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及装配式建筑（上海）博览会

同期举办：2018 第九届国际建筑工业化及集成住宅展览会

2018 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别墅配套设施博览会

2018 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展览会

2018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新型外墙保温及装饰材料展览会

时间：2018 年 7 月 18～20 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龙阳路 2345 号）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装配式建筑委员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执行承办：励擎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博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概要：“ESBUILD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是国内唯一一个“全面提供绿色建筑整

体解决方案”的国际建筑建材专业类贸易博览会。展会围绕宣传绿色建筑理念、技术

和经验，促进绿色建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为目的。通过“四节

一环保”（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的主题，顺应绿色、生态、健康、舒适

的建材发展趋势，贯彻党和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方针和政策。

ESBUILD 2018 将启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0 个展馆，参展企业将达 1500 家，观众

150000 人次，展出面积近 12 万平方米。

http://www.sbmia.org.cn/


ESBUILD 概括及上届数据：
ESBUILD 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全面提供绿色建筑整体解决方案

生态文明融入城乡建设的全过程，抓住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入推进绿色、循环、

低碳理念的建筑节能，为绿色建筑全面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已成为建筑市场的主旋律。作为全国首家通

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被誉为“亚洲绿色建筑建材第一展”的上海绿色建博会，引领建筑节能，

绿色建材，节能、节材、节水设备，绿色建筑技术发展的最新前沿，凸显行业最新技术和发展的核心

价值，先导作用显著。

国内唯一“全面提供绿色建筑整体解决方案”的国际建筑建材专业类贸易博览会—国际绿色建

筑建材（上海）博览会，主旨围绕宣传绿色建筑理念、技术和经验，促进绿色建筑新技术、新产品、

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为目的。通过“四节一环保”（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的主题，顺

应绿色、生态、健康、舒适的建材发展趋势，贯彻党和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

方针和政策。

2018 年 ESBUILD 将进一步加强“融合，发展，全面提供绿色建筑整体解决方案”的办展理

念，推出六大板块互通融合，分别是：绿色建筑及设计、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绿色房屋系统、绿色

建筑、智能舒适系统、绿色建筑施工技术、绿色装饰建材与设计。通过以会带展，形成以点带面扩散

效应，进一步加强商贸对接服务工作。

ESBUILD 2017 展商及观众数据：

展商数据：展会共吸引了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加拿

大、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意大利等数十个国家及地区的 1100 多家企

业参展。其中，国内参展商 940 家，国外 197 家。云集了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绿色建筑建材品牌：

欧文斯科宁、上海建材集团、汇丽集团、北新建材、斯米克、振申、欧诺创能、雅致、机施集团、加

拿大木业、港龙、日本木材中心、正泰、艾欧史密斯、盛世博扬、威能、菲斯曼、格兰富、六星、澳

贝尔、博洛尼、巨合、建工集团、城建集团、森工、阔森特、大象、小雨、神州北极、盈创、新西兰

富兰科、博思格、芬兰萨美索、华新顿、天津世木、筑建、万事达、辉达、倍立达、恒日钢构、舍尔

特、瑞福、天鸿钢构、精工科技、华大、星河、华南建材、美建、巴特勒、宝钢、铂派、钟泰、世纪

宅、美联、钢之杰、莱钢、晋博等高端品牌，充分展示了绿色建筑建材的最新技术，为业界的标杆聚

会。

观众数据：三天的展览时间里共吸引了 100526 人次的参观人数，其中国内观众人数为 93204 人次，

国外观众人数为 7322 人次。展会不但吸引国内外专业的绿色节能建筑材料及设备生产、经销企业参

观，还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房地产开发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政府职能部门等相关管

理部门、相关科研院所、项目业主、采购商及经销商的参与和关注。



展品范围：
●装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结构

为展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新技术、新产品及工程实例，宣传我国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发展所取得的最

新成就，特设专题展区，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及建筑装修配件；预制结构连接件、预埋件及配件；

连接技术；砂、石、水、水泥、钢材、外加剂；设计以及其它相关配套产品等。

●装配式建筑--钢结构

为积极推广钢结构建筑、本届中国住博会设立钢结构展示区，包括：重型钢结构、轻型钢结构、网

架膜结构等各种钢结构体系；钢结构施工及焊接技术；钢构防火、防腐、防水等材料和技术；钢材、

钢板、钢管等各类建筑钢材；钢结构设计以及其它相关配套产品等。

●装配式建筑--木结构

为推广木结构及其配套产业的发展，本届展会特设木结构专题展区，包括：各类环保木制建筑、竹

结构建筑、木结构材料、木结构生产加工设备、木材保护剂、木塑景观型材、木结构建筑设计咨询

及相关行业产品等。

●混合结构及其它各种集成房屋

钢木结构、铝木结构、钢铝结构、钢混结构等；全铝别墅、阳光房、篷房、树屋、房车、方舱、移
动厕所、岗亭、野营房、集装箱房屋、组合房屋、折叠式房屋、模块化房屋、3D 打印房屋、穹顶集
成房屋等

●装配式建筑—机械与设备

集中展示装配式建筑所需机械设备，提高装配式建筑的机械化水平，特设专题展区，对预制构件生

产设备；预应力拉筋设备；成型工具；预制构件支撑体系；建筑模板、脚手架及安装系统；施工电

梯、高空作业车、现代化运输车输及装备等进行展示和宣传。

●装配式建筑—内装工业化

装配化装修可以实现装修的标准化、集成化，提高装修质量，减少二次污染，是装饰装修行业发展

的一个必由之路。装配化装修专题展区内容包括：整体卫生间、整体厨房、整体收纳柜、填充分离

体系、架空地板、同层排水、家居电器、卫生洁具、配套设备、装饰装修材料与制品、适老化设计

等与装配化装修相关的集成技术和部品。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

为进一步做好低能耗建筑的示范和推广作用，住博会将专门设立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展区，对符合被

动式低能耗建筑开发建设的建筑材料以及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中采用的技术和部品进行集中

展示和推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90%88%E7%BB%93%E6%9E%84


●智能化系统

预制构件深化设计；BIM 技术研发；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生产、监理、物业管理；以及建设行业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等。

●绿色建筑建材技术与产品

一、墙体保温系统及材料：外墙外保温系统、外墙内保温系统、外墙自保温系统、屋面防水保温系

统、隔热涂料外保温系统；各类保温砂浆、难燃型保温板材、抗热辐射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发

泡混凝土板、泡沫玻璃、发泡陶瓷板、改性聚苯板、改性 PU 板、岩棉材料、玻璃棉、隔热膜；饰面

材料：各类内外墙涂料、彩色饰面砂浆、饰面砖、真石漆、幕墙配套保温材料；

二、内墙保温装饰材料：石膏砌块、空心玻璃砖、无机保温膏料、轻质隔墙条板、纸面石膏板、石

膏纤维板、石膏刨花板、石膏空心板、金属面夹芯板等、高性能混凝土等；

三、外墙保温装饰板：陶土板、陶瓷挂板、PVC 外墙装饰板、木塑外墙挂板、硅藻土、砂岩外墙、GRC

外墙材料；各类装饰一体化保温板金属饰板（铝塑板、铝蜂窝板、铜装饰板、钛锌装饰板）等。

四、新型建筑装饰防火材料： 各种防火板材、岩棉、玻璃棉、珍珠岩防火板、阻燃织物、耐火纸面

石膏板、防火刨花板、阻燃剂、不燃无机复合板、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封堵材料、防火门窗、防

火玻璃等；

五、原材料及部品件：胶粘剂、抗裂砂浆、护面砂浆、乳胶粉、胶粉、纤维素、玻化微珠、陶粒、

锚栓、紧固件、玻纤网格布、改性膨胀蛭石等；

六、屋顶及立体绿化材料：保温隔热材料、隔水材料、隔根及过滤材料、蓄排水、架空分离材料、

种植介质、种植植物、园林景观材料、户外家具等

七、建筑节能相关产品系统：节能门窗、幕墙、遮阳系统、防水材料、屋面系统、太阳能与建筑一

体化、绿色建筑照明、智能节电设备、集成结构建筑等

2018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上海)博览会论坛活动：
★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交流大会 ★全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大会

★装配式建筑专场研讨会 ★BIM 在建筑施工领域应用专场研讨会

★参观考察上海现代建筑产业化工厂及示范工程 ★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论坛

http://www.expojc.com/FileDownload.aspx?id=15


展会推广：
★成立专业观众邀请小组，印制 5 万份请柬，10 万份展报，发至房地产开发商、建筑设计院、工程

公司、装饰装修公司、政府采购部门以及各地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建材市场，提高专业观众质量。

★通过住建部、省、市建设主管部门邀请一线房地产城市行政主管部门、知名开发商、建筑行业专家、

学者及相关部门 VIP 人士到会。

★邀请国际行业组织到会交流，精选 15 家国内外着名展览会议平台，进行高端推广，现场开展精准

配对洽谈服务。

★与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辽宁省人民政府网、人民网、沈视网、东北新闻网、中国建设报等

100 余家专业门户网站、专业杂志、大众媒体合作、进行长期持久的宣传。

★上海市政府邀请 40 省市参会、观展：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深圳、武

汉、合肥、长沙、哈尔滨、长春、兰州、南京、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大连、鞍山、营口、阜新、

辽阳、朝阳、锦州、抚顺、铁岭、本溪、盘锦、葫芦岛、丹东等。

观众组织及渠道
1：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发改委、建设厅（委）、环保厅（局）、环卫局、城建局、规划局、市政、

政府采购办等贸易促进机构、商务机构组织买家与经销商，各地旅游局，养老产业联盟，城市园林绿

化局，长三角各地建委、各地协会、墙改办及抗震救灾临时房屋采购商、专业科研勘探机构、露营营

地、景区、物流仓储类企业、户外装备零售商及相关经销商、代理商、俱乐部、酒店通力协作。化零

为整，共造绿色建筑贸易第一平台。

3：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协会、学会、科学院、科技机构、专家学者等；

4：其他公司：电力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工程公司、垃圾处理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大厦楼

宇物业、电力设计院、制造商、工业园区等；

收费标准情况

标准展位配置：中英文楣板、日光灯两盏、隔板（高度 250cm,限高度 246cm)、洽谈桌一张、椅子两

把、可容 400W/220V 电源插座一个及地毯；注：参展费用含(发票、服务)

光地展位配置：36 平米起租、不含任何设施、参展单位需自行设计搭建与装修。

参展项目 规格要求 国内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标准展位 3m x 3m 13800 元/个/展期 18800 元/个/展期 4500 美元/个/展期

角标展位 3m x 3m 15800 元/个/展期 20800 元/个/展期 4800 美元/个/展期

室内空地 36m²起订 1400 元/m²/展期 2200 元/ m²/展期² 450 美元/ m²/展²



会刊广告：
会刊封面 RMB 55000 元 封 二 RMB 38000 元

屝 页 RMB 28000 元 封 三 RMB 25000 元

封 底 RMB 45000 元 彩色插页 RMB 8000 元

插页跨版 RMB 35000 元 黑白插页 RMB 5000 元

封面内跨版 RMB 28000 元 封底内跨版 RMB 20000 元

其他广告：

门 票 印刷 20 万张，每 2万张为 1组，RMB 50000 元/组。

手提袋 一面为广告，以 3000 个为单位，价格为人民币：RMB 50000 元

展商胸卡 RMB 5000000 元（独家）背面广告

观众胸卡 RMB 1000000 元/1 万套，背面广告

广告赞助方案：
2018 将正式征集展览会协办、赞助单位，对于协办、赞助单位将给予全新优质的服务，包括论文集、

展览会会刊免费广告宣传，优先选择展位提供展览会现场空飘气球宣传等；欢迎海内外同行业、相关

企业及科研院所积极协办、支持本届展览会，充分宣传和展示企业形象。协办、赞助单位名额有限，

请来电确认。

参展注意事项：
1、索取、详细填写好《参展合同表》并加盖公章，扫描件或传真至组委会；

2、展位安排以“先报名、先安排”为原则，组委会有权对部分展位予以调整；

3、展品运输、展会接待、住宿等事宜将在开展前二个月组委会另行发送参展商手册。

参展联络：
励擎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靖海路 918 弄

电 话：+86-21-68161757

传 真：+86-21-68161028

联系人：张杰 138 1865 6991
邮 箱：664756208@qq.com

mailto:61056508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