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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通知 
 

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及各相关单位： 

2017 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迎来了成立 40 周年华诞。过去的

40 年，我国建筑业迅猛发展，施工技术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建筑业企业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

引领传统建筑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批重大建筑技术实现了突破，部分施工

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具有世界顶尖水准的工程项目不断涌现。 

经研究确定，2017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9 日

在成都召开，年会主题“回顾与展望，传承与创新”。会议邀请多位资深

专家学者，多角度、多专业回顾建筑施工技术发展历程，梳理施工技术发

展脉络，展望行业发展趋势。本届年会将不同于往年，内容更加广泛，是

全面交流研讨建筑施工技术发展趋势、并密切结合当前行业发展热点的一

次盛会，望各单位技术人员积极参会，共襄盛举。 

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会，请各位正副理事

长、常务理事、理事等尽量出席会议，并请转发本单位有关部门组织参

会。 

一、会议主要内容（部分题目，以会议最终安排为准） 

新型建造方式和施工技术发展与展望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工、建筑施工分会理事长 毛志兵） 

BIM 之 Modeling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黄强） 

超高层建筑施工的几项关键新技术 (中建三局总工  张琨) 



 

 

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发展与展望  （上海建工集团总工  龚剑） 

场馆类大跨度钢结构建筑发展与展望 （中建八局技术总负责人  邓明胜） 

地铁隧道施工技术发展与展望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陈湘生） 

基坑工程技术新进展与展望 （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  王卫东） 

钢结构施工技术发展与展望                           (中建一局集团总工  薛刚)  

新型铁路站房施工技术与展望 （中铁建设集团基础设施事业部总工  韩锋） 

预应力工程施工技术发展与展望 （北京建筑工程研究院总工  李晨光） 

模板脚手架技术发展与展望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郭正兴） 

施工企业 BIM 应用落地的分享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汪少山) 

EPC 模式下预制装配式+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施工实践   （中建科技集团副总工 周冲）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及关键控制点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 

二、会议观摩项目 

①中铁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成都轨道交通 5 号线制梁场及施工项目。成都轨道交通

5号线北段是高架段，由悬臂式挂篮现浇连续梁、支架现浇连续梁和预制梁共同组成，

是 5 号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施工中从预制梁场建设，到模板拼接、梁体浇筑、养护等

生产各阶段，都有着严格的作业要求和规范，质量得到了严格的把控。 

②成都天投商务中心二期：本项目是中建一局五公司的 BIM 应用试点项目，项目在

基于流水段的任务精细化管理、工艺库、资料管理、进度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11 月 7 日～9 日。11 月 7 日报到，8 日全天及 9 日上午会议，9 日

下午参观。9 日晚 20 时以后或 10 日返程。 

另，7 日 20:00～21:20 召开分会理事长会议，请正副理事长届时参会。 

地点：成都星宸皇家金煦酒店（成都市双流区航林路 888 号，电话 028-61911111） 

交通建议： ①成都双流机场乘出租车 15 分钟左右到酒店； 

②成都东站乘出租车 30 分钟左右到酒店，或由成都东站乘 137 路公交

车至三环川藏立交东内侧站下再转乘出租车到酒店。      

四、会议费用 

会议费 1600 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会场费等，不含住宿费。 

为便于提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及会议安排，11 月 1 日前汇款可享受会议优惠价 1550

元/人，会议报到时领取发票，汇款帐号及开发票信息等详见附件二“汇款账号及开发

票信息”。 11 月 1 日后汇款及现场缴费均 1600 元/人。 



 

 

五、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协办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媒体：建筑机械化杂志社、中国建筑施工学术网 

六、参会回执 

欢迎建筑施工分会理事、各地大中型建筑公司、施工企业总工、技术人员参会。 

请于 2017 年 11月 1日前发回参会回执（见附件一会议回执表）。 

七、会议联系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秘书处 

张磊庆  0316-2311425， 13730360803 

贾泽辉  0316-2014912， 13785651223 

吴学松  0316-2054135， 13623165080 

E-mail: cbci66@163.com 

 

 

附件一：2017 年会会议回执 

附件二：汇款账号及开发票信息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2017 年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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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 

会议回执 

单位全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电话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住宿要求 

     住宿要求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 单住  □ 合住 
日—   日 

      

入住时间 11月  日～  日共    晚。 

住宿费用 双人间 200 元/人；单人间 400 元/间（大床或双床） 

说明：1）参会回执请于 2017年 11月 1日前发至秘书处邮箱 cbci66@163.com。 

      2）为便于安排住宿，请在住宿要求栏选妥房间类型、住宿日期。 

      3）此表可以复印，可增加行数，也可登录分会网站 www.cbci.org.cn下载 Word表格。 

 4）会议具体安排、会议通知请关注中国建筑施工学术网（www.cbci.org.cn）或官方微信

（公众号：CBCI2014）、建筑施工学会 QQ群(248559523)。  

mailto:cbci77@163.com


 

 

附件二 

汇款账号及开发票信息 
1. 汇款帐户 

汇款帐号：0410000509264002946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廊坊金光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请注明用途：2017 施工会议费 

 

2. 增值税发票开具信息表（务必准确填写） 

开票类型选择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选其一） 

开票信息 

（如选择增值税

普通发票，仅填

写公司名称、税

号即可） 

公司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三证合一）  

开户行  

账号  

公司地址（国税局备案信息）  

财务电话（国税局备案信息）  

汇款底联照片或

网上转账截图 
汇款底联贴图区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相关提示（请认真阅读）： 

1) 汇款成功后请根据报销要求及时提供以上开票信息； 

2) 增值税开票信息须来自公司财务部门或经财务人员审核确认，以免有误； 

3) 如有疑问，请致电会议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