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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建筑业博览会 

第十七届中国（北京）国际干混砂浆及产品展览会 

MIE China 2022 -17th China International Mortar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Exhibition 

【展会简介】 

十余年积淀，铸就辉煌——中国干混砂浆行业第一展！ 

MIE China中国（北京）国际干混砂浆技术及产品展览会是于 2005年创办的国内首个干混砂浆专业展会，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六届。十六年征程，北京砂浆展不仅见证了干混砂浆行业的长足发展，也成为我国干

混砂浆领域最具规模、贸易效果和行业影响力的顶级专业贸易推广平台。展会及同期中国砂浆周走在行业最

前沿，整合并传达中国砂浆行业的最新技术及先进产品，吸引数万业内观众群体及采购经销商。展会同期将

举办中国国际砂浆周及行业培训、评选、高峰论坛、现场施工演示及行业晚宴系列活动，再次汇集干混砂浆

行业上、中、下游供需群体的全面关注和广泛参与，实现理想的品牌推广及经贸效果。 

十余年积淀，铸就辉煌。第十七届北京干混砂浆展仍将与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建筑建材展会——第九届中

国国际建筑业博览会、第九届地材博览会（地坪、弹性地材展、运动场地展）、建筑保温展、建筑防水展等

相关建筑建材品牌展会同期举办，共享数万经销商、建筑及装饰工程单位、设计师、国际采购商、业主方及

房产开发商等专业观众群体。第十七届北京干混砂浆展将传承十几年积累的丰富展会经验和资源，结合天时

地利条件，继续强化专业观众组织，以更大的规模、更精彩的行业活动，更多专业的经贸参观群体，再度构

筑干混砂浆领域全方位、规模化、国际化的顶级贸易推广平台！ 

【展会时间】 2022年 3月 26 日-3月 28日 

【展出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国展） 

【总体规模】5万平米           【总体观众预计】9 万人次  

【批准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同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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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模板、脚手架施工技术及产品设备展览会 

❖ 第九届中国国际地材博览会（地坪材料及设备展、弹性地材及运动场地展） 

❖ 第二届中国国际装配式建筑及装配部件展览会 

❖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建筑保温、涂装及外墙装饰展览会 

❖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博览会 

❖ 第十七届中国（北京）国际干混砂浆技术及产品展览会 

❖ 2022中国国际建筑石膏工业展览会 

❖ 第九届中国国际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展览会 

❖ 第二届中国国际美缝及建筑密封剂、胶黏剂展览会 

❖ 第二届中国国际混凝土技术及机械设备展览会 

❖ 2022中国国际建筑智慧工地及建筑基建展 

❖ 2022中国国际建筑门窗幕墙展览会 

❖ 2022中国国际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展 

❖ 2022雄安新区建设物资采购交流大会 

【同期活动】 

❖ 2019中国国际砂浆应用技术论坛 

【展会亮点】 

◆ 开春第一展，最佳时间，理想地点 

建筑工程施工将于春季开工，三月办展恰逢采购旺季！一年的起始，不仅是面向市场推介新品的合适时

机，也是行业供需群体、渠道环节参与展会最为方便的时段； 

北京作为首都，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是全国推广的理想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三环静安庄老国

展）是北京城区内知名度最高的展览场地，紧挨三环，交通便利，设施一流。 

◆ 丰富的组展资源，全面系统的宣传推广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干混砂浆技术及产品展览会将继续传承十几年的观众资源和品牌口碑积累，继续同

170 余家海内外专业媒体，共同组织多种形式，多层面的宣传推广活动，向专业观众群体广泛传递展会信息

和参观邀请，保障理想展示效果。 

◆ 两大展馆同期展出，共享丰富专业观众 

第十七届干混砂浆展仍将与中国北方建材大展——第七届建筑工程四新博览会、第 26届建材博览会-墙

http://www.builddec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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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布艺软装展、建筑保温展、地坪地材展、建筑防水展等相近观众定位展会同期举办，新国展老国展两馆联

动，共同搭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28万平米覆盖全建筑产业展示平台，共享 22万人次建筑建材行业专业观众

群体，打造超越单一干混砂浆展会的贸易效果！ 

【参展范围】 

◆ 砂浆产品及辅材 

磁砖胶、填缝剂、防水砂浆、彩色饰面砂浆、生态壁材、硅藻泥、空气净化砂浆、粉刷石膏、腻子、界面剂、

修补砂浆、灌浆料、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地面砂浆、干拌混凝土、粉末涂料；自流平砂浆、耐磨硬化地坪、

艺术地坪及环氧类、聚氨酯类、无溶剂类地坪材料；湿拌砂浆、预制砂浆线脚、砂浆装饰板（砖）、砂浆制

品、保护剂、养护材料等 

◆ 添加剂 

颜料、纤维素醚、可再分散乳胶粉、树脂胶粉、纤维、抗裂剂、减水剂、缓凝剂、消泡剂、速凝剂、早强剂、

触变剂、消泡剂、超塑化剂、固化剂、封闭剂、硬化剂、抑碱剂、聚乙烯醇及乳液类添加剂、母料核心料、

聚合物乳液、砂浆配方及应用技术等 

◆ 原料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白水泥、脱硫石膏、α-半水石膏、硬石膏粉、

灰钙粉、重钙粉、滑石粉、粉煤灰、硅灰、超细粉、膨润土、河砂、石英砂、机制砂、矿渣砂、利废骨料和

利废技术等 

◆ 生产设备 

成套关键设备、破碎机、磨机、烘干机、筛分机、料位仪、输送设备、计量设备、高效混合机、散装设备、

包装机械、包装袋、包装桶、收尘机、编制管带、工控系统、码垛机；粉煤灰及脱硫石膏设备，岩（矿）棉、

板材、砌块等墙材生产加工设备；实验室设备、检测仪器等 

◆ 施工机械与物流设备 

干混砂浆运输车、背罐车、GPS、移动筒仓、连续混合机；灰浆机、喷涂机、泵送机及高层输送系统；抛丸

机、研磨机、铣刨机、打磨机、抹平机、整平机、切割机、灌缝机、小搅拌机、混凝土整平机、清缝机、开

槽机、平板式振动夯、水泥发泡机、聚氨酯喷涂设备等 

【观众构成】 

- 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国际采购贸易商 

- 建筑工程单位、建筑装饰单位、路桥建设公司 

  

http://www.sh-mikasas.com/products/pro-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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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设计师、建造师、施工技术人员 

- 房地产开发商、工程项目业主方 

- 生产制造商、原料及设备供应商 

- 政府主管部门、规划部门、科研机构、媒体人士 

【参展费用】 

类 型 标准展台 室内光地（起租 36 m
2
） 

3m*3m RMB 12500元/9m
2
 

RMB 1250元/m
2
 

3m*4m RMB 16000元/12m
2
 

海外企业 USD$400/m
2
 USD$350/m

2
 

标准展台配置： 

1、三面展板、地毯、一张问询桌、两把折椅、两盏射灯、一个 220V/5A 电源插座及公司板板（中英文名称

及展台号）。 

2、场地、空调、原建筑物照明、保安、公共场所清洁及现场管理与服务。 

3、在展览会会刊上列出参展单位基本信息及展品简介。 

室内光地包括： 

场地、空调、原建筑物照明、保安、公共场所清洁及现场管理与服务（未包括搭建展台管理费，所有设计、

搭建、清理工作由参展商自行完成）。 

【账户信息】 

公司全称：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分行国展支行 

账    号：020 025 300 900 010 6503  

行    号：966 

【参展流程】 

凡有意参加展览会的单位，请与组委会联络，待确定展位及参展费用后，填写展览会“参展申请/协议

表”并加盖公章，邮寄或传真至组委会。参展协议签妥后，参展单位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参展费的 50%作

为订金，余款应在 2021年 1月 31日前一次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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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688室 

联 系 人：胡晓娜 李艳萍  

电话/Tel：13520548763  13691370567 

电子邮箱/Email：3150561684@qq.com  156005293@qq.com 

网址: http://www.constructech.cn/ 

  

mailto:31505616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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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会刊信息登记表 
北京中装文行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胡晓娜 李艳萍  

电话/Tel：13520548763  13691370567 

电子邮箱/Email：3150561684@qq.com  

156005293@qq.com 

 

请您按以下表格的要求，及时提供公司信息电子版，填好后于 2022年 1月 25日前，发送至

3150561684@qq.com  156005293@qq.com  ，以便我们及时刊登，以下为填表示例。 

企业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展位号：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邮箱  网址  

联系人  手机  

公司简介 

 

注意事项 

·如主办单位在 2022年 1月 25日仍未收到此表格的回复，将视为贵公司自动放弃资料的刊登权。 

·主办单位有权对登记表内文字介绍部分进行文字的删减，以保持会刊的一致性。 

·请提供中英文对照的会刊信息，如无英文翻译，组委会将提供简短的英译，我们将尽量保证译文的正确性，

如有错误，概不负责。 

微信宣传服务资料 

请提交企业 LOGO，产品图片及说明、企业形象照片、企业简介宣传文档发

送至 3150561684@qq.com  156005293@qq.com，我们将及时微信发送企业

信息和电子邀请函 

企业开具发票信息: 

 

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15 请 E-mail 至:  

3150561684@qq.com  156005293@qq.com   

标题请写：公司名称会刊文字 

mailto:3150561684@qq.com
mailto:发送至197278527@qq.com
mailto:发送至197278527@qq.com
mailto:企业简介宣传文档发送至197278527@qq.com
mailto:企业简介宣传文档发送至197278527@qq.com
mailto:企业简介宣传文档发送至197278527@qq.com
mailto:197278527@qq.com
mailto:197278527@qq.com
mailto:1972785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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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收 件 人：                        手 机： 

收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