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请函 Invitation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交流企业实际面临的困境和创新实践

路在何方

近距离与您想接触的专家、大咖交流的机会

大咖圈子

数字经济、一带一路、城市更新、特色小镇、装配式…

前沿 talk

BIM建造、AR/VR、数字建筑、云与大数据、物联网传感器…

科技未来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建设行业年度峰会的关注与支持！

         数字经济，浪潮来袭，传统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融合创新，已成共识，多方协同描绘智慧前景！

         2017，峰会主张“数字驱动，融合创新”， 超过1000位国内外意见领袖将在此交流创新观点，

洞察行业风向，为我们呈现一场思想盛宴。

         6月22日-23日，中国·成都，我们不见不散，一起铸造建设行业风向引擎！

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

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养老服务设施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全联房地产商会、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主论坛

6月22日  14:00-18:00

领导致辞 政府协会

数字经济创新推动行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筑业数字化未来 国际咨询公司

当前环境下房地产发展的下一步思考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胡葆森

工程管理行业走向国际的思考 信永中和集团董事长    张克

《中国建筑施工行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17）

-智慧工地》发布及解读

住建部信息中心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建筑业发展 原建设部副部长    宋春华

领导发言 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

清华校友房地产协会会长    聂梅生

“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

模式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赵白鸽

6月23日  08:30-12:00

数字驱动创新  开启房地产产业新生态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    张鹏 

装配式建筑一体化建造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浩文 

创新驱动，助力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大咖对话

数字建筑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及实践分享

（万达BIM实践、湖南建工企业级平台实践、

北京新机场项目BIM实践）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袁正刚 

建筑业数字化变革和创新及工程咨询业的发展机遇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贻林 



专题演讲

嘉宾介绍 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执行秘书长    夏子清

分会领导致欢迎辞 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赵正挺

领导致辞 原建设部副部长    宋春华

居家与社区养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副总工程师    娄乃琳

议题待定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 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 /

中国老旧小区暨建筑改造联盟副主席    曹嘉明

创新金融驱动城市更新

5D城市

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常务副会长 / 赛伯乐投资集团高级合伙人    汪传虎

城市更新案例分享

高峰对话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韩克

适老化改造 北京安馨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鄂俊宇

信息化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远洋太古里 成都远洋太古里总经理    伍玉珊

城市更新及既有建筑改造专题论坛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数字驱动  智慧交易”交易中心论坛

新政策、新机遇如何前行

行业发展解读

《“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2017-2019年)》

（发改法规[2017]357号）政策解读

国家发改委法规司

建设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促进公共资源交易

市场阳光、有序、健康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部副主任 /

中国信息协会电子政务专委会副会长    杨绍亮

数字监管-住建部四库一平台（全国建筑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平台）《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3号）解读

住建部监管司招标处

政府监管方面的话题 云南省住建厅标办

以信用为抓手，推动有形建筑市场健康发展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政策先导 科技融合 打造专业化电子交易平台 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远程异地评标 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大数据应用助理交易监管与交易服务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  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三平台建设实战 北京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

数字驱动  智慧交易  北京广联达正源兴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同舟

互动对话

新时期公共资源交易行业变化 国家信息中心软件测评中心、中国招投标协会等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数字驱动项目成功”施工论坛

国家BIM标准解读及中建企业BIM标准实践分享 中建股份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李云贵

智慧工地集成应用平台对传统施工项目管理的改变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集采和企业电商 四川华西集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云波

项目上如何让BIM落地-企业实践方法 西安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宁小社

BIM项目级实践案例-成都天府汇项目BIM应用 中建二局西南公司BIM中心经理    程淑珍

智慧工地集成应用平台对工地现场管理的改变 中建一局行政副中心项目部

基于BIM的施工全过程的钢筋管控和大数据分析 中建七局

广联达整体解决方案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朱亚立

数字施工解决方案发布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广联达宜比木总经理    汪少山

研讨：

企业如何让BIM落地，真正实现项目精益管理

湖南建工BIM中心主任    石拓

中建股份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李云贵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广联达宜比木总经理    汪少山

企业如何利用BIM云平台实现项目施工过程的

数字化管理

湖南建工BIM中心主任    石拓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创新增收  赢造未来”咨询业论坛

收入新增长点之全过程咨询

致辞演讲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吴佐民

工程咨询企业拓展实践全过程咨询【案例】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嘉

工程咨询企业如何扩展全过程咨询实现盈利？

【研讨】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嘉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静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造价院院长    弋理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尹贻林

收入新增长点之PPP咨询

数字服务平台助力造价咨询企业转型发展

工程咨询企业PPP项目实践【案例】 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敏

工程咨询企业如何落地开展PPP咨询？【研讨】 中德华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建新

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吴虹鸥

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敏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尹贻林

数字服务平台助力造价咨询企业转型发展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造价事业部总经理

李琨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产教互促  融创未来”教育论坛

新政策、新机遇如何前行

行业发展解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19号文）对于建筑类院校的影响

与机遇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理事长、秘书长

装配式建筑与 BIM 技术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土建施工类

专业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 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

作委员会建筑专业研究会主任    赵研

产教深度融合，创新高职教育土木建筑类专业教学

模式的思考

原全国高等学校土建学科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 / 原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    吴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分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城建学院副院长    武田艳

BIM+VR、AR技术在建筑工程教学中的探索 待定

BIM人才培养方案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全杰   

研讨交流

新时期建筑类企业人才需求变化



“数据领航  成本决胜”成本大数据论坛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专题论坛

造价数据分析模型的建立和应用 建筑成本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赵丰

工料价格指标指数编制策略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印捷欧

大数据时代全过程造价管控新思路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坚

英美工料测量分享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    梁士毅

用数据的智慧提升造价管理水平 北京广联达平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永晖 

以下专题论坛正在紧张筹备中，

具体议题后续可关注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公众号或登陆峰会官网了解

“城市更新及既有建筑改造”专题论坛

“特色小镇”专题论坛

    建设行业创业者大会



2017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  项目观摩

成都市天府汇项目BIM技术的集成应用

中建科技成都绿色建筑产业园 & 新兴工业园服务中心项目

6月24日  08:30-12:00



大会报到：

会议酒店：

地         址：

会议咨询：

大会报名：

峰会官网：

6月21日13:00 - 6月22日13:00 

成都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

陈翠群  010-56403048 / 15201683255

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峰会官网

www.aecichina.com

温馨提示

以上内容以大会官网更新信息为准
更多详细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峰会官网二维码 峰会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