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主论坛

大会设先进纤维材料、粉末冶金材料、

核电关键材料、电子材料、高温结构材

料、装备轻量化材料、高性能钛合金材

料、腐蚀防护材料、特种涂料与涂层、

陶瓷材料、多功能复合材料和民参军指

导等平行论坛。

军民两用新材料企业颁奖典礼

军民两用新材料技术评估研究报告发布

优质新材料项目融资路演专场

学术论文墙报展示交流

2019年预计展览会规模

展出面积           > 15,000

预计展商数       > 200

预计观众数       > 20,000

预计演讲嘉宾    > 100

预计媒体数       > 150

同期活动

与会人员预计分析

展商评语

陕西天策科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建国

此次参展收获颇多，吸引了众多军

工用户的关注，他们对我们产品也

很认可。组委会工作细致，本次展

览客户对接沟通和品牌宣传的效果

都非常好。

指导单位：

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防科技工业局

主办单位：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

全联科技装备业商会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协办单位：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军工资源网

支持单位：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清华大学

国防知识产权局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粉末冶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新材料测试评价联盟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待增）

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军民两用先进材料专业展会

技术研发  31%

市场、销售  11%

装备使用者  5%

管理层  42%

其他  2%

采购  9%
军工集团及下属
企业代表26%

民口先进材料
企业代表41%

产业园区、投资机构
及其他代表2%

科研院所代表10%

军队及政府嘉宾7%

民口高端装备企业
代表14%

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暨展览会是在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局等单位的指导下，由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和军工资源网双

方共同发起的军民两用先进材料领域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是我国规格最高的军工

类会议之一，也是我国唯一具有影响力的军工材料大会。

本届大会暨展览会以“自主创新 · 融合发展”为主题，联合十一大军工集团、材

料领域核心社团、材料领域优质企业，汇聚军民两用领域院士和权威专家，共同

探讨军民两用材料自主创新的现状与趋势，集中展示我国军民两用先进材料及制

品的最新研发成果、民参军企业的先进装备研发成果以及军工企业前沿技术转民

用产品等，展现我国先进材料及装备领域的军民融合趋势，为军民两用材料及装

备行业搭建更加切实、高效率的多元化交流、合作、贸易平台。



干  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才鸿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小岩  中将

原总装科技委副主任

（排名不分先后）

侯保荣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清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

龙红山

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

李仲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联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春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希平  少将

原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蒋士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姜德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晋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

肖星华  少将

原武警总部纪委书记

裴雨辰

航天科工集团先进材

料技术首席专家

魏化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首席专家

李苏鸣  少将

山东武警总队司令员

俞建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建兵

国防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钱建平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承 

 中核集团军民融合办

副主任

宋彦明

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

北方重工集团总设计师

隋炳利

中国一重股份公司

总经理

上届部分嘉宾

上届品牌助阵

谭云刚  大校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   

专家组专家



展会将邀请中央军委各领导机关（装备发展部、后勤保障部、训练管理部、军委科技委、军事科学院等）

相关部门人员、装备科研订购与合同监管部门人员、各兵种装备部及装备研究院人员、各地区军代表、联

勤保障基地、战略支援部队和武警部队相关人员等。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军民两用材料盛会，民口客户也是新材料企业的主要市场，本次大会除邀请军口专业

观众外，还将邀请机械设备、汽车工业、高端智能装备、海洋工程、石油化工/天然气、能源装备、通用航

空、民用船舶、燃气轮机、发动机、火电、轨道交通、油气开采、微电子、五金、光电、新能源、3D打印

等行业数以万计的专业观众参观本次展览，借以促进企业与用户的交流最大程度的展扩大展览的宣传效果。

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等各军

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内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

1、高性能纤维及其他先进高分子材

料及制品（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聚苯硫醚纤维、连续

玄武岩纤维、聚酰亚胺纤维、聚四氟

乙烯纤维等）

2、先进钢铁材料及制品（新型高性

能掘进机刀具用钢、高档轴承钢、

优质焊材、特殊密封用丝带材、高

氮不锈钢、高端热作模具钢、特种

无缝钢管、耐蚀钢等）

3、先进轻型合金材料及制品（钛、

铝、镁及其合金，其他轻质合金材

料等）

5、先进电子材料及制品（金属电子

材料、先进电子陶瓷、绝缘材料、

磁性材料、屏蔽材料、压电晶体材

料、其它电子材料等）

7、特种涂料及制品（耐高低温、防

腐蚀、防污、减阻尼、防火隔热、

吸声吸波、示温等功能涂料涂层）

4、高温结构材料及制品（高温合

金、粉末合金、高温结构金属间化

合物，以及高熔点金属间化合物等）

6、核电关键材料及制品（核燃料、

包壳材料、慢化剂材料、冷却剂材

料、反射层材料、屏蔽材料、反应

堆容器材料、第一壁材料等）

8、石墨烯、纳米等前沿新材料及制

品

军队观众

军工

企业观众

民口

企业观众

展品范围

观众来源



展会优势

支持媒体

军民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均参与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

暨展览，为保障专业观众能和优质的材料或制品企

业达成采购合作或者潜在合作，主办方细分行业，

精选部分展商。能够参加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的展

览会，也成为了产品品质的象征。

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军民两用材料盛会，受到军委

科技委、装备发展部、各军种装备部、工信部、发

改委等各领导机关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参与展出

的优质企业更有机会得到他们的直接反馈。

中国最权威、影响力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军民两用

新材料大会。

国内最权威 高层机关直接关注

立体模式，全方位互动 市场广阔，大势所趋

精选展商，品质象征 军工单位参与最多

新材料作为新一代武器装备和高端民用装备的物质

基础，也是当今世界军事与工业领域的关键技术，

是现代高端装备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军工新材料市

场规模持续扩大，军民两用新材料也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

同期举办的20多场材料专业会议，邀请业内知名专

家、大学教授及行业龙头企业高管，共同探讨行业

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共同帮助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展览+会议+主题活动模式，为参与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展示互动平台，是企业拓展行业资源，发掘潜

在机遇的绝佳平台。

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暨展览预计参加的军工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代表300名以上，是国内军工单位参与

度最深，参加代表最多，人员层次最高的材料大会，

真正有利于先进材料装备的军地业务进行无缝对

接，是企业参与军工配套的绝佳机遇。



项    目

豪华标展

标准展位配置：提供围板、咨询桌一张、

椅子两把、楣板、照明、220V/5A 电源

插座一个、展位铺满地毯。（两面开口

加收10%费用）

企业类别 费    用 备    注

国内企业 RMB 12600/9m2/展期

RMB 13800/9m2/展期

USD 2300/9m2/展期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参展费用

 空   地 只提供参展空间，无任何设施，由展商

自行设计搭建。

国内企业 RMB 1200/m2/展期

RMB 1380/m2/展期

USD 210/m2/展期

RMB 2600/人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参会费用

广告版面      

封 面 

封 底 

封二

封 三

内 彩 页 

手提袋赞助（2万个）

参观指南（现场发放2万份）

赞助事项：本次大会暨展览会为各种赞助方案拟定了详细的回报条款和增值服务。会议赞助正在征集之中，如有意参与赞助，

请与军民两用新材料大会组委会联系，组委会将为您提供参会方案（包括收费标准及回报方案）。

广告规格     

210x285mm 

210x285mm 

210x285mm 

210x285mm 

210x285mm 

300x220x80mm

135mmx50mm

广告价格

RMB 26,000元/版

RMB 20,000元/版

RMB 15,000元/版

RMB 10,000元/版

RMB 5,000元/版

RMB 50,000元/独家

RMB 6,000元/版

联系方式

广告与赞助

石墨烯分论坛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肖劲 19991951102

电话：029-891853559-8918535

传真：029-8730065687300656 欢迎订阅联盟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