次5分钟

1

开幕式 开幕式致辞+剪彩 10 开幕式剪彩

LOGO展示 全部宣传画面 10 部分宣传画面 7.5 部分宣传画面 5 部分宣传画面 2.5

演讲机会
2个主论坛上午第一黄金时段演讲30分

钟
40

2个主论坛上午次黄金时段演讲
20分钟（上午）

30
1个主论坛下午黄金时段演讲20分钟（下午）

+1个分论坛黄金时段演讲30分钟（上午）
16

1个主论坛下午次黄金时段演讲20分钟或
1个分论坛黄金时段25分钟演讲

10

展商证数量 50张 5 38张 3.8 25张 2.5 15张 1.5

资料发放 咨询台、大会手提袋、贵宾室 8 咨询台、2个主论坛 6 咨询台、1个主论坛+1个分论坛 3 咨询台 1.5

群发邮件 1000+专业采购方 4 700+专业采购方 2.8 500+专业采购方 2 200+专业采购方 0.8

会刊广告 封二+扉一拉折页（正反共4页） 5 封底 1 扉二 0.5 扉三 0.4

招待晚宴名额 10人 1 7人 0.7 5人 0.5 2人 0.2

住宿（2晚） 1套+3标间（五星） 1.2 3标间（五星） 0.6 2标间（五星） 0.4 1标间（五星） 0.2

实际价值 174.2 118.4 73.7 39.4

赞助费用
（优惠后价格）

98万元 75万元 50万元 25万元



诚邀您参展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