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建筑围护系统专题展 

2022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屋面墙体材料 
与建筑防水技术展 

The 12th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Roof, Facade & Waterproofing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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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应用范畴：桥梁、隧道、屋面、地下、外墙和室内 

展商分布和目标观众：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核电工程、市政工程、工业厂房、

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棚户区改造、

房地产开发、建筑外墙…… 

 

主办单位：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 

广东省建设工程绿色与装配式发展协会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装配式建筑分会 

广东省装配式部品部件分会 

广东省墙体材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建材绿色产业技术创新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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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屋面瓦委员会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 

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中国金盘房地产开发产业联盟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快装产业分会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 

支持单位： 

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佛山市装配式建筑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钢铁贸易协会 

天津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国际组织：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Argentina Green Building Council 

BuildingSMARTMalaysia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Master Builders Association Malaysi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eel-Framed Housing Inc. 

National Precast Concrete Association Australia 

NDIBMV 

prefabAUS 

Vietnam Green Building Council 

Vietnam’s Associ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World Architecture Community



 

上届部分展商： 

快匠宅配(湖北)全屋整装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乐迈石晶——财纳福诺木业(中国)有限公司 

安必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同心林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格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三乐集成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金贝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爱富希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安徽杰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楷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越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旺龙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桂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新材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江盛建筑有限公司 

日照天工绿能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阔森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碧品居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广东寰宇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衡煦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昊恒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美嘉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筑可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深海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慧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墙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迪拜尔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奇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贝加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卡威英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冉凯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信孚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固始县众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友形科技有限公司 

爱吉姆(天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日照园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北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 

昱楚（上海）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茂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元通胶粘实业有限公司 

联捷防水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上海兹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昂世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雄县夏氏包装有限公司 

南通金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长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澳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神州节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任丘华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常州市瀚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神麒新材料有限公司 

克姆雷特（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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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辛亚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澜雨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栢林士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省宏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高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共力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一全塑胶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昊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瓦纳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房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佰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博天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天道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迈巴夫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欧耐斯屋面瓦业有限公司 

杭州天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可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摩勒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世方管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展中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翠箓科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莱丹塑料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宝丽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环球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玛纳房屋装备有限公司 

郑州三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宁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卫士防火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上海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 

宝都国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济宁一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宏华建设有限公司 

惠州市丰源钢构有限公司 

佛山市河峰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中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珍木绿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市翰鼎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乃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美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昕钢材有限公司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事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凯景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毅辰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铭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纳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瑞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佛山山建钢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南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伯亿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跨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宏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匹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潮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光大五金有限公司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固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檀筑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圩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5 月 10-12 日，作为 2021 第十三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的建筑围护系统专题

展，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屋面墙体材料与建筑防水技术展（Roof China 2021）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展馆 B 区如期举办，整个展会设计风格环保绿色，与“新型节能建筑”主题相得益彰。Roof China 

2021 是在建筑行业“定制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辐射全国的“专业性+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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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f China 2021，

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经销代理商和终端客户纷至沓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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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最大网红就是“装配式”建筑，Roof China 2021 展品紧随行业热点，全面开启高端定制

平台。从防水材料到建筑密封胶、从建筑的外墙到内墙，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围绕着“装配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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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匠宅配、科居、乐迈石晶、安必安、同心林、标榜、格兰、三乐集团、金

贝麟、爱富希、海龙新材、越达墙材、未来新材、江盛集团、天工绿能、斯派尔、慧诚、迪拜尔、爱

吉姆、北新木业、宝源木业、元通、联捷化工、澳泰防水、神州节能、瀚诺建材、神麒新材、波镁特、

艾珀耐特、天道、迈巴夫、欧耐斯、天信建材、可成建材、展中凯、翠箓科技、莱丹、宝都国际、华

美科技、凯景、瑞通等品牌企业悉数参展。 

 

 

 

 

 

 

Roof China 2021 成功搭建了集政府对话、技术交流、合作交易于一体的国际高效专业化平台，

凭借多年来积淀的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产业聚合能力，以及独有的外商组织能力，该展已成为国内最

具人气影响力的专业展之一，现致力于成为中国屋面墙材与建筑防水企业出口全球市场的首选平台。 

Roof China 2021 回顾 
 



 

 

 

 

 

 

 

 

参展范围 

◆ 沥青基防水卷材             ◆ 单层屋面系统和高分子卷材      ◆ 喷涂聚脲材料 

◆ 防水涂料                   ◆ 刚性防水及堵漏材料            ◆ 种植屋面系统工程 

◆ 保温节能材料               ◆ 各种防水材料的原辅材料        ◆ 工具设备及服务 

◆ 墙体材料                   ◆ 其它节能屋面系统和节能技术    ◆ 相关部品和配件 

◆ 坡屋面防水垫层材料         ◆ 防水材料成套设备和技术        ◆ 密封材料  

◆ 金属屋面系统               ◆ 各种太阳能光伏材料、屋顶光伏发电系统  

◆ 防水材料检测仪器及设备     ◆ 防水工程施工机具和应用技术  

◆ 各种瓦材                   ◆ 基础设施及市政工程用防水材料  

◆ 防水工程系统配件和辅助材料 ◆ 相关防水技术科研成果、管理软件及防水专业书刊                  

 

同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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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建筑钢结构、空间结构及金属材料设备展 

 2022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 

 2022 亚洲园林景观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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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观众 

国内外建筑工程、城建、铁路公路建设、水利建设、石油化工、消防、军事国防的投资开发商、

承建施工监理单位；房地产工程设计师；工程顾问公司；园林景观公司；建筑设计公司；市政公司；

建筑装饰公司；防水堵漏工程施工单位和产品代理商、分销商；设计院所高校；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审查中心、各地质量技术监督局、协会代表、相关建委领导；高端住宅物业人群等。涉及的工程：

居住、办公、商业、工业、休闲或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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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地 

国内企业（RMB）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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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企业（USD）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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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 20 分钟 
国际展商USD 3500元/节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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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 C 座 7 楼 

联系人：陈焕奕                 网  址：www.roofchina.com 

E-mail：gzchy2009@163.com   手  机：13580434492 

官方微信公众号：CIHIE_CHINA   Q  Q：3234988523 

http://www.roof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