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8th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r
Steel Construction & Metal Building Materials
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17 日

主办单位：
亚洲建筑技术联盟协会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广东省墙体材料行业协会

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广东省商业地产投资协会

广东省建材绿色产业技术创新促进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金盘房地产开发产业联盟

住宅公园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快装产业分会

民宿头条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

庄家•共享农庄

支持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天津市钢结构协会

中国模板脚手架协会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

广州市建材行业协会

媒体宣传：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广东建设报、新浪地产、房天下、土流网、明源云采购、房
谷网、集成汇、金盘网、北洋钢铁网、
《钢构世界》、
《门窗幕墙月刊》、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建
筑节能保温》、
《地产线》、
《广东建材》、
《工程建设实用手册》、建设网、高铁媒体《快行者》杂志、
建房迷、世界建筑建材总网、建设行业信息网、Archina 建筑中国、中国建筑施工网、百大英才
网·钢结构站、钢构之窗、钢之家、中国钢结构在线、轻钢别墅网、搜活动房网、欧浦钢网、乐从
钢铁世界网、不锈钢天地、钢管天下、中国金属新闻网、中国金属商贸网、中国幕墙网、中国门窗
幕墙采购网、中国建筑工程信息资讯网、中国招标网、Africa details、Asian Manufacturers
Jounal、Build Avenue、Buildexpokenya、Buildings India Expo、Civil Engineering Portal、
Construction Shows、Construction1、Danish Steel Institute、Ecourbanhub、EventBrite、
Expo Book、Expo Group、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 Magazine、Find Exporters、
HAPTIC.ro、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of Latvia、Irsteel.com、Kapstroy、ME-Metals.com、Metalspain、Miriads、One Mega
Event、Prefab Newzealand、The Ukrainian Metal、Tobuild、Tradefairdates、Tradeshows、
WorldBuild 365……等 300 多家海内外大众和专业媒体。

上届展商代表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钢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电白建筑—广东穗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进源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优耐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祜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建材有限公司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经开区旺兴机瓦厂

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玉田县双赢瓦业有限公司

海南启程德瑞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质高（质宝）建材有限公司

辰泰（广德）智能科技建筑有限公司

东莞市智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欧瑞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丰尔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东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永昇水泥制件厂

广州玮莱房屋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巨工建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墅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盈信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安美捷轻钢房屋有限公司

东高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广东福美软瓷有限公司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日吉华装饰纤维水泥墙板（嘉兴）有限公司

智慧建造产业联盟

南京倍立达新材料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日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慧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湖玺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正堂保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顺大新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信孚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杰龙科莱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精翔工贸有限公司

徐州帝威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园丁鸟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盈尔安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大禾众邦建筑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民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新西兰 Solarei Limited

河北优耐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莱钢绿建国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粤岩棉制品有限公司

华诚博远（天津）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玉发达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泰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安之捷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蓝尔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卡艺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庆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快廉美集装箱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Vertex CAD/PDM Systems Pty Ltd

东莞市拓普锐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美国 Pinnacle LGS

苏州集能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

新西兰 Scottsdale Construction Systems

台州市凌辉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悉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九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意大利 Gasparini S.p.A

山东优耐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

佛山市孚瑞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力盈网架钢结构有限公司

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拓普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鑫宏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东日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全新彩钢结构有限公司

防震力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特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华峰辊压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超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美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华美板材有限公司

泊头市海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芬兰 Aurubis Finland Oy

上海伊熙彩钢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华星实业有限公司

南通华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檀筑实业有限公司

苏斯曼机械（无锡）有限公司

上海圩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鑫硕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伯億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市喜亿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跨标不锈钢紧固件有限公司

瑞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强星不锈钢有限公司

台湾富豊滚轮成型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商掠影

展会回顾
2018 年 5 月 15-17 日，第七届广州国际建筑钢结构、空间结构及金属材料设备展览会（以下
简称：STEEL BUILD 2018）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盛大举办。STEEL BUILD 2018 五馆联动，同期展
览面积超 50000 平方米，700 多家建筑建材行业翘楚齐齐亮相，专业观众突破 80000 人次，其中
海外观众 6000 多人次，300 多家海内外专业和大众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STEEL BUILD 2018 吸引了大量海外客商前来洽谈，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成为这些外商此行的
目的，集合了多元化的商贸合作需求。据保守统计，至少来自墨西哥、阿根廷、芬兰、俄罗斯、意
大利、匈牙利、乌克兰、罗马尼亚、比利时、埃及、斐济、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孟加拉国
等 90 多个国家的企业代表和业界人士莅临展会现场寻求合作契机，主要是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旅
游地产投资商，建筑工程设计、总包、施工、监理单位，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钢结构企业，住宅
系统集成商，建筑材料制造商、经销商，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建筑相关从业者。

展商评价
STEEL BUILD 2018 成功搭建了集政府对话、资讯传播、技术交流、合作交易于一体的国际高
效专业化平台，凭借多年来积淀的各界社会资源和强大的产业聚合能力，以及独有的外商组织能力，
广州国际建筑钢结构、空间结构及金属材料设备展览会已是国内最具规模和人气的钢结构展，也是
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和市场经济效益的钢结构产业展。

论坛回顾
2018 全球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2018 国际旅游与度假开发峰会、第二届中国“乡村+”论坛、
欢迎晚宴等近 10 场高端活动轮番上阵，近百名大咖齐聚会场，如：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
建筑委员会秘书长采明勇，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快装产业分会秘书长刘亚勋，广东省建材绿色产业技
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府生、副会长黄文伟、秘书长刘涛、副秘书长何启穗，广东省墙体材料行业协
会秘书长朱燧谋、副秘书长钟平、办公室主任陈越云，东莞市建筑金属结构行业协会会长武爱
军……。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全球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聚集了来自国内外装配式建筑行业的建设、科
研、设计、施工等专业人士，探讨如何发展“低耗、高效、经济、环保、集成与优化”的绿色建筑，
共话行业赋能发展；2018 国际旅游与度假开发峰会则以民宿、共享农庄、古镇开发、营地建设、
乡村建设、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多个热点话题带动了行业的思考与头脑风暴。

以下列举参加上述会议的部分到场嘉宾

刘敬疆

廖江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展中心绿色建材部品处处长

科技信息处处长

黎加纯

陈志华

碧桂园集团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钢结构协会会长

院长

天津大学教授

王仕统

陈振明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会长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秘书长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中建钢构技术管理部总经理

王

刘琼祥

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建筑产业化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限公司总工

易铭浩

江炳生

远大住工广东公司总经理

中民筑友建设集团总裁

王

吴蔼冬

磊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拓展部总经理

执行总经理

王

非

李志安

武汉悉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

董事长

钢结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

龚

康

武

宝业大和工业化住宅

广东中辰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董事长

Gordon Barratt

Warren McGregor

新西兰国家钢架结构住房协会

澳大利亚预制建筑协会

总经理

首席执行官

Dr. Mohd Faris Khamidi

Gian Piero Gagliardi

英国雷丁大学

意大利 Nordimpianti

马来西亚分校教授

System Srl 总裁

李

金光辉

季

清大文产（北京）规划设计

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

研究院院长

秘书长

唐色芳
广州园丁鸟房屋科技有限公
司 CEO
深圳市马斯其尼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总经理

谭中意
民宿头条创始人
中国旅游民宿联盟发起人

朱方勇
广州玮莱房屋建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钟鹊飞
北京万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家共享农庄创始人

精准对接
STEEL BUILD 2018 组委会加大国际推广力度，共邀请了 50 多家外商，近 100 人的采购团队参
加“第二届装配式房屋海外项目采购对接会”，这些外商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西、丹麦、德国、厄瓜多尔、菲律宾、加拿大、马来西亚、南非、泰国、香港、新西兰、以
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智利、阿拉伯国家。数十名外籍客户带着项目设计规划图，与
14 家中国优质房屋供应商进行一对一商务洽谈，双方均表示本次对接会卓有成效，收获远超预期，
现场不乏有直接成交者，并有部分达成多单采购、加盟意向！本届采购对接会于展会第一天下午火
热进行，为企业和专业买家搭建了快速接洽和深度沟通的贸易平台。

优质供应商
蓝海乐家（苏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欧瑞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卡艺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草根民墅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安之捷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园丁鸟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玉发达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启程德瑞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悉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北新集成房屋制造（海南）有限公司

辰泰(广德)智能科技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优耐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拓普锐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国际采购商
公司：Canningvale Australia Pty Ltd

公司：Architectural Imports

姓名：Francesco Prainito，Bonnie Prainito

姓名：Jacobus Ceronio,Pat Prince

公司：NITMA Consulting Pty Ltd

公司：Formosa transnational inc.

姓名：Hugh Nguyen

姓名：Ms winnis.tong ，Mr. Austin Shang

公司：SMS group

公司：SnagR Ltd

姓名：S.Ranjitkumar

姓名：George Wong

公司：DL DESIGN ASSOCIATION

公司：Te-Enterprise

姓名：MUNASINHA A LANKATILAKA
WEERASINHA
公司：CJ HOMES
姓名：Saiprasad Kulkarni
公司：Verdi Contractors
姓名：Carlos Garces, Naoni Moreno
公司：Bauer building materials
姓名：Henry Quan,Hung yu
公司：Upperhand Holdings Inc
姓名：Sherolinnah Eang,Arichitect
公司：Samoy International
姓名：Kristof Samoy

姓名：Long Nguyen
公司：Mi Square Group Pty Ltd
姓名：Gilbert Tang，ENM Design，Melania AD
公 司 ： SUNGLOBAL INDUSTRIES AND TRADES
CO.LTD
姓名：Mr Abhijeet
公司：OMA
姓名：Dmitry Chernyshov
公司：DiamondZ are for now
姓名：Dario Marchiori
公司：Alay Bal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姓名：Charlito Ayco，Leonilo Escalada，

公司：Bella Qld Properties

Eliezer Vicente Banares Jr

姓名：Ben Cheng

Pedro Macorol，Mary Grace Balo
David Liban，Saturnino Bacunga

公司：Atlas Steel PNG
姓名：Bruce Brockhurst，Peter Browne

公司：Borkar polymers
姓名：Aditya borkar，Suboah Jawoat

公司：Solvabuild LLP
姓名：Aman Jalota

公司：Al-Hajj Travel and Tours
姓名：Abdul Wahab，Abdul Waheed

公司：Live
姓名：Sai

Khalid Iqbac Malik，Mohammed Mustafa

公司：Westside Real Estate

公司：Silver Star Estates Pvt. Ltd.

姓名：Daniel Azadegan

姓名：Neel Gupta, Arvind Gupta

公司：Schoenfeld

公司：BOOKAR

姓名：Yair Schoenfeld

姓名：Aditya Borkar

公司：Bellandia lodge
姓名：Marjorie Casstro
公司：Proper Resources
姓名：Mokhtar Mannan
公司：Wijaya Karya Bangunan Gedung Tbk
姓名：Nur Al Fata，R.Wahyu A Wisnu，Harwin Dwi SP

公司：Okum e.i.r.l
姓名：Adrian Horno
公司：WADCO
姓名：Jason Atkins
公司：CDL Limited
姓名：Damon Seifert

公司：Zharbiz International, Inc
姓名：Azhar Khan Zharbiz，Enrico J. Monzon
Jr. Kenn Ryan Otarra

公司：Urban Village Property
姓名：Janine Broxton

公司：TARI Metais

公司：Garanga

姓名：Ricardo Silva Faria

姓名：Carlos Garces

公司：LHTI

公司：Spawn Studio

姓名：Mr Daniel Loh ，Mr Po Leong

姓名：Bryan Lee

公司：the gardenstudio.co ptt
姓名：Joseph Cade
公司：IXIA INVESTMENTS
姓名：Khaleel Patel
公司：SHEA Engineering
姓名：Anthony Riviere

公司：Creative solution co
姓名：Abdula Almukhaini
公司：Wire Works
姓名：Charles Benbow
公司：Unique Products
姓名：Hanne Rasmussen

公司：Soaring Heights Care LTD
姓名：Creanna Dodson

公司：Spawn Studio
姓名：Bryan

公司：E.N.K Construction
姓名：Arie Kenigsvain

公司：Golden Sharp Trading Ltd.
姓名：Charles Kim

公司：Altus Capital Partners
姓名：Yang,Nawinda Chirayvkool
Krisada Kaweeyar

公司：BRANDote
姓名：Irvin Figueroa

组团参观
在政策和企业共同的助推之下，对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产业感兴趣的人数与日俱增。STEEL BUILD
2018 迎来不少商协会、企业单位等自发组团参观，如国内规模最大、钢材现货最全、设计最先进
的国家级钢铁专业市场——乐从钢铁世界，建筑工程承建商——博联控股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镇
商会，云南玉溪市政府考察团等。

参展范围
1、钢结构及钢铁产品，包括建筑金属结构、钢结构、轻钢结构、重钢结构、海洋结构、预应力结
构、钢砼组合结构、空间网架结构、拉膜结构等空间结构；重钢、轻钢、H 型钢、无缝钢管、
工字型钢、冷弯型钢、特殊钢材等；
2、建筑钢结构板材、板件，包括中厚板、压型板、采光板、夹芯板、不锈钢薄板、镜面板、艺术
板、镀钛板、彩色涂层板等板材；不锈钢棒、线、管材等；彩钢、钢结构预制品等；
3、钢结构连接产品和设备，包括各种固件锚栓及标准和非标准紧固件，螺栓，栓钉，铆钉，锚夹
具；
4、建筑钢结构安全防护工业体系，包括涂料、防腐、保温、隔热、防水、防火耐火产品及防爆技
术；
5、新型住宅房屋技术及配套装饰、装修产品类：新型房屋设计、建设单位、新型结构产品、墙体、
屋面、门窗、龙骨、幕墙、楼层板、吊顶、遮阳系统、通风设备；
6、铝合金、塑钢、非金属装饰性材料及相关技术和设备类：铝合金、塑钢、复合材料等装饰性构
件和板材、玻璃制品；
7、立体车库设备、钢结构门业；
8、金属钢结构加工配套设备及检测设备类，包括各种成型加工设备、焊接设备、焊接材料、切割、
铸造、数控技术及五金电动工具、施工安装机具、喷涂设备、涂锈设备、钢材检验、探伤设备
等；桥梁、塔桅、容器、管道的制造加工设备；
9、计算机设计、分析、计算与 CAD 绘图软件类：各类钢结构设计、分析、计算软件；项目管理、
投标及工程预算软件；加工中心与结构样图 CAD 工作站等；
10、设计及施工展示（大型场馆、会议中心、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技术及方案，大型施工公司示
范工程）；

同期专题展
2019 第十一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展
2019 第九届广州国际预制房屋、模块化建筑、活动房屋展
2019 第九届广州国际屋面墙体材料与建筑防水技术展
2019 第九届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
2019 广州国际篷房、帐篷及配套设备展

同期精品活动


2019 全球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



2019 国际旅游与度假开发峰会



第三届中国“乡村+”论坛



第三届装配式房屋海外项目采购对接会
本活动旨在为供需双方提供增值服务，为展商获取国际订单，为采购商推荐最佳供应商，所以

只对优质参展商和采购商开放。参加对接会的采购商是组委会从实名注册登记参观博览会中重点挑
选的客户，均是有重大项目和近期采购计划的决策管理人员。因此，为了成功配对，参加对接会的
参展商必须拥有自主进出口经营权，具有相关资质和专利技术的品牌企业将得到优先安排
为了保证对接会质量，组委会对供需双方都将进行严格筛选，保证同类型产品供应商不超过 5
家，每家供应商可以至少对接 5-10 家采购商；申请参加对接会的企业，现场须自备外贸人员（限
1-2 名），并交纳报名费 3000 元/家，该费用主要用于外商接待、洽谈场地和配套设施、翻译服务
等。
目标观众
工业建筑、新能源建设、铁路建设、桥梁、市政建设、环保工程、城市公共设施、智能电网、
“三网合一”、海洋工程、石油化工、水利建设、地质勘探、消防、通讯、军事工程及抗震救灾的
承建施工单位；大跨度工业厂房、仓库、冷库、高层建筑、办公大楼、多层停车场、体育场馆、机
场航站楼、货场、站棚的投资开发商和业主；设计事务所、科研院所、工程顾问公司、政府部门；
钢结构产业链产品制造商及采购人士。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国内企业（RMB）

12800/个

境外企业（USD）

2800/个

豪华标准展位

国内企业（RMB）

14800/个

境外企业（USD）

3200/个

国内企业（RMB）

1300/㎡

境外企业（USD）

280/㎡

空 地

标准展位说明

36 ㎡起租，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位
需自行设计、装修, 另按展馆规定收取
特装管理费 50 元/㎡

规格：3m×3m，含三面白色围板（高 2.5 米）
、一张洽谈台、折椅二把、日光
灯二盏、中英文楣板、垃圾篓、地毯、500W 照明插座。豪华标准展位除以上配
置外，对展位进行统一豪华装修，有效体现参展企业整体实力与形象。效果图备
索。双开口的展位，另加收 500 元。

标准展位

会刊及其它广告
封

面

25000 元

门

封

底

20000 元

企业简介

1000 元

封二或扉页

15000 元

展览快讯

5000 元/5000 份

封三或跨版

10000 元

彩虹门

8000～12000 元/展期

彩色内页

5000 元

礼品袋

20000 元/5000 个

黑白内页

3000 元

汽 球

6000 元/展期

大型广告牌

20000～30000 元

参展(观)商证件广告

3 万元/3 万个

技术交流会（产品推广会）

20000 元/2 万张

国内展商 RMB 12000 元 国际展商USD 2000元/
/节 15 分钟
节15分钟

会务组联系方式：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票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6 258 268

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中 99 号
（科汇金谷）科汇一街 7 号 3 楼

电

话：020-87146888/899

网

址：www.steelbuildexpo.com

传

真：020-82579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