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邀拨冗出席！

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

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

邀请函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务院及住建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装配式

建筑技术发展的文件， 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行动纲领， 为装 

配式建筑技术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

为配合国家战略实施， 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学习和借鉴 

国内外先进的建造技术与经验，打造产学研一体、 工学结合的装 

配化工程人才，2018年10月26日-27日，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等单位指导下， 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

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将在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学术报告

厅召开。

研讨会邀请了国家部委领导、 院士、 国内外知名专家、 高校

及企业专家等， 围绕装配式建筑前沿应用技术， 深化产教融合，

开展专家论坛和参展企业专题发言等活动， 研讨会交流的资料在

会议结束后将发给参会单位。

研讨会在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科技楼设立了装配式建筑项

目洽谈、 技术及产品展示分会场， 搭建政府、 企业、 高校合作交

流、 技术与产品推广、 项目合作等平台， 促进产业技术发展与应

用。



研讨会相关事宜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技术发展中心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岗位培训中心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特邀媒体：重庆电视台、重庆网络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华龙网、 

大渝网、中房网、中国装配式建筑网、中国建设报、房谷网、

预制建筑网、建筑产业化联盟网、钢构之窗、住宅公园、 

集成汇 重庆日报、中国教育报、重庆网报 

二、日程安排 
报到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全天 

布展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  13:00-17:30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  9:00-18:00 

2018 年 10 月 27 日  9:00-18:00 

三、报到事宜 
1.报到地点：富力假日酒店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路 26 号

电话：023-86226894

2.布展地点：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明德路 3 号 

电话：023-61691821 

四、参会形式及价格 
1．本次会议使用标准展位（长 3m*宽 2m*高 2.5m），

收费：2500 元/个。（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布展）

2.会务费：1500 元/人。

（会务费包含研讨会纸质讲义、电子资料、工作餐等）

3.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请各参展单位于 10 月 15 日前以转账方式汇款至以下账户，并将汇款

回单传真至组委会办公室，在会场上统一领取发票。收到汇款回单后将为

贵单位安排展位、食宿等有关事宜。 

请将款汇至：开户行：重庆市农商行西永支行陈家桥分理处 

户名：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账号：0308 0101 2001 0008 952 

五、联系方式 
为确保学术会议正常有序召开，请出席会议的代表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将回执通过 Email 发送指定邮箱以便确定住宿、会场规模以及

有关会务工作等。 

联系人： 

郭静秋：15223921261  邮箱 197352365@qq.com 

张敏：15086737008    邮箱 251537607@qq.com 

2018 年 9 月 20 日 

附件：1.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参会须知 

2.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回执单

3.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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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

参会须知

1.参会具体日程安排

报到时间：2018年 10月 25日      全天     

布展时间：2018年 10月 25日  13:00-17:30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6日  9:00-18:00

2.参展程序

参会报到地点统一设在富力假日酒店（沙坪坝区大学城），具体报到流程如下： 

重庆富力假日酒店报到处报到→核对回执→财务组（缴纳展位费及会务费）→资

料领取组→布展接待组（安排在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科技馆布展）→布展结束 

注意事项：⑴请各参会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且在规划展区内进行布展。⑵

布展时禁止对展版进行钻孔，上钉，大头针，涂沫胶水等。⑶禁止在任何通道或公众

区域张贴海报，摆放易拉宝，桌椅等物品，影响消防通道的通畅。 

3.证件领取

参展单位现场报到环节，组委会会发放参展证。参展证将确保代表在展会期间正

常进出会场，请各参会代表妥善保管，并请在参会期间自觉佩带。 

4.保卫安全

保卫安全工作由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安排，配备参会需要的安保人员。 

5.后勤及其它服务：

（1）餐饮：大会免费提供午餐及饮用水，晚餐统一安排。 

（2）展品运输、资料邮寄：参会单位若需运输展品或邮寄资料，组委会可统一代收，

费用由参会单位自理。参会单位现场报到时可领取。 

邮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明德路 3号对外合作处 

联系人：田勇 



联系电话：15803689898 

请于 10月 15日前邮寄并请电话确认，务必在邮寄的每包资料外包装上面用 A4 纸

粗体最大号字打印参会单位名称。 

6.酒店推荐

会务组将为参会代表提供住宿协议酒店供参考（入住酒店为：富力假日酒店），相

关费用自理。 

7.交通示意图

轻轨线路：从江北机场，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出发：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

两路口转 1号线，到达大学城站后换成即可到达富力假日酒店。 

自驾线路：直接导航沙坪坝区大学城富力假日酒店。 

8.如参会单位还有其他要求，请在“回执单”中注明，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附件 2： 

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 

回执单 

单位名称:                         回执时间：2018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序

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申报协办单位 参展 
企业专题 

发言 
住宿 

 

车牌号 

 

是口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否口 是口 否口 自驾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 3： 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 

议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时长 单位

8:30-9:00 签到入场   主持人  尹伯悦 

9:00-9:05 介绍领导与嘉宾 尹伯悦 5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助理、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9:05-9:25 领导讲话 20 

9:25-9:35 校长致辞 朱新才 10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校长、教授 

9:35-9:55 中国建筑与房地产发展形势 王珏林 20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9:55-10:15 装配式建筑在“天空城市”的应用 江欢成 20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10:15-10:35 日本装配式建筑发展历程与展望 日蒲顺夫 20 
日本株式会社 Green Steel Construction 

董事长、原日本神户制钢所轻钢事业部负责人 

10:35-11:10 合影留念、茶歇 

11:10-11:30 《冷弯薄壁型钢多层住宅技术标准》解读 周绪红 2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钢结构协会名誉会长 

原重庆大学校长



11:30-11:45 装配式建筑紧缺人才培养总结与分享 杨迪钢 15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博士 

12:00-13:00 午餐 

主持人  杨迪钢 

14:00-14:20 
《 重 庆 市 装 配 式 建 筑 产 业 规 划

（2018-2025）》解读 
谢厚礼 20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 

14:20-14:40 钢结构装配式模块化建筑 王小盾 20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学会集成建筑分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教授 

14:40-15:00 新型建材在装配式建筑的应用分享 毛金旺 20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15:00-15:15 装配式建筑一体化装修研究与设计 侯建群 15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15:15-15:35 茶歇 

15:35-15:55 英国轻钢结构建筑和低碳技术的应用 Bob White 20 
英国未来建筑公司(rise)董事长，模块化建造和

轻钢结构建筑专家 

15:55-16:10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钢结构模块化

房屋建筑构造 
郭景 15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16:10-16:25 一栋全装配式建筑的设计与实践 谢自强 15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院副院长 



 

16:25-16:40 超高层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技术开发 张枫 15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40-16:55 物联网+装配式建筑在文旅建设中的运用 王槐超 15 上海岁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岁友空间)创始人 

16:55-17:15 日本 pc 装配式建筑构件的应用 辻 直树 20 
建筑/结构一级建筑士、混凝土主任技师、 

深圳万科前田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17:15-17:30 新型装配式建筑在村镇建设中的案例分析 魏晓梅 15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7:30-17:45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的整合与应用 庄艺朗 15 北京一天集成厨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8:00-20:30 晚餐 

主持人   

9:00-9:15 
钢结构+蒸压加气混凝土节能墙板拼装体

系研究 
张京街 15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9:15-9:35 英国模块化建筑技术的应用 Joseph  20 
设能建筑咨询有限公司，DGNB 建筑认证 

审核专家和区域认证咨询师 



 

9:35-9:50 如何在建筑领域内打造一流的工匠精神 王中亚 15 德胜洋楼有限公司副总裁 

9:50-10:05 长江精工在研体系介绍 卞宗舒 1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0:05-10:20 茶歇 

10:20-10:35 推动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责无旁贷 彭叶峰 15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总经理 

10:35-10:50 装配式建筑施工及关键技术 陈怡宏 15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0:50-11:05 PC 装配式建筑推广与技术支撑 王亚宁 15 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11:05-11:25 深圳市装配式建筑技术实施案例分析 唐勇 20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建筑产业化公司副总经理 

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住建局装配式建筑专家库专家 

12:00-13:00 午餐 

14:00-18:00 
技术交流、项目洽谈、校园参观 

（装配式建筑实验实训中心、虚拟现实工程中心（省部级）、BIM 技术实验实训中心等实验实训中心） 

18:00-19:00 晚餐 

 



面对当下问题  共同讨论将来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专家及业界同仁：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重庆房地产职业

学院拟定 10 月 26 日—27 日在重庆举办“第三届国际装配式建

筑前沿技术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为更好地服务参会嘉宾深

刻剖析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定于 10 月 25 日 15:00-18:00 分组

与业界大咖面对面讨论当前关心课题，机会难得，请大家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参加。 

 

组次 召集、主持人 职务 讨论主题 

 

 

第一组 

杨迪钢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

设计研究院院长 

 

低多层房屋

营销推广方

式的探讨 

魏晓梅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李群鸽 百得豪斯住宅系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二组 

 

王小盾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学会集成

建筑分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教授 

超高层钢结

构装配式模

块化建筑技

术开发及高

品质 

张枫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任智勇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第三组 

毛金旺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建筑师 

新型建材及

产业链制造 

庄艺郎 北京一天集成厨卫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第四组 

王槐超 上海岁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互联网+装配

式建筑+文旅

项目的探讨 彭叶峰 中国装配式建筑网总经理 

 

 

第五组 

侯建群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适用于低多

层 PC 全装配

式的建筑技

术探讨 

王亚宁 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勇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还珠产业

化公司副总经理 

 

第六组 

卞宗舒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装配式建筑

一体化设计

探讨 宗德新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副教授 

 

第七组 

王中亚 德胜洋楼有限公司副总裁 德胜洋楼与

阳地钢的精-

韧-匠精神的

探索 

 

邓飞 

阳地钢（北京）装配式建筑

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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