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 融合 共享
2017 建筑业 P20（北京）峰会

【邀请函】

2017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日趋明显，其中，上半年全国建筑业
总产值 858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比去年同期提高 3.9 个百分点。其增速也
是连续三年来首次破“十”，并跑赢 GDP。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建筑业整体发展
稳步回升。随着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拉动，以及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ppp 项目的推广落地等重大举措的继续落地，展
望 2018 年，中国经济或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建筑行业也将有望持续稳步
向上发展。

2017 年，营改增、资质改革、行业监管平台、质量大检查……一系列密集政
策举措无不彰显着主管部门推动行业转型的坚定决心；而以 BIM、装配式建筑、
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则已开始由探索期迈入应用期，新技术推动建筑产业经
营管理升级的条件已日益成熟。今年 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我国建筑业在加快产业升级方面要以推行智能和装
配式建筑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
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今年 4月份住建部印发的《建筑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中提出了技术进步三大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大力推进以 BIM 为核
心的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

在此环境下，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都在寻求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更加健
康的有效途径。在经历行业寒冬之后，如何在复苏形势中把握发展机遇？如何借
势变革，实现发展？由此，我们将以“智慧 融合 共享”为主题，举办“2017
建筑业 P20（北京）峰会”。本次大会将力邀建筑行业的相关政府、协会领导、
资深专家和转型升级方面有着优异表现的施工总承包企业管理者代表，从多重视
角对建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趋势展开深入探讨和分享，帮助更多建筑企业了解
行业趋势、拥抱技术、融合创新！

11 月 22 日，我们在北京恭候您的光临！
谨此诚邀，恭候惠允！

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一、 会议组织单位

（一）指导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北京建筑业联合会

（二）主办单位：

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攀成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

二、 会议主题：

智慧 融合 共享

三、 会议时间

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11 月 22 日全天报到）

四、 会议地点

中国-北京-友谊宾馆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号（电话： 010-68498888）

五、 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针对当前建筑业热点，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嘉宾共同探讨如下 20

个专题:

政策法规：

1、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建筑产业现代化

3、工程总承包

4、后营改增与企业变革

5、企业资质管理新动态

市场开拓：

6、PPP 市场机会与风控

7、一带一路市场拓展

8、雄安新区规划与建筑业发展新机遇

9、海绵城市与综合管廊



10、企业资本运作与国际化

企业管理和运营

11、管理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

12、企业级风险管控创新

13、企业共享中心建设

14、集中采购和电商平台

15、业务财务税务一体化管理

新技术应用

16、BIM 与 ERP 融合

17、物联网技术与智慧建造

18、移动互联技术与二维码应用

19、云智能视频监控与现场管理

20、大数据与云计算在建筑业中的应用

六、 拟邀领导、专家

王铁宏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秦玉文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

徐砚秋 中国市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逄宗展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副院长

王 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阮智勇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副会长

韩 平 内蒙古建筑业协会会长

冯 义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黑金山 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秘书长

方永山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新泉 浙江大学教授

李丽娜 中建一局集团总会计师

尹克定 上海建工集团总会计师

陈祖新 龙信建设集团董事长

牟晓岩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慧鹏 中电建建筑集团副总经理

李宇敏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林作川 曙光建设集团董事长

谭子恒 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戚 涛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宗书智 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武杰 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钟韶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宝明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福和 上海攀成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习明 杭州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国云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

卢锡雷 绍兴文理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韩爱生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孙治红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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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对象 主要关注点 预期参会价值

董事长、总经理、

副总裁

行业市场形势、政策动态、优秀

企业为生存发展进行的思考与

大讨论！

认清当前建筑业发展形势，厘

清企业发展战略，进入合作共

赢的建筑业高层交流互动圈子

总工程师、CIO 信息化战略如何支撑企业战略、

ERP 与 BIM 的融合、“互联网+”

浪潮下的新技术应用

了解前沿技术，信息化建设更

好推动企业战略达成、企业信

息化规划落地实践经验借鉴

总会计师、总经

济师、财务总监、

财务负责人

“营改增”落地现状分析与应对

策略，PPP 风险管控，共享中心

建设，业财税一体化等

对标优秀企业，更好落地营改

增，提升 PPP 风控能力，优化

企业资金管理能力，构建业务

财务税务一体化管理体系

信息中心主任、

业务部门负责人

和技术骨干

信息化战略落地的步骤、措施、

方法，业务部门各类应用方式、

应用技巧、应用成果

与信息化建设优秀企业代表直

接交流，获得信息化成功的“秘

籍”

特别说明：本次会议设有五个专题分论坛，企业可派相关部门和主管领导参加相

应的专题（详见议程）。

八、 会议议程（拟）

11 月 23 日 上午 主论坛

08:30-8:45

主题：领导致辞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钟韶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冯义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砚秋

08:45-10:00
主题：《建筑业三场变革与三件大事》

主讲人：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王铁宏

10:00-10:30
主题：《营改增运行情况调研与解析》

主讲人：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 秦玉文

10:30-11:00
主题：《五化融合——龙信建筑产业化之路》

主讲人：龙信建设集团董事长 陈祖新

11:00-11:15 新中大战略产品 i8 发布仪式



11:15-12:00
主题：《建筑业风险管控与管理创新》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韩爱生

11 月 23 日 下午 主论坛

13:30-14:00
主题： 《“互联网+”助力济南城建可持续发展》

主讲人：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牟晓岩

14:00-14:30
主题： 《业财一体，共享服务》

主讲人：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副总会计师 李宇敏

14:30-15:00
主题： 《精细化与信息化提升企业竞争力》

主讲人：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戚涛

15:00-15:30
主题： 《新常态下的建筑企业市场创新》

主讲人： 上海攀成德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李福和

15:30-16:00
主题： 《BIM、大数据与施工企业运营管理》

主讲人：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宝明

16:00-16:45 论坛对话：企业家论坛——新常态下的管理创新

16:45-17:30 论坛对话：CFO 论坛——PPP 热潮下的企业风控

18:30-20:00 晚宴

11 月 24 日 上午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总裁沙龙

参加对象：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8:30-11:30

主要议题：

PPP 机遇和挑战 /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机遇 / 一带一路 / 装配式施工 / 项

目股份制 / PMO与组织变革企业经营模式变革 / BIM技术与管理信息化 / 特

级资质新动态 / 资本运作和投融资上市……

专题论坛二：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参加对象：高级管理人员，设备物资部、成本管控部、工程管理部等负责人

8:30-9:10
主题：“互联网+”与“营改增”新常态下的项目管理信息化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蒋巨峰

9:10-9:50
主题：融合 BIM 的新一代项目管理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线产品总监 徐宏

9:50-10:30
主题：《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的项目管控平台》

主讲人：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宗书智



10:30-11:00
主题：《安徽四建项目管理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翟燕辉

11:00-11:30
主题： 《业务主导抓建设 全员参与促应用 严格考核助成效》

主讲人：山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刘琦

专题论坛三：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参加对象：企业负责人、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8:30-9:10
主题：《五位一体，营改增管理实践与创新》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 彭活亮

9:10-9:50
主题：《基于全业务的企业级共享中心实践分享》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 孙越东

9:50-10:30
主题：《PPP 项目财税管理实务》

主讲人：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 孙治红

10:30-11:00
主题：《营改增：建企转型“密码”》

主讲人：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技术中心主任 刘宇辉

11:00-11:30
主题：《“三流合一”营改增系统落地经验分享》

主讲人：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郭阳

专题论坛四：“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参加对象：企业负责人、总工程师、信息中心负责人等

8:30-9:15
主题：《新中大智能印控解决方案及实践应用分享》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建造事业部市场总监 范德淮

9:15-10:00
主题：《基于智能安全帽的现场管理解决方案》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支持中心副总经理 张炜钢

10:00-10:45
主题：《智能化用印管理及互联网集采平台应用》

主讲人：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武杰

10:45-11:30
主题：《建筑行业“互联网+智慧工地”》

主讲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楼宇事业部总监 胡明辉

专题论坛五：建筑企业无形资产（资质、信用评价、技术中心）升级与管理

参加对象：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企业资质工作负责人

8:30-9:15
主题：《建筑业企业无形资产提升与管理》

主讲人：领导或专家

9:15-10:00
主题：《省级技术中心建设与申报》

主讲人：浙江大学教授 王新泉

10:00-10:45
主题：《企业资质升级与管理》

主讲人：企业代表

10:45-11:30
主题：《一升特企业对标，准备以及申报工作安排》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徐关潮

11 月 24 日下午 实地观摩考察线路一

12:30-17:0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观摩内容：中建一局营改增应对的π模式

11 月 24 日下午 实地观摩考察线路二



九、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务费 1900 元人民币/人，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所有

参会人员差旅交通费自理。请各位参会代表于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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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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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前传真至会务组（0571-8827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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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芳 13588486025、施宾宾 15868455052、雷陈嵘 15858163945

联系电话：0571-88271276、88271810 传 真：0571-88271232

邮 箱：sbb@newgrand.cn

附件：

1、2017建筑业 P20（北京）峰会会议回执
2、2017建筑业 P20（北京）峰会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12:30-17:00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观摩内容：1、标准化与信息化两化合一；2、融合

BIM 技术的企业管理信息平台

http://files.hnjs.net.cn/upload_files/201710/30/201710301202342523.doc
http://files.hnjs.net.cn/upload_files/201710/30/201710301205232006.doc


附件1 2017 建筑业 P20（北京）峰会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全称）
邮 编

电子回执

二维码

亲，也可扫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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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观摩路线，
（请在 □中打“√”，单选）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大床房

□双标房

□总裁沙龙 □综合项目管理与 BIM 融合 □财税管理 共享服务

□“物联网+”与智慧建造 □建筑企业无形资产升级与管理

□ 线路一：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 线路二：中电建建筑集团

注：报名联系人：程芳 13588486025、施宾宾 15868455052、雷陈嵘 15858163945

联系电话：0571-88271276、88271810 传 真：0571-88271232 邮 箱：sbb@newgrand.cn

企业观摩因场地接待量有限，故观摩名额有限，优先打款锁定名额，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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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建筑业 P20（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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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b@newgrand.cn，或传真至

0571-8827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