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背景与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城市建设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简称“建博会”）将通过传播国内外领先的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修复与利用理念、展示先进的保护修复与利用技术，扩大文化遗产保护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提升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与利用整体水平。展会分别于 2015 年、2017 年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两

届，包含行业展览、学术论坛、现场活动三大主要内容，共吸引了全球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9

家单位参展，展商数量逐年增长，展览质量不断提升，展会影响力逐届扩大，被 CCTV 评价为“目

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盛会”。

    2019 年 10 月，第三届“建博会”将以全新面貌、更大规模、更多内容与大家见面。恰逢建国

70 周年，本届展会将以“1949-2019 建国 70 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发展成就”为主题，全

力呈现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最高成就，着力宣传优秀遗产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成果，突

出展示代表业界先进水平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供应商，高效探讨遗产保护新思想、新技术，积

极推进行业产业链延伸拓展，进一步扩大遗产保护与公众的连接及社会影响力……网罗全面资讯、

看尽优秀内容，让每一个参与方都展有所获！

合作展会

展示先进的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利用技术；

传播国内外先进的保护修复与利用理念；

扩大建筑遗产保护在公众中的影响；

体现人与建筑关系的延续与发展。

打造中国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最具国际化
视野、最专业并引领行业发展动向的大
型博览会；

成为中国大型专业国际建筑遗产保护行
业第一品牌展会。 

保护

修复

利用

 展会目标                                                                         展会定位                                                                   展会主题                                                                        



往届回顾

2015（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



往届回顾

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MI Leipziger Messe International GmbH

协办单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
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文信文物保护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意大利中心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思彼思文旅商（O2O SPACE）

支持单位
ICOMOS
UNESCO Paris
German Foreign Chamber of Commerce (AHK), Beijing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German Embassy Beijing
ITA Italy
ICCROM
Denkmal’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上海市文物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文物局
故宫博物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
上海市建筑学会



时间地点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源文化遗产

LMI Leipziger Messe International GmbH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展厅：西一馆：7146 平方米              

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2 日

展览内容                                               展商类型                                                                                                                                             

 文化遗产的修复与利用

 历史村镇保护与文旅产业

 历史街区建筑遗产保护

 大数据与遗产数字化

 展览展示与活化利用

 预防性保护与科技创新

 科研与教育成果

 材料工艺

 工具设备

 媒体

 ......

 国家和地方文物局等管理单位

 世界文化遗产地

 各级文保单位和历史村镇或街区管理单位

 院校教育机构、研究机构

 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监理单位及匠人

 产业参与供应商

 文化旅游开发、建设与运营单位

 产业联盟、基金会、协会等团体组织

 媒体

 ……  

展区设置

 建国 70 年行业重大成就展区

 文化遗产地保护利用优秀成果展

▪  主办协会及专委会成果展

▪   援外遗产保护工程展

▪  主要省市文物局成果展 

   （成就展示、行业宣传、行业推动）

▪  优秀遗产地成果展

   （成就展示、经验交流、问题探讨、合作洽谈）

 产业供应商展

   （资讯获取、合作洽谈、品牌宣传）

▪  产业参与供应商（含开发运营、策划、设计、施工、监
理、材料、设备、文创等）

▪  国际先进技术设备、材料工艺服务商引进

▪  其它

 主旨报告

 学术论坛

 主题会议

 技能竞赛

 表彰评奖

 展商圆桌研讨

 优秀展商宣讲

 公众科普与体验

 ...... 

同期活动

2019 中国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



历届展会评价

传承至今的建筑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发展繁荣的有力见证。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在全
国有这样一个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博览会，在主办方和承办单位的努力下，一定会办得越
来越好。

——宋新潮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把建筑遗产保护和博览会放在一起的展览，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感觉耳目一新。这里琳琅满目
的展台展示了文物保护的强大力量，这显示出文物保护已经成为公众广泛参与的文化事业。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于 2015 年 8 月在上海举办首届，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展会。”

——CCTV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017 is a significant event. Senior staff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scow’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al l  areas of the exhibit ion. We’re especial ly pleas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keen to invite foreign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specialists.”

——Moscow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Russia)

“21 世纪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空前活跃，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在
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显著提高的今天，遗产保护突出的问题已不是大拆，而是在重视之
后保护什么、怎么保护的问题，是要在理念和技术层面寻求更新、更正确的保护途径。从这个
角度，我高度评价这个博览会。”

——童明康
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今天在上海做成了首届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我们就是要支持年轻人，在上海干成这样的事。” 
——胡劲军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据我了解，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这种性质的博览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学会荣誉资深会员

“我们通过这个点来认识我们的过去，于是我们对它产生一种文化认同，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其
实是我们今天社会凝聚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从这个平
台上（建博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和同行来讨论一些问题，来促进我们自己在保护方面
的发展。”

——吕舟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