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循协发〔2017〕26 号

关于举办 2017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暨

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的通知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将“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作

为新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之一。

2016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首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

览会圆满成功。展览会展陈面积 22000 平方米，参展单位 200

余家，涵盖工业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资源再生利用、

再制造、垃圾资源化、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共享经济、循

环文化与绿色消费等领域，其中境外展商占比 14.8%。展览

会同期举办了 17 场专业论坛和技术研讨会、14 场项目推介

会和投融资对接会。本次展览会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骨



干企业、示范基地、研究机构、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地方

政府及开发区等的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和充分肯定，取得了

圆满成功。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主办的国

际会议，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论坛紧紧围绕“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主题，总结十余年来中国循环经济发

展成果、经验和问题，分析新经济常态下循环经济发展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研讨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并提

出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和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新思路、

新举措。

为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技术创新，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先进技术、装备与产品，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与装备，加强国内外循环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

一步深化首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取得的成果，中国循

环经济协会决定于 2017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举办“2017 中国

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并同期举办“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

展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会时间

2017 年 11 月 20 日-22 日

二、展会地点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三、展会定位

打造全球性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装备展示交易平台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拟）：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协办单位（拟）：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中国物

资再生协会、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国开发区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节能协

会、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中国脱盐协会、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中国信息协会、全联新能源商会、全联环境服务业商

会、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

属分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中国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粉煤灰材料分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循环

经济专业委员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北京生

态设计与绿色制造促进会、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废旧纺织品

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城市矿产创新发展联盟、



互联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促进联盟、中国再生塑料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秸秆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再生资源企业产业化联盟、E20

环境平台等相关行业协会或行业联盟、环保部固废中心、环

科院清洁生产中心、各地方循环经济相关协会

国际及港澳台协办机构/支持单位（拟）：

欧盟驻华代表团、瑞典驻华大使馆、荷兰驻华大使馆、

瑞士驻华大使馆、卢森堡大公国驻华大使馆、澳大利亚贸易

投资委员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日中经济协会、韩

国循环资源流通支援中心、能源基金会、财团法人中技社、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澳中农业联盟（ACAF）、法国循环

经济研究院

注：（以上支持/协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五、展览内容

（一）工业循环经济

1.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煤系、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及低品位矿、共伴生矿、难选冶矿、尾

矿、废石综合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以及整体解决方案。

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煤矸石、粉煤灰、钢铁冶金

渣、有色冶炼渣、化工废渣、工业副产石膏等综合利用技术、

装备与产品、利废新型墙体材料、固废填充技术。

3.热能和废气回收利用技术与装备。

4.产业园区循环化、生态化改造整体解决方案及成果。

5.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工业固废示范基地建设



展示。

（二）农业循环经济

1.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田废膜和灌溉器材回收利用、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生物质能源技术、装备与产品。

2.林业三剩物和次小薪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3.农林牧渔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4.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及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整体

解决方案。

5.土地复垦与土壤修复技术与装备。

6.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及示范园区展示。

（三）资源再生利用与再制造

1.资源再生利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报废汽车、废电池、废塑料、废橡胶、废轮胎、废玻

璃、废旧灯管、废旧纺织品等再生循环利用技术、装备与产

品。

2.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起动机、电动机等零

部件再制造技术、装备与产品，矿山机械、工程机械、机床、

盾构机、医疗器械、复印机、打印机及耗材等机电产品再制

造技术、装备与产品，再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3.“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再生

资源产业园区展示及整体解决方案。

4.互联网+循环利用：再生资源分类回收体系、城市生

活垃圾与再生资源分类回收“两网融合”体系、互联网+共

享经济、再制造旧件回收与产品销售体系、再生资源与再制



造交易体系展示。

（四）垃圾资源化利用

1.城市和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2.建筑废弃物及废旧路面材料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

产品。

3.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4.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5.垃圾资源化利用整体解决方案。

（五）节水与水循环利用

1.矿井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与装备。

2.海水淡化、苦咸水利用技术与装备、海水淡化示范基

地。

3.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技术与装备。

4.节水器具与产品。

5.雨水收集与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

（六）节能低碳与可再生能源

1.工业节能：节能型锅炉、窑炉及热网、节能电机与自

动化控制系统，空压机、余热余压回收、节能热泵、节能热

交换等热处理及输配电系统节能技术、装备与产品。

2.建筑节能：装配一体化建筑节能技术、绿色建材、新

型墙体保温材料、节能型门窗、楼宇智能控制系统、供热管

网等节能技术、装备与产品。

3.交通运输节能：汽车节油、智能交通、轨道、航空、

航运节能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纯电动）、



快速充电装置、替代燃料、大容量储能装置等技术、装备与

产品。

4.商用和民用节能：节能商用空调、节能低碳家用电器、

绿色照明等技术与产品。

5.工业过程碳减排、碳扑获技术与装备。

6.合同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7.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技术与装备。

（七）清洁生产、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

1.生态设计，包括工业产品、建筑、园区、小城镇和乡

村生态设计技术。

2.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与产品、污染物过程控制技

术。

3.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控制技术与装备。

4.危险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技术与装备。

5.土壤、矿山和河道等生态修复技术。

（八）循环经济文化

1.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展示。

2.利用废弃物制作的文化用品、各类艺术品。

3.循环类书籍、书画、视频等。

（九）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循环经济技术与装备。

六、会议内容

（一）大会：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主论坛）

（二）年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年度理事会



（三）分论坛：

1.循环经济投融资分论坛

2.工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3.中国国际循环农业发展论坛

4.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论坛

5.第五届国际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论坛

6.互联网+资源分类回收及循环利用论坛

7.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电能回收利用论坛

8.2017 中国再生塑料大会

9.中欧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10.再制造产业发展论坛

（四）研讨会：

1.“城市矿产”综合利用研讨会

2.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研讨会

3.中国节能减耗减排技术研讨会

（五）洽谈会：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基地/地区招商引资洽谈会（若干场）

七、同期活动

2017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将设立最佳创新技术奖、

最佳技术装备奖、最佳产品奖、最佳园区奖、最具投资价值

项目奖、最佳组织奖等奖项，阶段性集中呈现中国循环经济

发展的最新成果。

八、展览规模

展览规模：22000 平方米



展览数量：200 家左右

招展对象：配套客户企业、终端用户企业、专业经销商、

代理商、招投标机构及国际贸易进出口机构，有关部门、行

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观众客户到场参观交流、洽谈采购。

九、参展须知

1.展示形式：包括展板、设备、产品或模型。

2.展位价格：

（1）标准展位

A 类: 9800 元/9 平方米（3 米×3 米）

B 类：12800 元/12 平方米（3 米×4 米）

（2）特装展位

980 元/平方米（≥36 平方米）

（3）国际展位

A 类标准展位: 2280 美元/9 平方米（3 米×3 米）

B 类标准展位：2980 美元/12 平方米（3 米×4 米）

特装展位（≥36 平方米）：228 美元/平方米

3.报名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4.提前报名须知：相关可在收到通知后，填写《2017 中

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提前参展申请表》（见附件），发送到

指定的邮箱（见联系方式）。

十、联系方式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电话：010-82290313

传真：010-88334622



网站：www.chinacace.org

邮箱：hz@chinacace.org

联系人：

邵 劲 13701357396（82290313 转 871）

马金津 （国际）13701217045（82290313 转 891）

路 鹭 13621173813（82290313 转 826）

刘奕含 15201243801（82290313 转 894）

卢 婷 15210199083（82290313 转 863）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2017 年 3 月 17 日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2017 年 3 月 17 日印发



附件：

2017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提前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子邮件： 职 务：

拟展展品：

目标观众：

公司印章和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姓名和职务 日 期

请将此表回传：

联系人：

邵 劲 13701357396（82290313 转 871） 马金津 13701217045（国际 82290313 转 891）

路 鹭 13621173813（82290313 转 826） 刘奕含 15201243801（82290313 转 894）

卢 婷 15210199083（82290313 转 863）

电话：010-82290313 传真：010-8833462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院 2 号楼 3 层 邮编：100037

邮箱：hz@chinacace.org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官方网站：www.chinacace.org

展位价格

标准展台

（3米×3 米＝9 平方米）9800 元

（3米×4 米＝12 平方米）12800 元

光地展台≥36 平方米

980 元/平方米

类型： □标准展台 □光地展台

区域：

□工业循环经济 □农业循环经济 □资源再生利用与再制造

□垃圾资源化利用 □节水与水循环利用 □节能低碳与可再生能源

□清洁生产、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 □循环经济文化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循环经济技术与装备 □基地成果展示

□招商引资 □其它

选择展台号： 总面积 平方米

展台费用（人民币）：大写 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