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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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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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协会从 2016 年起，每年在北京举办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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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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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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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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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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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目标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健康发展

加强国际循环经济交流与合作

促进科学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引进和推广先进科技装备产品

3



展览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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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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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能和废气回收利用技术与装备。

●  产业园区循环化、生态化改造整体解决方案及成果。

●  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工业固废示范基地建设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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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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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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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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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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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矿井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与装备。

●  海水淡化、苦咸水利用技术与装备、海水淡化示范基地。

●  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技术与装备。

●  节水器具与产品。

●  雨水收集与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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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与产品、污染物过程控制技术。

●  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控制技术与装备。

●  危险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技术与装备。

●  土壤、矿山和河道等生态修复技术。

●  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展示。

●  利用废弃物制作的文化用品、各类艺术品。

●  循环类书籍、书画、视频等。

●  绿色消费文化展示。

●  互联网 + 及共享经济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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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业三剩物和次小薪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农林牧渔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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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复垦与土壤修复技术与装备。

●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及示范园区展示。

●  城市和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建筑废弃物及废旧路面材料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

●  垃圾资源化利用整体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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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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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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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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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过程碳减排、碳扑获技术与装备。

●  合同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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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循环经济

资源再生利用与再制造

节水与水循环利用

清洁生产、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

绿色消费与共享经济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循环经济技术与装备

农业循环经济

垃圾资源化利用

节能低碳与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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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实体展会+网上展会+移动展会”三位一体智慧展览平台

360度全方位宣传推广

展商增值服务

如果您参展

网上展会

高效对接展商与客户

定期发布免费广告

让全球买家了解您

电子快讯

（面积达到 100 平方米以上）  

商务配对  

用户大会  

对接会议

浏览本展会官网 www.chinacace.org/cce，将有免

费发布的中英文双语、图文并茂的公司及产品介绍。

定期向参展商征集新闻稿件和产品图文信息，并制

作成电子快讯，发布在官方网站上并群发至展会组

委会数据库中的 5 万专业观众。

微信宣传

由参展商提供企业及产品的图文信息，制作成微信消

息通过 CCE 官方微信平台推送给相关用户，构建展

商与客户的沟通平台，将展览展示的宣传效果最大化。

精准锁定目标客户，为参展商与专业客户搭建更准

确而高效的沟通平台。

集中资源循环利用全产业链配套用户，一站式宣传

推广产品、技术和装备。

通过论坛、技术研讨会等同期活动，推介新产品、

新技术，与专业观众面对面沟通交流。

VIP 服务

合作媒体 网站推广 官方微信

展会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人民政协

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

环球时报、中国财经报、中国经营报、

中国工业报、中国矿业报、中国能源

报、中国贸易报、中国企业报、21

世纪经济报道、中华工商时报、中国

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中国战略新兴

产业》、《资源再生》、《再生资源

与循环经济》、《环境经济》杂志、

《节能与环保》等国内近百家权威知

名媒体建立合作。

展会官网：通过高效制作和便捷的在线

服务系统，与主流媒体、行业网站互动

合作，发布最新的展会信息和行业资讯，

打造展商与专业观众的贸易合作平台。

行业网站：与行业网站开展深度合作，

对展会进行行业资讯报道。

主流网站：近百家主流媒体对展会进

行新闻报道，投放旗帜广告。

B2B 平台：通过专业网络推广公司在

多个 B2B 平台上发布展会信息，提高

展会关键词在百度等各大搜索引擎上

的点击率，提高展会的知名度。

一站式信息服务

做身边的营销专家

展商服务：

参展申请预登记页面布局简

洁大方，方便快捷，开展大 V

销售，多角度报道。

观众服务：

门票申领预登记系统活动丰

富，与观众趣味互动，开展掌

上微展览等全方位资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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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分析

 2017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主要面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客户企业、终端用户企业、专业经销商、代理商、招投

标机构和国际贸易进出口机构，以及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观众和客户。展览会将全面整合中国循环经济

协会丰富的国内和海外资源，针对经济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等重点、试点区域展开地毯式覆盖，“一对一”邀请。

◎ 参会目的统计

◎ 所在行业统计

21.03%

24.68%

26.50%

52.29%

17.98%

3.11%

采购产品

投资合作

寻找新产品

了解行业信息

结识新客户

其他

政府部门

生产商

经销商

施工单位

代理商

运营单位

金融单位

进出口贸易公司

专业院校

设计院

招标单位

14%

22%

12%
7%

7%

12%

5%

5%

1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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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同期活动

◎ 分论坛

◎ 研讨会

◎ 洽谈会

◎ 推介会

◎ 评选活动

◎ 主论坛 ◎ 年会

面向参展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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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产业技术 / 项目推介会（若干场）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 基地 / 地区招商引资洽谈会

（若干场）

●  循环经济投融资分论坛

●  共享经济与循环经济论坛

●  工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  互联网 + 资源分类回收及循环利用论坛

●  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利用论坛

●  2017 中国再生塑料大会

●  再制造产业发展论坛

●  京津冀一体化绿色发展论坛

●  中国国际循环农业发展论坛

●  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论坛

●“城市矿产”发展论坛

●  第五届国际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论坛

●  中欧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研讨会

●  危险废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研讨会

●  水泥窑资源化协同处理研讨会

●  中国节能减耗减排技术研讨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年度理事会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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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展会回顾

首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于 2016 年 11 月

23 至 25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中国气

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华，欧盟

委员会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部长卡梅奴 • 维拉，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环保部

原副部长吴晓青，商务部原副部长廖晓淇，工信部

原总工程师朱宏任，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欧盟驻华使

团大使史伟，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司总司长丹尼尔 •

伽列禾，贝宁驻华大使西蒙 • 皮埃尔 • 阿多韦兰德，

荷兰王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安德，台湾中技社执行长

余腾耀，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王小康，威立雅

集团全球高级执行副总裁卡迈斯出席了开幕仪式并

参观了展会。

展会为期 3 天，共吸引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

荷兰、韩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

近 200 家企业参展，成功举办同期活动 30 余场，

逾 1 万多名国内外专业观众到场参观。欧盟委员会

环境总司总司长丹尼尔 • 伽列禾先生率领来自于奥

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

荷兰、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 14

个国家的企业、商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基金

会的 84 人代表团参加展会及相关活动。

解振华等一行领导参观展会

2016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开幕式

欧盟代表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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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企业汇聚（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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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展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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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展会同期活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范恒山副秘书长出席
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与投融资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解振华在开幕式上致辞

 2016 中国循环农业发展论坛 中欧循环经济配对洽谈会

时任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赵家荣
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法论坛”致辞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任树本
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法论坛”作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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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司总司长丹尼尔·伽列禾、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资司副司长马荣、出席中欧循环经济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一届四次理事会

中荷循环经济合作伙伴研讨会

获奖企业颁奖仪式 参展企业推介会

中国节能减排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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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回顾

2014 年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主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2014 年 11 月 1 至 2 日，首届中

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

隆重召开。主论坛由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执行会长赵家荣主持。第十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主

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

迪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

振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

军，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

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国务院参

事室特约研究员、第十届全国人大环

资委副主任冯之浚主持了高端对话，

围绕“循环经济十年回顾与展望”这

一主题，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

毛如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科技部

原副部长刘燕华，第十届全国人大环

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钱易，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国

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中

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姚

燕等嘉宾进行了精彩对话。大会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

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主

题，总结十年来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效、

经验和问题，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循环

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讨加
2014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主论坛

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如何将依法治国战略贯彻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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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包括主论坛和产业循环经济、园区循环化改造、

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投融资 6 个分论坛，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院士专家、有关机构、

企业和媒体代表 1200 余人参加论坛。论坛中，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布了《中国循环经济大事记》、《中国循环经济最

佳实践》等研究成果；同时举行了“碳中和”交易证书颁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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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

院原院长、院士

毛如柏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投融资分论坛

园区循环化改造分论坛

再制造分论坛

“碳中和”交易证书颁发仪式

 垃圾资源化分论坛

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发改委原副主任

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国家科技部原

副部长

石  军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钱  易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冯之浚
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原副主席

何炳光
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特派
员办公室主任、环资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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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主题：共话 " 十三五 "：绿色化背景下的循环经济”

地点：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饭店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回顾

2015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主论坛

张  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翟  青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冯  飞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工信部原副部长

何炳光    
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主任、

环资司原司长

　　2015 年 10 月 31 日， 第 二

届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

隆重开幕。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循

环经济协会会长赵家荣主持。国

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工信部副

部长冯飞、环保部副部长翟青、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何炳

光，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中国

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

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钱易、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

技集团董事长吴道洪等相关部门

领导和权威专家列席会议，并分

别作了精彩演讲。论坛主题是共

话“十三五”：绿色化背景下的

循环经济，分为主论坛和产业循

环经济、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

垃圾资源化、清洁生产五个平行

分论坛，以及投融资分论坛。来

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信部、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

多个部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

分省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

产业园区、企业和会员单位、金

融机构、研究院所，台湾地区同

业协会、国际 NGO 在华机构，

英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企业

代表，以及新闻媒体 1100 多人

参加此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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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再制造分论坛

清洁生产分论坛

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

垃圾资源化分论坛

投融资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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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主题：创新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回顾

第十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
国工程院原院
长、院士

美国麦克唐纳
创新集团董事
长 兼 CEO、
国际著名建筑
设计师

埃森哲战略与
可持续性业务
全球董事总经
理

中国气候变化
事 务 特 别 代
表、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
委 员 会 副 主
任、国家发改
委原副主任

著 名 经 济 学
家、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院院
长

同济大学可持
续发展与管理
研究所所长、
教授

2016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主论坛

　　2016 年 6 月 25 日， 由 中 国 循

环经济协会主办的“2016 中国循环

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本

次论坛以“创新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为主题，重点围绕绿色发展的顶层设

计，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创新、制度

与机制创新、技术与模式创新进行深

入研讨，聚焦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国制

造 2025、互联网 + 循环利用、绿色

金融体系、绿色供应链构建等方面研

讨如何加快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体

系，激发新动能，创造新优势的思路

和对策。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赵家荣主持。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中

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解振华，著名经济学

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美国麦克唐纳创新集团董事长兼 CEO、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威廉 • 麦克唐纳，

埃森哲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全球董事总经理彭莱先生，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诸大建分别致辞并

作了精彩演讲。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等相关司局，部分地区发改委和工信委，相关行业

协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国际 NGO 组织，企业及会员代表，以及新闻媒体 50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诸大建彭  莱威廉 • 麦克唐纳

胡鞍钢解振华徐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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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军民融合包装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北汽新能源

 华夏中衡 - 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能源控制联合实验室

 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伊克斯达控股有限公司

 威立雅 ( 中国 )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香蕉皮）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绿色消费

 鼎缘（杭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开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美利特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中晶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省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河间京津冀再制造产业基地

 北京柴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江苏丰海新能源淡化海水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国际铜业协会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胜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卡帝德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资源节约与代用专业委员会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中氢新能技术有限公司

 KORA（韩国）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深圳市朗坤环保有限公司

 宁波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宏大纺织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再生塑料技术创新联盟

 大连环嘉集团

 连云港再生园

 中再塑联盟

 美国帕克公司

 日本阿普莱兹

 奉化鸿宇塑料有限公司

 江苏新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中宝环保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美术学院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汇康田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田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睦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九仓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绿金人橡塑高科有限公司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华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新乐心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张家港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高格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一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北京大城绿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铭鑫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子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菱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恒远利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庆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天陆微纳米气泡水科技有限公司

 CTCI 新鼎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巨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颖电实业有限公司

 太和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技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圓境生態綠能 ( 股 ) 公司

 昶昕實業 ( 股 ) 公司

 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翊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森偌特再生塑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联达机械有限公司

 易代收信息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

2016 参展企业名录

 南京创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绿博伟业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义源（上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阜新市新邱区鑫峰建筑材料厂

 长力控股有限公司

 台州伟博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安泰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嘉达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市凯宏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

 吉林市金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

 飞翼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南昌中荷同华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龙橙果业有限公司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沃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胶橡胶资源再生（青岛）有限公司

 德国 URT 回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益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元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丽联合高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青岛新顺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意大利高玛特斯公司北京办事处

 温州天成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回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联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日本华强

 广州联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瑞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建豪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宜昌万红塑料改性科技有限公司

 师大工程中心

 奥地利埃瑞玛塑料再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致顺化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再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宜达胜科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四惠示辉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百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开发区协会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威县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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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换乘线路图

展馆周边交通图

国家会议中心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内，紧邻鸟巢和水立方，总建筑面

积 53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配套设施，国家会议

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能够满足大型会议、展览、多种公共活动

和酒店客房需要的大型会展中心。

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智玲 13910132469　武  雪 15120038132   许  雪 13910026834
电　话：010-65053230  65053853   65053213      传　真：010-65053260　  网　站：www.cwtc.com　  邮　箱：lizhiling@cwtc.com 

国家会议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7 号
电话：8610-84372008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联系人：邵 劲 13701357396      许  诺 18310995619（国际）      路  鹭 13621173813　  刘奕含 15201243801　  
电　话：010-82290313 转 891/871/826/894/863      传　真：010-88334622　  网　站：www.chinacace.org　  邮　箱：hz@chinac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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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换乘路线指南 仅供参考

号线9

号线1

号线4 号线5

号线10

号线13

号线8

号线2

机场快轨

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西站 北京站

北京南站

知春路

三元桥

东直门

建国门东单 国贸

西直门

复兴门

宣武门

六里桥

角门西 宋家庄

公主坟 军事博物馆

海淀黄庄 北土城

鼓楼大街

雍和宫

惠新西街
南口

奥林匹克
公园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南站至奥林匹克公园路线

北京西站至奥林匹克公园路线

北京站至奥林匹克公园路线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至奥林匹克公园路线

地铁换乘站

北京南站-国际会议中心
乘4号线至西直门站，换乘2号线至鼓楼大街
站，换乘8号线至奥林匹克公园站

北京西站-国际会议中心
乘9号线至军事博物馆，换乘1号线至复兴门
站，换乘2号线至鼓楼大街站，换乘8号线至
奥林匹克公园站

北京站-国际会议中心
乘2号线至鼓楼大街站，换乘8号线至奥林匹
克公园站

北京首都机场-国际会议中心
乘机场快轨至东直门站，换乘2号线至鼓楼大
街站，换乘8号线至奥林匹克公园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