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物互联 全面风控”-2019 建筑业 P20（厦门）峰会

邀请函

尊敬的 ：

当前，各级政府深化“放管服”，建筑业相关的政策频出，积极引导着建筑
业的发展方向。同时国内宏观市场经济环境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劳动力
等资源要素成本上升、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机遇和挑战，建筑行业正在步入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建筑企业的风险管
控意识越来越强。积极推进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深化应用，完善并集成项目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金管理、劳务管理、物资材料管理等信息系统，通过新技
术和新方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管控风险、降本增效已经日益成为全行业的强烈
内在需求。同时，大数据、移动互联、BIM、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与施工现场管理
不断深化集成，通过数字工地技术全面推动着建筑施工项目管理模式向建造行为
数据化、项目信息可视化、现场流程精细化的智能管理转型升级。全面推进建筑
工地“人、机、料、法、环”五大环节的管理信息化和智慧化，并与企业级信息
化管理平台一体融合已经成为建筑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和
方向。

在此背景下，以“万物互联 全面风控”为主题的“2019 建筑业 P20（厦门）
峰会”定于 8 月 28 日-30 日在厦门隆重举行。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本届
峰会，让我们齐聚一堂，共论万物互联时代的建筑行业发展热点、变革趋势和建
筑企业健康成长对策。

谨此诚邀，恭候惠允！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峰会情况说明】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福州市建筑业协会 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

二、会议时间、地点：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8月 28 日全天报到）
中国-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环岛东路 1697 号，电话:0592-5958888）

三、会议主题：万物互联 全面风控
四、会议内容
（一）、主论坛（8月 29 日）

上午会议
1.开幕式：领导致辞
2.《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服务建造》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烈云
3.《绿色建造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王铁宏
4.《建筑企业信息化融合发展之道》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鲁贵卿
5.《信息化助推建造升级》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传霖
6.《新时代建筑企业管理风控之道》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韩爱生
下午会议
1.《BIM 在工程施工总承包（EPC）项目中的应用》
厦门市建设局副局长 林树枝
2.《中建八局智慧建造探索与实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邓明胜
3.《项目管理信息化 2.0》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杜慧鹏
4.《市政基础设施全面推行 EPC 工程总承包的经验分享》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牟晓岩
5.《建筑工业化思考》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蒋金生
6.《建企信息化之经济业务管理创新与实践》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 彭活亮
7.《<中国建筑业上市公司纳税研究报告>成果介绍》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国云
8.《用再谈判保障 PPP 项目全过程管理》
北京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周兰萍
9.《互联网时代工程检验检测咨询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必维集团建筑与在役设施大中华区总经理 庄贺铭

（二）、专题分论坛（8月 30 日）
分论坛一：CIO 论坛

http://www.baidu.com/link?url=DYfzyQOhuH69sA5Opa5jK85-WesqycpTyvKM8CandQi


《建筑企业 IT 咨询与信息化落地》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技术咨询总监 鞠精敏
《企业级项目管理信息化五步曲》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 蒋巨峰
《双中台战略推动建企数字化转型》
阿里云公共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沈俊
《济南城建集团信息化规划与实践》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庆广
《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之道》
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林万福
分论坛二：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提高水平应对环境变化——市场、法规、管理》
绍兴文理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卢锡雷
《建筑企业经济成本精细化管理》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产品部经理 徐宏
《以成本管控为核心的项目管理平台建设实践》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本中心总经理 陈金云
《合约规划在建筑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分享》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陈庆宏
《九算对比精细化成本管控》
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集团产业管理部经理 孙勋响
分论坛三：CFO 论坛
《业税财融合，推动建筑企业管理升级》
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 刘峰
《新形势下建企税务管理创新》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孙越东
《江西建工集团财务管控经验分享》
江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处长 邓跃跃
《业、税、财一体化应用分享》
中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峰
《资金管理应用下建筑业企业财税管控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郭拥军
分论坛四：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企业级劳务实名制应用实践》
中核华辰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罗军
《企业级数字工地解决方案与实践》
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支持中心总经理 张炜钢
《中铁四局厦门蔡厝项目部数字工地建设分享》
中铁四局蔡庴项目部总工程师 李培超
《企业机械设备智慧管理》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健宁
《鲁班大型基建项目全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与最佳实践》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交付中心副总经理 胡铂
《AIOT 赋能智慧建造新变革》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建筑业务部总监 李志新
分论坛五：民营企业论坛
《同心筑梦 文化领航——民营建筑企业文化建设之道》
福建巨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文豹
《民营建筑企业合约管理与法律风险》
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主任 周吉高
《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经验分享》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部主任 张欢
《民营建筑企业上市融资之道》
中国投资协会海合会副会长 刘强安博士
分论坛六：资质论坛
《一升特政策解读、整体规划》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总监 阮康荣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运营与管理》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 王新泉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并购解析》（拟）
广州宇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梅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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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门负责人和骨干。
六、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务费 1900 元人民币/人，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差旅交通费自
理。请各位参会代表于 8月 25 日前汇款，并在报到时提交汇款凭证复印件。

汇款账户信息：
户名：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杭州市高新支行
账号：663580220110001
由于本次会议规模较大，为便于预约住房、安排车辆，请参会人员将回执于

8月 25 日前传真至会务组（0571-88271232），或通过下方二维码扫码报名。

 会务组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祥园路 88 号中国（杭州）智慧信息产业园 N座 9F（310011）
联系人：施宾宾 15868455052、程芳 13588486025、楼慧凤 18767125961
联系电话：0571-88271810 传真：0571-88271232
邮箱：huiyihuizhi18@163.com

附件：



1、2019 建筑业 P20（厦门）峰会会议回执
2、2019 建筑业 P20（厦门）峰会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附件 1 2019 建筑业 P20（厦门）峰会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全称）
邮 编

电子回执

二维码

亲，也可以扫二维

码进行回执填报
哦！

地 址 电 话

联 系 人 手 机

区号+传真 E-mail

姓 名 性别 部 门 职 务 手 机
住宿（大床

或双标）

请选择您计划参加的专题论坛，以便于会务安排。

（请在□中打“√”，单选）

□大床房

□双标房

□ CIO 论坛 □ 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CFO 论坛  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民营企业论坛  资质论坛

□大床房

□双标房

□ CIO 论坛 □ 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CFO 论坛  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民营企业论坛  资质论坛

□大床房

□双标房

□ CIO 论坛 □ 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CFO 论坛  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民营企业论坛  资质论坛

□大床房

□双标房

 CIO 论坛 □ 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CFO 论坛  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民营企业论坛  资质论坛

□大床房

□双标房

□ CIO 论坛 □ 综合项目管理论坛  CFO 论坛  智慧建造与数字工地论坛

 民营企业论坛  资质论坛

注：报名联系人：施宾宾 15868455052、程芳 13588486025、楼慧凤 18767125961

联系电话：0571-88271810 传真：0571-88271232 邮箱：huiyihuizhi18@163.com

您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票请务必填写附件 2 文件《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本表复印有效）



附件 2

2019 建筑业 P20（厦门）峰会
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序号 专票（ ） 普票（ ）

1 单位名称（全称）：

2 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3 地址：

4 电话：

5 开户行：

6 账号：

备注

1、请确认专票或普票，在括弧内打“√”选择。

2、此表可复制，填好后发至邮箱：huiyihuizhi18@163.com，或传真至

0571-8827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