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砂石筑基 骨料助梦—欢迎加入全球砂石行业盛会 CIAE2020
同期活动：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矿业展览会 CIME

主办单位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全国矿山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特邀机构/企业

全国各省市砂石协会 中国中铁股份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 中铁城建集团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中国铁建股份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中国公路建设协会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 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 北京城建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中国路桥工程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山东路桥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公司 南方水泥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 华润水泥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 海螺水泥集团公司

特邀采购商/展商来源

50多家政府主管机构、行业协会——来自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水

利工程、电力工程、城市建设、市政工程、建筑材料、房产开发、矿山等；

30多个国家近 5000 名专业客商——分别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日本、韩国、

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

克兰、波兰、巴西、智利、秘鲁、南非、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

30 多个省市 6000 多个采石场——河北采石场、河南采石场、山东采石场、浙

江采石场、山西采石场、湖南采石场、江西采石场、云南采石场、四川采石场等；

500多家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中铁一局、中铁二局、中铁二十一局、中国路桥

工程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铁道

建筑有限公司、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北京市政路桥、淮北矿业（集团）、中冶天工集团、

中兴建设、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国际建设、北京住总集团、北京城乡建设集团、中城投集

团、中国建筑一局（集团）、中铁建设集团、中建三局等；

300多家城建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中铁城建、北京城建、上海城建、

天津城建、杭州城建、济南城建、广州城建、武汉城投、郑州城建、新疆城建等；

2000 多家矿山装备供应商——徐工集团、三一重工、柳工集团、中信重工、卡

特彼勒、小松、住友、利勃海尔、日立建机、美卓矿机、爱斯泰克、安百拓、塔克拉夫、

艾法史密斯、奥图泰、尤克里德、山特维克、蒂森克虏伯、海瑞克、高达国际、SGS、西

门子、ABB、三菱电机、康明斯、伟尔矿业、北方重工、宇通重工、太原重型、黎明重工、

国机重工、中国一重、中国二重、河南红星、上海路桥、广州磊蒙、上海东蒙、上海世邦、

福建泉工、洛阳大华、郑州一帆、陕西同力矿车、龙信重工、特雷克斯、诺漫斯特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dEJ20nOG_DsE3yH1QqsN3lHHdXVsxHDTxxugnhPuefmZ5O_W-GKQgM9xswx-glzp
http://www.baidu.com/link?url=bXQd_nl1gt8xY93syXlIRjQyHmudMgS1j2IOTM_5DFIB2ykJ_ycmGGHobJwNISBmK4PKBY6BJuueBKJKH4mlL8_H2Vc4bKfQWszS7JmyeW2M1YWR8RBCpx8PpY8C8hdCvn-aHKE2fTbBVaUStJ9yWxt_s9updtUEhtAHfmhfXaW18vdam1avNo3w6BrmiMpTvBRvojNMs2YRpn2kMWmITK
http://www.baidu.com/link?url=bXQd_nl1gt8xY93syXlIRjQyHmudMgS1j2IOTM_5DFIB2ykJ_ycmGGHobJwNISBmK4PKBY6BJuueBKJKH4mlL8_H2Vc4bKfQWszS7JmyeW2M1YWR8RBCpx8PpY8C8hdCvn-aHKE2fTbBVaUStJ9yWxt_s9updtUEhtAHfmhfXaW18vdam1avNo3w6BrmiMpTvBRvojNMs2YRpn2kMWmITK
http://www.baidu.com/link?url=bXQd_nl1gt8xY93syXlIRjQyHmudMgS1j2IOTM_5DFIB2ykJ_ycmGGHobJwNISBmK4PKBY6BJuueBKJKH4mlL8_H2Vc4bKfQWszS7JmyeW2M1YWR8RBCpx8PpY8C8hdCvn-aHKE2fTbBVaUStJ9yWxt_s9updtUEhtAHfmhfXaW18vdam1avNo3w6BrmiMpTvBRvojNMs2YRpn2kMWmITK


◎展会概述

现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各国对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加之全球经济发展对资

源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砂石作为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材料，需求量与日俱增。曾经满山遍

地的黄砂灰石如今已变成“金砂银石”。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影响和带动，

砂石行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行业规模逐步扩大，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整体运行质

量稳步提升。特别是机制砂石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砂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强有力的发展动力。砂石作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原材料之一，随着天然砂（河砂、山

砂、海砂）资源持续开采，部分地区已枯竭，机制砂石替代天然砂石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高

效综合利用是大势所趋。砂石行业要紧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步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力。回顾我国砂石行业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在

新常态下，行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周期，企业发展面临新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立足市场前沿，服务行业发展需要。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联合行业权威机构共同举办“中

国（北京）国际砂石技术装备展览会”(简称 CIAE)，展会将于 2020年 6 月 18-20日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秉承促进行业发展，推动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为宗旨，致力于为展商

和采购商之间搭建产品贸易、信息交流、把握市场动态、品牌宣传的互动平台，打造专业化、规

模化、国际化的砂石技术装备展览会。CIAE2020 将重装亮相北京，同期举办第七届中国（北京）

国际矿业展览会，诚邀你参加，携手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展范围（以下企业请报名参展）

◆ 开采运输设备：爆破装置、凿岩设备、钻孔机、挖掘机、抓岩机、掘进机、矿用电铲、风镐、

装载机、推土机、铲运机、翻斗车、叉车、矿用自卸汽车等；

◆ 给料输送设备：振动给料机、叶轮式给料机、圆盘式给料机、往复式给料机、波动辊式给料机、

筛分喂料机、板式喂料机等，各种新型输送机和配套；

◆ 破碎设备：移动破碎站、建筑垃圾破碎机、颚式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旋回式破碎机、圆锥

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破碎锤、碎石机、碎石

生产线、新型破碎机等；

◆ 制砂生产线：制砂机、洗砂机、破碎机、振动筛、振动给料机及胶带传输设备等；

◆ 筛分粉磨设备：圆振动筛、直线振动筛、提升机、选粉机、磁选机、球磨机;
◆ 环保技术设备：除尘装置、通风设备、降噪设备、污水泥浆处理设备、固液分离设备等；

◆ 生态与综合利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尾矿处理，建筑固体废物处置再生利用技术与装备；

◆ 配套及周边：焊条、齿板、边护板、衬板、耐磨件、齿轮、轴承、减速机、输送带、棒磨机衬

板、磨粉机配件、动颚、偏心轴、机架等备件、圆锥破备件、破碎锤配件、滤布等；

◎同期活动、高端论坛、产品/新闻发布会

◆ 主办方将安排多场论坛、技术交流、产品推介及新闻发布会，欢迎广大参展商申请举办，主题

自定。主办方将积极协助组织参会人员及听众，全力缔造商机。

◆ 为配合展会召开，方便展商与采购商的交流沟通，组委会将精心编印展会会刊，面向广大砂石

生产单位、应用领域及专业人士发行。欢迎各技术装备供应商积极入编。

◎参展程序

◎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号院万达广场 C座 1709 邮 编：100040
电 话：010-6865 9227 传 真：010-8868 0811
邮 箱：haiwen2002@126.com

申请得到组委会确认后，七

日内将参展费用（50%预付

款或全款）电汇或交至组委

会；

认真填写«参展申请及

合约»并加盖公章传真

或邮寄至组委会；

组委会收到参展费

用后会将发票及«参

展指南»邮寄给展

商；

展位分配根据：

先申请、先付

款、先安排。



单位名称(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地址： 邮编: 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职务: ____________
手机： 网址： 电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示的产品或技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希望见到的行业/客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请认真填写以上信息，以便展前宣传及一对一特邀买家服务，为您提供最具针对性的商贸活动

◎ 收费标准

特装展位（光地）： m2，展位号： ；费用 元；

A、会刊广告：选择版面： ；费用 元；

□封面 ￥20,000 元 □封二 ￥10,000 元 □扉页 ￥8,000 元 □彩色内页 ￥5,000 元

□封底 ￥15,000 元 □跨彩 ￥10,000 元 □封三 ￥8,000 元

B、其它广告：选择类别： ；费用 元；

□参观券 ￥20,000 元/展期 □入场证 ￥30,000 元/展期 □请柬 ￥20,000/万张

□手提袋 ￥30,000 元/展期 □挂 绳 ￥20,000/展期

C、技术论坛：国内企业：RMB30000/场/20 分钟，选择 场，主讲人及职务 ，费用 元；

国外企业：USD8000/场/20 分钟，选择 场，主讲人及职务 ，费用 元；

◎以上参展费用总计（大写）： ； 付款日期： 年 月 日

收款单位：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黄楼支行

收款账号：0200 0420 0902 4515 636

◎ 特别提示：报名申请展位成功后，组委会将复函给予确认，七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全款或 50%预付

款）汇至组委会；组委会收到参展费用后即出具等额发票并邮寄给展商。

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盖章）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 参展单位盖章

万达广场 C 座 1709

电 话：010-6865 9227 传 真：010-8868 0811 负责人签名：

邮 箱：haiwen2002@126.com 日 期： 年 月 日

展位类型 展位规格 国内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标准展位（单开口）
9 ㎡（3×3） RMB12800 RMB18800 USD3800

18 ㎡（3×6） RMB25600 RMB37600 USD7600

标准展位（双开口）
9 ㎡（3×3） RMB13800 RMB19800 USD4000

18 ㎡（3×6） RMB27600 RMB39600 USD8000

室内光地/展期 36 ㎡ 起租 RMB 1200/㎡ RMB 1680/㎡ USD 380/㎡

参展申请及合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