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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全球最有活力，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
缅甸

越南

人口：6,370万
GDP：553亿美元
信用评级（S&P）：未评级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到2030年达到3,200亿美元，
年增长率达到8%

人口：8,880万
GDP：1,556亿美元
信用评级（S&P）：BB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2013年至2020年，
达到1,700亿美元

泰国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缅甸

人口：6,790万
GDP：3,660亿
信用评级（S&P）：A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2013年至2020年，
达到1,050亿美元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人口：1,530万
GDP：1,410亿美元
信用评级（S&P）：B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2013年至2022年，达到120亿至
160亿美元，以跟随经济增长。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人口：2950万
GDP：3,047亿美元
信用评级（S&P）：A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2013年至2020年，
达到1,000亿美元

人口：9,580万
GDP：2,502亿美元
信用评级（S&P）：BB+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2013年至
2020年，达到1,100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人口：530万
GDP：2,765亿美元
信用评级（S&P）：AAA
政府计划
基础设施建设花费：
2014年为157亿美元

人口：2亿4450万
GDP：7,850亿美元
信用评级（S&P）：BB+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2013年至
2020年，达到2,350亿美元

数据来源: KPMG

泰国：一个东盟建筑
市场的主要成员
• 现任政府管理下的稳定政局
• 处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大陆的中心位置
• 运输和物流枢纽
• 区域内制造业大国

国内主要建筑项目
o 轻轨扩建（绿色线的延伸）：投资17.8亿美元
o 2015年至2018年铁路系统延伸：投资19.2亿美元
o 水资源管理项目获批：投资17亿美元
o 2012年至2022年道路发展：除了PhahonYothin

路以外的高速路，连接莫达汉府（Mukdahan）和
东部沿海地区的道路，和以老挝作为生产基地的
泰国企业家所使用的交通线路

• 至2022年，东盟需要每年
600亿美金来满足基础设
施建设的需求。

• 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AIF）成立于2012年成立，
一年承诺贷款总额高达3
亿美元。AIF预计每年投
资6个基础设施项目。

东盟国际工程机械展，拓展东南亚市场的最佳平台
泰国承包商协会与两大主要国际和当地展会主办方合作，
以达到东盟国家的建设需求。

高美爱博

IMPACT展览管理有限公司

泰国承包商协会

世界领先的展览主办方
主办超过170场展会
拥有3,000,000名观众和4,500名展商

-泰国领先的展览主办方
-每年有1,000场展会在IMPACT会展中心举行
-每年吸引超过1,500万名观众

成立于1928年
拥有2,200名会员企业

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法国
来自40个国家的1,415个参展商
来自167个国家的183,000名观众

!

2017年6月8日-10日—泰国曼谷
快来加入东南亚第一个系统全面的建筑建设业展会

*数据来源：2015年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

一系列以满足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综合产品
•
•
•
•
•
•
•
•
•
•

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使用
混凝土生产、运输和处理
建筑和工地
起重及装卸
钻孔、凿孔和特种地基
土方工程和土木工程
建造和维护道路基础设施
车辆和运输的材料、设备和人员
组件、设备、配件
材料

预计吸引10,000名贸易观众参与
行业决策制定者
渠道专家及相关用户将会参加这次展会：
•
•
•
•
•
•
•
•
•
•
•
•
•

承包商
投资者
供应商
分销商
批发商
建筑设备租赁企业
施工设备维修
厂房开发商/建设者
工程公司和顾问
行业协会
制造商
政府
媒体

!

来自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 工业部
- 城市自来水管理局
- 曼谷城市管理局（BMA）
- 公路部门
- 由国王陛下赞助的泰国工程研究所（EIT）
- 泰国混凝土协会（TCA）
- 由皇家赞助的暹罗建筑师协会（ASA）
- 泰国顾问工程师协会（CEAT）
- 泰国建筑师协会（ACT）
- 泰国工程师委员会（COE）
- 泰国工业联合会（FTI）
- 景观设计师协会

接触贸易观众及东南亚建筑行业的关键人物

Isabelle ALFANO – 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总监

我很荣幸可以将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INTERMAT）带来曼谷，并且与著名的展会主办方IMPACT合作。泰国
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同时面临着强大的建筑挑战。来泰国举办展会，可以让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
（INTERMAT）在整个东盟地区迅速发展，还可以将建筑设备制造商的成熟经验带给亚洲的专家，让他们拥
有强大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目前及未来的需求。

黎运豪先生 – IMPACT总经理
“东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而泰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整个东盟地区的
核心地带。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区域内汇集了60亿人口，因此连通性成为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该地区需要

600亿美元的年投资额，来支持其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这是我们决定将2017年东盟国际工程

机械展（INTERMAT ASEANT）作为战略性区域建设发展平台的推动性因素，为的是给东盟建筑和建设行业及
市场注入技术、创新与支持。”
Sangvorn Lipatapanlop 先生 – 泰国承包商协会主席

“如今，泰国和东盟地区的建筑和建设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在未来几年，将有很多来自政府和私营领域投
资的大型项目进行。这是导致运营成本上升，以及其他国家的外来务工者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筑技术
可以帮助承包商缩减运营成本，并且完成更加高质量的建筑项目。这就是我们很乐意协办东盟国际工程机
械展（INTERMAT ASEAN）的原因，领先的建筑设备展会将帮助整个区域的建筑和建设行业获得更高的价值，
并且实现东盟地区经济的加快增长。”

@

立即注册您的展位！网站：asean.intermatconstru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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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高美爱博 / 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
70 Avenu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92058 Paris La Défense Cedex - France
巴黎INTERMAT国际工程机械展的举办机构是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商务运营公司
（SE INTERMAT）。该公司由法国建筑、基础设施、钢铁和装卸设备工业制造商协会
（CISMA）、法国国际土木工程、采矿、建筑和起重设备工业协会（SEIMAT）和法国高美
爱博展览集团（COMEXPOSIUM）共同出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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