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11th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r
Steel Construction & Metal Building Materials
地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

时间：2022 年 5 月 10 日-12 日

主办单位：
亚洲建筑技术联盟协会

广东省建设工程绿色与装配式发展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

广东省装配式部品部件分会

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装配式建筑分会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内装产业专业委员会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快装产业分会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屋面瓦委员会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

中国金盘房地产开发产业联盟

广东省墙体材料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佛山市装配式建筑协会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佛山市顺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钢铁贸易协会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天津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海外组织：
Argentina Green Building Council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eel-Framed Housing Inc.

BuildingSMARTMalaysia

prefabAUS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Vietnam Green Building Council

Master Builders Association Malaysia

Vietnam’s Associ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媒体宣传：CCTV、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人民日报、广东建设报、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门
窗幕墙月刊》、《工程建设实用手册》、建设网、建工网、预制建筑网、土流网、岁友空间、河姆渡、
BIM 建筑网、建筑英才网、纬天建筑工程信息资讯网、建设行业信息网建信网、中商建材网、智能制
造网、节能产业网、绿色节能网、绿色节能建筑网、绿建之窗、国联资源网、钢构在线、北洋钢铁网、
乐从钢铁世界网、不锈钢天地、易紧通、标准件网、轻钢别墅网、中国制造网、商虎中国、盘古机械
网、环球工程机械网、全国自动化网、自动化设备网等 300 多家海内外媒体。

上届展商代表
上海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都国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华星实业有限公司

济宁一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固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宏华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檀筑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丰源钢构有限公司

上海圩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河峰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新虹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中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至锋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中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孚瑞美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市翰鼎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万方建工轻钢有限公司

苏州斯旺西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山迅鑫钢管有限公司

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乃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鑫宏华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汇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华美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全新彩钢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昕钢材有限公司

天津市喜亿鑫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泊头市华宇压瓦机械厂

霸州市万事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泊头市海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凯景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市求实冷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毅辰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宝丽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省铭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思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图纳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鑫硕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环球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山建钢业有限公司

郑州玛纳房屋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南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亿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伯亿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三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跨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宁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阳江市宏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瀚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匹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神麒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克姆雷特（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潮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建材有限公司

惠州市光大五金有限公司

武汉波镁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艾珀耐特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岁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辛亚建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筑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澜雨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天工绿能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栢林士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胜昊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宏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连阔森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高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泰升型钢有限公司

广东共力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安雅园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一全塑胶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孚瑞美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昊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卫士防火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广东瓦纳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以凯门窗有限公司

广州金房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伊林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佰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珍木绿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博天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昊恒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天道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碧品居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杭州迈巴夫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寰宇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耐斯屋面瓦业有限公司

上海衡煦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天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博创住宅工业化有限公司

浙江可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禧屋住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摩勒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蓝梦智能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世方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元一畅想科技有限公司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索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远大模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快匠宅配(湖北)全屋整装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雅致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江盛建筑有限公司

乐迈石晶——财纳福诺木业(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浦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安必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托普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同心林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拓普锐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爱上柜族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广东格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任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三乐集成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广西建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贝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惠广深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江苏爱富希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鑫顺鸿源装配式房屋有限公司

浙江海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优派斯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杰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多姆斯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江西楷程科技有限公司

固特绿色建筑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广州越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街景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旺龙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云造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桂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新材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

广东美嘉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筑可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昱楚（上海）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深海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慧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茂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墙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元通胶粘实业有限公司

济南迪拜尔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联捷防水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山东奇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兹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贝加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欧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卡威英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昂世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冉凯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雄县夏氏包装有限公司

青岛信孚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南通金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固始县众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市长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友形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澳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爱吉姆(天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神州节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园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任丘华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展会回顾
2021 年 5 月 10-12，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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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拉开帷幕。本次展会 17 个馆联动，同期展览
面积超 17 万平方米，近 300 家建筑建材行业翘楚齐齐亮相 STEEL BUILD 2021，专业观众突破 80000
人次，300 多家海内外专业和大众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活动回顾
 2021 国际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
5 月 10 日，来自全国装配式建筑行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新型建筑结构材料在装配式建筑的
高质量发展和设计应用进行分享和交流，探讨领域内高热度的科技产品对于整个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以及优化升级的实现方式。

专家助阵
韩爱兴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
司原副司长、标准定额司原副司
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老
旧小区改造专业委员会顾问

王仕统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荣誉会长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陈振明

郭保生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会长

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院长

袁富贵
广东白云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副院长

孟庆林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节能
与 DeST 研究中心主任
建筑学系副系主任

李恺平

隋庆海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

副总工程师

公司深圳设计院副院长

刘

健

黄晨光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林

张

谷

枫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董事长

张卫东

吴

珠海铁木辛柯钢结构设计有限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总经理

海外设计部设计经理

李

许学勤

琳

凡

天工绿能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和住品（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总经理

 2021 年度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体理事大会暨全国乡村建设行动高峰论坛
 第二届广东省民宿行业大会暨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大会
5 月 10-11 日，两大论坛相继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建设行动、装配式建筑工匠
培训、村镇建设与住宅、农房建设模式、宜居型装配式农房推广、装配式农房经验、民宿产业发展创
新等展开讨论。此次论坛的召开为深化装配式农房企业间互动交流，探讨不同地区装配式农房技术体
系及推广应用模式，为推动我国宜居型装配式农房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模块化建筑专题论坛
5 月 10 日下午、11 日下午，中集模块化建筑主办了题为“绿色建筑，智造未来”的论坛活动，
特别邀请了学界、业界的诸多专家、大咖，从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政策背景、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比例到
建筑装修行业的碳排放现状，从建筑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的碳排放比例到企业的使命感与身体力行赋
能国家实现碳排放目标，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大家分享和探讨关于模块化建筑引领建筑工业化、建筑智
能化、建筑可持续发展的感悟与见解。专家们的分享精辟独特，博得全场的喝彩和掌声。

专家助阵

余永辉
奥雅纳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安

峣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杨小荻

聂

深圳小库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碳普惠创新发展中心

COO、联合创始人

主任

宋章树

吴

五邑大学—中集现代装配式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产业学院副院长

设计经理

肖良宇

王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圣戈班亚太区

精装事业部总经理

首席营销官兼首席数字官

顾

王志勇

骁

兵

凡

焕

安必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乐迈亚洲大客户中心

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南区总经理

陈

林

林

超

广东金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同心林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总监

总裁

名媒采访
STEEL BUILD 2021 获得大量新闻媒体前来深入访谈，如：CCTV 发现之旅频道《品质》栏目、腾
讯视频、凤凰视频、搜狐视频、网易视频、爱奇艺视频、中国建材频道-京港视通在线，更有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中山日报、南方 plus、人民网、海外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科学网、房天下、新浪乐居、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预制建筑网、建工网等几十家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对展会动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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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活动
2022 国际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
2022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内装产业专业委员会论坛
2022 广东省民宿行业大会暨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大会
2022 年度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体理事大会暨全国乡村建设行动高峰论
2022 第十四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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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屋面墙体材料与建筑防水技术展
2022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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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2 普通标展

国内企业（RMB）

12800/个

境外企业（USD）

2800/个

12m2 普通标展

国内企业（RMB）

17000/个

境外企业（USD）

3600/个

9m2 豪华标展

国内企业（RMB）

14800/个

境外企业（USD）

3200/个

12m2 豪华标展

国内企业（RMB）

19000/个

境外企业（USD）

4000/个

国内企业（RMB）

1300/㎡

境外企业（USD）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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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地

标展说明

规格：3m×3m 或 3m×4m，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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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标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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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开口的展位，另加收 500 元。

会刊及其它广告
封面

25000 元

门票背面广告

20000 元/2 万张

封底

20000 元

彩虹门

8000～12000 元/展期

封二或扉页

15000 元

礼品袋

20000 元/5000 个

封三或跨版

10000 元

大型广告牌

20000～30000 元

彩色内页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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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展商 RMB 20000 元/ 国际展商USD 3500元/节
节 20 分钟
20分钟

会务组联系方式：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6 258 268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 C 座 7 楼

官方微信公众号：CIHIE_CHINA

联系人：陈焕奕

E-mail：gzchy2009@163.com

手

机：13580434492

网

Q

Q：3234988523

址：www.steelbuildexpo.com

展商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