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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要求，到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20%以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

市30%以上，保障性安居工程采取装配式建造的比例达到40%以上。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比率30%以上；到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50%以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和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其他城市为

重点，加快提高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住建部总工程师陈宜明指出，三大城市群与常住人口超过300万城市建筑业总产值和新建建筑竣工面积的占比超过50%，

其规模和产值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是确保30%目标实现的基础。

上 海

2015年在供地面积总量中落实装配式建筑的

建筑面积比例不少于50%；单体预制装配率

不低于30%；

2016年外环线以内符合条件的新建民用建筑

全 部 采 用 装 配 式 建 筑 ， 外 环 线 以 外 超 过

50%；单体预制装配率不低于40%；

2017年起外环以外在50%基础上逐年增加。

成都

2016-2017年，四个建筑产业现代化试点城

市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化基地；

到2025年，建筑产业现代化建造方式成为主

要建造方式之一，装配率达到40%以上的建

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50%, 新建住宅全

装修达到70%。

深圳

深圳《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的通知》：

对按照高标准建造，预制率达到40%、装配

率达到60%及以上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参评

市绿色建筑评价时，可在现行标准评价等级

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全国性政策

* 标记为三大城市群及常住人口超过300万城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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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机构预计，2017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

将达到 20.18万亿元，

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6.15%，

2021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将达到 25.62万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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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达 19.3567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7.1%
；



装配式设计

·方案设计

·初设及施工图设计

·构件深化设计

·AEC软件

·BIM咨询

装配式围护

·隔热装饰

·建筑涂料

·节能门窗

·屋面体系

·地下管廊

·地铁管片

·景观构件

装配式市政装配式装修

·内装工业化：

快装墙面、轻质隔墙、

集成地暖、整体卫浴、

龙骨吊顶

·全屋定制：

收纳系统、

整体厨房、五金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预制构件生产流转系统及设备、连接件及配件、

混凝土化学品、预制构件成品、模板及脚手架系统、

·装配式钢结构及模块化建筑

·木结构

装配式主体

全年活动
BIC2017

BIC 2017

BIC2017，紧跟政策导向，把控市场趋势，布局全国，放眼世界，集中展示

装配式设计、装配式主体、装配式围护、装配式装修及装配式市政。未来一

年，我们将以国际考察、全国巡展、城市路演、顶级峰会、实景样板房等丰

富多样的活动形式，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规范及标准，企业定向市场，明确

采购意向，提供展示服务与国际贸易的一站式平台。

BIC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大会—成都

2017年5月16-18日

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

同期举办：2017第十六届中国四川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装配式房屋与成品住宅设施展区）

BIC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深圳

2017年7月6-8日

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举办：2017 深圳建筑工业化论坛

BIC德意建筑工业化考察 

2017年2月12日-19日

国际化交流机会

全球先进技术及产品

BIC日本建筑工业化考察

2017年8月

考察适用于亚洲地区的气候及地质的领先技术和产品

立足亚洲，面向全球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建设协会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上海木材行业协会

上海建筑工业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上海市装配式建筑推广平台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预制混凝土协会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分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深圳住房和建设局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预制建筑网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

FLA Event i

合作伙伴

BIC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BIC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 上海
2017年10月31日-11月1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亮点
BIC2017

内装一体化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要求，到2020年，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比率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30多个省市出台了装配式建筑专门的

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少地方更是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加入到装配式建筑的建设大军中。

BIC将充分发挥其开发商、建设集团及设计师资源，从住宅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大力发展内装工业化版块，聚焦国内外一线整装品牌，打造亚太地区集技术

展示、交互体验为一体的高端内装一体化应用展。

iHouse实景样板房

BIC2017将于展会现场展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模

块化建筑等不同体系，各具特色的实景样板房，应用范围涵盖高端

住宅、精品集装箱酒店，商业空间，智能集成房屋，智慧养老公寓

等，为专业观众创造现场体验机会，升级展商与观众实时互动交流

的平台。

服务升级，首次推出Match Making 贸易配对

展前邀约来自房地产开发商、建设集团及设计单位等超过 500人的采购方对相关展商进行专业配对并组织贸易洽谈。

IMBS上海国际模块化建筑高峰论坛

亚洲地区首个以模块化建筑为主题的国际高峰论坛，由中集模块化与BIC展会主办方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于2016年成功创办。

装配式钢结构国际论坛

装配式钢结构是发展装配式建筑重要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会上明确指出，“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提

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 

由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主办的装配式钢结构专业论坛将于展会同期举办，届时住建部、钢构协会等领导将应邀出席，与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进行技术交

流、案例分享，共同探讨装配式钢结构的发展之路。

享誉欧洲，全球顶尖的预制建筑大会

N场国际化高品质的同期峰会及论坛

提供 高端商务交流平台

参与企业：

IMBS

装配式
钢结构

BetonTage Asia源自德国BetonTage大会（欧洲混凝土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自2014年由BIC主办方引入中国，成为亚洲唯一分会并落地上海，

每年与BIC同期举办。

BetonTage Asia带来全球顶尖技术及创新产品，融合全球资源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宜中国建筑工业化的产业技术、解决方案及发展模式，有效促进行业内

交流与合作，荣膺业内广泛参与及高度认可。

BetonTage
Asia

同期活动
BIC2017

优必集团 
皇冠假日酒店大床房和独立卫浴模块样板房



展商分析
BIC2016

展商对2016BIC展会表示满意

总体评价为9.185分
（满分为10分）

84%
观众对BIC 2016展会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

78%
观众表示愿意向同事及行业伙伴推荐BIC展览会

82%
观众表示明年愿意继续参加BIC展览会

评价

展出展品的占比

2016年，BIC以“体系多元化、施工标准化、装饰一体化”

为主题，在展商数量和展出面积上再次取得新突破。

展馆图

* 部份参与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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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语

参展企业 520家，数量稳步上涨；

展出面积预计突破 45,000㎡，较2016年增加12.5%

20.1%

9.4%

22.39%

13.23%

5.57%

9.91%

5.97%
工业化建筑设计及软件

预制构件生产设备

链接件、预埋件及配件

装配式钢结构及模块化

建设集团

模板脚手架

外围护

内装工业化 

13.43%

公司参展BIC 2015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参展BIC 2016。此次展会，我们得到了展会

主办方的大力协助和全方位的服务，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BIC确实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顶级专业展

会，拥有一流的策划、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展商。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未来的BIC展会。

精工绿筑集成建筑系统工业有限公司

展望
BIC2017

展馆信息：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址：上海市崧泽大道333号



市场推广
BIC2017

专业观众所属行业

专业观众感兴趣的版块专业观众参观目的

收集市场信息，

了解行业动态

43.04%

采购新产品

32.66%

鉴赏项目案例

及工法演示

22.53%

参加同期会议、论坛、

活动、项目考察等 

16.20%

其他

7.85%

媒体推广 
提升品牌制品度及影响力

50+ 家大众产经类主流媒体

300+ 家专业媒体深入合作

500+ 家行业网站发布信息

展前、展中展后全年持续曝光
展期集中报道，形成三维立体、无缝链接的媒体推广网络。

专业媒体

专业观众所属职位

自媒体 
开创内容营销新篇章

2万+ 行业活跃粉丝、10+专业群、100+篇原创微
信推文，内容涵盖最新政策、创新技术、领先企业最新动
态及展会资讯，图文页阅读量达8W次/月，辐射4W人。

数据营销 
聚拢核心用户

20万+ 强大的观众数据库资源，主办方针对所属行业、观
众职能，甄选匹配度最高的优质数据，多重渠道精准推送。

定制推广 
展现主办高端服务

定制专属邀请函、邀约海报等专业的营销手段，结合企
业数据库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高效、专业的展前宣传
和推广。

房屋/建筑开发单位
房地产开发商，业主方，酒店管理方

政府部门
政策制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企业

建筑工程设计单位
工程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开发与咨询等

产品、材料及服务供应商
建筑材料、机械、构件生产设备

其他

 

装配式设计

装配式主体

装配式外围护

装配式装修
装配式市政

87.27% 89.12%74.27%30.50% 20.58%

观众分析
BIC2016

BIC2017 将继续以其丰富的行业 资源
专业的服务 态度
高端的 营销手段
为企业带来 全新参展体验

其他 5.10%

采购 32.89%

市场 13.76%

行业专家、学者 8.82%

公司决策层（主席、总裁、总监、总工程师等） 17.20%

工程设计、咨询及技术 22.23% 



刘迪 先生

手机：+86 136 6161 9597

座机：+86 021 6195 6060

邮箱：anson.liu@vnuexhibitions.com.cn

项目管理

马仲达 先生

手机：+86 137 7421 1086

座机：+86 021 6195 6085

邮箱：michael.ma@vnuexhibitions.com.cn

销售管理

王晓萍 女士 

手机：+86 139 1780 0620

电话：+86 021 6195 6097

邮箱：theresa.wang@vnuexhibitions.com.cn 

市场经理

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 

www.bicchina.com.cn

联系我们

2017.10.30-11.1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7.7.6-8
深圳会展中心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333号上海展览中心商务楼2楼

电话：021- 6195 6097

传真：021- 6195 6099

邮箱：bic@vnuexhibitions.com.cn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Exhibitions Asia

项目销售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模块化建筑
张巧娟 女士 

手机：+86 150 2669 1086

电话：+86 021 6195 6083

邮箱：merry.zhang@vnuexhibitions.com.cn

建筑模板、生产机械及配件
王璐 女士 

手机：+86 153 7180 8835

电话：+86 021 6195 3540

邮箱：stacy.wang@vnuexhibitions.com.cn

建筑设计、建筑外围护、内装工业化
冯娟 女士

手机：+86 137 6422 8697

电话：+86 021 6195 3506

邮箱：fiona.feng@vnuexhibitions.com.cn

FBF Betondienst GmbH
Gerhard-Koch-Str. 2+4, 
D - 73760 Ostfildern, Germany
Tel: +49 711 3273 2300     Fax: +49 711 3273 2350
www.betontage.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