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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建筑学会施工学术年会通知
（三号）

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及各相关单位：

当前，建筑行业正积极推进新型建造方式，拓展数字技术、智能建造技术

应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型建造方式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今

年 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

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8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9 部门又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化

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创新突破相关核心技术，加大智能

建造在工程建设各环节应用，形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

运营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效益和

品质，实现建筑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

经研究，2020 中国建筑学会施工学术年会定于 11月 5日-7 日在广州市

召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欢迎各位理事及业内人士踊跃参加，

并请转发本单位有关部门组织参会。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协办媒体：中国建筑施工学术网 建筑机械化杂志社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7 日（5 日报到，6 日会议，7 日上午参观）。

地点：广州增城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广州增城区新塘镇沿江大道 18 号，电话：

020-32898888）。会议安排指定时间接机/接站，交通参考及接机/接站安排见附件 3。



三、会议主题与内容

主题：推进新型建造方式 提质增效促发展

会议聚焦建筑工业化和“新基建”背景下的新型建造方式，推进智能建

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提质增效创效。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及

多位业内专家学者，报告内容包括智能化施工、智慧化管理、5G应用、建筑

机器人、绿色建造、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等。

工程观摩：中建八局一公司 5G智慧工地项目参观。

四、参会人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理事及会员，各地建筑施工企业总工、技

术负责人、科技质量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项目总工；

大专院校及科研等单位相关教师、研究人员，等。

欢迎各省市建筑业协会、学会组织当地代表参会。

五、会议费用

会议费 10 月 31 日前汇款及中国建筑学会会员按 1500 元/人优惠价，

为便于提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及会议安排，建议 10 月 31 日前汇款。11 月 1

日后汇款及现场缴费 1700 元/人。

会议费包含会务费、资料费、会场费、用餐等费用。住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六、参会报名

请于 10月 31 日前报名。两种报名方式，任选其一即可：

1）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1）、会议费汇款及开发票信息（附件 2），

发送至报名邮箱 cbci66@163.com。

2）扫描二维码在线报名。





附件 1

2020中国建筑学会施工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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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 单住 □ 合住

入住时间 11 月 5 日 ～ 日共 晚。

说明：1）参会回执请于 10 月 31 日前发至秘书处邮箱 cbci66@163.com， 或手机扫描二维码在线提交

报名。以便会议安排。可以先发参会回执，后补发附件 2。
2）为便于安排好住宿，请在住宿要求栏选妥房间类型、住宿日期。

住宿费用：单人间 450 元/间；双人间合住 24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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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bci77@163.com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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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请注明用途：2020 施工年会+参会人员姓名

会议费 10 月 31 日前汇款及中国建筑学会会员 1500 元/人，为便于提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及会议安

排，建议 10 月 31 日前汇款，会议报到时领取发票。10 月 31 日后汇款及现场缴费均按 1800 元/人，会

后邮寄发票。

汇款成功后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提供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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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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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2020 中国建筑学会施工学术年会接送站安排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报到，6 日会议，7 日上午参观。

会议地点：广州增城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广州增城区新塘镇沿江大道 18 号）

一、会议接站安排及交通建议

1.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会议酒店

a)接站大巴：报到当天 15:30；16:30；18:30；21:00 从机场发车，需要接站请合理安排

行程时间，届时会有工作人员引领上接站车。

1号航站楼集合点：P4 停车场（A区到达、B区到达都步行至 P4 中巴车大巴车停车处）

2 号航站楼集合点：P8 停车场 1 楼到达口（由商务车摆渡至 P4 停车场中巴车大巴车

停车处）

接站联系人：高孝君 150 1848 5858

凡需乘坐接站大巴的 11 月 3 日前请发来到达广州航班号、到达时间，识别下方二维

码填写并提交。

b)自行前往酒店：打车约 60 公里，时间约 60 分钟；

或乘机场快线 8b 线到终点新塘柏丽酒店，再打车到会议酒店。

1.2 广州南站——会议酒店

a)接站大巴：广州南站 P8 停车场（到达南站大厅后往北出站后步

行至 P8 停车场大 巴车停车处）

大巴发车时间：报到当天 16:00；17:00；19:00；20:30。

需要接站请合理安排行程时间，在上述时间前到达接站地点。

接站联系人：王益民 185 8886 6513

凡需乘坐接站大巴的 11 月 3 日前请发来到达广州高铁车次、到达时间，识别上方二

维码填写并提交。

b）自行前往酒店：打车约 60 公里，时间约 60 分钟；或乘坐轨道交通前往。

二、返程安排

11 月 7 日上午观摩中建八局一公司总承包项目——协鑫南方总部工程。

8:30 从酒店出发，10:30 观摩结束。会议安排一辆大巴送白云机场，一辆大巴送

广州南站。7 日后如需继续停留广州，建议转住市内其他酒店，可乘参观大巴至附近地

铁站前往。



2016、2017、2018、2019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回顾

2019 中国建筑学会施工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

主题：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4&id=246

2018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在深圳召开

主题：推进新时代智慧建造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220

2017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

主题：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开创中国建造新时代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73

2016 中国建筑施工学术年会在广西南宁召开

主题：互联网+BIM 创新与变革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61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4&id=246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220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73
http://www.cbci.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3&id=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