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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随着建筑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不断壮大，但是很

多企业在提升规模的同时，竞争力未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也

一直处于低位。

近年来，BIM、CIM、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等数字化技术纷繁多

样，EPC、PPP、BOT、TOT 等新的业务模式层出不穷。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对产业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正日益显著。可以预见，未来五到十年，中国

建筑产业整体转型将继续加速，无论是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发展，还是行业内部

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乃至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压力，都对建筑企业自身发展思路

和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建筑企业应当通过建筑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

的“器”，强化自身管理之“术”，通过数字赋能，向管理要效益。

在此背景下，以“数字建造 管理领航”为主题的“中国建造（2021）管理

创新峰会”定于 6月 3日-4 日在南京隆重举行。峰会将邀请行业专家学者及知

名企业家，共同探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如何更好地融入企业管理，先进管理如

何更好地驱动建筑企业转型升级，助推中国建造的高质量发展。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本届峰会，让我们齐聚一堂，共议数字化转型发

展之道，探讨管理升级方略。

谨此诚邀，恭候惠允！

“中国建造（2021）管理创新峰会”会务组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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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情况说明】

一、会议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主办单位：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江苏省装

饰装修行业协会（商会）、江苏省市政工程协会、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

究院

协办单位：筑客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全时云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各省市关联协会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6 月 3-4 日（6月 2日报到）

地点：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玄武大道 888 号）

三、会议主题：数字建造 管理领航

四、会议内容

（一）、开幕式（6月 3日 8:30-9:00）

主持人：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会长 张宁宁

主办方代表致辞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领导致辞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讲话

（二）、主论坛（6月 3日 9:00-12:00）

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广斌

1、《“十四五”规划与城市化 2.0》

主讲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家 姚洋

2、《“十四五”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路径》

主讲人：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烈云

3、《新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战略思辨与管理创新》

主讲人：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长江学者 吴晓波

4、《数字化赋能投融建管高质量协同发展》

主讲人：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鲁贵卿

5、《上海建工集团：数字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讲人：上海建工集团总裁 卞家骏

6、《龙信集团数字化转型与科技创新》

主讲人：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祖新



中国建造（2021）管理创新峰会

7、《新时代建筑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韩爱生

（三）、主论坛（6月 3日 13:30-17:00）

主持人：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 万宁

1、《建筑企业经营风险数字化管控》

主讲人：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林作川

2、《综合项目管理数字化创新与业财融合》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助理总裁 彭活亮

3、《筑集采赋能传统建筑行业，降成本提管理控风险》

主讲人：筑集采创始人、董事长 须峰

4、《互联网通信赋能建筑企业高效运转》

主讲人：全时云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CEO 陈学军

5、《施工企业数字化升级策略》

主讲人：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宝明

6、《工程建设行业数字化技术新趋势》

主讲人：欧特克公司大中华区大客户业务总经理 肖胜凯

（四）、企业家论坛闭门会（6月 3日 13:30-17:30）

主持人：平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鲁贵卿

论坛议题：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国企/民企的合作与竞争

新形势下的企业战略创新

（五）、分论坛（6月 4日 8:30-12:00）

分论坛一、行业发展分论坛（仅限行业协会人士参加）

议程 1、《行业发展相关主题演讲》

各省市有关协会领导主题发言

议程 2、《“协会改革与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发展”相关经验交流》

全体与会嘉宾

分论坛二、项目管理与数字工地分论坛

1、《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与实践》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助理总裁 蒋巨峰

2、《收支进度一体化，业税金财一体化》

主讲人：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任立东

3、《数字龙信 智慧龙信》

主讲人：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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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化转型与管理提升》

主讲人：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梁浩

5、《中小建筑企业数字化发展与挑战》

主讲人：浙江广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侯俊

6、《工地芯：打通企业到现场最后一公里》

主讲人：杭州浩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赵斌

分论坛三、财税管理与合规经营分论坛

1、《金税三期下的建企全税种管理》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副总裁 孙越东

2、《建筑企业合规管理》

主讲人：资深合规风控专家

3、《正方集团业税金财一体化实践》

主讲人：浙江正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黄斌元

4、《智慧财务之增值税信息化经验分享》

主讲人：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 潘唐甜

5、《建筑企业减税降费与税收筹划》

主讲人：华政税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 仉喜林

6、《数字化技术赋能建企项目管理》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 mi8 事业部总经理 褚世明

分论坛四、资质改革与无形资产分论坛

1、《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新政解读》

主讲人：特邀行业资深专家

2、《建筑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运营与管理》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资深顾问 陈少明

3、《建筑企业如何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讲人：北京创高助新会计师事务所 井卫斌

分论坛五、互联网通信赋能建筑企业分论坛

1、《互联网通信赋能建筑企业的组织升级》

主讲人：全时云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CEO 陈学军

2、《5G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的应用》

主讲人：中南控股集团副总裁&首席信息官 黄澄

3、《技术助力企业组织能力的构建》

主讲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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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程巡检中通信的应用与思考》

主讲人：北京建工集团信息部副部长、智能建造中心副主任 杨震卿

5、《互联网通信对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的赋能》

主讲人：国家可再生能源信管中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信息数据中心

副主任 宋述军

6、《视频技术在施工现场管理中的应用》

主讲人：杭州浩联智能科技高级产品专家 马怡海

分论坛六、集采电商专题分论坛

1、《筑集采助力南通三建数字化转型》

主讲人：南通三建十七分公司总经理 姜良甫

2、《筑集采助力潍坊昌大降本增效》

主讲人：潍坊昌大建设集团资产管理部部长 贾祥国

3、《基于筑集采云溯源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

主讲人：苏宁银行总行营业部副总经理 罗霄锋

4、《基于筑集采云溯源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升级》

主讲人：微众银行供应链业务总监 李胜兰（拟邀请）

5、《依托筑集采云科技解决方案实现多渠道商机连接赋能》

主讲人：青岛吉建总经理 李震

6、《项目管理与集采电商融合创新》

主讲人：新中大科技营销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王寿东

7、《借助筑集采云采购平台实现云商机高效转化》

主讲人：上海聚贵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华峰

分论坛七、BIM 专题分论坛

1、《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主讲人：杭州浩联智能科技副总经理 徐宏

2、《协同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应用》

主讲人：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李旻

3、《BIM 技术在民营安装企业的落地应用探索》

主讲人：江苏启安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 钱晓丽

4、《基于 BIM+GIS 的企业管理平台升级新思路》

主讲人：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交付总监 黄占争

5、《欧特克最新智能建造解决方案介绍》

主讲人：欧特克公司工程建设行业技术专家 寇清

6、《构建全国产全专业 CAD 应用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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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中望软件建筑施工行业中华区总监 李卫东

7、《赋能建筑业数字化转型—Autodesk 施工行业 BIM 解决方案》

主讲人：垒知科技集团 BIM 总监 陈思源

五、参会对象

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建筑行业协会、行业学会相关领导。

建筑企业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财务总

监、CIO、信息中心主任、业务部门负责人。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免会务费，每家企业限 2人参会；

2、餐饮安排：会务组提供 6 月 3 日午餐/晚餐、6 月 4 日午餐（6 月 2 日报

到当天餐饮自理）；

3、住宿预订：本次大会统一住宿酒店为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报名成功后

可直接预订住宿，费用自理，住宿费发票统一由酒店开具，酒店房间资源紧

张，如 5月 25 日之前未预订房间，代表需自行安排住宿。

4、报名二维码：微信扫码，提交报名信息

注：以上二维码是本次大会唯一报名通道，所有参会人员必须扫码提交报名

信息后方可保留参会名额。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蔡女士 13178112039

罗女士 13777481435

楼女士 18767125961

卢先生 18167180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