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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

混凝土、地坪、砂浆
一站式综合展览平台

2021市场展望：

十四五重点工程机遇——2021年作为十
四五开局之年，全国各地将加快推进众
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其中高速公路
里程将超16万公里跃居全球第一，为混
凝土及相关产业的原材料与设备需求奠
定坚实基础。

中国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在全面扩大
内需市场的推动下，庞大的基建与工业
制造将为行业带来历史机遇。

10万亿投资吹响新基建号角，城际高铁、
城际轨交、特高压等7大领域激发上下游
产业链巨大潜力和商机，2021建筑业迎
来“新基建时代”。

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新型城镇化建
设为建筑业带来大机遇，风景园林，建筑
设计等方面需求显著提升。

※本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产业分会

2020回顾
2020年规模以上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1.4万亿，实现产值与
销售正增长。

2020年，建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
与整个工业增速持平。我国建材产品出口
金额387.5亿美元，同比增长4.1%。

2020年中国快递业务继续保持30%以上增长，物流与仓储建设需求量持续强劲。

2020年全国建筑业总产263,947亿元, 

同比增长6.2％

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49.5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3.7％

全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比例

2015-2019混凝土年产量

亿立方米 混凝土年产量
同比增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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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住宅房屋

5%办公用房屋

1%文化、体育和娱乐用房屋

1%仓库

7%商业及服务用房屋

5%科研、体育和医疗用房屋

12%厂房及建筑物

2%其它未列明的房屋建筑物



关于展会

覆盖市政、工业、建筑、商用
全产业链应用领域

展出面积：
预计57,000 平方米

2021

专区分布：

为何参展？

展品范围：

展商数量：
预计720+

观众数量：
预计37,000+

W2: 

W3: 

W4: 

W5: 

通用混凝土

模板脚手架及
生产设备

‒ 搅拌设备
‒ 混凝土运输：搅拌车，搅拌机，泵送设备
‒ 现浇混凝土：摊铺设备，震动设备，布料机，维护技

术，钢纤维，钢丝网，伸缩缝等
‒ 预制混凝土：预制模板，钢筋加工设备，软件；混凝

土预制产品等

混凝土表面处理
‒ 整平设备
‒ 抹光设备
‒ 抛光设备
‒ 抛丸设备
‒ 密封固化剂

地面系统
‒ 地坪设计
‒ 环氧地坪
‒ 聚氨酯地坪
‒ 磨石地坪
‒ 卷材地坪

水泥基及石膏基相关
‒ 砂浆：水泥基砂浆，石膏基砂浆，

特种砂浆等
‒ 砂浆生产设备，包装设备等
‒ 运输设备
‒ 喷涂设备
‒ 砂浆添加剂

‒ 混凝土切割设备，破碎设备，爆破技术等
‒ 耗材：金刚石绳，钻，片
‒ 砂石骨料生产设备
‒ 矿山设备：开挖设备，破碎设备，振动设备，配件等
‒ 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设备及产品
‒ 混凝土外加剂

‒ 混凝土检测仪器及设备
‒ 混凝土加固技术及设备
‒ 装饰混凝土及颜料等
‒ 水泥：特种水泥，白水泥等
‒ 透水砖

‒ 特种涂料
‒ 吸尘/清洁设备
‒ 小工具类
‒ 耗材

‒ 运动地坪
‒ 水泥基自流平
‒ 其他地坪

展会预计规模：

全球知名混凝土展览品牌，参展品质保证
30万国内优质买家数据库，联动7大WOC全球系列展采购商资源，为展商
实现每年过百万级商业宣传覆盖
高品质专业买家，覆盖市政、建筑、工业、商用、民用等全产业应用领域
Matchmaking高效买家配对活动，助您直面总包、分包、开发商、设计院等
采购决策人
四大专区，涵盖混凝土材料、成品、添加剂、机械设备、工具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展示平台
亚洲混凝土学院，深度洞察行业发展，特邀物流（仓储）、学校、医院、城区改
造、工业园区等近20个政府机构与终端用户领域高质量业主方

地面材料专区

混凝土表面专区

砂浆及砌筑专区

通用混凝土及
国际品牌专区



2020 观众回顾

建筑设计院：北京慈源霖景观设计、大连中外建设计院、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上海UDG联创设计集团、上海宝钢建筑工程设计、上海都市建筑设计院、上海
文筑建筑规划设计、中科建创技术研究院等

地坪施工单位：河南君卡、黑龙江恩泽、吉林得实、青岛秀珀尔、上海典跃、上海科德、上海阳
森、石家庄超硕、苏州展熠、武汉永信等

业主：安徽省立医院、奥星制药设备、济南华泰糖业、JIAHUA佳化化学、昆山同济口腔医院、
牧原食品股份、三星半导体、上海舜地三和园、上汽商用车技术中心、统一食品、学益思教育集
团、亚宝药业集团、银杏八号酒店、扬州瑞士莲、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华源集团等

直面优质买家，实现与采购商、业主单位零距离商务洽谈

观众类型观众参观目的

我们的观众
WOCA 2020共计接待31,267位专
业观众，分别来自行业生产商、经销商 

/ 代理商、总承包商、专业分包商、建筑
设计院、房地产开发商、各类业主单
位、市政工程等业务类型，超5成以上
观众为采购决策人或建议者。

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恒天集团、华润置地、山西腾骏、新力地产、新希望地产、 永威置业等

混凝土企业及搅拌站：福建鸿元混凝土、河南省乐乐混凝土、临沂金泰混凝土、南通三辰混
凝土、内蒙古陆岩商砼、青铜峡市恒源砼业、泉州骏鹏商品混凝土、山东中稳砼业、邵阳中驰商
品混凝土股份、郑州置和混凝土等

总承包商、专业分包商：济南城建集团、龙信建设集团、南京十建、南通四建、上海建工、上
海舜众建设、扬州恒进、中电二公司、中建总局、中建三局、中建八局、中铁城建等

20%
生产商 

经销/代理商25%

专业分包商
16%

总承包商
13%

业主/房地产开发商
11%设计院

5%

市政工程
4%

其他
6%

※排名不分前后，按首字母排列

其他

45%
37%

了解
市场信息

29%
22%

为下次参展
做考察

15%

3%

寻求
新技术
新材料

采购
商业配对

参加
现场活动

论坛



2020展商回顾

展商评语

往届部分参展品牌

WOCA 2020
展出面积52,000+平方米，
共计有来自9个国家及
地区的617家参展品牌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我们公司已经连续参加了9年。今年的话可以说是非
常不容易，我们很欣慰能够如期的把展会举办起来，对参展效果还是感到满意的。

朔马珞（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WOCA，本次参展我们感觉是收获颇丰的。首先，来的客户
感觉都是从施工层面上、需求层面上带着问题来的。其次，这次来参加的客户我们
认为也是有很多好的资源，对接上也非常愉快，所以我感觉这次展会是非常有效
果的。

巴斯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基本每年都参加混凝土展，这次我们总共是100多平米。在特殊时期，大
家热情并没有减弱，还是有很多同行，有的是从全国各地，甚至老外都会过来。有
那么多人来参加，我觉得也说明了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欣欣向荣的。

杭州嘉宝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我们展台的面积是217平米，杭州鸿斯的产品每年都会有一些更新，同时
也会有新的发展方向，相信杭州鸿斯和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这个平台可以一起
越做越好、越做越强。2021，我们再见！

杭州鸿斯建材有限公司

这次展会到我们展台来的有很多企业的朋友需要解决问题，向我们咨询，包括
提出新的应用要求。我们公司参加这个展会感觉收获很多。

长沙益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在这里我们会面了很多同行，同时
也接待了不少相关客户，这个特殊的时刻，主办单位在如期顺利的举办展会的同
时还保证了展览会的质量和水平。

威埃姆输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参展商对此次
参展效果表示满意

参展商表示将继续参加
WOCA 2021

参展商愿意向同事或
朋友推荐WOCA

※排名不分前后，按首字母排列



展会亮点及同期活动

亚洲混凝土学院 
⸺ 特色活动、前瞻引领

两场主题峰会、一期平行论坛，深入行业热点

混凝土结构抗裂技术研讨会
非线性建筑设计研讨会
预拌砂浆行业发展论坛
机制砂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研讨会
地坪开裂及其修复技术
环氧树脂在水泥混凝土改性与保护中的应
用论坛

携手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产业分会、中国散装水泥
推广发展协会预拌砂浆专业委员会、中国环氧树脂行业
协会、上海市混凝土行业协会、上海市建设协会、上海市
建筑施工行业协会、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美国
建筑师协会 ‒ 全球区、北京砼享未来工程技术研究院、上
海砂石行业协会等行业权威机构，聚力同行。

各协会领导及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吉林得实、上海建工五
建、摩泰克、南方路机、哈瑞克斯等海内外专家名企以虚拟+
现场分享等多种形式共聚，分享行业发展资讯及优质案例。

美中地坪施工技术标准对比
金刚石工具在磨石和耐磨硬化地坪上的应用
地坪工程技术的新进展 ⸺ 十佳工程参评项目介绍
WOCA混凝土产品与技术交流会

混凝土设计及材料创新峰会

整体地坪建设高质量发展峰会

副总经理王金辉
吉林省得实建筑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钟  华
基仕伯化学材料（中国）
有限公司

周玉民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学院

装饰混凝土硬质景观地面总监
Matthew Casto

北京环球影城
首席运营官
Richard S.Szecsy

Charley’s Concrete

教授叶  奋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学院

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
协会

孙  岩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副院长刘  啸
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建筑设计一院 SOM上海分公司

李兆凡 副总监
资深结构工程师

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企
业专家委员会

计海霞 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
孙振平 教授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张国防



展会亮点及同期活动

主题混凝土的现浇施工理论培训课
合作机构：北京环球影城及其合作伙伴

培训内容：对装饰混凝土从设计到施工的基础知识的要点
剖析讲解

技术培训、世界级奖项，多样式活动助力行业发展

Dipstick® 检测技术培训
对于美国费斯公司的Dipstick®设备的操作规范培训课程

金镘刀奖 Golden Trowel®

全球混凝土地面施工商荣誉的象征，该奖项设立于1989年，每年
由美国费斯公司颁发，以此来表彰全球范围内高平整度和高水平
度混凝土地面项目的施工商。2018年，在费斯公司和Informa 

Markets的共同协作下，亚洲金镘刀奖正式进入中国。

飞瑞航空华东通航产业基地项目、京东物流一号天津东丽物流园
项目楼地坪工程、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高架货舱项目、日本
的Hachinohe Nagane速滑溜冰场、四川永辉供应链现代产业园。

往届部分获奖项目

WOCA 云商对接平台

国内资源：

国际化平台：

30万+WOCA精准买家数据库

线上展厅：
9W+ PV浏览量，400+企业入驻

英富曼全球八大混凝土系列展联动，搭建百万级数据商业交流平台

高效定位目标客户：
精准分类及搜索、买卖双方双向邀约洽谈

现场实操演示活动一直是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独树一
帜的热门活动，动静相结合的操作演示让现场每一位参与
者不仅能了解到产品的信息，更能在实操过程中看到材料
工艺的演变过程。

实操演示重磅回归、
新增技能大赛加码2021



BUILDEX Vancouver
展会时间：2021.9.29-30
温哥华西会议中心 | 加拿大
www.buildexvancouver.com

EXPOCIHAC
展会时间：2021.10.13-15
墨西哥城Centro Citibanamex | 墨西哥
www.expocihac.com 

CONCRETE SHOW SOUTHEAST ASIA / INDONESIA
展会时间：2021.09.15-18
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 | 印度尼西亚
www.concreteshowseasia.com

THE BUILDINGS SHOW
展会时间：2021.12.01-03
多伦多会议中心 | 加拿大
www.thebuildingsshow.com

www.wocasia.cn

英富曼全球系列
八大混凝土展会

面面“聚”到，砌筑一站式行业拓展平台

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展会时间：2021.11.30-12.02
亚洲金镘刀奖颁奖典礼：12.0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 中国

World of Concrete
展会时间：2021.06.08-10
研讨会时间： 06.07-10
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 | 美国
www.worldofconcrete.comwww.wocasia.cn

021 – 6157 3939

info@wocasia.com

CONCRETE SHOW INDIA
展会时间：2021.05.20-22
孟买会展中心 | 印度

CONCRETE SHOW BRAZIL
展会时间：2021.8.31-9.2
圣保罗会展中心 | 巴西
www.concreteshow.com.brwww.concreteshowindia.com

电话：

电话：

邮箱：

跨界融合，同期举办： 2021上海国际地面墙面材料、
铺装及设计展览会 2021亚洲装配式内装产业展览会

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海展业办公室：
021 – 5109 7799

Informa Markets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