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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ES 2019

中国工程机 械 市场近 期稳中

向好，企业发展再度整体提速，一

批代表行业实力的新产品新技术不

断涌现，中国品牌在世界的竞争力

不断增强，全球企业对中国也更加

关注。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实现

对外展示，彼此交流的重要平台，

BICES至今已成功举办30年，30

年历程，我们共同见证了它从无到

有，由小见大，并成长为当前亚太

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工程机械行业展

会。今年的北京BICES 展会，无论

展会品质还是参展企业数量和专业

观众规模等均远超往届，表明了行

业企业对北京BICES的大力支持

和寄予的厚望。经过展会主办方扎

扎实实的工作，BICES 2019的信

息化服务，国际化水平，媒体宣传，

展商服务，观众组织，现场服务等

各方面均达到历史最佳水平，能够

确保来自海内外的朋友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最后衷心对各位的远道

而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北京 BICES 2019 展会盛大举办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得益于

中国市场的强力需求，中国工程

机械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层

面。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外资

企业共同努力、相互竞争，相互促

进，也成就了今天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作

为行业协会，我们支持中国企业

与外资企业在中国不断通过良性

竞争，同发展，共进步。

北京BICES展会30年来为

全球工程机械企业和用户搭建了

一个新产品、新技术交流和展示

的平台。通过展会，中外企业和

用户能够更好地沟通交流，也能

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

未来，北京BICES展将继续

立足全球工程机械产业，通过更

立体、更丰富的各类活动，深度

反映行业变化，用户需求，助力

企业和用户更清晰了解未来，把

握机遇。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祁俊

苏子孟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北京天施华工国际会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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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KOCEMA, I would like to 
send best wishes to all members and the 
entire of staff of CCMA, CNCMC and 
CCPIT-MSC.
BICES has made great ef for ts to 
support the sa les and market ing 
of not on ly globa l const r uct 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but Korea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businesses 
aiming at the Chines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Korean manufacturers 
made business expansion through 
ex h ibit ing in BIC ES. BIC ES is 

BICES exhibition proves every year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fair of 
the Asia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rket. 
This year, BICES 2019 has even more 
special importance for us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is excellent event 
more than ever. BICES offers outsta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urkish manufacturers 
who would like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ithin this framework, we are 
organizing a Turkish pavilion both to 
show our support to BICES and to lead 
our members encouraging them to utilize 
th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here is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fair which hosts many globally know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ttracts also Chinese buyer’s and 
contractor’s attention. We also know 
that China gives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discover the recent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s which 
will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machines. We believe that BICES will be 
the great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and to meet the sector's 
stakeholders.
On behalf of İMDER Türkiye, I wish 
BICES 2019 great success, and all 
participants of BICES a very productive 
event.
We look forward to be at BICES to 
meet our partners and to establish new 

北京BICES 2019贺词
BICES 2019

T he A ssoc i a t ion of  Eq u ipment 
Manufacturers (AEM) is proud to be 
joining forces again with BICE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chinery Exhibition and Seminar. In its 
15th edition, BICES has tru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important industry gathering 
place showcasing the latest equipment,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and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continued global 
exchange.
While we are still facing economic 
challenges, in China as well as around 
the globe, we are confident in China 
and the Asian marketplace, which 
continue to offer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ur support of BICE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EM’s global services 
that provide member compani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and strengthen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The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EM) is proud to be joining forces again 

with BICE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chinery Exhibition and Seminar. In its 15th 
edition, BICES has tru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important industry gathering place showcasing the latest equipment,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and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continued global exchange.

While we are still facing economic challenges, in China as well as around the globe, we are 
confident in China and the Asian marketplace, which continue to offer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ur support of BICE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EM's global services that 
provide member compani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and strengthen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urther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dustry.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 extend our best wishes to 
BICES, all exhibitors and attendees for a very successful 2019 exhibition!
 
Dennis Slater-President
The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EM)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AEM）非常荣幸的再一次与BICES（北京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与技术交流会）合作。今年第15届BICES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盛会，将

继续提供全球范围的展示行业里最新设备、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平台。
  尽管在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的严峻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相信中国和亚洲市场将

继续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和机遇。与BICES合作是服务于我们会员企业并促进他们

开发国际市场及全球工程机械领域成长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此，我代表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衷心预祝BICES 2019圆满成功！

  丹尼斯·斯莱特  总裁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AEM）

贺词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KOCEMA, I would like to send best 
wishes to all members and the entire of staff of CCMA, 

CNCMC and CCPIT-MSC.

BICES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support the sales and 
marketing of not only global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but Korea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businesses aiming at the Chinese market. In recent years, 
Korean manufacturers made business expansion through 
exhibiting in BICES. BICES is undoubtedly at the forefront of 
supporting businesses and developing association networks 

in the region.
Given the emerging presence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industry globally,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s become more eminent than ever. I 
look forward to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associations thereby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industry.

Lastly, I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my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ICES, as 
well as for fruitful outcomes for every exhibitor at this year's exhibition. 

Thank you.
Wish you great success.

Dong-Youn Sohn     Chairman
Korea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KOCEMA)

  我谨代表韩国建筑设备制造商协会（KOCEMA），向这次展会的主办方：中国工程机

械工业协会（CCMA)、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CNCMC）、贸促会机械分会（CCPIT-
MSC）及其所有会员企业和全体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BICES 展会为包括韩国工程机械企业在的全球工程机械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推广和营销提

供很好的支持和平台，近年来，韩国工程机械企业通过参加BICES展会很好地实现了在中国

市场的业务拓展。毫无疑问，BICES已经成为支持该区域业务发展和行业互动的最前沿的展
会平台。
  鉴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及市场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和地位地位，中韩两国行业之间加

强合作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期待中韩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以

促进两国工程和建筑机械行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引领全球行业的走势。

  最后，我祝愿BICES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也祝愿本届展会的每位参展商取得丰硕的成
果。

谢谢！

谨致问候，

孙东渊 董事长
韩国建筑设备制造商协会（KOCEMA）

贺词
KOCEMA Congratulation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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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C N C M C）、贸 促 会 机 械 分 会

（CCPIT-MSC）及其所有会员企业和

全体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BICES 展会为包括韩国工程机械

企 业在内的 全 球 工程 机 械 品 牌在中国

市场的推 广和营 销提 供了很 好 的支 持

和平台，近年来，韩国工程机械企业 通

过参加BICES展会很好地实现了在中

国市场的业务拓展。毫无疑问，BICES

已 经 成为支 持 该区域 业 务发 展和 行业

互动的最前沿的展会平台。

鉴 于 中国 工程 机 械 行业 及市 场日

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和地位，中韩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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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dustry.
On beha l f of the Associat 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 extend 
our best wishes to BICES, all exhibitors 
and attendees for a very successful 2019 
exhibition!

Dennis Slater-President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E q u i p m e n t 
Manufacturers (AEM)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AEM）非常

荣幸再一次与BICES合作。历经多年发

展，BICES已 经 成为一 个重 要的行业

盛 会，今年BICES 将 继 续提 供全球范

围的展示行业最新设备、产品、服务和

技术的平台。

尽管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环境

比较严峻，但我们相信中国和亚洲市场

将继续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和机遇。与

BICES合作是服务于我们的会员企业

并促进他们开发国际市场及全球工程机

械领域成长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此，我代表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

衷心预祝2019年BICES圆满成功！

丹尼斯 斯莱特 总裁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

undoubtedly at the foref ront of 
supporting businesses and developing 
association networks in the region.
Given the emerging presence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industry globally,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s become more 
eminent than ever. I look forward to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associations 
thereby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industry.
Lastly, I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my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ICES, as well as for fruitful outcomes 
for every exhibitor at this year’s exhibition. 

Thank you.
Wish you great success.

Dong-Youn Sohn Chairman
Korea Const r uct ion Equ 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KOCEMA)

我 谨 代 表 韩 国 建 筑 设 备 制 造

商 协 会（K O C E M A），向 这 次 展 会

的 主 办 方：中 国 工 程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C C M A )、中工 工 程 机 械 成 套 有 限

行业 之 间加强合作 的必 要性 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期待中韩行业协

会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以促进两国工

程和建筑机械行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引

领全球行业的走势。

最 后，我祝 愿BICES未 来 发 展的

越来越好，也祝愿本届展会的每位参展

商取得丰硕的成果。

谢谢！

预祝展会成功 ！

孙东渊 董事长

韩国建筑设备制造商协会（KOCEMA）

business relationships.

Oğuz Yusuf YİĞİT
Secretary General
IMDER - TÜRKİY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Distributors &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事实证明，每届BICES展会都是亚

洲工程机械市场最重要的交易会之一。 

今年，BICES 2019对我们来说更加重

要，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组织土耳其展团

参加这一盛会。 BICES为希望进入中国

市场的土耳其制造商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们已组织土耳其展团参展，以表示对

BICES的支持，并带领鼓励我们的会员

通过BICES 展会参与到中国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中来。

BICES展会吸引了众多全球知名

建筑设备制造商，也吸引了中国买家和

承包商的关注。 我们也知道中国提供

了很 好 的机会来 开发 最 新 的技术 和法

规，这 将深 刻 影 响 建 筑 机 械 未 来 的 发

展。 我们相信BICES将成为探索中国

国内市场 和 满 足该行业利益 相 关者 的

绝佳平台。

我 谨代 表 土耳 其 工程机 械 行业协

会，祝BICES 2019取得圆满成功，并

希望展会所有参与者成果丰硕。

我们期待在BICES与我们的合作

伙伴会面并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土耳其工程机械经销商和制造商协会 

秘书长

Oğuz Yusuf YİĞİT



On behalf of Spanish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for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Works and 
Mining,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BICES for its 15th edition.
We are delighted to exhibit again in 
the most important show to be hold in 
Asia in 2019 and we are sure that all the 
remarkable work done by CCMA in the 
last two year will be reflected in a vast 
number of visitors for the show looking for 

BICES 2019

BICES exhibition proves every year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fair of the Asia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rket. 
This year, BICES 2019 has even more special importance for us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be part of this excellent event more than ever. 
BICES offers outsta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urkish manufacturers 
who would like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ithin this framework, 
we are organizing a Turkish pavilion both to show our support to 
BICES and to lead our members encouraging them to utilize th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here is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fair which hosts many globally know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ttracts also 
Chinese buyer's and contractor's attention. We also know that China gives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discover the recent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s which will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machines. We believe that BICES will be the great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and to meet the sector's stakeholders.

On behalf of İMDER Türkiye, I wish BICES 2019 great success, and all participants of BICES a very 
productive event.

We look forward to be at BICES to meet our partners and to establish new business relationships.

Oğuz Yusuf YİĞİT
Secretary General
IMDER - TÜRKİY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Distributors &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事实证明，每届BICES展会都是亚洲工程机械市场最重要的交易会之一。 今年，

BICES 2019对我们来说更加特别重要，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组织土耳其展团参加这一盛

会。 BICES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土耳其制造商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我们正在组织土

耳其展团参展，以表示我们对BICES的支持，并带领鼓励我们的会员通过BICES 展会参

与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中来。

  BICES展会吸引了众多全球知名建筑设备制造商，也吸引了中国买家和承包商的关

注。 我们也知道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开发最新的技术和法规，这将深刻影响建筑

机械未来的发展。 我们相信BICES将成为探索中国国内市场和满足该行业利益相关者

的绝佳平台。

  我谨代表土耳其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祝BICES 2019取得圆满成功，并希望展会所

有参与者成果丰硕。

  我们期待在BICES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会面并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Oğuz Yusuf YİĞİT
  土耳其工程机械经销商和制造商协会秘书长

贺词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Spanish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for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Works 

and Mining,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BICES for its 15th 
edition.
We are delighted to exhibit again in the most important 
show to be hold in Asia in 2019 and we are sure that all 
the remarkable work done by CCMA in the last two year 
will be reflected in a vast number of visitors for the show 
looking for the new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show.”

.Jorge Cuartero
Managing Director
Spanish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for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Works and 
Mining

  在此谨代表西班牙建筑、公共工程与矿业设备制造商协会向第十五届中国

（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与技术交流会（BICES 2019）开

幕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聚在2019年度亚洲最重要的工程机械展会，相信通过过去两

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CCMA）卓越不凡的努力将吸引世界各地更多专业观众

前来观展，通过BICES平台寻找新产品、新技术。

。

  西班牙建筑、公共工程与矿业设备制造商协会

  总经理/常务董事

  Jorge Cuartero先生

贺词
Congratulator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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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词

　　在此，我代表越南建筑材料协会向BICES 2019展会主办方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在过去的几年里，越南建筑工程行业现代化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并在所有领

域实现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例如建筑工程施工、设计和规划，城市发展和制造业

建筑材料。此外，越南建筑公司在承担具有复杂技术要求的大型工程项目的专业

资质、管理能力以及施工工作的水平等方面又迈向了一个新台阶，缩小了地区与

世界水平的差距。

　　在不久的将来，越南的建筑工程行业将继续发展壮大与该行业发达国家的关

系与合作，掌握先进技术，增强在国际竞标中的竞争力，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发

展建筑材料生产的优势，如高质量材料和阻燃材料。

　　BICES 2019, 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

与技术交流会在北京新国际展览中心于9月4日-7日隆重举办。国内外知名企业齐聚

一堂，是一个越南工程行业公司了解最新技术和设备的绝好机会。同时，也为中

越两国企业寻求未来在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发展合作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越南建筑材料协会将与BICES展会主办方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加强中越两

国企业在工程及建筑材料行业的合作与交流。

　　祝愿BICES 2019展会圆满成功！

　　

　　越南建筑材料协会会长

　　

　　Tong Van Ng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n behalf of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to the organizer of BICES 2019!

O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Vietnam has witnessed a strong 
development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d many outstanding successes in all fields 
such as construction works, designing and plann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building materials. Furthermore, specialized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ability and execu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s of Vietnam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cluding large-scale projects 
which require complex techniques come to a new level,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level.

In the near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Vietnam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ccess and master advance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o increase competitive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bidding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high-quality materials and unburnt material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ICES 2019, The 15th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chinery, Building 
Material Machines and Mining Machines Exhibition and Semin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04th to 07th September 2019 at New Beij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Vietnam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se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machin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seek cooperation, joint venture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enterprises i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 Vietnam in the near future.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organizer of BICES 
2019 to promote the show and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of both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ies. 

I would like to wish BICES 2019 will be taking place successfully!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Chairman
Tong Van 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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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to the organizer of BICES 
China 2019!
O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Vietnam has witnessed 
a  s t r on g  de ve lopment  t ow a r d s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d many 
outstanding successes in all fields such 
as construction works, designing and 
plann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building materials. 
Furthermore, specialized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ability and execu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s of Vietnam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cluding large-
scale projects which require complex 
techniques come to a new level,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level.
In the near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Vietnam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ccess 
and master advance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o increase competitive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bidding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high-quality materials 
and unburnt material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ICES 2019, The 15th China Beijing 

作的水平等方面又迈向了一个新台阶，

缩小了地区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在不久的将来，越南的建筑工程行

业将 继 续 发 展壮 大与该行业 发 达国家

的关系与合作，掌握先进技术，增强在

国际竞标中的竞争力，在国际标准的基

础上发展建筑材料生产的优势，如高质

量材料和阻燃材料。

BICES 2019, 第十五届中国（北

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

械 展 览与 技术交流会在 北 京 新国际展

览中心于9月4日-7日隆重举办。国内外

知名企业齐聚一堂，是一个越南工程行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对BICES 

2019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与技术交流会

（BICES 2019）即将举行。本届展会无论是参展面积和展商数量都已经超过了上

届，全球工程机械主流企业悉数参展。我们上海市建设机械行业全体同仁期待通过

参加本次盛会获得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我谨代表上海市建设机械行业协会及全体会员单位预祝本次展会顺利举办并

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期许与各方来宾有深度交流与合作。

上海市建设机械行业协会 秘书长  曹德雄

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与技术交

流会（BICES 2019）开幕在即，作为BICES多年的合作支持单位，历届我们都能

在展会看到上所展示的行业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新的施工解决方案，为我们化工

施工行业的用户单位搭建了一个可以直接和众多全球知名设备制造厂家直接沟通

交流的高效优质平台，并且每次参观展会都获益匪浅。

最后我会衷心祝愿BICES 2019取得圆满成功，祝所有参展企业和用户观众

收获满满，BICES越办越好！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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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show.”

Spanish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for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Works and Mining

在 此谨代 表西 班 牙工程机 械 制造

商与矿业协会向第十五届中国（北京）

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

览与技术交流会（BICES 2019）开幕

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 们 很 高 兴 再 次 相 聚 在 2 0 1 9 年

度 亚 洲 最 重 要 的 工 程 机 械 展 会，相 信

通 过 过去两年中国工程机 械 工 业协 会

（CCMA）卓越不凡的努力，将吸引世

界各地 更 多专 业 观 众 前 来 观 展，通 过

BICES平台寻找新产品、新技术。 

西班牙工程机械制造商与矿业协会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chinery, 
Building Material Machines and Mining 
Machines Exhibition and Semin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04th to 
07th September 2019 at New Beij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Vietnam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se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machin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seek cooperation, 
joint venture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enterprises i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 Vietnam in the near 
future.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organizer of BICES 2019 to promote the 
show and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of both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ies. 

I would like to wish BICES 2019 will be 
taking place successfully!

V IETNA M ASSOCI ATION FOR 
BUILDING MATERIALS
Chairman
Tong Van Nga

在此，我代表越南建筑材料协会向

BICES 2019展会主办方致以最美好的

祝愿！

在过去的几年里，越南建筑工程行

业 现代化 发 展取得了重 大 进 步并 在 所

有领域实现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例如建

筑工程施工、设计和规划，城市发展和

制造业建筑材料。此外，越南建筑公司

在 承担 具有复 杂 技术要求的大 型 工程

项目的专业资质、管理能力以及施工工

业公司了解最 新技 术 和 设 备 的 绝 好机

会。同时，也为中越两国企业寻求未 来

在 越南基 础设 施 建设 投 资与发 展合作

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越南建筑材料协会将与BICES 展

会主办方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加强

中越两国企 业在 工程 及 建 筑 材料 行业

的合作与交流。

祝愿BICES 2019展会圆满成功！

越南建筑材料协会

会长

Tong Van Nga

在 伟大 祖国70 华 诞 之 际，迎 来了

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

建 材 机 械 及矿山机 械 展 览 与 技术交流

会的胜利召开。回顾展会30年的历程，

是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成长的历程，是电

力建 设 迅 猛 发 展 的历 程，更 是 改 革 开

放 经 济 腾 飞 的 历 程。在 主 办方 精 心 打

造和筹划下，在支持单位和参展商的积

极 配合下，大 家共同努力使 BI CES 的

规模、品质和成效不断提高，数次成为

举办年度亚洲业界最大展会，衷心祝愿

BICES越 办越 好，提 供 更 好的工程机

械新产品、新技术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尤其是挖

掘机领域，未来长期仍有很大施展

空间。扎根中国市场，紧密对接市场

和客户需求，做好产品和服务，中国

品牌就能越做越好。北京展会为中

国品牌提供了一个对接世界，展示实

力，感受全球产业脉动的机会。柳工

拥有61年的发展历史，更是最先走

向海外的中国工程机械品牌，从装载

机，到挖掘机，再到路面机械、矿山

设备等全系列产品线，今日之柳工，

早已转型成为一个能为客户提供全

面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制造企业。二十

年来，柳工一直积极参与北京展会，

不断深入了解全球，走向全球。遥望

未来，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中国品牌

一定会走得更好，更稳。以底蕴深厚

的北京展会为契机，柳工将和产业链

各环节伙伴交流，共绘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画卷。

当前，中国俨然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程机械市

场，全球各大知名制造企业都纷纷落子于此， 而中

国更被小松视为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市场。60余年

的培育深耕，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号召力、影响

力打下坚实基础。相信此次与BICES的合作，将是

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在中

国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在中国的制造、营销服务体

系，力求为更多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和解

决方案。

制造商之声
祝北京BICES 2019展会盛大召开

黄海波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这些年，三一的快速发展壮大，与我们以创

新为第一驱动力的理念分不开，与我们强大、完

整的产品线分不开，也与我们完善的服务体系分

不开，更与多年来始终信任、支持我们的客户分不

开。三一有信心成为一流的世界企业，我们也在为

此而不懈追求。北京BICES展会，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风采的平台。在此祝2019 BICES展会

圆满成功。

向文波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张全旺 
小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CEO 

BICES至今已成功举办30年，并成长为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工程机械行业展会。
2019北京BICES展会，无论参展面积还是企业数量，规模均远超往届。

2019年是BICES 办展30周年。30年时间中，

BICES展会的内容、规模不断丰富、扩大，一大批

拥有创新技术实力、高效服务水平的制造企业，通

过BICES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联重科，正是

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伴随着新时代画卷的徐徐展开，中联重科正在

积极拥抱新经济、新技术，打造新型智能的装备制

造企业，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市场地位。未来，中

联重科将携手BICES，共塑产业生态文明，促进全

球高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共筑人类美好家园。

孙昌军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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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铁 建 重 工 以创 新 为 帆，以 开 放 为

桨，在海内外市场乘风破浪，不断取得突破。通过

BICES展会，铁建重工充分展示掘进机械、特种装

备、轨道设备等各大创新性产品，树立铁建重工良

好的品牌形象。打造超级地下工程装备，献礼伟大

祖国七十华诞！

2019年，铁建重工愿再次通过BICES展会，

结识更多的同行朋友和合作客户，加强沟通和交

流，开拓全球视野，共建行业美好未来。祝BICES 

2019圆满成功！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已经迎来了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升级的新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工程机械

企业要在更具体、更现实的产品、技术、智能化、国

际化等环节持续发力，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作为行

业领军者，一直以来，徐工始终践行“技术领先、用

不毁”产品理念以及高端、高附加值、高可靠性、

大吨位的“三高一大”产品战略，不断强化创新技

术提升，努力打造完整、优质产业链。国际舞台上，

多年深耕力拓，徐工的海外之路亦越走越宽。借助

BICES这一平台，徐工更为深入地融入全球市场，

让徐工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徐工。未来，徐工定

将聚精会神，把握大势，在复杂的全球市场中奋力

突破，将“中国制造”品牌传扬开来。

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山东临工依靠对接市场需

求，强化创新技术，提升产品性能与客户服务体验

等逐渐打开市场大门，成功确立行业领先地位，并

以成为国际化企业为目标，不断向海外市场发力。 

2019北京BICES展，为山东临工展现自身风貌，

展现新的技术成果提供了绝佳机遇，为我们的进一

步市场开拓创造了良好条件。特此，我代表山东临

工祝愿BICES越办越好。

刘飞香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建忠
徐工机械副总裁、徐工起重机械
事业部总经理

于孟生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裁

首先我要热烈祝贺2019北京BICES展会成功举

办。多年来BICES为中国及全球工程机械产业的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今年展会上，我们将隆重推出卡特彼勒

新一代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和拥有卓越燃油效率和性能

表现的挖掘机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卡特彼勒旗下山工

机械品牌平地机和装载机、推士机，同时为零售客户定

制的配件商城也会隆重推出。中国是卡特彼勒公司全球

业务的重要市场，为了更好的满足客户的快速变化和多

样化的需求，卡特彼勒不断扩大产品线，致力于为中国

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成

功，也促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陈其华
卡特彼勒全球副总裁、卡特彼勒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制
造
商如今，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全面走向转型升级。

在此过程中，BICES展会作为展示中国工程机械

制造企业风采与实力的重要窗口，坚持为制造企

业和客户搭建交流平台，传递信息。借助BICES展

会，山推也实现了和代理商、终端客户的近距离沟

通，直接、准确地捕捉到第一手市场需求信息。

未来，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代

表，山推将力争在BICES展会的帮助下，成为行业

内最关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企业、最关注客户服

务的企业，向工程机械品牌世界一流品牌进发。在

此祝福展会越办越好！

张民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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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市场都是特雷克斯全球战略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在中国已拥有超过30年

的发展历程。特雷克斯在中国，早已不是简单的设

备销售者，多年的不懈开拓，我们已成为深入参与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以及工程机械产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合作伙伴。未来，我们会继续

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

持续为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期望能够与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一起，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同时，也祝贺

2019北京BICES展会成功举办。

Mark Duval
特雷克斯中国总裁、特雷克斯高空
作业平台部大中华区总经理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和精心准 备，为我们创

造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会来展示自己，来和行业

同仁交流学习，我们很高兴参与这次2019北京

BICES展会。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近两年正在经历向高质量

发展的转型，这样的转变为制造商，为日立建机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此，2018年我们正式

启动了《愿景2023》项目，力争成为更值得用户、

经销商信任的伙伴，未来在中国，日立建机还将

持续开拓，争取更大成功。

就目前的市场保有量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

国的高空作业平台市场依然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

间。这对捷尔杰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拥

有雄厚的文化、技术积淀，拥有完善的产品解决方

案，拥有成熟的营销、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

拥有以本地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

的理念与行动。

携手BICES，捷尔杰能充分展示自身的产品

与服务优势，未来在中国市场，捷尔杰将一如既往，

不断前行，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实现共赢。

近年来零部件对主机制造的重要性愈加凸

显，主机企业在供应商的选择上也是愈发谨慎。随

着国产零部件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很多主机制造商

将选择供应商的方向由国际转向国内。恒立液压作

为国内优秀的液压元件研制企业，30年来，凭借对

技术与产品的钻研、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成为了中国液压行业的一个标杆。本次参加BICES

展会，恒立液压将充分展示卓越的创新能力与服务

能力，以期与更多主机企业建立合作，携手未来。

创建于1878年，以造船业起步的川崎重工，

是一家业务范围涉及摩托车制造、铁路车辆、航

空工业以及液压机器、机器人等多个领域的大型

跨国零部件企业。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川崎重工

早已凭借“KAWASAKI”品牌闻名遐迩，制造工

厂遍布全球各地。服务中国市场26年来，川崎重

工一如既往地履行供应商的义务与责任，为中国

的经济进步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对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的良好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对川崎重工而言，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吸引

力，我们致力于在这里长期良好发展。希望借助

BICES让更多的中国用户认识川崎，了解川崎，并

与我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汪立平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爱明
川崎精密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顾韬
捷尔杰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 

程暁明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工程机械制

造大国。在产业标准提升的拉动下，中国工程机械设

备的整体性能和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康明斯

作为早期来华寻求商业合作的外资企业，四十多年

来坚持与中国大型企业结盟，支持中国企业打造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设备，树立国际知名品牌，实

现共同发展。

2019年，正值康明斯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已经

做好准备，将继续与中国企业一道，以深度合作把握

高质量，开创新格局，驱动下一个百年的发展。

刘晓星
康明斯全球副总裁兼康明斯中国发
动机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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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
Jim Umpleby CEO

小松制作所
小川啓之 社长

约翰迪尔
James M. Field 总裁

日立建机
平野 耕太郎 社长

沃尔沃建筑设备
Melker Jernberg  总裁

徐工
王 民 董事长

三一重工
梁稳根 董事长

利勃海尔
威利·利勃海尔 董事长

斗山INFRACORE
孙东渊 CEO

特雷克斯
John L. Garrison 董事长兼CEO

JCB
安东尼·班福德 董事长

山特维克
Björn Rosengren 总裁兼CEO

安百拓
Per Lindberg 总裁兼CEO

中联重科
詹纯新 董事长兼CEO

JLG
Frank Nerenhausen 总裁

神户制钢所
木 一秀 社长

CNH工业集团
Carl Gustaf Göransson 总裁

美卓
Pekka Vauramo 总裁兼CEO

柳工集团
曾光安 董事长

住友建机
下村  真司 总裁兼CEO

久保田
木股 昌俊 社长

现代工程机械
孔冀荣 总裁兼CEO

曼尼通集团
Michel Denis 总裁兼CEO

威克诺森
Martin Lehner CEO

法亚集团
Jean-Claude Fayat 总裁

马尼托瓦克
Barry Pennypacker 总裁兼CEO

多田野
多田野 宏一 社长

帕尔菲格
Andreas Klauser CEO

希尔博
Mika Vehviläinen 总裁兼CEO

海瑞克集团
马丁·海瑞克 董事长

阿斯太克
Richard J. Dorris 总裁

铁建重工集团
刘飞香  董事长

山推股份
张 民 总经理

竹内制作所
竹内 敏也 社长

国机重工
吴培国 董事长

SKYJACK
Brad Boehler 总裁

宝峨机械
Ruediger Kaub 总裁

加藤制作所
加藤 公康 社长

山河智能
何清华 董事长兼总经理

欧历胜集团
Pierre Saubot 董事长兼CEO

爱知公司
三浦 治 社长

古河机械金属株式会社
宫川 尚久 社长

雷沃工程机械
王 宾 总经理

贝尔设备公司
Leon Goosen CEO

厦工机械
陈天生 总裁

日工株式会社
辻 胜 社长

酒井重工业
酒井一郎 社长

北方股份
邬青峰 总经理

2019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发布
50强企业总裁以及29家参展企业共祝BICES 2019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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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没有的视角
别处没有的内容

看清市场
看到变化
看准未来



土耳其建筑机械分销商和制
造商协会BICES展团

E- BERK MAKİNA METALURJİ 
İNŞAAT TURİZM DANIŞMANLIK 
İTH. VE TİC. AŞ.
E-Berk is adding value to it’s Country 
by making Turkey one of the eigh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is being 
able to manufacture Tunnel Boring 
M ach i nes  ( T BM s) ;  t oday E -Berk 
has become a leading manufacturer 
w ith it ’s over 50 0 employees in 4 
continents serving 24 countries. 
E-Berk Tunnel l ing & Foundat ion 
Technolog ies is a globa l suppl ier 
for spa re pa r t s of T BMs ( Tunnel 
Boring Machines) since 1993. The 
product ion por t fol io ranges f rom 
12” to 21” disc cut ters with their 
spare par ts , r ippers with carbide 
inserts, scrapers, cutting knives and 
customized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 requirements.

E- BERK机械冶金建设旅游咨询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司

E-Berk为土耳其带来了巨大价值提

升，使土耳其成为了世界上能够制造隧道

掘进机（TBMs）的8个国家之一，如今，

E-Berk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商，在4个

大洲拥有500多名员工，服务24个国家。

E-Berk T隧道与基础技术是1993

年以来TBMs（隧道掘进机）备件的全球

供应商。根据客户要求，生产范围从12英

寸到21英寸不等的圆盘刀具及零部件、

带硬质合金刀片的裂土器、刮刀、切割刀

具和定制材料。

H İ D R O M E K  H İ D R O L İ K  V E 
MEKANİK MAKİNA İMALAT SAN. 
VE TİC. A.Ş.
HİDROMEK, which was founded in 1978, 
manufactures backhoe loaders, hydraulic 
excavators, wheel loaders, motor graders 
and soil compactors in six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cluding 4 factories in Ankara, 1 
factory in İzmir and 1 factory in Thailand. 
More than 45 thousand HİDROMEK 
machines are running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HİDROMEK has around 2000 
employees.

HİDROMEK液压机械制造工贸股份
有限公司

Hidromek成立于1978年，专业生产

挖掘装载机、液压挖掘机、轮式装载机、

平地机和土壤压实机等大型机械，现有员

工2000人。Hidromek在全球拥有6个生

产基地，其中4个位于安卡拉，1个位于伊

兹密尔-爱情海自由区，1个位于泰国。目

前有超过4万5千台Hidromek的机器在世

界上100多个国家运行 。

MEKA İTHALAT İHRACAT 
PAZARLAMA VE TİC. A.Ş.
M EK A is a Leading Professiona l 
Enterprise established in 1987 and 
focused on manufacturing of Concrete 
Plants and Crushing & Screening 
Equipment. MEKATRACK MTJ 1165 is 
easy to transport between sites, provides 
fast set-up time and low operational 
costs with an excellent crushing capacity 
(250 t /h capacity). Track mounted 
crushers are preferred for recycling and 
quarrying applications.

MEKA进出口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M E K A 公 司 成 立 于 1 9 8 7 年，是

一 家 领 先 的 专 业化 企 业，专 注 于 混 凝

土 搅 拌 站 和 破 碎 筛 分 设 备 的 制 造 。

MEKATRACK MTJ 1165  型设备便

于在各施工现场之间进行倒场，设置时

间快，运行成本低，具有良好的破碎能力

（250 t /h的能力）。轨道式破碎机是回

收和采石应用的首选。

TİTAN MAKİNA LTD. STI.
Manufacturer of 4x4 underground 
mining and civil tunneling util ity 
vehicles on articulated or rigid chassis. 
Concrete Spraying Machine, Concrete 
Transmixer, Dumper Truck, Personnel 
Carrier, ANFO Charger, Crane Truck, 
Scissor Lift, Fuel and Lube Truck, 
Multipurpose Utility Vehicle, Basket 
Boom Truck, Drill Jumbo, Slipform 
Concrete Paver for CFRD.

TITAN机械有限公司
TITAN是专注于地下采矿和土木隧

道施工领域的4x4铰链式或刚性底盘的多

用途车的专业制造商，同时还生产混凝土

喷射机、混凝土输送车、自卸车、人员运输

车、ANFO充电机、起重车、剪式升降机、

燃油润滑车、多用途汽车、篮式臂车、钻车

和CFRD滑模混凝土摊铺机等设备。

İMDER TÜRKİY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DISTRIBUTORS &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Distributors 
&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Turkey, 
abbreviated as İMD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by the 9 leading companies of 
the sector. Since its foundation İMD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ors of the Turkish economy, with a 
representation rate of over %95, and it 
maintains its activities on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strongly and 
effectively.İMDER plays an active role 
on behalf of the Turkish construction 
equipment sector, thanks to the commo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with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main aims of İMDER are; to be 
the platform where the solutions of the 
sectoral problems are discussed, to increase 
coordination and solidarity between its 
members around ‘Ethical Competition and 
Law’ and to pursu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legislative regulations related with 
construction equipment sector. 

土耳其建筑设备分销商和制造商协会，简称“IMDER”，于2002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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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2019年9月3日，由中国工程机械

工业协会、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韩国

建设机械制造商协会共同主办的“2019

年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大会暨50强峰会”

在 北 京 望 京 凯悦 酒 店盛 大召开。作 为

BICES展会的重要配套活动，来自中、

日、美、韩、德、英、法、瑞士、比利时、

瑞典、丹麦、土耳其、芬兰、意大利、新

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主机、零部件制

造 企业高层，以 及来自矿山、土方、吊

装、基础施工、租赁领域的主流终端用

户共800人到场，共同感受大会盛况。

作为已有10年历程，第5次举办的

产业大会，“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产业

2019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大会暨50强
峰会成功举办

大会暨50强峰会”在主题、内容和形式

上与往届均有所不同。除主论坛之外，

此次会议还设置了2019全球土石方及

矿山设备制造商高端闭门会、2019全

球起重机峰会暨中国吊装100强大会、

2019全球高空作业设备峰会暨中国租

赁商100强大会、2019中国基础施工企

业100强大会共四场平行论坛，分别就

“中国吊装80、90后，会开创什么样的

未来”、“高空作业领域，中国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产品”、“中国基础施工市场，

新时代下的新竞争力”等多个话题进行

了演讲和互动，为行业企业展望未来，

把握行业脉动和方向，提供了助力。

2019全球土石方及矿山设备制造商高端闭门会、2019全球起重机峰会暨中国吊装
100强大会、2019全球高空作业设备峰会暨中国租赁商100强大会、2019中国基础
施工企业100强大会同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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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尤其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持续

提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吸引了众多世

界一流工程机械制造商、专业化领军企业进入并快速拓

展。与此同时，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市场需

求，转变发展模式，从产品结构、技术创新、业务布局等

多方面着手，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会议期间，组委会还发布了在业内极具公信力和

影响力的“2019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100强”、

“2019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影响力100人”、“2019全球

起重机制造商10强”、“2019全球/中国塔式起重机制造

商10强”、“2019全球/中国高空作业设备制造商10强”、

“2019全球矿山设备制造商10强”、“2019中国工程机

械代理商10强”等榜单。

未来，全球以及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

间，行业企业仍有需要进益的方面。本次产业大会，为中

外企业更清晰、更深刻地了解全球以及中国工程机械产业

未来提供了平台，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世界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与全球市场的全面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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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50强峰会吸引了来自中、日、美、韩、德、英、
法、瑞士、比利时、瑞典、丹麦、土耳其、芬兰、意大
利、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主机、零部件制造企业
高层，以及来自矿山、土方、吊装、基础施工、租赁领
域的主流终端用户共800人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