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重庆国际住宅产业博览会
2017 Chongqing Int’l Housing Industry Expo

2017重庆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2017 Chongqing Int’l Building Decoration Expo

时间：2017年11月3日-5日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同期举办
2017西部建筑装饰业大会

中国房地产开发峰会西部论坛
中国旅游与度假地产西部论坛

西部建筑装饰人才论坛暨交流大会
中国西部优秀楼盘展示暨金盘展示会

2000+建筑行业菁英会
200 辆专车免费接送

10000+建筑装饰业核心商家

大展馆 大投入 大汇聚 大希望

展品内容：预制房屋、钢木结构、墙体材料、防水材料、屋面瓦、木塑景观、园林庭院、

别墅配套、移动厕所……

展品功能：防水保温、防火防腐、绝热隔音、通风采光、遮阳装饰、节能减排……

政府重点扶持项目

参加广州展可以申请

重庆展位费全额补贴



主办单位：
亚洲建筑技术联盟协会

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广东省建筑防水材料协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鸿威瑞博会展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中国金盘房地产开发产业联盟

重庆市建筑材料协会

四川省建筑防水协会

河北省建筑防水协会

河南省建筑防水协会

湖北省建筑防水协会

湖南省建筑防水协会

宁夏建筑防水协会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建筑防水分会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建筑防水技术专业委员会

辽宁省建筑防水材料工业协会

广东省建材绿色产业技术创新促进会

广东省墙体材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商业地产投资协会

广州市建材行业协会

宣传市场：
大川建材市场

南充光彩装饰城

江北建玛特装饰城

重庆渝北龙溪建材市场

走马建材城

马家岩建材市场

宜宾博美正合装饰城

金凯装饰城

达州市亚鑫建材市场

宜宾江北建材城

泸州西南家居建材城

贵阳建材城

升伟建材城

聚信建材城

巴中圣地家南装饰城

媒体宣传：國際日報、中国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齐鲁晚报、重庆新闻社、广东建设报、中

国产经新闻报、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新闻网、凤凰网、光明网、中国网、今日头条、网易重庆、搜

狐焦点家居、新浪地产、新浪乐居、新浪家居、重庆大渝网、四川新闻网、贵州网、云南在线、西安

视窗、陕西都市网、贵州热线、成渝在线、腾讯·大楚网、腾讯家居、房天下、58 同城、土巴兔装修

网、八戒 3D&家装、房谷网、搜门网、集成汇、设计群网、筑牛网、掌上世博、明源云采购、世界

建筑建材总网、《工程建设实用手册》、《钢结构与设备》、《门窗幕墙月刊》、《涂料商情》、北洋钢铁网

《北洋商情》、《防水 E 视界》、《砂浆和保温》、《广东建材》、《防水与施工》、《建筑节能保温》、《中国

防水与保温》、《防水商情》、《保温精选》、《地产线》、《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外墙保温》、《中国钢

结构产业》、乐从钢铁世界网、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百大英才网钢结构站、钢构之窗、好居网、

建筑英才网、建盟人才网、一览钢构、顺德装饰网、环保 114、中国建筑施工网、Archina 建筑中国、

搜活动房网、建易网、易建房、问问我建材商城、中国钢结构网、中国幕墙网、建筑专业人才网、五



金商贸网、中国供应商、模具人才网、国际节能环保网、云同盟、欧浦钢网、E 展网、中国防水企业

网 、CO 土木在线园林、建设网 、中国木屋网·木别墅、中国旅游景观网、中国国际门窗城、一比多、

CCD 中国建筑装饰网、钢管天下、中国木材网、我的建筑网、中国建材网、中国木业资源网、千里马

招标网、中华整木网、中华门窗网、中华卫浴网、中国城市发展网、中国供热网、中国建筑供应商、

中国制冷网、中国智能建筑信息网、不锈钢天地、建设行业信息网、国际机械信息网、日常采购网、

盛丰建材网、中国建材诚信网、中国建材市场网（招商宝）、中国门窗幕墙采购网、全球网上博览会、

沈阳建材网、BMI 中国建材网、中国环保在线网、中国新能源网、中国涂料英才网、中国涂料在线、

际通宝、轻钢别墅网、中塑在线、中国招标网、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中国金属新闻网、中国金属商

贸网、中国钢结构在线 、绿色节能网、钢之家、中国建筑绿化网、中国合同能源网、中国建筑工程

信息资讯网、门窗幕墙网、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网、至金钢铁网、中国木机商贸网、ChinaExhibition.com、

EXPORT.BY、《ARENA Constructiilor》、cibexeastafrica.com、INDIAN HARDWARE & SANITARY

NEWS、fastinfo.ru……等 300 多家海内外大众和专业媒体。

举办地介绍

重庆是我国国家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是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

城和美丽的山水城市。拥有两江国家级新区，2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5个国家级开发区，7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包括内陆唯一的保税港区、全国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

2016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7%，连续12额季度增速居全国前列。外贸进出口4140亿元，

居中国西部地区第1位，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1.8倍，总部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4.8倍，保税仓库进出口

增长10.5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几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

重庆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分工合作，共同开发区域市场。

世界500强企业在渝270多家，不少本土企业参与东南亚、非洲、东欧地区产业并购，发展新能源、

生态环保、装备制造等产业。重庆对外劳合合作和工程承包，70%以上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市场与定位

随着“一带一路”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加快实施，重庆以及整个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

设所需要的绿色环保建材呈增长趋势，投资绿色建材相关行业将得到大发展。据相关机构预测，西部

地区建设发展给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带来万亿元市场商机，亟需一个能立足重庆、辐射西部、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建筑建材行业的国际展销商贸平台。

因此，2017重庆国际住宅产业博览会暨2017重庆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简称HIE & BDE）应时

而生，将于2017年11月3日-5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预计展会规模超5万平方米，一举成



为中西部最大的建筑建材展。本次展会以“大展馆、大投入、大汇聚、大希望”为主题，希望和中西

部建筑建材行业精英共同打造一个集“品牌展示、商贸合作、价值共享”的高端盛会。

HIE & BDE作为重庆重点引进项目，更得到了当地政府和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和共同参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为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是重庆最大最高档次的国际展览馆，场馆室内展览面

积20万平米，共16个全平层无柱式展厅，单个展厅使用面积1.15万平米，钢架下净空高度12.5米—

16.5米，展厅货门尺寸(宽×高×数量) 4.3m×5m×8和4.3m×6m×2，地面承重3.5—5吨，室外展场

5.8万平米，地面承重5吨，停车位共计约1.1万辆。位于南北展区中间的多功能厅使用面积为2万平方

米，净高约20米，可搭建1010个室内展位或容纳1.5万个座位，可举办演出、体育赛事、超大会议等

多种大型室内活动。拥有3个1000平米以上超大会议厅、5200平米超级宴会大厅和28个50—350平

米精致会议室的悦来两江国际会议中心是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的重要配套项目，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士提供完美的会议体验。

举办方背景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会展多维视觉数字化互动营销解决方案（简称会展 MR）

的平台型科技集团，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每年在国内和海外组织举办国际性展

会 50 多场，展览面积超过 45 万平方米，服务参展商超过 6000 家，接待专业观众超过 70 万人次。

集团汇聚各类专业人才近 400 人，以广州总部为核心，向武汉、重庆、上海、北京、中山等重点

地域辐射；并向南非、巴西、迪拜、印度、俄罗斯、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国际会展布局。

2017 年，集团与世界顶级科学家团队合作，利用人工智能 3D 实物与场景扫描技术和航空扫描

建模测绘技术等 30 余项前沿科技，公司将利用丰富的组展经验和充沛的线下企业资源，完美结合多

维视觉数字科技，稳健进军线上展览平台，为全球企业提供打造线上线下多维视觉数字互动会展解决

方案，打造全球极具影响力的高科技会展公司。

展览范围

1、先进住宅技术的应用示范性楼盘、国际最前沿的住宅案例包括住宅、别墅、公寓、产权式酒店公

寓等；

2、预制 PC 装配式房屋、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冷弯薄壁轻钢房屋、集装箱房屋、木屋、全铝别墅、阳

光房、活动房屋等工业化住宅体系产品；

3、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技术（节能墙体、屋面、门窗、幕墙、涂料、防火、防腐、防爆、防水、外墙

装饰、遮阳等）；

4、整体家居、整体厨房、集成卫浴、装配式卫生间、吊顶等家居装饰和室内装修；



5、太阳能和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光伏屋顶、光伏幕墙、地源热泵技术、空气源热泵技术等）；

6、中水回用和雨水利用、节水器具等节水技术；

7、智能化家居节能技术(含节能电器)；

8、地板辐射采暖技术；

9、可再生综合利用技术应用（垃圾处理技术、木塑复合材料设备和制品等）；

10、低碳型室内外环境控制营造技术（包括景观设计、绿化营造、室外 LED 高效照明、室内新风置

换和暖通空调技术等）。

同期活动
◆ 2017 重庆国际预制房屋、模块化建筑、活动房屋展

◆ 2017 重庆国际屋面墙体材料与建筑防水技术展

◆ 2017 重庆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

◆ 2017 重庆国际建筑钢结构、空间结构及金属材料设备展

◆ 2017 重庆国际木屋、木结构产业展

◆ 2017 重庆国际环保厕所与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展

目标观众
1、城建规划单位、市政园林局、开发区管理部门、风景区管理部门、旅游度假休闲区、高尔夫俱乐部、

房产开发商、建筑/规划设计院、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工程营造单位；

2、建筑装饰公司（家装、工装）、建材产品经销代理商、批发零售商、进出口贸易商；

3、各拟建、在建及改扩建项目业主；别墅物业管理机构、高档楼盘业主及准客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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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岗厅、收费站的投资开发商；

5、建筑工程、石油化工、市政建设、环保工程、智能电网、“三网合一”、海洋工程、水利建设、地质

勘探、消防通讯、抗震救灾、军事工程的承建施工单位；

6、电力规划研究院（所）、电厂（站）、电力公司、电力工程公司、机电安装公司；

7、各省市规划局、建设局、旅游局等政府机构相关负责人；各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境外在华贸易机构

及境外相关客户；

8、国家太阳能光伏相关决策政府部门及各省市发改委、科研单位、能源决策机构；风险投资商、新能

源培训机构、服务公司、媒体传播机构；

9、各类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机构、太阳能产业基地、光伏工程公司、能源工程公司；

10、专业家电市场、连锁超市、建材卖场、家居市场；电视购物等新兴渠道商；



展位收费标准

豪华标准展位 国内企业（RMB） 11800/个 境外企业（USD） 2800/个

普通标准展位 国内企业（RMB） 8800/个 境外企业（USD） 2400/个

空 地

国内企业（RMB） 900/m2 36m2 起租，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位

需自行设计、装修, 组委会按 RMB 50

元/m2 收取特装管理费境外企业（USD） 240/m2

标准展位说明
3m×3m(含三面白色围板（2.5 米高）、一张洽谈台、折椅二把、日光灯二盏、中

英文楣板、垃圾篓、地毯)，双开口展位加收 500 元/个。

标准展位

A.展位费全额补贴申请条件
1、 同时报名参加 2018 年 5 月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并支付广州展位费 30%以上订金；

2、空地特装企业使用大会指定搭建商；

A.展位申请须知
1、 每个展位按 9 平方计算，2018 广州展申请多大面积，2017 重庆展可以最多免费申请等同面积；

2、 等同面积部分展位费全免，只收取会务费和清洁服务费 2980 元/展位（每 9 平方展位需配置 2

人参展，会务费：1130 元/人，清洁服务费：80 元/平方）；

3、 超额部分按照 5000 元/展位收费，不另收会务费和清洁费；

4、 豪华标准展位在上述费用基础上增加 3000 元/展位；

5、 空地展位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位需自行设计、装修, 组委会按 50 元/平方收取特装管理费；

备注：会务费包含：1、制证费；2、开展期间 3 天的中餐；3、每天两瓶水；4、一杯咖啡；5、一份

礼品；6、展会会刊一本；7、1 人的晚宴名额；



B.展位费半额补贴申请条件
1、 只参加 2017 重庆展，不参加 2018 广州展；

2、 空地特装企业使用大会指定搭建商；

B.展位申请须知
1、 每个展位按 9 平方计算，每个企业最多只能申请 4 个展位；

2、 空地和标准展位按照 5000 元/9 平方展位收费，豪华标准展位按照 8000 元/展位收费；

3、 超额部分按照上述表格标准收费；

4、 申请 4 个展位以上的，必须是空地展位，空地展位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位需自行设计、装修,

组委会按 50 元/平方米收取特装管理费；

会刊及展会现场广告

广告位置 封面 封底 扉页 封二/封三 彩色内页 拱门 参观证广告

费用（元） 19800 16800 13800 11800 6000 8000 30000 元/3 万张

会务组联系方式：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6 258 268

地 址：广州市萝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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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020-82579220
联系人：王东宝 手 机：15113560072
E-mail：wangdongbao_hw@163.com Q Q：974699886

官方微信公众号：CIHIE_CHINA 网 址：www.cihie.net

http://www.cihi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