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系列之 

上海砂石骨料展 

2017年12月04-06日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目录 

2 

 
第一部分·展会介绍 

•   主办\协办\承办\支持单位介绍 

•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及上海砂石骨料展区概况 

•   英富曼会展集团简介 

•   英富曼会展集团国外合作商展示 

•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简介 

•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关注亮点 

•   历届展会的数据统计 

 

 
第二部分·砂石骨料展区 

•     趋势解读 

•     展品类别 

•     展会意义及展商收获 

•     展会展馆分布总图 

•     E6展馆示意图 

•     参展费用 

 

第三部分 展会配套 

•     周边配套设施合集 

•     酒店配套设施合集 

•     展馆交通路线合集 

•     服务联络方式 

 

 



主办单位：英富曼会展集团                     协办单位：中国砂石骨料网 

                上海英业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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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                                福建砂石协会 

                                                                                  湖南砂石协会 

展会介绍 主办\协办\承办\支持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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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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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举办 
• 展会日期  2017年12月04-06日 

• 展会时间  09:00–17:00，周一至周二 

  09:00–15:00，周三 

• 展会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砂石骨料展区 

• 展出面积               预计57,500 平方米           预计3000平方米 

• 展商数总量   预计900家                   预计50家 

• 观众数总量   预计39,000名                预计20,000名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及上海砂石骨料展区概况 



英富曼会展集团简介 

√ 英富曼展会是英国伦敦上市公司英富曼集团旗下的重要业务板块 

√ 英富曼展会是能与宝马展主办方并肩的全球三大展会公司之一 

√ 在全世界各地每年举办超过160场贸易及消费类的大型展览 

√ 2017年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携手上海砂浆展、上海地坪展，并 

  全新加入砂石骨料展区 
 

英富曼展会公司希望通过展会 

给予充满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有力推动，为每位客户拓展本地商业机会搭建有效平台！ 

混凝土 砂石 砂浆 地坪 运动 
场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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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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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英富曼会展集团国外合作商展示 



展会介绍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简介 

√ 2017年1月英富曼会展集团宣布与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上海英业展览有限公司 

√ 进入亚洲市场每年举办一次“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引进“美国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品牌，结合“上海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和“上海国际砂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 ”新增“上海砂石骨料展区”于2017年推出“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系列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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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展 

地坪展、运动场地展 

英富曼展业 

上海展业 
砂浆展 

砂石 

中国砂石骨料网 

上海英业展览有限公司 

& 
中国砂石骨料网 

 
2017亚洲混凝土 

世界博览会 



展会介绍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关注亮点 

√ “2017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为亚洲市场带来更多国际 

  展商和买家 

√ 即将展出最新最前沿的混凝土技术、各类新混凝土应用、 

  砂浆设备 、砂石骨料设备以及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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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英富曼展业举办美国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现场    /    上海展业公司举办上海砂浆展现场 



展会介绍 历届展会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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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地坪展历年展区面积 

2015      2016      2017 

487个 

551个 

预计900个 

砂浆、地坪展历年展位数量 

2017 

2016 

2015 

2015年 观   众   25436人 

2016年 观   众   25754人 

2017年 预计观众  3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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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砂石骨料网2017年十大搜索关键词 

项目 生态 
货源 

税率 
一
带
一
路

 

融资 

天然砂 机制砂 
供应紧缺 
砂价暴涨 

市场 

政
策
倒
逼 

涨价 

船运
 

砂石骨料展区 趋势解读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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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展区 展品类别 

50% 42% 08% 

振动筛、震动给料机、分级机、磁选机、
浮选机、高频筛、输送设备、齿轮、轴
承、耐磨件、机架、衬板、边护板、齿板
等配件展品 

…… 

配套设备及配件  

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复合式破碎
机、旋回式破碎机、圆锥式破碎机、冲击式
破碎机、锟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移动破
碎站、建筑垃圾粉碎机、建筑垃圾破碎机、
移动破碎站、履带式移动破碎站、轮胎式移
动破碎站、制砂机、洗砂机等展品 

…… 

生产设备 

天然砂、人工机制砂
等各类砂石骨料展品 

…… 

   砂石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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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展区 受众来源 

美国、加拿大、俄
罗斯、英国、法国、
意大利、奥地利、
德国 

欧美地区 澳大利亚 其他国家 

韩国、印度、印
尼、马来西亚、新
加坡 

亚洲地区 

国内专业受众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领导、 

砂石骨料企业、水泥、混凝土、沥青、砂浆企业及

上下游产业链相关单位 

设备单位、配件单位、水利水电工程及施工单位 

基金投资机构、船运物流 

专业院校、设计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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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骨料展区毗邻砂浆、混凝土机械展馆， 

√  参展即可高效快速了解产业上下游业态， 快速整合行业资源。 

√  展会旨在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砂石骨料展区 展会意义及展商收获 

展会作用 

展会意义 

    以会议为契机高效宽度了解产业上下游液态，快速整合行业资源，延伸产业
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Sample Heading 

√ 直接面对上下游企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 集中展示行业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大量的技术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使展 

   会成为专业人士了解行业动向不可错过的年度盛会； 

√ 为企业树立形象、提高知名度、为拓展行业人脉提供高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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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人脉 
         沟通交流 

                 
 

实现交易 
企业获得 

√ 主办方英富曼带来国外展商及采购商，促进中国设备商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进程； 

√ 砂石骨料网通过平台运作带动国内广大砂石矿山方、设备方、资金方的现场采购； 

√ 混凝土、砂浆、水泥、水电进入骨料行业形成新一轮砂石设备采购群体。 



砂石骨料展区 展会意义及展商收获 

展商收获 

展会意义 

    中国砂石骨料网数据中心研究指出：未来5-10年，中国砂石行业将迎来一个深度整
合的周期，围绕砂石矿山的兼并、重组、并购将成为行业新常态。从砂石到水泥、混凝土、
砂浆、水泥制品深度融合的时代已然到来，装配式建筑和海绵城市建设也将为建材产业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宏大背景下，砂石矿山资源将成为建材产业间高度融合发展的纽
带和支点，中国砂石骨料行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砂石行业在立足于1万亿砂石
市场的同时，还将带动6-8万亿体量的关联建材市场。 

Sample Heading 1、直接面对上下游企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2、集中展示行业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大量的技术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使展会成为专业

人士了解行业动向不可错过的年度盛会； 
3、为企业树立形象、提高知名度、为拓展行业人脉提供高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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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人脉 
      沟通交流 
                 
 

实现交易 



砂石骨料展区 展会展馆分布总图 

15 

√ Hall E6馆 



砂石骨料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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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位置 

砂石骨料展区 E6展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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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展区 参展费用 

17 

光地（36平方米起租） 

•场地费 1400元/平方米 

•按6%加收增值税 

 
标准展位（9平方米起租） 

•场地费 1400元/平方米 

•展位搭建费 80元/平方米 

•按6%加收增值税 

 
* 包括：展位搭建及拆卸、展位2.5米高围板、2盏射灯、1张桌子、2把椅子、1个电源插座、展位

楣板、展位地毯、每日展位清洁和安保、展会会刊录入、参展商胸牌、媒体宣传等。 



展会配套 周边配套设施合集 

展馆外景 展馆全景 卸货区 

接待大厅 休息区 餐  厅 

停车场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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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配套 酒店配套合集 

酒店名称  五星级 标间/元 免费服务 车程/约 

开元曼居酒店 

地址：罗山路1609号 
35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步行  

通茂大酒店 

地址：松林路357号 
580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5分钟 

富豪金丰酒店 

地址：金港路318号 
42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地址：高科西路2991号 
39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5分钟 

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地址：浦东大道2288号 
680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酒店名称 四星级 标间/元 免费服务 车程/约 

辅特戴斯浦东酒店 

地址：浦东大道2333号 
33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锦州商务酒店 

地址：浦三路895号 
32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侨园酒店 

地址：紫薇路372号 
29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康桥凯莱酒店 

地址：川周公路2689号 
29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18 

酒店名称 商务酒店 标间/元 免费服务 车程/约 

林顿商务酒店 

地址：浦东大道844号 
23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金托商务酒店 

地址：浏河路19号 
258元 双早 宽带7号线 5分钟 

长城饭店 

地址：眉州路272号 
24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5分钟 

酒店名称 连锁型 标间/元 免费服务 车程/约 

如家三林店， 

地址：灵岩南路1333号 
22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5分钟 

格林豪泰-康花店 

地址：康花路398号 
22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2分钟  

莫泰连锁-沪南路康桥 

地址：沪南路2568号 23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如家酒店-高青路地铁 

地址：洪山路1617号 
22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如家连锁-沪南路康桥 

地址：沪南路2502 
238元 双早 宽带 班车 10分钟 



展会配套 展馆交通路线合集 

交通路线     

免费穿梭巴士 
开展期间(12月4日至6日8:30-17:30)，主办方将提供免费的穿梭巴士，往返于龙阳路

地铁站与展馆3号登记大厅外P7停车场。 

 地铁 地铁2号线 (徐泾东 – 浦东国际机场)：坐到龙阳路站下车；可换乘7号线花木路站

下车，1号口出进入2号登记大厅（北大厅），换胸卡乘坐馆内免费电瓶车到达3号登

记大厅；地铁7号线 (美兰湖 - 花木路)：坐到花木路站下车；1号口出进入2号登记

大厅（北大厅），换胸卡乘坐馆内免费电瓶车到达3号登记大厅；* 您也可以乘坐其

他地铁线路换乘2号线或7号线，坐到龙阳路站下即可。 

公交车 多条公交线路途经SNIEC，附近设有站点：989区间、大桥五线, 大桥六线区间、方川

专线、东川专线、花木1路、机场三线、机场六线、975、976等。公交热线：

16088160 

 出租车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大约需要122元人民币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发出发，大约需

要87元人民币上海南站站出发，大约需要58元人民币上海火车站出发，大约需要47元

人民币订车电话：大众出租 96822；巴士出租 96840；锦江出租 96961；强生出租 

62580000   * 后页所附地图中已标明了展馆的位置，您可向出租车司机出示该地图。 

自驾车 展馆位于龙阳路、罗山路交汇处。从市中心横跨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可直达。自驾车

停车费：每小时5元，单日40元封顶(此费率适用于小轿车或其它轻型车辆)自驾车请

留意上海限外地车牌上高架等的时间。  

*展馆近3号入口，由7号门（花木路）进入。 

  

19 



展会配套 服务联络方式 

 

中国砂石骨料网 

地址：杭州市沈半路482号 

联系人：陆文 

联系电话：13588070063 

 

上海英业展览有限公司/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400号明申商务广场1606室（200233） 

联系人：魏心栩 

联系电话：1305255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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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看 
THANK YOU FOR WATI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