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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A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为行业赋能
关于WOCA
World of Concrete美国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WOC)是全球知名的混凝土及砌筑行业专业展会。
2017
年英富曼会展将WOC展会品牌引入中国，借助原有上海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和上海国际砂浆展的悠

久历史与业界基础，WOCA展会参照WOC展会的各项专业品类，打通上下游，打造成中国乃至亚洲地

区混凝土行业的年度盛会。作为“WOC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系列的亚洲站，以混凝土地面建设为中心，
向混凝土立面建筑发展，包含建筑原材料，混凝土建筑添加剂、混凝土建筑设备、混凝土机械设备、设
施及建筑材料设备等，打造混凝土建筑行业一站式商贸平台，助推亚洲地区建筑混凝土行业绿色发展
国际化、多元化的商贸平台。

主办单位

联合主办

支持单位

上海英业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Informa Markets

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协会预拌砂浆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产业分会
上海市混凝土行业协会

美国混凝土协会ACI

安徽省地坪行业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天津市地坪行业协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上海地坪协会

浙江省地坪行业协会
江苏省地坪行业协会
山东省地坪行业协会
河北省地坪行业协会

福建省地坪行业协会
湖北省地坪行业协会

重庆市地坪工程技术协会
四川省地坪工程技术协会
河南省地坪协会
广东省地坪协会
内蒙古地坪协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混凝土行业持续发展，为您把握更多市场先机
商品混凝土年产量

32.93亿
立方米

2021

我国预拌混凝土产量达
同比增长

28.4376亿
27.38亿

年

立方米

6.9%

立方米

32.93
亿立方米

创历史新高

双碳开局 新目标新要求
202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

础设施投资。目前全国多地已陆续公布了今年的重大项目名单，其中，先进制造业、高端装备和城市
轨道交通等等，都成为了重点投资领域。年初以来，多地已启动超“千亿级”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安

徽、浙江、河南等地年度计划投资均超万亿元。
开年以来，国家促投资稳增长不断加码，基础设施投资
凸显。财政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880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投向城市及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

WOCA 2022
展示面积

57,000m2
WOC全球
八大混凝土系列展

全球知名混凝土展览品牌，参展品质保证

现场高效商贸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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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企业

专业观众

720+

37,000+
国内外优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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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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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活动

行业前瞻

40+

终端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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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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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回顾
专业买家覆盖市政、工业、建筑、商用全产业链应用领域
上届WOCA共计接待31267位专业观众，分别来自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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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以上观众为采购决策人或建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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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感兴趣的展品
预制混凝土

混凝土外加剂

25%

总承包商

其他

经销/代理商

观众类型

13%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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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院

16%

20%

专业分包商

混凝土表面处理及配件
水泥基及石膏基相关

生产商

磨石专区

砂浆

混凝土机械设备

地坪

邀请终端观众来自
日化/制药/食品/酿造/香料/印染/冶金/制钢/电力/电能/电子/电器/水泥/矿产/建筑/建材/机电/制造等领域业主单位

部分终端业主单位

专业参观组团

上海市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辽宁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浙江舟山俊峰参观团

天津市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河南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同济大学参观团

浙江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安徽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江西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福建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河北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山西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吉林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新疆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湖北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重庆市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云南省地坪行业协会参观团

四川省地坪工程技术协会参观团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产业分会参观团
上海市食品行业协会参观团

中国环氧树脂协会参观团
台湾区预拌混凝土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彰化县混凝土公会参观团
日本参观团
越南参观团

柬埔寨参观团

买家名单
直面优质买家，
实现与采购商业主单位零距离商务洽谈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

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山西腾骏投资有限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都市建筑设计院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科建创技术研究院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希望地产

奥园集团有限公司

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院

上海文筑建筑规划设计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UDG联创设计集团

武汉市中创环亚建筑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建筑工程设计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龙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慈源霖景观设计

总承包商、专业分包商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壹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大连中外建设计院

济南城建集团

扬州恒进建设集团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
南通四建集团
上海建工集团

上海超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舜众建设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园股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地坪施工单位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君卡实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超硕地坪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客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林州瑞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得实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永信地坪

上海亚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隆强建材有限公司

黑龙江恩泽地坪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秀珀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典跃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阳森企业集团

展熠(苏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安迪地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久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地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力特克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上海维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耐齐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百利加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混凝土企业及搅拌站

上海王维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港流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嘉宝莉新材料有限公司
黑龙江泽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构件运输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三辰混凝土

苏州永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商砼

江苏广发新材实业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恒源砼业

四川华西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乐乐混凝土

河南陆德筑机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伟业国际投资集团

山东中稳砼业

方圆混凝土搅拌站

郑州置和混凝土

江苏巨凝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中驰商品混凝土股份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上能管桩混凝土有限公司 内蒙古陆岩商砼
福建鸿元混凝土
临沂金泰混凝土

泉州骏鹏商品混凝土

常熟常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上海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获取并掌握行业商机对接机会！
专区分布

混凝土专区

砂浆及砌筑专区

地面材料专区

国际品牌专区

展品范围
通用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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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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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种涂料
‒ 吸尘/清洁设备
‒ 小工具类
‒ 耗材

‒ 地坪设计
‒ 环氧地坪
‒ 聚氨酯地坪
‒ 磨石地坪
‒ 卷材地坪

‒ 运动地坪
‒ 水泥基自流平
‒ 其他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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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机械设备专区
混凝土外加剂专区
模板脚手架及
生产设备专区
磨石专区

WOCA 线上展厅
建筑买家都在用的选品找货平台
累计访问

90,000

400+

次 浏览量

混凝土行业活动线上直播

供需关键词

82

企业入驻

供需发布
次

129

次

365天永不落幕，对接更多商机 >>>

水性色浆
混凝土抛光液
轻质抹灰石膏
混凝土抛光液
水性色浆 石膏缓凝剂
混凝土密封固化剂
混凝土密封固化剂 轻质抹灰石膏
石膏缓凝剂
聚丙烯纤维
混凝土染色剂
纯无机石英石板材
聚丙烯纤维

混凝土染色剂

纯无机石英石板材

等级混凝土防撞墙预制块
混凝土搅拌站控制系统
等级混凝土防撞墙预制块
混凝土搅拌站控制系统

国际双奖，促进整体地坪工程质量卓越进步
金镘刀奖-亚洲区金奖

成都科艺欣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长沙 运达地产长沙锦绣广场
业主单位：
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恒特地坪工程有限公司⸺德邦物流西南总部基地
总承包商：
江苏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
捷越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地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港北建通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京津物流园项目1号冷库
总承包商：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地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港北建通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京津物流园项目3号冷库
总承包商：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展熠(苏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一汽富威智能产业园
建设单位：
吉林省青山投资有限公司
金镘刀奖-亚洲区银奖

成都科艺欣科技有限公司⸺三一智联重卡零部件扩产项目
业主单位：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WOCA AWARDS国际奖项

金镘刀奖 Golden Trow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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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CA 地坪奖

WOCA地坪奖-亚洲赛区由WOCA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颁发，旨在

表彰亚洲地区整体地坪工程质量优异的地坪项目施工商，并促进亚
洲地区整体地坪工程质量的卓越进步。
“WOCA地坪奖-亚洲赛区”参

照国际标准，对候选项目进行现场性能检测，针对地坪项目的平整
度、表面 耐磨度及面层粘接强度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及比较。

2021获奖名单

吉林省得实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阳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王维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丞建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司诺普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泽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彼福尔地坪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地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百利加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阳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参评项目

评选维度

水泥砂浆面层地坪

表面耐磨度

混凝土面层地坪

整体树脂地坪系统

平整度

面层粘接强度

天津可喜涂料有限公司

展熠（苏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参评标准

ASTME -1155（美标）

BS EN 13892 -4:2002（美标）
ASTM D 7234（美标）

表彰亚洲地区整体地坪工程质量优异的地坪项目施工商，并促进亚洲地区整体地坪工程质量的卓越进步

WOCA Education 亚洲混凝土学院

会议论坛
混凝土破损修复论坛
Concrete Damage Repair Forum

石膏基砂浆
关键技术与生产应用论坛
Key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Application of
Gypsum-based Mortar Forum

水泥基砂浆地坪：
原材料、产品与施工

医药/食品GMP车间地面翻新应用论坛
Pharmaceutical/Food GMP Factory Floor Refurbishment Workshop

Cement-based Mortar Floor Forum:
Raw Materials, Products and Construction

地坪混凝土与外加剂应用技术论坛

Floor Concrete and Admixtur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Forum

仓储 基地、物流中心的地坪工程设计论坛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Centers Floor Engineering Design Forum

终端电子产业制造厂房检测与改造论坛
Terminal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lants Floor Testing and
Renovation Conference

企业沙龙\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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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making 商贸对接
为参展企业提供精准配对服
务，提高展商参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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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CA施工商晚宴

广邀WOCA地坪奖及亚洲金镘刀奖获奖企业、行业施工商、总承包
商、建筑设备 / 材料品牌厂家 等企业代表共同参与。

主题：WOCA 施工商晚宴暨“WOCA 地坪奖-颁奖典礼”

扫描二维码
观看直播回放
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直播信息

不断优化平台，为展商和观众拓展更宽更好的内容

“金匠人”
全国地坪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总决赛集结行业“匠人”与未来“管理之星”
，孕育地坪产业摇篮，现场将有行业中超具活力及竞争力
的施工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现场展示施工专业技能及项目作品设计，联合两大地坪产业院校及各

地方省市地坪行业协会，首次打造专业技能+校园才艺展示，聘请行业及高效资深教授组成专业评
审组，根据不同使用的材料及应用场景综合评判，选取地坪行业“未来之星”
竞赛名称：2022年全国地坪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WOCA
人”

全国总决赛时间：2022年11月9日-11日

赛

总决

赛
能大

技
匠
职业
“金 地坪行业

竞赛对象：全国各省地坪行业从业人员+校园组

全国

竞赛项目：环氧树脂自流平地坪施工

决赛地点：WOCA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展会现场

表彰及奖励方法:总决赛胜出冠军、亚军、季军，总计将获得5万现金

现场实操演示重磅回归！

WOCA
2022现场演示预告

Krystol结晶技术防水系列产品展示与涂刷

无机磨石摊铺、抛光，混凝土表面处理

产品施工演示

透水混凝土

硅酸盐水泥

混凝土或者硅酸盐盖板演示

无机磨石

水泥基清水地坪漆，微水泥
水泥基自流平

研磨机

混凝土外加剂实验
水磨石

环氧地坪现场实操

意大利西麦（SIMEX）.地坪
快速铣刨应用

*名单持续更新中，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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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地坪、砂浆一站式综合展览平台

往届参展商

※排名不分前后，按首字母排列

覆盖建筑板块全域营销
WOCA私域流量池
微信公众号

WOCA社群

WOCA建筑全渠道营销

亚洲混凝土云学院

抖音

英富曼全球八大混凝土系列展联动，
WOC百万级数据商业交流平台

30W+国内专业买家
数据库营销

行业合作媒体（部分）

※排名不分前后，按首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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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博展览馆 | 中国
www.wocasia.cn
展会时间：2022.11.9-11

美国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 | 美国
www.worldofconcrete.com
展会时间：2023.1.17-19
研讨会时间：2023.1.16-19

EXPOCIHAC
墨西哥城国际会展中心 | 墨西哥
www.expocihac.com
展会时间：2023.10.12-14

BUILDEX Vancouver
温哥华西会议中心 | 加拿大
www.buildexvancouver.com
展会时间：2023.2.15-16

THE BUILDINGS SHOW
多伦多会议中心 | 加拿大
www.thebuildingsshow.com
展会时间：2022.11.30-12.2

CONCRETE SHOW SOUTHEAST ASIA / INDONESIA
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 | 印度尼西亚
www.concreteshowseasia.com
展会时间：2022.9.14-17

CONCRETE SHOW INDIA
孟买会展中心 | 印度
www.concreteshowindia.com
展会时间：2022.10.13-15

CONCRETE SHOW BRAZIL
圣保罗会展中心 | 巴西
www.concreteshow.com.br
展会时间：2022.8.9-11

WOCA是您开拓亚洲混凝土建筑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

联系方式
项目合作

Vita Ke
电话：
+86 21 6157 7241
邮箱: vita.ke@informa.com

参展联系

Jessie Shen
电话：
+86 21 6157 3939
邮箱：
jessie.shen@informa.com

官方微信客服

媒体/观众联系

官方微信公众号

Ada Feng
电话：
+86 21 6157 7251
邮箱: ada.feng@inform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