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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
暨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广州

时间:2022年9月15-17日     地点: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单位：广东中弘汇建科技有限公司



往届回顾-活动介绍

首   届

活动名称

广州建筑业转型发展论坛暨2018年广州工程建设展览会

活动主题

共建共享  融合发展

第二届

活动名称

2020第二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活动主题

智慧建造  绿色发展



往届回顾-数据统计

类    别 首  届 第二届

展出面积 10000㎡ 20000㎡

参展单位 115家 173家

参会企业 1200家 2012家

现场观众 12000人次 31000人次

线上直播 12430人次 26250人次

论坛分享 26课题次 18课题次

媒体报道 27家 45家

博览会总浏览量 150万次 532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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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施工企业
38家

参展设计单位
16家

参展监理单位
15家

参展建筑服务单位
16家

参展材料设备企业
215家

参加论坛总人数
3500人

往届回顾-参展企业数量



往届回顾-观众类型、展商类型

建筑设计：15%

政府部门：5%

科研院校：5%

行业组织：5%

渠道代理：5%

其它：5%

观众
类型

展商
类型

 建筑施工：40%

地产开发：20%

建筑施工

建筑设计

建筑装配式

建筑信息化

安全防护材料设备

爬架周转材料设备

模板及脚手架

装饰材料

安装材料

金融



往届回顾-精彩瞬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复明 广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李朝晖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黄晨光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郭佑雄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会长-杨青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陈宇飞

中建科技集团设计研究院-孙占琦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王帆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刘翔 中建三局二公司-胡进军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李云贵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陈雄

业内专家、政策、产业心声、行业探讨

往届回顾-领导、专家



往届回顾-论坛现场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往届回顾-展商风采、施工企业（部分）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往届回顾-展商风采、施工企业（部分）



广州市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 

汉森柏盛设计集团  

往届回顾-展商风采、设计单位（部分）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北京中建协技术认证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筑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共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M、智慧工地、建筑技术、金融
往届回顾-展商风采（部分）



珠海斗门区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合和建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科顺防水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汉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往届回顾-展商风采、材料设备（部分）



广州精品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一等奖”

往届回顾-成果展示



往届回顾-媒体报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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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
暨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执行单位：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2022年9月15-17日 



博览会介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 述精神,结合粤

港澳大湾区全力打造绿色湾区、智慧湾区的 目标和广州市建筑业全产业链共建共享,融合发展的需求,  推进广州市构建"链长制"加快建

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要求,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广州市建筑业联合 会主办的"2022第三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暨大

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定于2022年9月15-17日在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以"龙头带动、产业融通"为主题,着力打 造汇集政府代建、地产开发、施工、设计、工程监理、咨询 服务、装配式建筑、

高端设备、建筑材料、建筑信息化等产 业链上下游超千家重点企业,打造产业链集中、互融互惠的 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科技联

通建筑,重点展示前沿 技术、精品工程、绿色材料、智能产品。同时由协会牵头搭 建各细分领域横向对接的平台,广州市建筑业链主企

业、龙 头企业在大会上进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同期召开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邀请行 业专家、高校学者出席并发言。重点围绕大湾区建筑产业发 展动态趋势及前

沿技术,探讨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建造、 智能建造、资质改革、工程造价等有关产业发展的前瞻性、 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突出区域

发展特色、探讨创新发展思 路,共商发展机会,用科技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 动广州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通过政府、协会、企业的多方联动,将本次博览会打造 为"展览+论坛+交易"为一体的行业盛会,引领广州市建筑 产业链共建共享、

融通发展。



博览会概况

博
览
会
概
况

 展会名称     2022第三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暨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

展会主题 龙头带动  产业融通

展会定位 展览+论坛+交易

指导单位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办单位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中弘汇建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广州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广州市城市更新协会 广州市工程造价行业协会

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广州市建设监理行业协会

时间地点 2022年9月15-17日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B区

展览规模 30000㎡

参展单位 300家

50000人次观众人数

3000家参会企业

30课题数论坛课题

媒体报道 50家



政策文件



博览会思想指导
广州市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链长制”推进实施

编制背景：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

办〔2021〕11号）和广州市委办公厅发布《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构建“链长制”推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穗厅字〔2021〕17号）文，广州市计划“十四五”期间，在全市重点领域打造形成21条现代产业链。

围绕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

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促进 

我市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

的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

绿 色化、生态化升级，构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融

通协同 发展产业体系。

目标体系
      发挥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

主企业优势作用，以重点企 业、

重点项目和重点平台为抓手，

锻长板、补短板、强企业， 政

府集中要素扶持协调解决关键

技术和制约瓶颈，将点状的 产

业分布发展成链状的整体产业

生态聚集。

实施路径

政府扶持政策

➢ 增强建筑业企业竞争力

➢ 强化产业队伍人才供给

➢ 发挥政府项目引领作用

➢ 提升勘察设计综合品质

➢ 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 强化产业链招商

企业工作举措

➢ 厘清建筑产业体系

➢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 布局搭建产业园区

➢ 建设协同发展平台

➢ 优化产业人才梯队

➢ 实施科技创新行动

➢ 加快建造方式升级

➢ 提升施工质量安全水平



博览会思想指导

       重点企业目标。建筑业领域 培育建筑业世界 500 强企业 1 家以上,两千亿级建筑业龙头企业 2 家以上；打造品牌

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龙头勘察设计企业 2-3 家；培育具有独立工程总承包管理能力龙头企业 5 家以上；培育工程质

量检测龙头企业 2-3 家；扶持若干全过程咨询、招标代理、专业施工、劳务承包、工程监理、咨询服务、建筑材料等

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规划设计领域：培育品牌优势明显、竞争力强、全链条的规划勘测设计集团 1-2 家，支持地铁、

电力、园林等领域的设计公司做精做专做大主导专业，持续发挥链主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初步奠定广州在全国规划

设计行业的领先地位。 

         重点布局搭建11个产业园区：（1）新城建示范园（2）黄埔区西基岛“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装备制造创新 中心”

（3）广建湾区智造产业基地（4）中建集团南方科创中心（5）中建绿色科创产业园（6）中建绿色建筑工业园（7）顺

兴绿色建材创新产业园（8）广州建筑乡村振兴研究院（9）新瑞龙建筑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10）粤港澳大湾

区装配式建筑技术培训中心：（11）广州（白云）建筑科技低碳产业园

广州市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链长制”行动目标



博览会思想指导

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组织构架

牵头     负责

建筑业和规划设计（含装配式建筑、智能建筑、建筑材料、工程勘察设计和总承包等）产业链

链主单位：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分链主单位：  广东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市住建局 市规自局



博览会思想指导
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链图谱



主管部门行动-广州市住建局主办“链长制”工作宣贯会
一、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工作情况介绍
三、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工作示范企业遴选通知

二、2022第三届广州国际建筑产业博览会宣贯推进



核心话题

重点围绕建筑产业发展动态趋势及前沿技
术，探讨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建造智能
建造、造资质改革、工程造价等有关产业
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论坛主题：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

博览会概况-论坛活动

出席嘉宾

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沙龙
主管领导+链主企业董事长+行业专家，
围绕主题开展高端对话

邀请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
莞市、中山 市、江门市、肇庆市等大湾区相
关城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院士、行业
首席专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等

同期活动 同期活动

巡       展：政府领导、行业嘉宾巡展

项目观摩：在建项目实地观摩、线上同步直播

项目发布：拟建、在建项目发布

奖项颁发 :  评选奖项，现场颁发

专业分论坛：建筑产业链端专业分论坛（施工、设计、造价等）



博览会概况-签约活动

签约类型
广州市建筑业链主企业、龙头企业

战略合作、现场合约签订

签约数量
100家企业

合作协议  项目合同
参与对象

“投建营”一体化、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咨询

招标代理、勘察设计、专业施工、监理咨询

工程检测、机制砂、预拌混凝土、装配式构件

预拌砂浆、绿色与功能建材、建筑业信息化

工程机械、建筑运维、建筑固废处理、建筑培训



地产开发、城市更新、住房保

障、产业园区规划建设

业主展区

工程总承包、建筑装饰、

机电安装、园林绿化

施工展区

规划设计、工程勘察设计、内

外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

设计展区

项目策划、全过程咨询、

工程造价、图纸审查

工程咨询展区

智慧工地、BIM、管理软

件、大数据应用、无人机

建筑信息化展区

结构装配式混凝土预制件、钢

结构、木结构、装饰集成

建筑装配式展区

建筑装饰、建筑电气、给排水、

通风与空调、建筑智能化

建筑材料设备展区

充电桩系统、立体车库、

收费控制、出入口管理

智慧停车展区

“链长制”三年行动计划的各细

分领域龙头企业

链主和龙头企业展示区

博览会概况-展区规划（全产业链）



博览会特色

政府主管领导、各级住建部

门主要领导出席，现场巡展

考察企业发展现状，了解行

业转型升级布局，通过一线

的心声作为施政的信息导向。

政企同台  信息互导

工程院院士为主导，行业主

流专家为论坛课题嘉宾，剖

析大湾区发展规划，对BIM、

CIM、建筑工业化、绿色建

筑等热点话题进行经验传导。

高品质  高规格

建设、设计、施工、咨询、材料、

信息化、金融为主体的全产业链

交流平台，突破传统的供需合作

关系，实现“产学研用”创新成

果转化对接，集中高效。

全产业  促合作

代建单位、事业单位、央国企、

大型开发商为主体的建设单位，

央国企为首的施工、设计单位，

站在专业观众的角度进行一站式

深化交流对接合作。

供需深化  专业聚焦



博览会观众组织

市、区住建系统
央企、国企地产开发
全国百强施工、龙头企业
交投、城投、水投、代建
各大院校建筑相关学院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广州市房地产行业协会

广州市城市更新协会
广州工程造价行业协会

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珠三角房地产商协会
省、市相关建筑业协会
各招采联盟、招采平台
经销商、贸易商
各商协会会长、秘书长
知名媒体、新型媒体平台

各住建系统主要负责人
各大企业董事长、

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
各大企业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等技术高层人员
各企业成本部、招标部、经营部、

物资部、采购部等主要负责人员



博览会概况-展位图规划（工程造价13-15个展位）



博览会拟邀业主单位（部分）

广州地铁集团 广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 越秀集团 保利地产

华润地产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 广州科学城集团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 广州招商房地产

万科地产 星河湾集团 合景泰富城更集团 敏捷集团 碧桂园

广东时代地产 佳兆业集团 广东海骏达置业 美的置业 珠海大横琴集团

广田丰投资集团 升龙集团 大华集团 香江控股 华以泰地产

广东海伦堡地产 广州珠光地产 珠海华发实业 景业名邦集团 广州粤海

广州交投集团 广东省机场管理 阳光城 金侨控股 深圳鹏瑞

雅居乐地产 绿城华南 广东中海联 国发投资 广东海逸集团

荔园地产 广东东基 广东正域 广东光大 尚东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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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湾区建筑产业链融通发展高峰论坛

2 0 2 2
G I C E

承办单位：广东中弘汇建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博汇街6号智汇PARK-D座515

电       话：吴亚军13928984335     黄子瀚15014492293
扫码报名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