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建筑业P20（杭州）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建筑业P20（杭州）峰会 将于2016年11月在杭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P20峰会背景P20峰会背景

　　2016年，中国建筑行业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行业发展增速放缓，企业经营发展压力不断增大，新开
工项目减少、经营成本和应收账款不断攀升……建筑企业转型之路走得相当艰辛。

　　2016年，建筑业 “营改增”于5月1日正式落地执行；国务院发文全面部署装配式建筑发展；PPP模式在建筑领
域渐成热潮；大数据、BIM技术、移动应用等新技术的兴起与行业应用；住建部印发《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
发展纲要》，对建筑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作了具体部署……各种行业热点持续升温，建筑企业都在探求如何提升自身核
心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

　　建筑业信息化作为建筑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提升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
种新的信息技术正在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未来，信息化建设水平既是企业进入高端市场的门槛，也将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之一。建筑企业需要不断革新管理思想、改变管理组织、完善管理方法，同时大量采
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在新形势的压力和挑战下，建筑业正在进行一在新形势的压力和挑战下，建筑业正在进行一
场“创新、互联、绿色”的深刻变革。场“创新、互联、绿色”的深刻变革。

　　新中大凭借近二十年服务于建筑行业信息化管理的深厚积累，为广大建筑企业提供企业级管理信息化整体解决
方案和行业领先的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在此，新中大软件诚挚邀请您参加“2016建筑业P20（杭州）峰会”，
让我们齐聚一堂，共论“营改增”与互联网时代中的建筑行业发展热点和变革趋势，探讨变革环境下的建筑企业成
长对策。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创新、互联、绿色创新、互联、绿色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政策法规政策法规

1、营改增与企业变革

2、一升特动态

3、四库一平台与监管

4、《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市场开拓市场开拓

5、PPP市场机会与风险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53330049.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53330049.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6、建筑产业化

7、地下管廊市场拓展

8、一带一路市场拓展

企业管理和运营企业管理和运营

9、企业经营模式变革与项目股份制

10、项目管理标准化和信息化创新

11、合同风险管控

12、劳务实名制

13、互联网金融和投融资

14、集中采购和电商平台

技术应用技术应用

15、BIM与绿色施工

16、移动互联应用

17、物联网技术与现场管理

18、大数据与云计算

19、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业中的应用

20、云智能视频监控在建筑业中的应用

 

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一）会议时间：

　　2016年11月19日至20日

　　11月18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二）会议地点：

中国-杭州

主会场：杭州蓝天清水湾国际大酒店

地址：杭州玉皇山莲花峰路37号(丝绸博物馆处右转200米)

（三）会务组接站服务：（三）会务组接站服务：

本次会议，会务组将安排人员和车辆在杭州萧山机场、火车东站、火车城站三处设置接待点，恭候您的光临。

 

会议组织单位会议组织单位

（一）指导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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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56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1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浙江省建设会计学会

（二）主办单位：（二）主办单位：

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三）协办单位：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

上海攀成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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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建筑行业协会、行业学会相关领导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主要关注点主要关注点 预期参会价值预期参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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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战略如何服务企业战略，

“互联网+”浪潮下的建筑业新技
术、新应用

了解前沿技术，厘清企业战略与信息化战略关系

总经济师  总会计
师、财务总监

“营改增”对建筑业影响及“实操
性”的策略与方法

与建筑业“营改增”政策的领导、与顶尖税务师事务
所、已经实际运行的企业、专家直接交流并且掌握“实
操性”策略与方法

对标营改增应对中前列企业，找出自己企业的问题，掌
握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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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本次会议设有四个专题分论坛，企业可派相关部门和主管领导参加相应的专题（详见议程）。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1月19日   上午  主论坛11月19日   上午  主论坛

主持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韩爱生

主题：领导致辞主题：领导致辞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74/


09:00-09:30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钟韶致辞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会长

赵如龙致辞

浙江省建筑业管理局局长朱永斌致辞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 秦玉文致辞

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涛致辞

09:30-10:30

主题：《关于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研究》主题：《关于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研究》

主讲人：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王铁宏

10:30-11:15

主题：《四库一平台与资质新动态》主题：《四库一平台与资质新动态》

主讲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

11:15-12:00

主题：《中国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与应用》主题：《中国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与应用》

主讲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信息化管理部副总经理  杨富春 

11月19日   下午  主论坛11月19日   下午  主论坛

主持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徐关潮

13:30-14:10

主题：《建筑业变革与信息化》主题：《建筑业变革与信息化》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石钟韶

14:10-14:50

主题：《上海建工集团“营改增”应对策略及运行实践介绍》主题：《上海建工集团“营改增”应对策略及运行实践介绍》

主讲人：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尹克定

14:50-15:30

主题：《项目管理信息化实践与创新》主题：《项目管理信息化实践与创新》

主讲人：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赵同庆

15:30-16:00

主题：《BIM与绿色施工》主题：《BIM与绿色施工》



15:30-16:00 主讲人：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宝明

16:00-16:30

主题：《PPP市场机会与风险》主题：《PPP市场机会与风险》

主讲人：北京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周兰萍

16:30-17:15
论坛对话一：论坛对话一：

“营改增”与企业变革“营改增”与企业变革

17:15-18:00
论坛对话二：论坛对话二：

“互联网+”与管理创新“互联网+”与管理创新

18:30-20:00 晚宴晚宴

11月20日 上午   专题论坛11月20日 上午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总裁专题论坛一：总裁沙龙沙龙

参加对象：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主持人：杜慧鹏，李福和

主要议题：

项目股份制

PMO与组织变革

PPP机遇和挑战

企业经营模式变革

一带一路市场拓展

地下管廊市场拓展

互联网金融和投融资上市

……

专题论坛二：综合项目管理+BIM专题论坛二：综合项目管理+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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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卢锡雷

主题：《中水九局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杨杰

主题：《龙元建设信息化实践分享》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56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6/


09:00-12:00

主讲人：龙元建设集团信息中心主任

               张文

主题：《济南城建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庆广

主题：《恒亿集团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恒亿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安铨

主题：《营改增与互联网时代的项目管理信息化》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软件事业部副总经理  蒋巨峰

主题：《BIM成功案例实践分享》

主讲人：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IM总监 王永刚

专题论坛三：建筑业“营改增”+集团管控专题论坛三：建筑业“营改增”+集团管控

参加对象：企业负责人、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总监

主持人：孙越东

主题：《四流合一，业税一体》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营改增”首席专家 孙越东

主题：《营改增管理咨询实践分享》

主讲人：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

总经理 孙治红

主题：《江苏省建集团营改增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郭拥军

主题：《新盛建设集团营改增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伟国

主题：《上海建工“营改增”信息化实施重难点分析及管控价值提炼》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软件事业部副总经理  彭活亮

专题论坛四：建筑企业资质动态专题论坛四：建筑企业资质动态



参加对象：企业负责人、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信息中心负责人、企业资质工作负责人

主持人：徐关潮

主题：《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升特案例分享》

主讲人：杭州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晓东

主题：《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升特案例分享》

主讲人：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吴晓霞

主题：《安徽四建控股集团信息化实践分享》

主讲人：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中心主任 翟燕辉

主题：《施工总承包企业一级升特级工作程序以及信息化建设成效》

主讲人：新中大软件副总工程师 

               徐关潮

主题：《施工总承包企业一升特组卷工作经验介绍》

主讲人：建筑企业特级资质信息化考评标准主要编制人  杨玉洲

11月20日 下午   参观考察G20场馆建筑11月20日 下午   参观考察G20场馆建筑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领导、专家拟邀领导、专家

王铁宏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吴  涛  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秦玉文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

逄宗展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副院长

赵如龙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会长

王  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朱永斌  浙江省建筑业管理局局长

阮智勇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副会长

施卫忠  浙江省住建厅计财处处长

尹克定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杨富春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信息化管理部副总经理

杜慧鹏  中国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红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赵同庆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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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治红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

　　　（营改增领域专家）

周兰萍  北京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PPP领域专家）

卢锡雷  绍兴文理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建筑业管理专家）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本次会议会务费1900元人民币/人会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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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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