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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工程建设行业信息化高峰论坛暨 
信息化成果展示交流会”说明 

 

主办单位：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承办单位：《施工企业管理》杂志社 

 

一、论坛概况（详情参见：中国工程建设网 www.chinacem.com.cn） 

当前，信息化正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与企业决策、职能部门管理、项目现

场管控、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推广等多个层面、不同范围融合，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为了更好摸清掌握行业信息化发展实际，挖掘更多优秀成果，广泛汇集业界的智慧，

一年来，我们组织了各类信息化调研、研讨、观摩交流活动 24 场，近万人次参与活动。

其中，组织由业界企业家、专家组成的调研组，深入全国 12 个省市的 14 个城市（北京、

深圳、上海、杭州、西安、成都、郑州、新乡、太原、武汉、长沙、南通、绍兴、济南）

的 18 家企业，实地展开案例深入调研和交流；组织了两场大型项目信息化观摩会（深

圳 1500 人，成都 700 人）。 

在广泛调研交流的基础上，为确定好高峰论坛主题，近期，我们采取书面交流方式，

访谈了业界 200 多位信息化专家和从业者，其中 150 多位给予了书面反馈，表达了对主

题的看法（详见中国工程建设网 www.chinacem.com.cn）。从中，我们采纳了大家比较

集中的意见，确定论坛的主题为“求实·融合·突破”，并据此在论坛内容上，设置五

大板块： 

(1)主论坛：邀请协会领导、企业家、信息化操盘手、IT 服务商等嘉宾做主旨演讲； 

(2)企业家论坛：邀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以“高质量发展与信息化”为主题研讨

交流； 

(3)分论坛：针对 7个信息化融合应用方向，进行专题研讨； 

(4)成果展示：分 5 大展区展示 80 多家施工企业、IT 服务商的近百种（类）信息

化新成果、新产品、新技术； 

(5)项目实地观摩：分房建、市政、装配式、行政办公、企业文化 5类共 10 个项目

现场实地观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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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不同参会群体的日程安排（供参考） 

 

参会群体 第一天上午 第一天下午 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下午 

董事长、总经理 主论坛 企业家论坛 
企业家间合作洽商；分
论坛、工地观摩、成果
观摩（自行选择） 

 

分管信息化领导、 
职能部门负责人 主论坛 

4 家推荐案例的思路
分析、系统演示与专
家点评

职能部门（安全、采购、合约、人资等）信
息化思路介绍与系统演示 

财务、税务、资金管
理部门负责人 主论坛 财务共享中心的实施

路径与典型案例分享
“营改增”实施难点与
信息系统的融合应用 观摩成果展 

BIM 分管领导、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 

主论坛或观
摩工地 

BIM 典型应用成果展
示与项目现场观摩 
（侧重 BIM 分析研
讨）  

BIM 典型应用成果展
示与项目现场观摩 
（侧重 BIM 案例介绍）

工地观摩：郑东新区
白沙园区综合管廊
项目、中原大厦项目

生产副总、总工，工
程管理部门、物资设
备等部门负责人，项
目现场负责人。 

主论坛或观
摩工地 

“工地信息化、标准化
与智能化”应用成果介
绍 

8 个工地自由选择观摩，观摩亮点：数字建
造、标准化管理、新科技应用 

企业发展部、人力资
源部、办公室等部门
负责人 

主论坛 观摩成果展 行政管理信息化典型
案例应用成果展示 

郑州一建新大楼亮
点\中铁七局企业文
化实地观摩 

 

三、各论坛详细说明（实际以《现场会议议程手册》为准） 

（一）主论坛 

邀请协会领导、企业家、信息化操盘手、IT 服务商等嘉宾做主旨演讲，拟邀请发言嘉

宾： 

1.曹玉书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2.鲁贵卿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3.孙丕恕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4.王传霖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5.罗世威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6.蒋金生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7.邓和平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二）企业家论坛（拟 120 人规模） 

邀请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分小组、分议题进行分享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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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企业管理与信息化 

主持人：鲁贵卿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拟发言嘉宾： 

（1）由瑞凯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数字化重塑引领企业转型升级 

（2）哈小平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发言主题：信息化赋能 助推管理升级 

（3）金国亮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发言主题：业务财务一体化管理，促进企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4）段利民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发言主题：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化思考 

（5）毛晨阳  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架构支撑战略  流程推动管理——谈中型施工企业内控管理 

议题 2：项目管理与信息化 

主持人：陈祖新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拟发言嘉宾： 

（1）杨谦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发言主题：施工企业经营风险管控对策  

（2）杨 帆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信息化在建筑工地的应用 

（3）黄海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信息化助推鹏城集团管理创新  

（4）聂策明  广东正升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发言主题：信息化在民营施工企业落地的思考  

议题 3：装配式建筑与信息化 

主持人：笪鸿鹄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拟发言嘉宾： 

（1）王恩伟  中建四局深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建筑工程土建主体物资供给侧改革践行者 

（2）熊明东  朝晖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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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主题：传统民营建企如何通过装配式获得提升 

（3）李建国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发言主题：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发展与技术创新 

（4）路锁柱  天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主题：合作共赢，助推装配式发展 

（5）苏宝安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发言主题：建筑产业化实践与探索 

（三）分论坛 

针对 7个信息化融合应用方向，进行专题研讨。 

分论坛一：2018 年工程建设行业推荐案例的思路分析、系统演示与专家点评 

主持人：邓和平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1）李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处长  

发言主题：量身定制 融合协同 管理创新 

（2）张继永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核心管控、协同办公，信息化助力企业管理升级 

（3）谢珉  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总经理  

发言主题：民营施工企业信息化之路—浅谈鲲鹏建设集团信息化建设 

（4）张淑莉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信息部部长  

发言主题：分布式系统下业务系统之间的互通互联 

分论坛二：“营改增”实施难点与信息系统的融合应用 

主持人：城云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管理部处长  

（1）赵文生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河北建设所走过的“营改增”之路 

（2）王志祥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浙建集团营改增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实施案例 

（3）刘伟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税政科科长   

发言主题：论施工企业营改增后时代税负影响 

（4）夏森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经理   

发言主题：江苏建工增值税综合管理信息化分享 

分论坛三：财务共享中心的实施路径与典型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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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牛永辉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处长   

（1）肖圣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发言主题：建筑企业集团从业财共享到管理会计信息化探索 

（2）阮祥杰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建设特色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牛健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基于财务共享的业财一体化深度融合 

（4）姚光华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共享中心总经理 

发言主题：基于财务会计平行运行的跨组织区域型财务共享中心应用实践 

（5）朱晓强  苏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发言主题：如何做好分布式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思考与实践 

（6）王永华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信息共享 智慧协同--以信息化手段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分论坛四：“工地信息化、标准化与智能化”应用成果介绍与项目现场观摩 

主持人：葛兴杰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朱成伟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九公司副总经理（京润花园项目） 

发言主题：深化设计+集流插施工应用  

（2）张洋铭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金茂大厦项目） 

发言主题：全盘策划、强抓细节、实现科技精品工程 

（3）彭华华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天津公司副总经理（康桥康城九号院项目） 

发言主题：软硬兼施，确保项目综合效益全面提升 

（4）陆海军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国道 107 官渡黄河大桥项目）

 发言主题：官渡黄河大桥标准化、精益化、信息化管理 

（5）孟裕臻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郑州地铁 4号线 06 标

项目） 

 发言主题：深入标准化建设  打造智慧化工地 

（6）都宏全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发言主题：发展装配式建筑，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7）罗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688 大企业采购平台运营总监 

发言主题：基建云采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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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BIM 典型应用成果展示与项目现场观摩； 

主持人：马智亮  清华大学教授  

（1）马智亮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言主题：BIM 应用的 机遇、挑战和对策 

（2）邓明胜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发言主题：建筑工程数字建造技术推进策略----八局智慧建造活动实践与创新 

（3）杨震卿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BIM 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以创效为目标的 BIM+智能建造 

（4）陈杰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发言主题：BIM 在民营企业的应用思考分享 

（5）邹健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兼信息中心总经理  

发言主题：基于 BIM+智慧建造的可视化体系建设  

（6）刘力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互联网+BIM 技术助力工程建设数字化管理 

（7）刘剑峰  山西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BIM 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建筑安装 BIM+企业级信息化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 

（8）王闹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监   

发言主题：中原大厦项目 BIM 应用落地实施 

（9）杨克文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管廊项目经理 

发言主题：深度应用 BIM 技术 助力综合管廊百年工程建设 

分论坛六：职能部门（安全、采购、合约、人资等）信息化思路介绍与系统演示 

主持人：黄如福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徐为民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发言主题：管用适用易用-企业级应用管理系统助推公司精益集约化管理 

（2）刘术臣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发言主题：打造符合工程企业精细化管理需求的信息平台 

（3）陈韬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程与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   

发言主题：打造电子商务平台，助力中交大采购战略——“互联网+采购”在中交的实践与应用 

（4）金义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发言主题：中交一航“税务共享云”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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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忠良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发言主题：深入应用企业级 BIM 系统，全面提升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 

（6）季书战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发言主题: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7）王凤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发言主题：通州新光大中心项目智慧工地综合应用与探索 

（8）曹贵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发言主题：静庄高速公路项目智慧工地应用与探索 

（9）谢兴云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发言主题：智慧工地 APP 工具在南山智园项目的应用分享 

（10）刘振华  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健康环保部副部长 

发言主题：标准化信息平台应用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控力 

分论坛七：行政管理信息化典型案例应用成果展示 

主持人：冯子昭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1）施立新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发言主题：物联网技术在中南建筑集团印章风控管理中的应用分享 

（2）严鹏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移动办公提效率，电子印章控风险 

（3）徐向真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部长  

发言主题：视频会议的深入应用与企业管理的融合 

（4）李磊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发言主题：人力资源共享平台 SaaS 模式案例分享 

（5）郑俊卿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发言主题：“家文化”建设提升企业内生动力 

（6）雷霆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发言主题：总部大楼信息化、智能化办公应用成果 

（四）项目实地观摩 

分房建、市政、装配式、行政办公、企业文化 5类共 10 个项目现场实地观摩交流。 

（项目亮点详细介绍，请扫二维码） 

1.房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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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京润花园 

（亮点：标准化、集中加工、流水穿插施工）； 

（2）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金茂大厦项目 

（亮点：全钢外防护网、安全文明标准化、整体统筹管理）； 

（3）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康桥康城九号院项目 

（亮点：铝模施工、标准化、砌体穿插施工）； 

（4）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原大厦项目 

（亮点：技术管理、质量控制、安全施工）。 

2.市政项目： 

（1）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国道 107 官渡黄河大桥工程项目 

（亮点：预制生产标准化、现场施工标准化、BIM 协同管理）； 

（2）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 4号线 06 标项目 

（亮点：BIM 策划、信息化管理）； 

（3）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管廊项目 

（亮点：BIM 全项目周期应用、现场管理标准化、成本管控信息化）。 

3.装配式：河南二建集团工业园（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亮点：涵盖 PC 构件生产制造、钢结构制作加工、门窗幕墙及玻璃深加工；建有柔性

综合自动生产线 1条、固定模台生产线 2条、钢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 1条）。 

4.行政办公：郑州一建办公新大楼 

（亮点：太阳能光伏发电、种植屋面；大数据监控中心、安全管理监控中心、BIM 教学

中心）。 

5.企业文化：中铁七局“家文化”体系 

（亮点：“14511”文化建设体系、“家文化”数据库、家史馆等）。 

（五）成果展示。近 5000 平方米展厅、分 5 大展区，展示 80 多家施工企业、IT 服

务商的近百种（类）信息化新成果、新产品、新技术。（详情请扫二维码） 

1.综合集成信息化； 

2.专项应用信息化； 

3.装配式建筑与 BIM 技术； 

4.数字建造与工地信息技术； 

5.项目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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