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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前身为原建设部建筑展览馆，是建设

行业最早开展展览展示工作的单位，有近五十年组织

展览展示工作的良好基础和丰富经验。

 199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予“

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主办单位资格”（[1999]

外经贸政审函1003号）。2001年被科学技术部授予“主

办境内国际科学技术展览资格”（ 国 科 发 外 字

[2001]621号）。

 多次在国家级超大型展览会中承担住建部的展览任

务，先后承办了“联合国第二届人类居住区大会中国住区

建设成就展”、“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国际建协各会

员国建筑成就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成就展人民生活馆”等国际性和国家级大型展览。

主办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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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简介

经商务部报备，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主办的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集行业主管部门、相

关学协会、权威媒体之力，是展示城市建设成就、发展方向的行业盛会，始终致力于为城市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

、相关企业提供规格高、影响大、效益好的集中宣传、展示、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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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中国城博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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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
The 21th  China Internat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Exposition 
时间：2022年6月22-24日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组织机构：报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战略合作单位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特别协办单位 建筑杂志社、中国建设报社

协办单位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中国建筑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中国公园协

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

国城镇供热协会、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中国动物园协会、中

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北京保护健康协会、

全联城市基础设施商会



展馆位置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

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
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

展馆地址：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北京市顺义区裕翔路88号



专业观众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城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行业学协会、行业商会、房地产开发公司、规划设计院、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

单位、制造商、生产厂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创新企业等

展示范围

围绕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城市体检、健康城市、脱贫攻坚等方面内容，展示近年来城市建设新理念、新科

技、新模式、新成就及城市发展趋势，交流国内外城市建设先进经验和最新理念

优势和亮点

 宣传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部系统成绩、年度亮点和建设风貌

 展示城市建设新理念、新科技、新模式、新成就，交流国内外城市建设先进经验

 试点城市主题展示为各地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会、展有机结合，打造住建领域全方位典型经验交流平台，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会展平台

 主流媒体，强强联合，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中国建设报为行业综合大展持续站台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领导应邀莅临展位，把脉行业新动向

 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试点城市、行业先锋企业、产学研示范单位的最佳展示、交流基地

 立足城市更新全产业链、打造行业上中下游全景式展示平台，助推建设产业发展和战略合作

 中国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世界城市日”重要展示基地，同步宣传、展示中国城市形象和建设成果



往届参展龙头企业（部分）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央企/国企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原中建钢构）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住宅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房地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合肥葛洲坝高新管廊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合肥新站综合管廊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通号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外协会

加拿大木业协会 欧洲木业协会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政府部门

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沈阳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 广州、长沙、苏州、唐山、厦门、威海、白银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高等院校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建筑大学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本届展会展示板块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综合展示部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设领域成就展

 城市高质量发展宣介展——城市

综合成果展

 城市更新全周期成果展

 百年市政发展成就展

 脱贫攻坚新农房改造成果

 城市建设“四新”展示

 建筑行业科技创新成果与产学研

用赋能新城建展

 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

大会专题展

 城市更新专题展

城市建设更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

和城市风貌塑造/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与技术创新/城市体检与生态修复功能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

 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专题展

全国文明单位（城市管理系统）专题展/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试点城市专题展/新城建与智慧城市专题展

 安全韧性宜居城市建设专题展

城市应急和综合防灾体系建设/城市防疫与后疫情时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环境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智慧环保/城市综合

管廊建设运营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城市适老化建设与康养融合城市建设专题展

“物业”+“养老”模式成果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成果展/适老化改造成果展/健康康养成果展

 城市照明与景观专题展

城市景观与亮化照明，建筑景观照明，园林广场照明，城市功能照明（道路桥梁照明、建筑工程照明），照明节能技

术、材料、产品和监控系统/绿化景观、园林景观与环艺设计 /景观材料与户外休闲配套设施/建筑立体绿化



中国幸福家园

展会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02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加速城

市发展新旧模式转换，提升城市品质，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机制和运行模式，本届中国城博会新

设“中国幸福家园”主题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城市更新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老旧小区改造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安全韧性城市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智慧城市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医养康养示范展

中国幸福家园主题示范展——样板房及场景模块展示



展前预热活动

 2021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系列活动之城市更新论坛——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智库”主题活动

6月25日，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委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举办的2021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系列活动之城

市更新论坛——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智库”主题活动在京举行。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曾少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

划师朱子瑜、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主任李剑出席活动并致辞。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除来自住房城乡建设及规划管理部门，社区

建设和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投融资单位，以及建筑类高等院校的线下参会代表外，还有全国各地6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加同步在线论坛。论

坛分为行业专家主题报告、信息发布会、城市更新项目实地观摩等三个部分。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展前预热活动

 2021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系列活动之城市更新论坛——暨第九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城市更新专场

9月16日，城市更新在行动——2021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系列活动之城市更新论坛暨清华同衡城市更新学术专场活动在京举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相关单位专家齐聚一堂，为北京城市

更新的实施建言献策。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社区建设和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投融资单位

，行业学会协会商会以及建筑类高等院校等5.9万余人专业观众参加论坛。论坛分为行业专家主题报告、圆桌论坛、行业智库创立倡议等三个部分。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参与嘉宾（部分）

江曼
愿景集团副总裁

林澎
清华大学中国城市研

究院秘书长

王柯翔
高和资本产品创新总监

高和更新CEO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清华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险峰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边兰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

计学委会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聘教授

刘楚
愿景集团城区更新事

业部总经理

陈振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城市设计分院院长

何博乐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李杜渊
中交房地产集团总规划师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中国城博会同期活动( 拟)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02

中国中国城博会开幕见面会

中国城市建设科学发展论坛暨中国幸福家园大会

第一届中国康养城市发展论坛

01

03

新型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大会04

新基建对接新城建现场技术交流大会05

数字孪生与碳中和暨中荷智慧城市学术论坛0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论坛07

纪念《城乡建设》创刊65周年交流大会暨智能建造与城
市更新高峰论坛

08

垃圾分类产业发展高峰论坛09

《百城百企发展历史汇编》画册发布10

住博会同期活动（部分）

02

新型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大会

可再生能源建筑技术交流会

装配化装修公益大讲堂

01

03

第二十届全国装配式建筑暨智能建造交流大会04

城乡建设领域技术产品创新成果应用专题交流会05

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交流会06

第二届现代木结构技术交流会07

可再生能源建筑节能技术交流会08



中国城博会拟举办同期活动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同期举办以“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主旨的缤纷多彩的现场活动，通过中国城市建设科学发展论坛暨中国幸福家园大会、第一届中国康养城市发

展论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大会、“新基建对接新城建”现场技术交流大会、数字孪生与碳中和暨中荷智慧城市学术论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论坛、“ 第八届美丽中国——智能、智造、智慧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高峰论坛”、垃圾分类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等活动，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和智慧精英，搭建 政策研讨和经验交流的平台，促进政府、企业、科研以及金融界之间的对接，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景式

的服务平台。汇集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等全产业链资源共谋行业发展，致力打造城市建设行业全景式交流洽商平台。

10+

高峰论坛
涵盖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提高城乡基础设 施体系化水平、加
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推
动城市 智慧化建设等全产业链前沿话题。

50+ 

演讲嘉宾
1000+

专业听众

分享嘉宾为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市政、 城市管理等领域
的行政管理者、专家学者 和行业精英。

来自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房地产开发
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运营单位、咨询单位的专业
听众莅临听会。



中国城市建设科学发展论坛暨中国幸福家园大会参与嘉宾（部分）

刘海燕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
限公司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博士

杨京生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

陈振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城市设计分院院长

王恒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楚
愿景集团城区更新事

业部总经理

陈眯眯
北京松果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李剑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副主任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大会参与嘉宾（部分）

李瑞锋
浙江精工绿筑住宅科
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秦庆义
中国电建建筑集团BIM中

心主任

李贝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工业化建筑工作室主任

刘占省
北京工业大学智能建造所所长

李藏柱
安泰吉屋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永生
北京住总集团一公司副

总经理

周慧敏
金茂慧创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宋宏发
筑友智造建设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华北大区执行总经理

董蕾
芜湖科逸住宅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裁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数字孪生与碳中和暨中荷智慧城市学术论坛参与嘉宾（部分）

龙凤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副研究员，博士，
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

黄智生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终身

教授

林绍福
CCF高级会员、区块链专委委员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教授

潘锋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

陈博
南京数睿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者平台副总裁

张永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焜棋
51WORLD城市与交通

BG 总经理

陈玉森
荷兰 CYStoneXT咨询公司

首席科学家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活动会议
Concurrent Activities03

小编看城博01

小编看住博02

其他同期活动



市场宣传

展会宣传
Exhibition Promotion04

中国中国城博会依托“主流媒体、行业媒体、新闻发布会、微信、短信、信件、各类新媒体、定向邀请”等强大的宣传渠

道，力求涵盖城市人民政府、地方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行业学协会、城乡建设全产业链关联企业等专业观众和行业特邀买家。

DM直邮信件

10000+封
直邮

SMS手机短信

100000+
人次

线上广告投放

900000+
人次

新媒体转发

100000+
次

微信公众号

20000+粉
丝



合作媒体（部分）

展会宣传
Exhibition Promotion04



相约北京 共襄盛会

第21届
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

The 21th  China Internat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Exposition

010-88082075
010-88082072
www.chinacity-expo.com

闫主管13717963947
苗主管18601011194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