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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4日-27日 

打造全国建筑行业 

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01 关于展会 



部市领导作出重要指示及部署，以大规模、高品质自办首

展作为北方国家会展旗舰平台正式落地的重要项目 ，创

造历史重要意义。 

全面打造最权威高端会展平台。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改变中国面貌”重要论述 

首展将作为致敬建党100周年的实际行动。  



住建部、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 

“中国建造”将成为光彩夺目的“国家名片” 

住建部等十三个部委联合发文：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新基建”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30余个省市发布计划总额已超40万亿， 

   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内生动力，建筑业发展的能量空前释放。  

办展主题： 

绿色、智慧、工业化 

住建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建筑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中国北方国家会展旗舰平台  

 涵盖建筑相关的70多个领域 

 可带动辐射建筑行业 

相关资源 

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国家会展中心 

优越的硬件设施及配套 

专业策划及运营团队 

   国内外建筑企业的桥梁纽带 

展示中国支柱产业成就 

探讨建筑业改革发展 

拥有5000家大型企业会员单位 

强强联合   打造建筑行业权威平台 



特别 

支持单位 

战略 

合作伙伴 



展会亮点 



打造中国建筑行业成就主题专区 

以举办“高起点、高品质” 全产业、大规模建筑业展览盛会作为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成的首秀， 

为建党100周年大庆献礼， 

组委会在展会期间重点打造“中国建筑行业成就主题专区”， 

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筑发展历程及重要里程碑。 



创建超大规模全产业链专业展示交流平台， 

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秀展览 

汇集建筑业“规划、设计、建造、运维” 

全产业链上千家知名企业机构， 

规模高达15万平方米， 

将充分展示北方国家会展旗舰平台实力， 

提供行业一站式解决方案，共享商业价值。 

 

GIB将全力打造“中国建筑业展会”专业品牌， 

目标成为“绿色智慧建筑引领标杆”和前瞻性平台， 

推动建筑行业创新发展， 

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实现“产、学、研、用”  创新成果转化对接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创新驱动为引领，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

顶尖科研机构；建筑设计、建设品牌企业；住建职能管理机构、房地产开发商、EPC项目总承包单位等多方力

量，实现产业与关联产业、研究机构和建筑业企业精准对接，成为建筑领域尖端技术、科研成果的转化高地和

项目对接平台。 



聚焦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以智能建造为技术支撑，以建筑工业化为产业路径，以绿色建造为发展目标， 

落实“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战略，实现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 

助力中国从建造大国走向建造强国。 

 

聚焦智能建造与建筑业化协同发展 



带来沉浸式观展新体验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建设，全馆采用装配式建筑，并携手华为

与清华同方，打造领先的数字化场馆。展商和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绿色智慧建筑的魅力，开

创参展和参观的全新体验。 



展会规划 

展览面积 

15万 

㎡ 
15万 
人次 

参观观众 参展单位 

1000+ 
家 

论坛设置 

主论坛 
及平行论坛 

主论坛规模 

1500+ 
人 



多展区全方位展示 立体综合呈现 

全产业链成果转换、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 



展区分布 



S1号馆-建筑实施综合解决方案 

展区特色介绍 

-绿色施工， 打造安全环保工地 

-智慧赋能，为建筑施工提质增效 

-一站式解决方案，数字化赋能 

<降本增效，一站式解决方案> 



展区特色介绍 

S2号馆-海绵城市及绿色建材 

<海绵城市，绿色建材，预见未来> 

-海绵城市，破解城市 “ 地上河 ” 困境 
-技术革命，助推绿色建材转型升级 
-以绿色环保建材为核心，贯穿建筑全产业链 
 



展区及展品类别介绍 

-展会最大特色展区，展示最前沿的产品及技术 

-把握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方向，定义工业化建筑新未来 

-装配式赋能医疗建筑，助力防疫建筑新模式 

S3/S6号馆-装配式建筑 

展区特色介绍 

<用建筑装配未来> 



-汇集建筑节能领域新方向、新技术、新产品 

-用能更智慧，建筑节能与新基建充分融合 

-以“以人为本、生态环保、节能减耗”为宗旨，实现人、 

建筑、自然的和谐统一 

S7号馆-建筑节能 

展区特色介绍 

<能源革命，建筑先行> 



-打造绿色智慧环境，守护室内舒适健康 

-抗击疫情突袭，聚焦呼吸健康 

-以数字化助力新基建，构建绿色智慧高效建筑 

S8号馆-舒适系统 

展区特色介绍 

<智慧时代，舒适未来> 



-聚焦“新基建”推动园区整合升级，开启智慧园区时代 

-可视化呈现智慧园区运行核心系统各项关键数据 

-展示智慧园区建设、指挥、监控、调度等解决方案 

S9号馆-智慧园区及“新基建” 

展区特色介绍 

<新基建赋能，解码智慧园区> 



S10号馆-智慧楼宇 

S14号馆-绿色智慧体验专区 

<智慧楼宇 万物智联> 

-全方位展示智慧楼宇全生命周期综合解决方案 

-多层次展示智慧楼宇前沿设计技术、创新应用场景 

-打造信息互通、产学研用的技术转化平台 

 

-打造场景式、多维度、可交互的智慧化生活体验空间 

-直观认知智慧城市的运行模式，深度实时互动 

<融合尖端技术 营造智能体验> 

展区特色介绍 



展区特色介绍 

S11号馆-绿色智慧装饰 

<智慧绿色共筑装饰新格局> 

-聚焦建筑装饰前沿技术，助推行业升级 

-展示绿色智慧科技，提升装饰产业商业价值 

-汇集权威资源，打造产业圈开放交流平台 



展区特色介绍 

S15号馆-前沿设计及技术创新成果 

<融聚设计，创变未来> 

-以建筑设计为驱动，助推产业链价值重塑 

-“技术+市场”双引擎，打造建筑科研成果转化高地 

-为最具创新力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单位搭建全景舞台 



展区特色介绍 

室外展区-工程机械 

<智能制造，创新引领> 

-智慧赋能，助推工程机械改造升级 

-龙头汇聚，展示工程机械的建设力量 

-大国重器，促进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是商务部布局环渤海区
域的唯一国家会展平台，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
家战略，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北方展览面积最大
、绿色技术与产品应用最多、智慧化水平最高
新一代绿色智慧创新型国家会展综合体。项目
立足环渤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海、
陆、空、轨四维立体交通网络。展馆周边交通
发达，多条高速和各等级公路交汇于此，大动
脉地铁一号线直达展馆，便捷快速。 

区位优势大力撑持首秀举办 



超大展览空间 

满足大型、重型工业展览需求 
坚持“以人为本”   

打造畅通无阻的客货流线 

  全新展馆，绝佳参会体验 



天津酒店业发展迅速，目前市内共约4000家酒店，三星级以上酒店约400余家。 

展馆配套的国家会展中心津园宾馆，硬件装修豪华现代，配套设施齐全舒适， 

距展馆直线距离1公里，为参展参会人员提供便利的酒店住宿环境。 



02 参展企业荟萃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部分已确认参展品牌 

*参展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03 展会宣传推广及招商计划 



多家权威媒体深度报道   建筑行业品牌宣传首选平台 



布局媒体矩阵 全方位宣传一网打尽 

*部分合作媒体 



专业观众类别 

·住建管理机构 
·建筑业商协会、联盟 
·建筑科研机构 
·规划设计单位 
·大型采购商（房地产开发商/宾馆/酒店/大型机构采购部） 
·总承包施工单位 
·产业园区 
·智慧建筑系统开发商 
·建筑领域经销商及代理商 
·建筑领域工程商（家装公司、工装公司） 
·建材连锁超市/家居卖场/互联网渠道 
·设计师 
·全国高校建筑相关专业师生 
·终端消费者  
·其他（贸易商/媒体……） 



专业观众类别细分 

政府行业 

相关管理部门 

·各省市住建职能管理机构、住宅产业化中心、规划局、城建局、建设科技中心、招标办等； 

·城建规划单位、市政园林局、开发区管理部门； 

项目业主 

采购方 

·全国百强房地产开发商技术部、研究部、设计部、采购部等； 

·各省市文旅局及国内外大型文旅、酒店集团； 

·旅游度假休闲区、高尔夫俱乐部、露营度假区； 

·各省市卫建委系统、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养老机构、建设投资方、医生集团等代表； 

·幼儿园、学校等教育系统； 

·公安、消防、军队、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部门； 

·各拟建、在建及改扩建项目业主、别墅物业管理机构、高端别墅业主等； 

上下游产业 

供应链 

·全国及各省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区）、产业基地、产业园区； 

·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院、规划、科研单位高层管理人员、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等国内龙头建筑工程
公司、承包商、百强施工单位等； 

·建筑材料供应商、经销商、贸易商、大型建材市场、物流运输机构等； 

其他 

·各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境外在华贸易机构及境外相关客户； 

·房产、建筑、土木、建材、装饰、工程等行业相关协/学会； 

·公共设施代表、大众媒体、行业媒体、新兴平台型媒体等。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中国空气净化行业联盟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商会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绿色智慧建造分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专业团组名单（部分） 

中国LED工程商联盟 

中国会展业联盟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天津市建筑学会 

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 

天津市房地产业协会 

天津市建材业协会 

天津市混凝土行业协会 

天津市钢结构协会 

天津市装饰协会 

*排名不分先后，更多专业观众及团组火热邀约中，敬请关注！ 

各国驻华使馆商务处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知名高校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知名设计院 

万豪酒店集团等知名酒店集团 

知名地产集团 

全国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基地 

各省市卫健委系统、医院 

公安、消防、军队、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部门 

建筑行业经销商、贸易商 

知名媒体 

…… 



• 政府邀请：住建管理机构、产业园区等 

• 特别支持单位及战略合作伙伴邀请：下级部门、单位相关规划、采购、运维等部门 

• 建筑行业商、协会邀请：总包单位、房地产商等 

• 展商邀请：专业经销商、总包单位、合作伙伴等 

• 媒体邀请：专业媒体经营方、会员等 

2021 

6.24-27 

GIB 

邀约渠道及方式 



GIB 

• 组委会邀请： 

（1）短信、邮件、电话精准邀约 

（2）系列推广活动： 

        ①推广时间：2020年10月-2021年6月 

        ②推广形式：全国范围路演活动、线上线下推介会、 

                            同类题材活动现场邀约、相关专家机构研讨活动宣讲及邀约 

（3）展会现场活动： 

        ①商协会组织的会议论坛 

        ②企业举办的新品发布会 

        ③各类比赛、体验等现场活动 

        ④同期引入会展业相关活动 

（4）北方地区高等院校专业、园区等集体观众邀请 

邀请专业观众类型 

2021 

6.24-27 



04 展会活动介绍 



全球顶级峰会  引领市场趋势 

大会主题 聚焦前沿科技，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进绿色智慧建筑高质量发展 

会议规模 约1500人 

拟邀人员 
住建部、发改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
等；国内外智能与绿色建筑项目研究、设计和建设单位、工程公司，地产商、金融投资机构等。 

报告方向 建筑数字化、公共建筑安全、建筑结构以及建筑能源四大领域 

*会议论坛内容以现场实际为准 

主论坛议程介绍 

 “中国建筑科学大会”全面解读全球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趋势、新政策 



组织单位 主题 

建研院建筑设计院 绿色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 

中建八局 中建八局科技论坛 

上海建工 数字化建造技术 

华为 智慧园区互联互通论坛 

建研院天津分院 绿色建筑、健康建筑与室内环境优化 

*会议论坛内容以现场实际为准 

分论坛以行业领军企业机构为主导，汇聚上下游企业高管精英，聚焦建筑行业发展趋势和热门话题 

分论坛议程介绍 



*会议论坛内容以现场实际为准 

平行论坛议程介绍 

展会同期举办多场平行高端专业论坛、汇聚行业资源，推动思维碰撞，共议行业趋势。 

部分论坛如下： 

组织单位 主题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中美钢结构设计标准解析与应用研讨会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 世界公共安全科技 

天津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四届全国房地产企业家大会 

天津市建材业协会 
首届天津市既有建筑修缮及新材料绿色发展 

技术论坛 

平行论坛议程介绍 



*更多项目，敬请关注GIB官方微信公众号 

展会同期举办主题沙龙、项目推介等商业活动，挖掘市场机遇，助力品牌增值和创新发展 

部分活动如下： 

活动及重点项目推介 

组织单位 主题 

中新天津生态城    生态城绿色建筑技术沙龙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综改区“五大中心”会议会展项目 



05 参展价格及流程 



参展价格 

展位类别 
展 位 价 格 

说    明 
国内展商 国际展商 

室内光地展位 1200元/平方米 200美元/平方米 36平方米起租 

室外展区 800元/平方米 135美元/平方米 200平方米起租 

*以上展位价格已含6%增值税。 

*设计展区价格，更多展会广告、赞助机会敬请咨询主办方。 

展位价格 



*各项规定详见《参展商手册》 

1.报名 

（参展确认函） 

6.发运产品 

7.现场布展 

2.签订参展合同
并支付预付款 

3.选择参展产品         
（技术、解决方案） 

4.展位设计 
5.选择施工单位 

签订搭建合同 

8.开展 9.撤展 

参展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