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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国际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展览会

暨“行业应用与采购大会”邀请函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黄金协会、中国职业健

康安全协会、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国重机工业协会矿山机

械分会、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重庆市经济信息化

委员会共同主办，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矿业及矿山装备展览会，将于 2015

年 4月16-18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会中心举办。同期将举办“中

国（西部）国际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展览会”和“应用与采

购大会”。2014 西矿会取得非凡的效果，吸引了中国五矿、

中有色、中铝、紫金矿业、中国黄金、神华、柳工、三一、

中信重工、中国南车、太原重工、宏大爆破、葛洲坝、红岩

汽车、北奔重汽、扬州盛达、青年曼等 1000 余家知名企业

参展，展示面积 35000 平方米，参观采购人 4.8 万人次，现

场意向签约和成交额达 13.78 亿元。

我国现阶段探明的铜、铅、锌、金、锰等金属矿产和煤

矿区域中，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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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需要采购大批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随着我国矿产资

源开发工艺的进一步发展，用在矿山领域的工程机械产品升

级换代已经迫在眉睫。

西矿会作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经贸效果

最好的品牌展会，展品涵盖了矿山勘探钻采、矿业采选、冶

炼、矿业深加工、矿产品物流、矿用工程机械等领域；吸引

西部地区的 2000 多家大中型矿业企业参会采购；为矿山车

辆和工程机械等装备企业开拓西部市场起到了重要桥梁和

纽带作用。

西矿会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展示

交易平台，本次活动将充分发挥会展效应，利用本次展会和

采购大会的举办旨在实现四个目标。第一，引进一批大型、

高效、节能环保型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第二，推广先进适

用的新技术、新产品；第三，实现供需对接，促进矿山企业

技术装备升级换代;第四，搭建行业交流平台，让供应商进

一步了解西部应用客户的需求。

在此，我们诚邀贵单位参加此次盛会，希望能通过我们

这一平台展示推广新产品、了解行业动态、学习交流、开拓

市场并取得成功。

附件：一、展会介绍

二、采购大会方案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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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国际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展览会

概 况

一、展会名称

中国（西部）国际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展览会

二、展会主题

绿色矿山·装备创新。

三、展会时间

时间：2015 年 4 月 16—18 日，会期 3天。

四、展会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会展城）。

五、展会规模

展示面积：30000 平方米 展商数量：350 家以上

参观采购：20000 家以上

六、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中国黄金协会

中国重机工业协会矿山机械分会

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矿业协会 河南省矿业协会

河南省黄金协会 广东省黄金协会

吉林省矿业联合会 黑龙江省矿业联合会

山东省矿业协会 重庆市地质矿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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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湖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紫金矿业集团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神华集团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七、展示内容

矿用车辆：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重卡、电动轮矿用车、

岩斗型自卸车、铰接式自卸车、宽体矿用自卸车、煤斗型自

卸车、矿用洒水车、运料车、升降平台车、凿岩钻车、露天

钻车、加油车等。

矿用工程机械：挖掘机、铲土机、装载机、推土机、凿

岩机械、铲运机、掘进机、岩心钻机等。

配件与服务：传动部件及附件、液压件、行走部件及附

件、回转支承、工程装置及附件、润滑油、耐磨件、检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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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轮胎、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以及软件、通讯及导航、施

工安全等。

八、同期主要活动

（一）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供需对接洽谈会

暨行业应用与采购大会

地 点：重庆市国际博览中心 N3 馆

第一节：新技术、新产品推介发布会

时 间：2015 年 4 月 16 日 11:00-12:00

第二节：采购产品发布与供需对接

时 间：2015 年 4 月 16 日 14:00-16:30

第三节：企业招待晚宴

时 间：2015 年 4 月 16 日 18:30-20:30

九、宣传推广与观众组织

（一）宣传推广

1.在 300 家行业网站、杂志等媒介发布大量的挂牌广告

和展会动态，同时发布展会新闻和简报。

2.采用官方网站、博客、微博、微信、邮件等现代化的

营销工具开展宣传工作。

3.在 30 多场国内外相关展会、会议上对西矿会进行推

介并向参展、参会企业发放参观邀请函。

4.每月编制展讯、简报和新闻通稿，并以快递的方式邮

寄至西部 20000 多家大中型矿业企业的技术与采购负责人。

5.与 100 多家行业协会合作，利用官方网站发布展会的

信息。

6.在矿业报、有色报等刊登展会广告。

（二）观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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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客户定向邀请计划：

通过数据库50000家专业观众筛选20000家大型的矿产

开采公司，由客服部人员每周电话联系一次，不定期向大客

户发送展会展报与展会新闻，在展会开展前 20 天寄 VIP 邀

请请柬。

2、重点客户组团邀请：

针对西部主要矿产分布地区；云南、贵州、陕西，四川、

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市，西矿会办公室会派专人到当地国

土厅及行业协会，邀请他们组团参会。

3、供需对接洽谈会与采购大会

西矿会组委会与主协办单位深度合作，在本次西矿会同

期共同组织多场供需对接洽谈会和采购大会，有效的提升西

矿会效果及行业推广。

十、收费标准

十一、联系方式（组委会会务部）

电 话：023-61522073 传 真：023-61212155

联系人：张 强 15923540859

标准展位（3m*3m） 国内 RMB8800／个 境外 RMB 28000／个

室外空地（54㎡起） 国内 RMB800／㎡ 境外 RMB 2400／㎡

室内空地（36㎡起） 国内 RMB1000／㎡ 境外 RMB 3000／㎡

墙体广告 260 元/㎡ 桁架广告 350 元/㎡ 通道地标广告 3000/6/个

封面 40000 元 封二/扉页 15000 元 封底 20000 元

封三 10000 元 彩色内页 8000 元 黑白内页 3000 元

拉封 15000 元 礼品袋 礼品袋 15000 元／千个 电子展报 5000 元/广告位

证件吊绳 20000元/展期 参观券 10000 元／万张 参观证 20000 元／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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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车辆和工程机械供需对接洽谈会

暨行业应用与采购大会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5 年 4 月 16-18 日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二、组织实施单位

主办：西矿会组委会办公室

协办：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十四局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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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办目的

1.邀请全国的开采矿山开发主体单位，进行定向采购；

2.邀请全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矿业开发主体参会采

购。

3.对矿用车辆、工程机械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推

动淘汰落后采矿装备。

4.通过采购对接，了解行业应用技术需求，明确企业的

研发创新方向，提高行业自主创新能力。

四、活动细节

1.邀请全国大型矿企、矿山工程建设企业、露天矿建剥

离工程承包商、矿产品运输企业及国内外相关企事业单位参

观并从中获取采购需求和信息；

2.邀请供应商携带对应产品参展参会；

3.印制采购、供应手册并发放与参会人员；

4.在“矿用（车辆）工程机械”馆设置采购发布和对接

区，并在对接区搭建采购信息发布墙和新品发布台，为每一

家采购商提供接待台、门头等；

5.在 4 月 16 日暨大会开幕当天，统一组织采购人员和

企业代表集中参观“矿用（车辆）工程机械”展区；

五、招待宴会

大会组委会将举办招待宴会（午宴、晚宴分别一次），

邀请参加采购会的各采购代表和展商出席。晚宴规模约 350

人左右。

六、专业观众和买家邀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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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邀请范围

邀请目标：全国大型矿企、矿山工程建设企业、露天矿

建剥离工程承包商、运输企业、代理经销商、租赁商、个人

运输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二）邀请组织措施

1.整合所有广告资源，扩增付费和有偿推广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

2.采用先进 CRM 买家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

有效采购数据。

3.采用最直接、最有效的电话邀请方式，准确及时了解

企业采购意向和关注的产品方向。

4.每月印制一期展会海报和筹备简报，通过快递的方式

邮寄至关联企业。

5.定期采用传真和邮件群发平台推送采购大会信息、动

态、参展展品、邀请函等。

6.采用短信群发平台，向行业发送 100 万条展品信息。

7.在专业报刊杂志上对展会进行广告宣传。

8.参加学习行业展会和会议，并通过现场播放宣传视

屏、发放宣传邀请资料和纪念品的方式推广邀请。

9.与行业协会和国际商会合作，签订参观组团协议，组

织参观采购团。

10.实行“大型 VIP 买家”接待补贴制度。

11.组织客服团队上门拜访云、贵、川、疆、蒙等区域

重点应用企业和代理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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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针对特别行业和区域，与专业媒体实行分包业务合

作模式。

13.动员参展企业，共同参与观众邀请工作。

七、活动赞助

赞助合作的详细条款可致电组委会详询，具体合作方式

及细节可协商而定 。

八、西部待开采矿山项目

重庆市大足区兴隆矿区锶矿延伸普查找矿取得突破性进

展。经初步估算，预计可获锶矿资源量 1015 万吨（矿物量

458 万吨），属特大型锶矿床。

重庆市秀山县发现了一个大型炼镁白云岩矿床。可露天

开采。经估算，详查区内炼镁白云岩资源量（332+333+334）

31127 万吨，矿床规模属大型。

重庆市城口县海宝石化石灰岩项目共发现了 16 个海宝

石化石灰岩矿出露点。初步确定该矿床具有中-大型资源潜

力。

重庆市秀山县贵贤溪锑矿项目取得重大找矿突破。通过

勘查工作，该区共圈定 3个锑矿体，估算锑矿石资源量为 82

万吨，达到锑金属中型矿床。

重庆市巫山县桃花铁矿项目于2013年 9月 16日正式动

工建设，目前正加快建设。主要功能为矿山建设期间运输材

料、设施设备，矿山投产后运输铁矿石。

重庆市秀山县发现锰累计提交资源储量 3000 万吨，在

鱼泉矿区锰矿石资源量约 500 万吨。至此，共在秀山查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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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处中型锰矿矿床。

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獠牙盖开展锰矿，通过续作勘查在

该区域发现一处新的成锰槽盆，初步估计将获锰矿 334 资源

量 566 万吨。

重庆市在云阳县黄岭、忠县石宝寨发现两处大型岩盐矿

预计岩盐资源量分别为 40 亿吨和 30 亿吨，均达大型盐矿规

模。

四川新增磷矿资源量 1.35 亿吨马边县六股水磷矿占近

五成，新发现矿产地 10 处（大型 2 处、中型 4 处，小型 4

处），另外提高规模级别的矿产地为 9处。

贵州普定探明一大型铅锌矿资源，普定县五指山铅锌矿

项目现已查明铅锌矿资源量近 60 万吨。

黔北探获一大型铝土矿资源量，贵州省道真县洛龙铝土

矿项目通过探获铝土矿资源量 3377 万吨，为大型矿床规模，

贵州省务正道地区探明的铝土矿资源总量已超过 7 亿

吨。

贵州省兴仁县灰家堡背斜矿山密集区深部金矿、贵州省

松桃县乌罗-耿溪矿山密集区深部锰矿、贵州省独山县维寨

锑矿老矿山。经初步估算，分别探明金资源量 25 吨、锰资

源量 4000 万吨，贵州省独山县维寨锑矿老矿山项目新增锑

资源量 5万吨。

贵州铜仁市松桃西溪堡、松桃道索—李家湾两个重点勘

查区先后发现和评价了 1个超大型、4个大型锰矿床，新增

锰矿资源量 2.47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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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瓮安县白岩背斜磷矿整装勘查”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提交磷矿总资

源/储量 298509 万吨，新增资源量 297091.58 万吨。储量排

名亚洲第一，是磷矿大型矿床下限的 60 倍，实现了贵州优

势矿种(磷)重大找矿突破。

贵州盘县探明一中型金矿，贵州省盘县架底金矿详查通

过评审，探明金资源量 10 余吨，达到中型矿床规模；估算

伴生砷资源量 2.3 万吨、伴生硫资源量 27 万吨。

云南省找矿实现新突破，新增资源量为铜（钼）30 万吨、

铅锌 90 万吨、铁矿石 9600 万吨、金 40 吨、锡 3 万吨、银

150 吨、煤 1亿吨、磷矿石 2亿吨。

青海省地的沱沱河地区多才玛多金属矿，矿床规模进一

步扩大，预计新增铅锌资源量 100 万吨，多才玛矿床铅锌资

源量达 600 万吨。

湖南 3 年新发现矿产地 54 处，郴州东坡铅锌矿、安化

渣滓溪锑(钨)矿、冷水江锡矿山锑矿、湘潭锰矿等一批百年

老矿接替资源找矿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有效延长了矿山服务

年限。

湖南发现一大型斑岩型钨矿床，截至目前，工业矿体最

大厚度达 282.8 米，三氧化钨最高品位 2.046×10-2。经初

步估算，矿区钨资源量可达大型规模。

西藏藏中地区铜铅锌钼铁勘查开发基地跨冈底斯、藏南

喜马拉雅 2个重要成矿带，包括 6个超大型矿床、24 处大型

或具大型潜力的铜（钼）铅锌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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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多龙整装勘查区金龙矿区拿若和铁格隆南矿区荣

那两个矿体预计将再增加至少 300 万吨铜资源量，从而使两

个矿体控制的铜资源总量突破 1000 万吨。

藏南地区铬铁矿勘查开发基地发现的罗布莎大型铬铁

矿床是全国唯一的大型铬铁矿。这个地区还发现小型铬铁矿

床 4处、铬铁矿（化）点约 55 处。据预测，罗布莎矿区的

铬铁矿远景资源潜力在 2000 万吨以上。

藏东地区铜铅锌多金属勘查接续基地有玉龙超大型铜

矿床 1处、大型矿床 10 处，已控制的铜资源量在 1000 万吨

以上，铅锌资源量在 500 万吨以上。

藏西北地区盐湖资源勘查开发基地有大型矿床 7处、中

型矿床 4处，已发现富含硼、锂、钾、钠、镁、溴、铷、铯、

芒硝、石盐等盐湖矿产的矿床（点）100 余处，有望建成国

家级盐湖资源勘查开发基地。

陕西首次在东南部地区发现特大型铌钽矿和铷矿，铌钽

资源量超过 30 万吨，铷资源量超过 8万吨。

九、颁奖仪式

大会期间将由组委会、行业协会、各采购参观企事业单

位、参展企业等共同参与推荐并评选出“最受信赖供应商、

优秀采购商、优秀采购经理人、最佳赞助商”等。

十、附件

（一）专业观众和买家名单

（二）参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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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观众和买家名单

柳州华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

云南南磷集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汇煤业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云南星焰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第三冶金建设(集团)西南工程处

青海矿业开采与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港航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川

渝公司

云南金诚信力合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矿业工程有限

公司

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重庆中环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德兴)运输有限公司

神华宁煤集团

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莱津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宝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三杰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久天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国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戈登汉德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桂溪(集团)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桂溪聚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四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优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双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临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茗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美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得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乾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路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能达液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路得隆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力之沿液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挖掘机事业部

重庆南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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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凯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业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晓丰诚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力鼎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叁重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南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灏坪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优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上游黄忠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富沃工程机械小松有限公司

重庆煌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斗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都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树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攀涵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中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巨汇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藤正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永集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华能精煤神府公司运输处

大西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

云冶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实业总公司

马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公司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安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矿建设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

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中国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三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材西安工程有限公司

中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 18 -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大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咸阳矿山工程

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十四局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重庆市力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祥曜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智扬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古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新山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强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建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德亚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展帆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健坤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建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卓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铁手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优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吉峰帝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德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渝桂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旭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义科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日和东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亿通矿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中煤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宏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运汽车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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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宏旺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宏瑞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高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桂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广西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力之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云南浩瀚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华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汽运公司

四川松茂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新沃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同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陕煤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新疆有色矿冶运输有限公司

宝钛集团七一汽车运输公司

金堆城通达运输有限公司

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陕煤化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公司汽车运输公司

百色西部矿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攀钢汉风物流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钢钒有限公司运输部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江铜(贵溪)物流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矿产资源

管理部

抚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输部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江铜武山铜矿汽车运输部

宜宾川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德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灵州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千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中环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贵州建工集团

重庆惠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格瑞特华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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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吉峰长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盛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华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武钢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钢交运光大汽车运输公司

南钢冶山矿业运输销售公司

河南富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隧道工程公司

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中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成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矿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集团南京公司

中国京冶建设工程承包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山西煤炭建设机械施工公司

湖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中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煤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工程公司

四川煤炭产业集团

甘肃华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中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南海矿业建设集团公司

陕西瑞德宝尔矿山工程股份公司

辽宁东煤基本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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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

贵州新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公司

华能滇东能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鼎能集团矿山工程分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岩土工程公司

龙飞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华煤集团有限公司

十四冶云南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六公司

陕西日升矿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电九局

陕西煤化建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核工业建设有限公司

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中煤特殊凿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宏厦第一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陕煤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中冶建设高新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

司

江苏华矿建设集团宝源矿业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六冶金建设公

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新余工程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运输

公司

金川集团汽车运输分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公司

中国非金属材料南京矿山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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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矿业及矿山装备展览会
参展申请表（代合同）

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矿业及矿山装备展览会

代表人:

签 章：

单位名称
（盖章）

地 址 邮编

负责人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联络人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展示展览
□室内空地面积 ｍ × ｍ = 平方米， 展位号：
□标准展位（标展） 个， 展位号：
□精装展位（标展） 个， 展位号：

推介会
时间：10 分钟

题目
内容

广告宣传
□封面 □封底 □封二/扉页 □参观券
□礼品袋 □充气柱 □彩虹门 个 □封三
□彩色内页 p □黑白内页 p□户外广告 平米

费用总额 小写：￥ 大写：

备注：
1、选择某项服务，请在方框内打勾。
2、请参展单位在确定展位和广告服务后签字盖章后传真至组委会。本合同签字

盖章后正式生效，参展单位收到展位确认书后 7个工作日内将费用汇入组委会以下指
定账户；

户 名：重庆市中环盛世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5000 1063 6000 5020 8403
开户行：建设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
3、本合同自签约之日起实施，合同双方履行各自权利义务，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任何一方不得违约。
4、本合同签约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的传真件同样有效）。
5、大会期间详细日程安排及参展相关事宜将在大会前一个月以书面材料下发。
6、签定本合同后展位即正式确认，经确认后的所有参展费用不退，为确保展会

总体形象和效果，甲方保留最终调整部分展台位置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