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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届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暨 2018 中国建筑经济广州峰会通知 

2018 年第 24 届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通知 

中建金铝字[2018]第 001号 

各会员单位、专家组成员及相关企事业单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阶段的到来，房地产已经由过去的经济政策转变成民生政策，建筑业也 

进入深层结构性调整，铝门窗幕墙行业呈现出众多发展新态势。如何在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政策 
中精准把脉行业发展现状，探寻行业发展新思路，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十九大报告关于“住有所 
居”的观点，又将会引发 2018 年建筑地产行业怎样的发展？ 

委员会兹定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全天）在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召开“第 24 届全国铝门窗幕 
墙行业年会暨 2018 中国建筑经济广州峰会”,  届时将邀请财经专家、地产界和建筑业知名企业家齐聚 
广州，共商行业发展之道。 

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将于 3 月 11 日-13 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2018 年第 24 届全国铝门 
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与多场学术交流活动，及其他同期配套活动，旨在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无 
缝链接。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1、2018  年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传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建筑行业的政策及要求，铝门 

窗幕墙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计划； （10 日全天， 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2、邀请财经专家《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解读“2018  国家宏观经济，房地产业的走向，结 

构调整下的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换代” ； 
3、邀请地产界、设计师、新媒体行业、建筑业等企业家就变革时代下的“新媒体运营” 、 “建设模 

式变革与技术创新” “房地产设计优化+选材”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4、举办 2018 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欢迎晚宴； 
5、举办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就新建筑主义--建筑成就生活之美、超高层幕墙与抗台风 

设计、装配式幕墙与  BIM  技术等热点主题进行技术交流研讨。（11  日-12  日，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连廊多功能厅） 

6、举办 2018 中国房地产业与门窗幕墙行业联盟峰会，帮助门窗幕墙企业深度透析地产趋势。 （12 
日，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7、举办地产直通车——建筑门窗新材料新趋势品鉴会，由地产商采购、成本、合约、材料部经理 
人组成品鉴团，对新产品进行点评。（11-12 日，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3 楼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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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举办第 4 届中国门窗幕墙创新奖——星品发布会， 展示门窗幕墙行业年度新产品新技术。（11-13 
日，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 楼连廊） 

9、举办建筑门窗幕墙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集中展示门窗幕墙新产品、新技术及相关配套产品、 
原材料与设备等。（11 日-13 日，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二、年会及论坛的有关事宜： 
1、年会及论坛参会费用：1500 元/人（包含当天五星级酒店自助午餐、欢迎晚宴、论文集等费 

用）。会员单位可以免费参加年会及论坛，但不提供自助午餐、欢迎晚宴和论文集。 
2、年会及论坛报名方式： 

方式一：扫描二维码，在线填写报名表及缴纳参会费以确保成功报名预留席位！ 

方式二：博览会网站报名并缴费 
http://www.windoorexpo.com/concurrent-activities-view-49.htm 

付款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开户名称：广州市城博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12090 33975 10903 
汇款用途：行业年会+参会人姓名或参会单位 

会务组在收到报名后将在 3 个工作日内回传“报到通知” ，如未收到回复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高 
东敏 020-89089523，13318802627；沈丽丽 020-89080302，18922372367。 

3、年会及论坛报到 
时间：2018 年 3 月 9 日 
地点：广州华泰宾馆  （会议住宿指定酒店） 
酒店地址;  广州市先烈南路 23 号 
联系人：梁利明  020-87774862    13535088969 
住宿费：迎宾楼（豪双）  380 元/天/间（含双早） 
商务大床：590 元/天/间（含单早） 
因会议期间住宿紧张，请有住宿需求的代表扫描上方二维码“年会及论坛报名”线上通道，或 

填写参会回执（见附表一），在住宿栏填写住宿时间和房型，并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确认。 
4、年会及论坛开会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  2018 年 3 月 9 日 8:20（广州华泰宾馆） 
2018 年 3 月 10 日 8:00（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开会时间：  2018 年 3 月 10 日 9:00（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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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时间：  2018 年 3 月 10 日 18:00（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三、缴纳 2018 年度会费 
请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员单位请交纳  2018  年度会员费：一般会员单位  2000  元，理事单位 

4000 元，常务理事单位 6000 元，副会长单位 30000 元，名誉副会长 10000 元。 
缴纳方式： 
方式一、银行转账汇款，付款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开户名称：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账  号：  0200001409014459310 
汇款用途：铝门窗幕墙委员会会费 

方式二、年会及展览会期间现场缴纳 
时间及地点：2018 年 3 月 9 日广州华泰宾馆一楼大堂报到处 
时间及地点：2018 年 3 月 10 日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厅 
时间及地点：2018 年 3 月 11-13 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四、第 24 届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的有关事宜 
1、布展时间：参展单位 3 月 8 日-10 日报到布展。 
2、展览时间：3 月 11 日-13 日。 
3、展览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B1、1、2、3、4、5、6 号馆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交通指引：广州地铁 8 号线“琶洲站”C 出口。 

4、同期活动：博览会期间将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和地产直通车——建筑门窗新材料新趋势品鉴 
会等多场高水平活动供会员单位交流学习。 

活动一：学术交流 
活动日期：3 月 11 日-12 日 
活动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连廊多功能会议厅 
活动二：年度星品获奖产品展示 

活动日期：3 月 11 日-13 日 
活动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 楼连廊 
活动三：2018 中国房地产业与门窗幕墙行业联盟峰会 

活动日期：3 月 12 日下午 
活动地点：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3 楼宴会 AB 厅 
活动四：地产直通车——建筑门窗新材料新趋势品鉴会 

活动日期：3 月 11-12 日 
活动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3 楼连廊 

5、参观预登记： 
方式一：关注微信（windoorexpo)，参观登记，获取微信胸卡，免排队快速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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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在线填写参观登记表，凭邮箱《参观确认函》换证入场 
http://www.windoorexpo.com/window-exhibition-1-2.htm 

方式三：五人及以上人员同行可进行团体登记，扫描二维码进入在线团体登记，联系人：陈荣港， 
电话: 020-8909 7092、400-860-7808 

五、委员会联系人：董红、白新、李洋、王鹏 
电话：（010）58933276  传真:（010）68365340 
承办单位（广州城博展览有限公司）联系人：谢荔晖、高东敏、沈丽丽、余铀 
电话：400-860-7808 邮箱：info@windoorexpo.com 

博览会及同期活动有关事宜请访问大会官网 http://2010.cast.org.cn/www.windoorexpo.com。 

中国幕墙网为委员会官方网站，即时发布有关信息。 

前期展位预订专题：点击查看 www.alwindoor.com/2018nh 

年会+博览会专题：点击查看 www.alwindoor.com/2018gz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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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参会回执 
1、填写表格，并传真至广州城博展览公司（fax ：0208908 0322） 

参与活动 口 行业年会 口 学术交流 口 门窗品鉴会 口 参观博览会 

公司名称 

地址及邮编 

电话 传真 

姓名 1 职位 

手机 邮箱 

姓名 2 职位 

手机 邮箱 

姓名 3 职位 

手机 邮箱 

住宿 请组委会安排入住： 

口大会指定酒店：广州华泰宾馆 

□豪双（双人） 间 入住日期：离开日期： 

□商务大床（单人） 间 入住日期：离开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