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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ining Expo
第八届中国（ 沈阳 ）国际矿业展览会
2023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

聚力赋能  助力行业新发展

2023.7.27-7.29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SYIEC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及逆全球化影响，矿业供应链、产业链出
现结构性分化，矿业市场持续震荡运行成为常态。我国矿业受市场需求总
量高和战略性新兴矿产品需求增长拉动，整体发展水平略好于其它国家。
为大力推动我国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矿山行业深化合作与交流，为
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增动力、聚合力、激活力，助力东北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展览会（CIME）”将
于 2023 年 7 月 27-29 日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同期召开“2023 中外
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新一届展会在沈阳举办，从矿产资源基础、企业集
群、辐射范围等方面来看，将是层次更高、内容更丰富、影响力更强的展
会，更是品牌宣传、产品销售、技术交流首选平台。
         东北、华北地区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我国矿产
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其中辽宁是我国少数具有五大门类矿产齐全的省
区之一，目前已形成钢铁、能源、有色、机械、化工、建材等门类齐全的矿业
经济体系。“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展览会”在沈阳举办，以“聚力赋能 助力
行业新发展”为主题，将依托东北、华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和广阔的市
场需求，整合资源，积极建立多方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供需对接、品
牌宣传的展会特色，全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辐射全国、影响国际矿业市场
的高品质经贸合作交流平台，助力参展单位在东北全面振兴新机遇中挖
掘更多商机。
         历经十载，厚积薄发。CIME 中国矿业展于 2012 年创办以来，得到了
自然资源部、科技部、商务部、中央企业、行业机构、国内外展商的大力支
持，累计吸引了约 3000 多家企业参展、专业观众逾 12 万人，是全球范围
内具有一定规模和广泛影响力、高度认可的行业专业展。CIME 专注于金
属和非金属矿市场，始终紧扣矿业发展需要，覆盖全产业链，致力于搭建
品牌宣传—技术交流—贸易合作—产品销售一站式多元化服务平台。新一
届展会将以创新的模式、丰富的内容在沈阳拉开帷幕，欢迎国内外矿业界
展商观众继续参展参观，共同推动全球矿业新发展，谱写新篇章！

展会综述

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凭借主题鲜
明、内容充实、理念前檐、大咖齐聚、服务优质，已成为国内
外矿山行业企业进行交流探讨的国际化高规格会议。2023
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将于2023年7月27日举办，邀请政
府主管机构、行业协会、矿山设计院、矿山工程承包商、矿山
生产企业、矿山装备供应商、投融资机构等专业人士齐聚一
堂，聚焦国内外矿业发展新形势、新发展理念、绿色智能化
发展、矿山装备供需分析等热点展开探讨，为全球矿业发展
建言献策，助力中外企业同享机遇、共谋发展。

同期论坛 Concurrent Forum

3    +

3    +

Exhibition Profile 展会规模
Exhibition Scale



大型矿业企业形象展示、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矿产品贸易、矿山规划、工程设计、施工建设
单位、矿权交易、矿权投融资、政府与行业机构等。
地质（矿山）勘探技术装备
物探技术、化探技术、航测遥感技术、测绘技术、地质数据处理、矿产品分析、实验室仪器仪表。

展出范围

同期展会

品牌展商 Well-Known Exhibitors

采矿技术装备
采掘设备、钻探凿岩设备、装载设备、运输设备（挖掘机、装载机、地下采矿车辆、矿用自卸车辆）、提
升设备、钻孔爆破、施工机械等。
矿物加工设备
破碎设备、筛分设备、矿山粉磨设备、输送设备（液压传动设备）等。

覆盖矿山行业全产业链     Covering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Mining

选矿技术装备
浮选设备、磁选设备、重力选矿设备、电选设备、分级设备、浓缩设备、过滤设备、选矿药剂及其它矿
用化学品等。
矿物冶炼技术装备
湿法冶金、电解冶炼技术设备、火法冶金、高温冶金技术设备等。

矿山安全设备
矿山应急、抢险、救援设备；矿用防爆、消防设备；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

矿山环保节能设备

矿山智能化等技术与设备；其他矿山技术、辅助机械设备及相关矿业服务机构。

尾矿充填处理设备；矿用泵阀；矿山废弃物、废水处理；通风、除尘设备；数字矿山、矿用电气、矿山通
信、矿山物流等。

2023中国（沈阳）国际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暨论坛    China Geological Expo 2023

Exhibition Scope

Concurrent Events



展会优势

观众来源

由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两
大行业权威机构主办，鞍钢矿业、宝武资源、辽宁
地矿、河钢矿业等众多矿山生产企业鼎力支持，
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CIME2023保驾护航。

展出内容涵盖矿山探、采、选
等全产业链新技术、设备与方
案；涉及矿山行业产学研用所
有领域。

将邀请全球10000家矿山行业
生产企业、设备制造商、工程配
套企业、贸易商莅临CIME参观
采购、合作洽谈、学习交流。

同期论坛将汇集行业信息、最
新发展趋势及前沿技术，助力
企业拓展更为广阔的市场，洞
查先机、把脉市场方向，提前
布局市场。

CIME移师沈阳举办，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将依
托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的矿产
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东北地区首个辐射全国、影
响国际矿业市场的高品质交流合作平台。

权威主办、矿企协办

覆盖全产业链 全球领先贸易平台 高规格论坛把脉新发展

政府支持、区位优势

20多个国内外政府主管机构、行业协会
涵盖金属矿、非金属矿、砂石矿山、化学矿山、水泥矿山、煤矿��
30多个国家近5000名专业客商
俄罗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智利、秘鲁、南非、蒙古、哈萨克 斯坦、乌克兰、波兰、印度
印尼、马来西亚······
300多家矿山设计院、矿山工程承包商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长沙矿山研究院、中钢马矿院、中国恩菲、中国有色金属建设、中国瑞林、鞍钢集团
矿业设计研究院、邯邢矿冶院、 鞍山冶金院、中冶北方、中冶长天、 中冶京诚、十五冶建设、长春黄金研
究院、昆明有色院、长沙矿冶院、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

2000多家矿山生产企业
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英美资源、斯特拉塔、宝钢资源、 鞍钢矿业、中国铝业、中国有色矿业、 中国
五矿、中国黄金集团、紫金矿业、西部矿业、 金川集团、山东黄金集团、山东招金集团、中信大猛矿业、中
钢矿业、攀钢矿业、武钢矿业、首钢矿业、河钢矿业、包钢矿业、本钢矿业、中川矿业、鲁中冶金矿业、海南
矿业、江铜集团�..

 2000多家矿山装备供应商
卡特彼勒、小松、利勃海尔、日立建机、美卓矿机、安百拓、塔克拉夫、艾法史密斯、奥图泰、山特维克、海
瑞克、高达国际、SGS、西门子、ABB、三菱电机、伟尔矿业、艺利磁铁、徐工集团、柳工集团、中信重工、
三—重工、北方重工、宇通重工、太原重型、黎明重工、国机重工、 中国一重、中国二重、隆基电磁······

Exhibition Advantage

Visitors Vource

上届回顾

参观人数
26000人

参展企业
436家

演讲嘉宾
50位

参会人数
500人

合作媒体
100家

展会面积
27600㎡

Last Review



展商满意度 观众关注点

展商对展会专业观众
质量表示满意度

展商认为参加CIME基
本实现了参展目的

展商表示将继续参加
下一届展会

展商会推荐CIME给
行业相关人士

CIME为我们扩大了钢铁生态圈同行业的伙伴，同
时为加强行业交流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宝钢资
源力争成为全球一流的矿产资源供应商，为中国的
铁矿石资源保障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宝钢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黄雁权⸺党委宣传部部长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李大郡⸺矿山设备事业部销售经理

���

���

���

���

采矿/选矿技术与装备

沙石与建筑巩固废处理技术与装备

散料输送、
装卸技术与装备

地质（矿山）
勘探技术与装备

钻探技术与装备

矿山安全、环保节能设备

矿物加工、冶炼技术与设备

5%

10%

5%

40%

5%

10%

25%

CIME在后疫情时代提供专业贸易交流平台，我公
司在展会上的亮点展品有迎合国家5G发展，为打
造智慧矿山，特推出远程遥控系统，实现矿山无人
值守、远程遥控操作及全生命周期服务。

          来自新华网、人民网、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矿业报、中国冶金报、世界金属导报等数百名记者
探馆矿业展，从行业前沿、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报道CIME。

Exhibitor Satisfaction Focus of Visitors

媒体关注 Media Attention

展商评价 Visitors Evaluation



        CIME以 “ 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 为目标， 建立一套
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会展运营服务体系。根据各参展
单位实际情况、特殊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参展方案，推出一
对一卖家邀请＋展览+论坛＋广告组合方案，助力参展单
位展会期间取得更多更好的参展效果， 拓展更为广阔的市
场， 增强品牌影响力。

时间安排 Show Schedule

参展方案 Exhibition Plan

Contact Us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沈阳市苏家屯区会展路9号

1展会时间show time

2023
7.27-29

2023
7.27-29

2023
7.25-26

2023
7.292布展时间

move in 3展出时间
show duration 4撤展时间

move  out

联系我们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18号万达广场C座1709 (100040)
姓名Name：胡金成
电话Phone：＋86-186 1088 3319
座机Tel :+86-10-6865 9226

     传真Fax : +86-10-8868 0811 
     邮箱Email : haiwen2002@126.com
     网址Web : www.bjminexpo.com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