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第三届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活动日程 

国咨协[2022]第 03 号 



本届展览会特邀采购单位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公司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北京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中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 
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房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建二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昊海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中甘国际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锦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采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 Descon 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建振冲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

程公司 

中国铁建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海外开发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陇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朗诗绿色地产北京公司 

蓝光阿拉汀建材集采大平台 

北京中盛国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昊海建设建设有限公司 

芬兰巴佛集团 Bafogroup OY ltd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发海外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建国清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四建（集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和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 

建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福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华泰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工（中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今典集团 

阳光 100 集团 

碧桂园集团北京

公司 

金地集团 

世茂集团 

北京明天投资集

团 



中建集团 

中建置业 

中铁集团 

航天集团 

金科集团 

泰达建设 

华润集团 

龙湖集团 

当代集团 

绿地控股集团 

旭辉控股集团 

泰禾集团 

国瑞集团 

苏宁置业 

五矿地产 

中冶置业 

和泓集团 

鸿坤集团 

秀兰集团 

美伦地产 

懋源地产 

卓越集团 

卓越集团 

锦泰控股集团 

金融街集团 

俊发集团 

北京太合嘉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佳隆集团 

西部控股 

云谷产业集团 

中骏投资 

新城控股 

北方控股 

天津正荣 

金茂地产 

合生创展 

鑫苑中国 

路劲地产 

泽信地产 

红星美凯龙 

永昌集团 

中国电建 

润丰集团 

卓达集团 

上届回顾 

2019 年 11 月 27 日-29 日，由商务部指导，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组织的 2019 中国工程采购大会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出面积 1.2 万平方米，大会得到了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能建、中石化炼

化、浙江交工、北京住总等 120 家央企总包单位联合协办支持，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中国金属流通协

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武汉市商务局、中国贸促会、中国建筑业协会等特别支持，270 余家工程建设单

位、勘察设计单位，行业优秀供应商参展，大会同期举办 18 场专业论坛，吸引专业观众 12000 余人次，

共征集对接 562 批次在建工程、27 批次分包工程、156 批次项目投资及 432 批次采购需求，达成采购

意向金 3 额约 408 亿元人民币，刷新了往届记录，各项数据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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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场采购对接会实现精准对接 

（展商专属服务，顺序以展前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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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北京国际工程采购大会暨展览会论坛及活动 

日程表 

（以下活动为拟邀嘉宾，请以主办方最终公布名单为准） 

一、 3 月 26 日论坛日程安排 

1、开幕式暨领导巡展 

（地点：南登录大厅，参加人数：50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上午 
开幕式 

领导嘉宾巡展 

2、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装备发布会/项目签约仪式 

（地点：W2 馆主会场，参会人数：不限） 

日 期 内  容 

26日上午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装备发布，项目签约仪式 

3、 第七届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市场报告会暨一带一路项目对接

交流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地点：W2 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上午 
拟邀请商务部合作司、亚洲司、西亚非洲司等相关司局领导 

作国别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报告 

4、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工程采购联盟供需合作高峰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国际工程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 世界银行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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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内  容 

下午 

 

 

  新疆北新国际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 

《匠心筑企 合作共赢 倾心打造国际市场“兵”字号工程》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生态供应链管理赋能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珠江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架构更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完善体系建设，集采与降本同步发展--国际承包工程采购方式浅谈》 

联盟认定供应商签约推广会 

5、一带一路建设与电梯产业出口机会研讨会 

联合主办单位：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上午 

电梯行业专家解读—一带一路建设与电梯产业出口机会 

电梯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环节 

优秀电梯应用案例分享 

电梯出口影响力品牌授牌仪式 

6、第二届电力工程 EPC 电力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上午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中材节能在综合能源供给方面的智能和节能性解决方案》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电三工程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7、第二届铁路建设及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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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下午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中国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8、第二届数字建筑论坛暨 BIM 技术交流应用推广对接会 

协办单位：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下午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超大异性建筑BIM项目实践分享》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基于TOD城市融合的轨道交通智慧供电系统研究与应用》 

9、第二届建筑装饰创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协办单位：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下午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对外工程项目精装设计与工程采购结合心得分享》 

中建新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新疆建工和中建新科装饰的发展》 

10、 第二届水利建设技术发展论坛 

协办单位：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6日下午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 

《中水北方“一带一路”的践行者》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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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月 27 日论坛日程安排 

11、2022 中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智慧供采对接峰会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 湖南省湘联不动产商会  福建省房地产商会 

陕西省房地产商会      河南省房地产商会  

支持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地点：W2 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 人） 

日 期 内  容 

27日上午 

中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论坛开幕式 

领导专家主办协办领导致辞 

专家解读：当前房地产政策解读 

主题演讲： 

助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从数字供采开始 

政府代表发布招商投资项目 

27日下午 

领导致辞 

专家解读：当前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方向 

演讲主题：《地产运营，高质量发展，从数据开始》 

演讲主题：装配式建筑，助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央企单位：数字供采发展趋势及采购发展方向 

会长论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趋势讨论 

论坛嘉宾：八省市房地产商会会长 

12、第二届房屋建筑项目合作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单位：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7日上午 

中建三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BIM+智能建造在总承包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3、第二届工业建设项目技术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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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单位：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7日下午 

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相关领导 

《我国冶金行业发展形势》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14、 第二届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新技术交流研讨会 

联合主办单位：浙江交工集团股份公司 

协办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7日下午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智慧公路建管养运技术研究》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智慧交通建设探索与新技术应用》 

15、第二届国际工程投融资案例研讨会暨投融资项目对接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日 期 内  容 

27日下午 

中国工商银行相关领导 

《新形势下对外工程承包融资机遇与挑战》 

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关领导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承包工程企业走向世界》 

16、2022 海外工程项目风险控制与管理论坛暨项目合作对接会

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分会场，参会人数：150 人） 



 

- 12 - 
 

日 期 内  容 

27日下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关领导 

《中国公司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投资项目中的经验与教训》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后疫情时代跨境投资和供应链管理的税务考量》 

二、 3 月 28 日活动 

17、中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协办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地点：W2 馆主会场，参会人数：500 人） 

日 期 内  容 

28日上午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领导致辞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做发表演讲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发表演讲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中国咨询设计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与思考》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相关领导 

《食品制造的产业升级我们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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