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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CES 2015依托独有的八大优势，得到了国内外多个行业协会和用户单位的全力支持和参与的同时，也迎来

新兴市场如俄罗斯、越南、巴西、印度等多个海外专业机构组团观展，国内水利、交通、能源、市政、矿山、应

急、港口机械等热点行业机构也组织了多个专业参观团前来观摩采购；各大在京科研院所及高校如清华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

京建筑大学等十多个高校师生也纷纷组团到场参观学习业内新产品新技术，体验机械文化魅力。

       2015年9月22日，第十三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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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北京新国展）隆重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先生宣布开幕，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子孟先生致辞，开幕式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副会长周卫东先

生主持，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先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巡视员

景晓波先生、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副总理沙拉诺夫先生、总装备部二所所长杨建浩大校、总装备部原局长

冯德坤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伊朗驻华使

馆、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韩国建设机械工业协会、国际高空作业协会、俄罗斯联邦工商会等领导，参加开幕式的

嘉宾还有来自专业机构的代表、国内外各行业协会的代表，以及用户单位的代表和展商朋友两百多人。

新常态下的盛会， 行业嘉宾齐聚北京!

www.e-bi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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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亚太地区规模领先的盛会

全球工程机械品牌展示的大舞台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的风向标

参展商：

来自26个国家，

1,040家

展出总面积：

突破150,000平米

观众：

来自75个国家，

106,501人

       BICES 2015展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中流砥柱，在

行业低谷再展宏图，日立建机群策群力组织参展，协同协会

一起共同提振行业信心，在展会展现良好的品牌风范和建机

人精神。祝愿中国工程机械和BICES未来更加美好！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2015BICES展举办的非常成功，新常态下，参展企业

和人员都非常踊跃，在大会主办主题下，国内外参展商转变

思路，提升参展质量，在参展规模缩小的情况下，更加注重

自身核心主业的展示，向客户、行业展示企业的核心价值成

为主流。大会举办的非常成功。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的BICES在工程机械的“隆冬”中成功召开，我司携世界顶级技术的----K7V系列泵、M7V马达、

全智能LC电控制系统等产品，以历史上最大的展台面积隆重参加。虽然此次展会总参观人员少于上届，但来到川

崎展台参观人员仍多余2013年BICES，达到了参展目的。川崎将一如既往地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为中国及世

界的工程机械发展不断地提供更好的液压件及系统。

川崎精密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BIC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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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BICES 2015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召开，BICES积极主动瘦身，但依然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绩，国内领军企业徐工、中联、三一、厦工、柳工、山推、国机重工、临工、山河智

能、合力、力士德等再次携最新的产品参加展示，国际品牌中小松、日立、特雷克斯、约翰

迪尔、JLG等相继亮相。其中，位于全价值产业链上游的全球领先的钢铁公司韩国浦项制

铁公司POSCO也首次借BICES亮相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全球知名企业斯堪尼亚展示了

旗下高效环保的发动机及解决方案；国内特种应急装备领域知名企业新兴际华也首次以集

团大规模大面积进行全面展示。众多零配件骨干企业潍柴、上柴、一拖洛阳柴油机、康明

斯、科勒、五十铃、日野、川崎液压、哈威、邦飞力和摩巴、易福门、唐纳森、矫马、山姆卡

特、法如等国际知名行业企业齐聚北京；恒立油缸、赛克斯、中川液压、苏强格、长源液压等一大

批行业内高端液压件产业化协同工作平台企业和自主高端零配件研发成果向行业集中展示其最新成果。

展品亮点：

国内外知名高空作

业平台悉数到场：

中国隧道装备制造

首次集体亮相：

IPAF、JLG、吉尼、欧力胜和

国内鼎力、美通重工、星邦重

工等悉数到场，JLG首发全球

作业高度最高的自行走式高空

作业平台。

中国铁建重工、中铁装

备、北方重工、中交天

和、上海隧道、辽宁三

三隧道等。

全球或国内首发大批的智能型设备：

厦工XG958I智能装载机和XG822I智能挖掘机、山推

DE12R环卫型无人驾驶推土机、徐工百吨级智能臂架

起重机XCT130、徐工全系3系无人驾驶铣刨机

XM200K等。

新常态下企业、行业新探索的展示：

中联重科首次以全新VI和现场O2O购物模式在展会

亮相，三一重工首发旗下V8 Pro全能版手机、“互

联网+”时代 BICES主题论坛、“工程机械+互联

网”数字营销与移动电商交流会和新常态下用户需

求研讨会等。

全球或国内首发大批的环保型和新技术装备：

国机重工推出的全球首台最大吨位的电驱动轮胎压路

机LRS240E、近百吨的力士德港口物料装卸机、矿

用挖掘机中突破40吨以上被外资品牌垄断的柳工

GLG950E大型矿用挖掘机、采用全液压行走和全液

压铣刨技术的柳工CLG5100-2铣刨机、业内破岩硬

度最高的徐工首台硬岩泥水平衡顶管机XD500、北京

加隆的世界最大产量强制式沥青搅拌楼、中联重科全

球最长四桥碳纤维臂架泵车等。

工程机械再制造风生水起：

会同再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辟了再制造技术

展示区，包括工、临工、厦工、南车时代、千里

马、安徽博一、蚌埠市行星、天诚宇新材料、广州

荣兴液压维修及再制造工厂、江苏本松机电、南京

钢加、宁波广天赛克斯液压、天津伯仕乐建中液

压、天津鸿翔全面展示了从新材料、液压件、电器

元件、液压件等核心部件的再制造产品。



专业顶级参观采购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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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参观团：

国内参观团：

解放军总装备部、武警水电、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中铁建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中铁工程装备集团、中国土木工程集

团、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水电基础局、中交路桥建设、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中煤科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中化集团、中国地质装备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交集团、中航集团、中冶集团、中化岩土工程、中建一二三

七局、施工用户参观团、慧聪采买团、铁甲工程机械用户团......

俄罗斯  越南建设部  巴西  印度......

每日观众统计：

国际观众来源分布（其中亚洲不包括中国地区）：

2015/9/22

2015/9/23

2015/9/24

2015/9/25

46827

35791

18198

5685

北美洲

2.94%

南美洲

2.81%

非  洲

4.52%

大洋洲

1.21%

亚  洲

65.21%

港澳台

4.98%

欧  洲

18.33%

国际观众数量排名前十位的
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俄罗斯 23.82%

·韩国 16.90%

·新加坡 5.88%

·马来西亚 5.66%

·日本 4.07%

·印度 3.85%

·越南 3.85%

·泰国 3.62%

·美国 2.71%

·印度尼西亚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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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全行业的优质专业观众：

感兴趣的行业产品分布：

15.44%

35.24%

17.11%

7.17%

7.17%
6.15%

9.73%

17.16%

10.19%

3.0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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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造公司

B. 工程公司/建筑公司/承包商/物流公司

C. 建材生产商

D. 市政部门/建设部/建筑权威及管理机构

E. 服务商

F. 经销/批发/代理

G. 进出口贸易

H. 大专院校及研究部门

I.   其他

工程机械 73.03%
25.23%

31.12%

16.92%

其他 4.16%

零部件

商用车辆

建材机械

矿山机械

应急装备

41.25%

17.66%

按职位划分：

决策者

部门管理者/采购者

其他

专业员工

39.25%

26.27%

0.38%

34.10%

www.e-bices.org



不仅仅是全价值产业链的价值交流平台

更是探求行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初秋北京，天高气爽。上海市建设机械

行业协会有幸组团参观BICES 2015展会。

面目一新的观展环境、业内专家厂商云集、

巨量权威的信息发布，琳琅满目的产品展示

吸引我会观展人士的关注和热议。展会主办

方为参展、观展双方提供的细致周到的服务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精心打造，

BICES展会已成为上海建筑机械行业信赖的

参展观展平台。“质精致新•筑梦中国”，相

信不久的将来BICES展将成为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的“风向标”，引领参展企业不断推陈出

新，用科技力量筑梦中国。

王正春

上海市建设机械行业协会

副会长 / 秘书长

观众代表发言

BICES 2015 展后报告 Postshow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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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满意度

观众参观目的

总体展会评价

观展的收获

现场新产品新技术

展会服务

95%

93%

96%

95%

采购

联络固有的供应商和买家

寻求并确定新的代理商、分销商及合作伙伴

了解市场发展趋势

51.12%

34.82%

36.59%

49.33%

       我代表越南建设部信息中心及越南参观团对BICES 2015 展会主办方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次对BICES 2015的参观和访问,不仅使越南企业参观和了解到了中国和国际先进的工程和建筑机械设备及技术, 同时也非

常感谢主办方安排我们参观了多个北京的建筑和施工项目, 增进了中越两国建筑企业之间的交流, 推动了中越两国企业在工

程建筑和相关设备方面的贸易和合作的机会。

       我们今后将会进一步加强与BICES展会主办方就在越南促进和推广BICES展会, 并以展会为平台增进两国企业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工程和建筑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Do Huu Luc 副局长

                                                                                                 越南建设部信息局



权威会议 重塑价值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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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ES一路上有您！2017北京新国展再相见！

演示及文化体验

高空作业平台安全演示

工程机械外观造型及质量评比

设计大赛论坛获奖作品点评

工程机械互动体验

模型爱好者俱乐部

技术革新

第四届全国地基基础与地下工程技术交流会

中国工程机械科技、质量与标准化发展论坛 

中国工程机械学会工程起重机械分会第十七届年会

“互联网+”时代 BICES主题论坛 

工程机械+互联网 数字营销与移动电商交流会

营销及后市场

2015工程机械总裁电商沙龙

第六届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营销沙龙

全国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使用管理与后市场发展论坛

上海市设备管理优秀单位、优秀工作者表彰会 

东北亚•长春国际机械城招商说明、新闻发布会
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报告会 

BICES 2015长沙日”— 长沙装备制造与”一带一路”建设研讨会

面向行业未来

2015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大会暨50强峰会
&全球起重机峰会暨中国吊装百强大会

2015国际租赁峰会

国际高空作业论坛 

第十五届中日韩亚洲起重机安全论坛

韩国工程机械市场介绍会

新常态下用户需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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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A-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是中国代表工程

机械行业的社会组织，拥有30个分会和工作委

员会，现有会员单位2100多个，行业覆盖率达

85%以上。会员包括机械、城建、交通、铁路、冶金、煤炭、

建材、石油天然气、水利、电力、林业、兵器、航空等10多个

行业以及解放军总装备部的有关单位，并且聚集了商用车尤其

是特种专用车领域多家企业。

CNCMC-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根植于机

械装备及商用车进出口贸易近三十年，同时也

拥有20多年举办大型机械类展会的经验，通过

高品质的服务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塑造品牌。

CCPIT-MSC-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

业分会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最早成立的

行业分会之一。通过各种官方及民间的交流活

动，目前已经与30多个国外政府或工商团体签署了长期双边合

作协议，每年主办及合作组织的境内外国际展会达50多个。

主办单位

BAICE-北京天施华工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由

BICES三家主办方共同投资设立，具体负责

BICES的运营工作。公司拥有出色的团队，

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大型展会的组织与运营经

验，致力运用先进成熟的展览理念与成果为

展商和观众搭建价值交流平台，创造实现最

佳价值。

承办单位

AEM-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是一家总部位于

美国的国际性贸易协会，为它的会员企业

提供创新的服务，保持它们在全球的竞争

优势。核心服务包括产品安全和技术支

持、市场信息和设备统计、公共政策和政

府关系、行业展会、国际市场支持、行业

教育和培训讲座、工地安全/教育手册等。

国际合作单位

国内支持单位 国外支持单位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安能总公司（武警水电指挥部）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中国深基础工程协会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中国公路建设协会筑养路机械分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机械管理与租赁分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应急物流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建委

北京公路学会筑路机械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北京市政工程行业协会

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建筑机械分会

广州工程机械配件行业协会

印尼承包商会

英国建筑设备协会

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

蒙古国工商会

俄罗斯工商会

俄罗斯全国建筑商协会

俄罗斯全国建筑行业协会

白俄罗斯工商会

土耳其工程机械制造与经销商协会

国际高空作业协会

芬兰外贸协会

韩国工程机械制造商协会

西班牙工程机械制造商与矿业协会

巴西设备与维护技术协会

巴西 – 中国工商总会

哥伦比亚 – 中国商会

印度建筑商协会

越南建设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