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屋面系统专题展

2022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
The 12th CHINA ROOFTILE & TECHNOLOGY EXHIBITION

地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区 时间：2022 年 5 月 10 日-12 日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屋面瓦委员会

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广东省建设工程绿色与装配式发展协会

广东省装配式部品部件分会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装配式建筑分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生态旅居与露营分会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

中国金盘房地产开发产业联盟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快装产业分会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

广东省民宿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佛山市装配式建筑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钢铁贸易协会

天津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上届部分展商：

深圳市展中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瀚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神麒新材料有限公司

克姆雷特（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明源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波镁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艾珀耐特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辛亚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澜雨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栢林士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省宏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高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共力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一全塑胶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昊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瓦纳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房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佰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博天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天道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三乐集成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爱吉姆(天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墙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迈巴夫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欧耐斯屋面瓦业有限公司

杭州天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可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摩勒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世方管业有限公司

上海兹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昂世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雄县夏氏包装有限公司

南通金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长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

宝都国际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宏华建设有限公司

惠州市丰源钢构有限公司

佛山市河峰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华美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昕钢材有限公司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事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凯景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毅辰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铭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纳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瑞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佛山山建钢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南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乃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伯亿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跨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宏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匹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潮峰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光大五金有限公司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固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檀筑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圩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新虹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至锋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鑫宏华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全新彩钢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喜亿鑫科技有限公司

泊头市华宇压瓦机械厂

泊头市海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求实冷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宝丽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展会回顾

2021 年 5 月 10 日，作为第十三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的屋面系统专题展，第

十一届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ROOFTILE CHINA 2021）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开幕，这是一场全国瓦商最集中的专业展，是在建筑行业“定制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辐

射全国的“专业性+综合性”的瓦业展会。本届展会 17 个馆联动，同期展览面积超 17 万平方米，近

300 家建筑建材行业翘楚齐齐亮相 ROOFTILE CHINA 2021，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经销代理商和终端

客户纷至沓来，专业观众突破 80000 人次，300 多家海内外专业和大众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此外，展会现场还举办有国际装配式建筑发展峰会、第二届广东省民宿行业大会暨广东省乡村振

兴发展大会、2021 年度绿色装配式农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体理事大会暨全国乡村建设行动高

峰论坛、模块化建筑专题论坛等同期活动，60 多位专家分享行业干货、交流真知灼见，涵盖国家政

策、标准解读、产业技术、行业现状及前景分析等多个重点范畴。资深人士展示精品项目，与台下观

众迸发智慧火花，尽显每一位参与者的满腔热情。



ROOFTILE CHINA 2021 成功搭建了集政府对话、资讯传播、技术交流、合作交易于一体的国际

高效专业化平台，凭借多年来积淀的各界社会资源和强大的产业聚合能力，以及独有的外商组织能力，

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已是国内瓦商最集中的专业展，且初具规模，现致力于成为全球瓦

业交易及展示的先进平台。

连通上下游产业链,瓦商与别墅建造商同台献技!



参展范围

 各种瓦材

水泥彩瓦、烧结黏土瓦、菱镁瓦、唐青瓷瓦、石棉瓦、秸秆瓦、茅草瓦；油毡瓦、沥青瓦、彩色

玻纤瓦；太阳能瓦、光伏瓦、光电瓦；小青瓦、蝴蝶瓦、阴阳瓦；混凝土瓦、檐口瓦、脊瓦、边

瓦、封头瓦；瓦板、石板瓦、页岩瓦、青石板瓦、板岩瓦；烧结彩瓦、琉璃瓦、亚光瓦、陶瓦、

陶瓷瓦、陶土瓦、缸瓦、西瓦、连锁瓦、平板瓦、罗曼瓦、莱茵瓦、菱形瓦、和瓦、飞鸟瓦、石

纹瓦、木纹瓦、田园瓦；合成树脂瓦、高分子装饰瓦、塑料瓦、UPVC隔热瓦、防腐瓦、聚酯瓦、

PVC瓦、聚氯乙烯瓦、聚碳酸酯板、PC板、玻璃钢瓦、采光瓦、透明瓦、波浪瓦、复合瓦、轻

质瓦、仿古瓦、塑钢瓦、双色瓦、梯形瓦；平瓦、波瓦、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板

瓦、筒瓦、滴水瓦、沟头瓦、J形瓦、S 形瓦、罗锅瓦、折腰瓦、走兽、挑角、正吻、合角吻、

垂兽、戗兽、宝顶；彩石瓦、金属瓦、镀锌瓦、镀铝锌瓦、彩钢瓦、铜瓦、铝瓦、古建瓦……

 制瓦装备

各种规格型号的制瓦机组；原料处理、切、码、运、（上、下架）设备；各种窑炉、干燥及焙烧设

备；各种压瓦机成套及单台设备；彩钢瓦覆膜机；

 配套产品

瓦面复合膜；屋面瓦支架；屋面瓦专用自攻螺丝；彩瓦漆、沥青瓦彩砂；ASA塑料、PC/ABS 塑

料、塑瓦用塑胶原料……

 科技成果

全国重点屋面瓦设计研究院所、屋面瓦窑炉设计施工单位最新成果。

同期专题展

◆ 2022 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集成住宅产业博览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展

◆ 2022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建筑钢结构、空间结构及金属材料设备展

◆ 2022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屋面墙体材料与建筑防水技术展

◆ 2022 亚洲园林景观产业博览会

◆ 2022 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



参展费用

9m2普通标展 国内企业（RMB） 12800/个 境外企业（USD） 2800/个

12m2普通标展 国内企业（RMB） 17000/个 境外企业（USD） 3600/个

9m2豪华标展 国内企业（RMB） 14800/个 境外企业（USD） 3200/个

12m2豪华标展 国内企业（RMB） 19000/个 境外企业（USD） 4000/个

空 地
国内企业（RMB） 1300/㎡ 36㎡起租，不包括任何设施，参展单

位需自行设计、装修, 另按展馆规定收
取特装管理费50元/㎡境外企业（USD） 280/㎡

标展说明

规格：3m×3m或 3m×4m，含 3面白色围板（高2.5米）、一张洽谈台、折椅
二把、日光灯二盏、中英文楣板、垃圾篓、地毯、500W照明插座。豪华标展除
以上配置外，对展位进行统一豪华装修，有效体现参展企业整体实力与形象。双
开口的展位，另加收500 元。

会刊及其它广告

封面 25000 元 门票背面广告 20000元/2万张

封底 20000 元 彩虹门 8000～12000 元/展期

封二或扉页 15000 元 礼品袋 20000元/5000个

封三或跨版 10000 元 大型广告牌 20000～30000元

彩色内页 5000元 参展(观)商证件广告 3万元/3万个

技术交流会（产品推广会） 国内展商RMB 20000元/节
20分钟

国际展商USD 3500元/节20
分钟

会务组联系方式：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6 258 268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 C 座 7 楼

官方微信公众号：CIHIE_CHINA 联系人：陈焕奕

E-mail：gzchy2009@163.com 手 机：13580434492

网 址：www.rooftile-china.com Q Q：3234988523

http://www.rooftile-china.com


主承办单位资质之——鸿威会展实力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会展多

维视觉数字化互动营销解决方案的平台型科技集团

（以下简称集团），专注会展的组织实施和会展科技的

研发应用。前身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目前旗下拥有 30 家（分、子、控股）公司，员工

逾 500 人。

集团每年举办国内外展会 100 余场，展览面积超

过 90万平方米，服务参展商超过 6000 家，接待专业

观众超过 100 万人次，先后与近 100 个地市级以上政

府部门、500 余个协会商会、1000 余家中外媒体、200

多家境外机构合作。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中国服务贸易重点企业”、“中国境内组展机构

50强第二名”等近百项荣誉，并连续十三年被评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目前，集团形成会展行业三大优势：

全行业覆盖。集团涉及细分行业 80 个以上，以“专注、专业、专心”为初心，形成“全产业

态势延伸、多产业资源整合、多平台互动运营”优势。

全球化辐射。集团以广州总部为核心，在成都、重庆、昆明、南宁、苏州、中山、东莞、武汉

设分部和分公司，形成全国“东西南北中”均衡与合围的中国布局构架，同时完成向以南非、巴西、

迪拜、印度、俄罗斯、土耳其、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五大洲辐射模式。鸿威国际会展集团的参展

商、采购商和观众三类人群来源，广泛分布于全球五大洲，时间贯穿全年，有“常青广交会”美誉。

科技化呈现。集团运用人工智能 3D实物与场景扫描、航空扫描建模测绘 30 余项前沿科技技

术，致力于智能会展的打造，可提供多维视觉数字化互动营销解决方案。集团通过全息无屏无膜可

交互空气中成像，使实体展会成本降低，带给观众美仑美奂的展会视觉享受。

集团紧跟 5G传输技术浪潮，正逐步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展览，虚拟现实互通互联的展会新模式，

可使 365 天×24 小时展会变为现实，致力于打造全球新型的科技会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