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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 志 社  
 

第五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论坛 

暨典型建设项目观摩研讨会 

邀请函 

各高校基建管理部门、基建财务与审计部门负责同志：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事业规模、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持续高速增

长阶段，建筑业也进入了建设管理规制大变革与建造技术大发展的新

时期，高校基建管理工作面临着制度革新、模式创新，思维与理念更

新、实践与管理跟进的新挑战。为深入探讨、交流新业态下大学基建

管理与校园建设中的创新和实践，建筑经济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经济分会定于 2019年 10月 23-26日，在西安召开第五届全国高校

基建管理论坛暨典型建设项目观摩研讨会。 

诚邀全国高校基建同业，齐聚长安，共研实务。 

一、组织机构 

主办：建筑经济杂志社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 

承办：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规划与基本建设管理中心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支持：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 

浙江大学基建处 

      厦门大学基建处 

复旦大学基建处 

南京建普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邦永科技有限公司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10月 23-26日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 

三、论坛主题 

新业态下高校基建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四、参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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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主管基建校领导；基建部门负责人及各科室专业技术人员；

基建审计、财务相关负责人；校园规划与建设相关同业人员等。 

五、主题报告 

题目：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规划及建设 

——洪军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题目：西湖大学云谷校区规划建设实践 

——吉青克 西湖大学 副校长 

题目：新业态下高校基建管理的新思维 

——李凤旺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基建处处长 

题目：大学校园规划建设创新与实践——以厦门大学校园建设为例 

——张建霖 厦门大学校长助理，基建处处长 

题目：新时代高校基建精细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金畅 东北大学基建管理处处长，新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 

题目：“四位一体”及“多平台”空间规划助推高校“双一流”建设 

——姚仁忠 上海交通大学基建处 处长 

专题论坛：基建管理实务与创新 

题目：鲁班奖工程的质量求精与管理创新 

——宁春明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规划与基建管理中心 主任 

题目：从挫折走向创新：高校基建项目管理思考 

——田元福 海南大学基建处 副处长 

题目：BIM在高校基建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及思考 

——周继广 复旦大学基建处 副处长 

题目：高校基建工程合同管理体系构建与应用 

——刘芳 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 合同管理科科长 

专题论坛：校园规划与建设 

题目：智慧教室与教学楼设计建设实践 

——李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 

题目：北京林业大学食堂、宿舍楼建设的六大亮点 

——李亚军 北京林业大学基建房产处 处长 

题目：国家标准《绿色校园评价标准》对基建管理的影响 

——盖世杰 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 高级工程师 

专题论坛：基建管理信息化 

题目：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基建管理智慧化变革 

——李学东 东南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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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以融合创新推进高校基建信息化新生态建设 

——王旭峰 同济大学基建处 副处长 

题目：基建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王世宇 大连理工大学基建处 副处长 

题目：新业态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陈宁 广东华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专题论坛：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 

题目：高校基建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关键风险及其防控 

——高印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 副理事长 

题目：武汉大学体育馆工程总承包建设管理经验及思考 

——杨卫红 武汉大学基建处 副处长 

题目：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投资控制要点 

——孙凌志 山东科技大学 副教授 

专题论坛：既有建筑改造与修缮 

题目：有机更新概念下的校园既有建筑改造与修缮 

——陈昌勇 华南理工大学基建处副处长 教授 

题目：既有建筑之消防改造：项目管理与验收要点 

——鹿景良 中央美术学院基建处 总工程师 

题目：校园热水系统规划、建设的痛点与改造难点 

——王智会 北京索乐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六、日程安排 

时间 会议安排 地点 
10月 23日
（周三） 

报到 西安金花大酒店 

10月 24日
（周四） 

第五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论坛——主题报告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
西部科技创新港 项目参观学习——西安交大-米兰理工联合

设计学院大楼（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等 

10月 25日
（周五） 

第五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论坛——专题论坛 西安金花大酒店 

项目参观学习——材料科研与基础学科大楼
（鲁班奖工程）等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
校区 

10月 26日
（周六） 

会议结束，代表返程 

七、相关费用 

1.会务费：1800元/人，包括场地费、资料费、餐费、专家费等。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http://www.baidu.com/link?url=fooI-EpjO1LBqfaDWaUy8vAYrhPJL7oUYtVsOQUlQgcLzmsZoDznxHk0YirYaq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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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款账号 

开户名：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 

账  号：1109 0800 1310 606 

注：1）会务费由建筑经济杂志主办单位之一——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

究院有限公司（原建设部科技信息研究所）代收并开具发票。 

2）转账汇款请备注“高校基建论坛”，并务必于 10月 16日前汇

寄完成。会议报到时，会务费可收取现金或刷银行卡。 

3）转账汇款的发票在报到时领取，现场交费的发票会后邮寄。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晨 010-57368845  13810221388 

        许紫薇 010-57368813  13716879687 

        付  丽 010-57368813  13691076690 

传  真：010-57368845     邮 箱：jzjjfhmsc@163.com 

网  站：www.coneco.com.cn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号  

邮  编：100120 

 

附件：1. 会议回执 

      2. 乘车参考路线 

 

 

建筑经济杂志社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 

 

2019年 9月 9日 

mailto:jzjjfhms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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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回执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部  门  

职  务  职  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房

间

预

订 

西安金花

大酒店 

□标准大床间 400元/间·天 

□标准双人间 400元/间·天 
□自住  

□合住，合住人：           

住宿日期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共住    晚 

分组专题论坛 

同期进行，请选择一项 

□基建管理实务与创新 □校园规划与建设 □基建管理信息化 

□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 □既有建筑改造与修缮 

项目参观学习——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材

料科研与基础学科大楼（鲁班奖工程）等。 
□参加 □不参加 

注： 1.请每人填写一份回执，并务必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前将回执发送至

jzjjfhmsc@163.com；10 月 16日之后提交的回执，将不能保证酒店住房。 

    2.该回执表可登录中国建筑经济网 www.coneco.com.cn，在公告栏的会议通知页面下载。 

 

发票信息回执 
发票抬头  

内容 □会务费 
纳税人识别号  

通讯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手机  

汇款时间  金额  

缴费形式 □银行转账 □邮局汇款 □支付宝转账 □报到时刷卡 □报到时现金 

增值税普通发票请填写以上信息，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填写全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注：1.以上信息请与财务人员认真核对，以免发生错误。 

   2.为避免开票信息错误，请回复电子版信息回执表。 

3.建议当月开具的发票当月报销，以免有问题影响退换。  

mailto:务必于2019年10月16日前将回执发送至jzjjfhmsc@163.com
mailto:务必于2019年10月16日前将回执发送至jzjjfhmsc@163.com
http://www.cone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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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酒店乘车参考路线 

西安金花大酒店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站楼站出发，乘坐机场大

巴东二环建国饭店线，到达东二环建国饭店站，步行 1100 米即到。

若乘出租车，约 120元。 

西安站：步行 800米至火车站站出发，乘坐 13路/42路公交车至

东二环长乐路口(轻工市场)站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若乘出租

车，约 10元。 

西安北站：步行 500 米至北客站出发，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北大街

站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至通化门站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若

乘出租车，约 50元。 

西安南站：步行 700 米至张寨沟站出发，乘坐 924 路区间公交车

至金康路站下车，步行 400米即到。若乘出租车，约 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