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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趋势、联合、突破——建筑业转型升级
2019 年 11 月 28-30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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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对 2019 年的经济形势定调是“稳中有变”。对于传统的

建筑业来说，规模快速增长已成为过去时，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对建筑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 年以来，

有关部门相继推动资质资格、招标投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产业工

人队伍等领域的改革，为建筑企业营造高效、便捷、有序的营商环境，

使得建筑企业较 2018 年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6.6%~16.0%。但是，

市场竞争格局日益加剧，今后建筑业总体形势在较长时期内将处于进

一步分化状态。

为应对这一发展趋势，建筑企业家纷纷寻求转型突破，在市场布

局、产业结构、企业管理、技术升级、投融资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

不断探索。未来将是我国建筑业格局、发展重塑的重要时期，建筑业

企业要认清形势、抱团取暖、联合发展，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行动

力来应对变化，推动企业获得更多领域、更大纵深的发展空间，使企

业实现新挑战下的“合纵连横、整体突围”。

中建政研集团作为投资建设领域综合服务运营商，一直致力于为

行业搭建立体性、全方位综合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已连续举办五届

的“中国建筑业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被誉为建筑行业的“达沃斯”，

中国建筑企业家联盟也将在论坛上发起成立。作为中国建筑行业最大

规模、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论坛是建筑业领袖智慧分享、思想碰

撞和交流的平台，也是建筑业全新理念和新型技术产生、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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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将邀请行业领导、权威专家、优秀企业家共襄盛举、共商创新、

共促发展，推动强强合作，携手联合，共筑行业发展新生态！

中建政研集团定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报到）—30 日在北京

市九华山庄举办“第六届中国建筑业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本次论

坛设立 20 多个围绕建筑业和建筑企业发展的议题，形式包括主旨演

讲、论道建筑业+、专家评述、建筑企业家联盟、企业分享、专项分

论坛等。

一、论坛特色

1. 规模：中国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建筑业顶级盛会，百位

行业大咖助阵，千家企业齐聚京城，打造中国建筑业“达沃斯”

2. 背景：举办方深耕与护航建筑行业 15 载，深谙建筑行业转型

升级的需求与痛点

3. 定位：高端权威解读，盘活智库资源，服务建筑企业，打造

中国建筑企业家联盟的交流活动平台

4. 资源：促成政府、专家、市场、金融、项目、成果案例等资

源的共享共用

5. 目的：老领导、老客户、老朋友相聚；新机遇、新思维、新

观点交融；立体性、全方位感知前沿发展理念

6. 体验：360°互动体验，行业论道+案例分享+沙龙对话+合作

签约+畅叙情谊+参加展览+项目推介

二、论坛组织

【参会对象】

1. 部委领导、地方政府及建筑市场监管相关部门领导

2. 央企、国企、知名民企领导及实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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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相关领域协会、学会、商会的会长、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

4. 投资建设领域相关企业领导

5. 金融领域企业负责人、高管

6. 媒体相关负责人

【协办单位】

1.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2.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吉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黑龙江省建筑

业协会、辽宁省市政工程协会、湖北省市政工程协会、江西省地基基

础协会、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

3. 石家庄市建筑协会、成都市市政工程协会、陕西省汉中市建

筑业协会、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建筑联合会、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学会

4. 上海土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建业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费标准】

非会员：2800 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餐费），住宿统一安

排，费用自理

会 员：400 元/人（仅限董事长、总经理，费用含会务费、资

料费、餐费），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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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定日程

日期 主题 时间 暂定主题

11月 28日

代表报到 全天 参会代表报到

闭门会议 19:00—21:00 建筑企业家闭门会议（限邀请函入场）

11月 29日 签到 08:00—08:55 代表入场，主题背景板签字、合影

11月 29日

红毯仪式 08:55—09:10 领导、重要嘉宾走红毯入场

论坛开幕 09:10—09:40

开幕式：论坛主办方领导致辞
梁 舰 中建政研集团董事长、财政部 PPP 专家库成员、建筑

法修订课题组成员

09:40—10:10

建筑市场形势分析与趋势展望(拟邀)
吴慧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原司长

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

上午

主论坛

宏观篇

10:10—10:40
乡村振兴市场形势分析与趋势展望
贺军伟 原农业部政法司副司长

10:40—10:50 休息

10:50—11:20
2020 年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
孟 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11:20—12:00

建筑企业机遇和挑战分析
梁 舰 中建政研集团董事长、财政部 PPP 专家库成员、建筑

法修订课题组成员

中午 12:00—14:00 午餐及午休

11月 29日

下午

主论坛

行业篇

14:00—14:30
信息化时代下（BIM等）建筑业的发展
常戎一 中建一局五公司副总经理

14:30—15:00
建筑企业合同控税要点解析
肖太寿 财税筹划实战派专家、经济学博士

15:00—15:40 相关企业分享

15:40—16:00 休息

16:00—16:30
建筑企业管理突破与提升
杜慧鹏 中电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30—18:00

1.圆桌会议：论道建筑业+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刘勇刚执行董事

山西建工集团——倪华光董事长

中欧国际建工集团——王永存董事长

2.中国建筑企业家联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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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0:30
主办方答谢晚宴

11月 30日

上午

主论坛

实战篇

08:00—08:30
建筑业“十四五”转型与发展对策
杨贺龙 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总经理

08:30—09:00
打造建材平台化、助力建筑业突破发展
张 旭 中研建科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9:00—09:30
2020 年中国经济形势下乡村振兴与发展
李兵弟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09:30—10:00

当前形势下建筑业乡村振兴的融资突破
张明旭 原农发总行信贷独立审查官、现中国投资协生态产业

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建政研集团首席投融资专家、北京

华鼎睿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融资决策委员会主任

10:00—10:30

新形势下建筑企业家联盟的探索和意义
梁 舰 中建政研集团董事长、财政部 PPP 专家库成员、建筑

法修订课题组成员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相关企业分享

11:40—11:55 商学院传承——第七届总裁班开班仪式

11:55—12:15 主办方致主论坛闭幕词

中午 12:15—14:0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平行

分论坛

分论坛一 建筑业“十四五”战略规划

分论坛二 PPP 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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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报名回执表

联系人：涂仁学 电话：15110175687 传真：010-58967754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详细地址 邮编

联系人 部门 职务 手机

电话/区号 传真 E-mail

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备注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 订房数量 间 □自行安排

参加分论坛 建筑业“十四五”战略规划 PPP 与乡村振兴 闭门会议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

付款方式 通过指定收款账户汇款，现场不设收费处 发票要求 □普通发票 □专用发票

指定收款

账户

户 名：中建政研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4059200001810100007034

开 户 行：华夏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税 号：91110108783212631D

发票信息(专票请填写1-5全部信息；普票填写1-2)

1.开票名称：

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

4.开户行及账号：

5.开票代码（六位）：

参会方式

请参会单位把参会回执回传至会务组，并

于 5 个工作日内将会务费通过银行等方式

付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

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报到地点、食

宿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1.您想了解建筑业哪些发展趋势?

2.您希望与专家交流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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