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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文 件

建标协字〔2019〕18 号

关于举办 2019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学术年会
暨协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化机构，协会各理事、常务理事，协会各分

支机构、会员单位，协会各专家委员、学术委员，各有关单位和

专家：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为中心，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着力提升标准化水平，促进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兹定于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2019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学术年会暨协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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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23 日报到）

2、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海外海皇冠大酒店（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上塘路 333 号）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

额研究所

（二）指导单位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杭州市人民政府

（三）承办单位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四）战略协办单位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五）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

中央电视台、中国建设报、中国房地产报，人民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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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网、新浪、网易、搜狐，《工程建设标准化》、《中国标准化》、

《城乡建设》、《建筑》，浙江省及杭州市等地方媒体

三、会议主题

标准科技创新，建设质量强国

四、会议形式与主要内容

采取主旨报告、专题论坛与成果展示相结合形式。会议期

间，将举办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成就展以及协会引领标准发布

仪式。

五、会议安排

（一）10 月 23 日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市容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14:00-16:30

（二）10 月 24 日 上午

1、 开幕式暨协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8:30-10:0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地方有关领导及有关方面致辞；播放

协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专题视频；举行协会 40 周年大事记发布

仪式，协会 40 周年主题征文优秀文集首发式；第二届标准科技

创新奖颁奖表彰；协会引领标准发布仪式。

2、 主旨报告（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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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省市有关单位的领导，两院院

士、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及标准化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报

告、专题演讲和研讨交流。

（三）10 月 24 日下午-10 月 25 日上午 分论坛

分论坛 1、建筑工业化标准与实践

主办单位：建筑工业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

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分论坛 2、无障碍环境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主办单位：协会养老服务设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分论坛 3、绿色标准助建生态文明

主办单位：协会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分论坛 4、建筑保险促进建筑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协会认证与保险工作委员会、协会建筑与市政

工程产品应用分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振利

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分论坛 5、工程结构与抗震

主办单位：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协会抗震专业委

员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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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论坛 6、数据中心标准创新与技术

主办单位：协会信息通信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数智慧信息技术研究院

分论坛 7、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与试验技术

主办单位：协会检测与试验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中心、国家化学建材

测试中心（建工测试部）

分论坛 8、全域海绵城市与流域系统治理

主办单位：协会海绵城市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申环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和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分论坛 9、建筑环境与节能标准化研究与发展

主办单位：协会建筑环境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环境与节能研

究院、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建筑保温隔热专业委员会

分论坛 10、信息化时代下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走向

主办单位：协会工程标准国际化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分论坛 11、BIM 与智能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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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分论坛 12、新时代医疗建筑工程建设标准发展趋势

主办单位：协会医疗建筑与设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四）10 月 23～25 日 工程建设标准化 40 年成就展

六、会议参加人员

各有关行业和地方工程建设标准化机构负责人；协会各理

事、常务理事，协会专家委员、学术委员，协会各分支机构代

表，协会有关会员单位代表，协会标准编制单位代表，标准科

技创新奖获奖代表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七、其他有关事项

（一）报到时间

10 月 23 日全天报到（杭州本地参会代表可在 10 月 24 日

8:15 前报到）

（二）报到地点及住宿酒店

1.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主论坛及分论坛主讲嘉宾，报到

地点及住宿酒店为杭州市海外海皇冠大酒店（地址：浙江省杭

州市上塘路 333 号）

2.其他参会代表，报到地点为杭州市海外海皇冠大酒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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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塘路 333 号），住宿酒店根据会务房间情况

随机安排，包括海外海皇冠大酒店、海外海假日酒店、浙江工

业大学翔园酒店。

注：会议期间主会场与浙江工业大学酒店、会场间往返可

乘坐会务组大巴，届时由会议统一组织安排乘车事宜。

（三）参会费用

1. 本次会议注册费（含会议费、资料费等）及住宿费建议

采取提前转账方式缴纳，以便提前开具发票会议现场领取。

协会会员（包括理事、常务理事）注册费 1200 元/人；其

他参会人员注册费 1800 元/人。

2.因酒店房间紧张，请参会代表收到通知后尽快预订并缴

纳住宿费用，务必在回执表中注明房型（单人间、双人间）及

入住、退房时间。

3.会议食宿统一安排,参会代表交通和住宿费用敬请自理。

（四）报名方式

1.本次会议采取线上报名方式，请于2019年 10月 15日前，

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在线填写提交报名信息。

线上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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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届年会注册及住宿预订由点点空间互联（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五）其他注意事项

1.付款方式

（1）公司账户转账

户 名：点点空间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

账 号：699538811

（2）在线支付

可直接通过会议报名程序进行支付。

（3）汇款时请备注，“单位名称（可简称或全称）+年会

人注册费+ 间 日房费”。

2.发票相关信息

本次会议发票由会务公司“点点空间互联（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开具，票面列项为“会务费”，默认开具增值税普

通发票（如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在表格中勾选）。发票于报名当

天签到处领取，如会议当天未能领取，请联系会务公司安排快

递。

3. 本次会议不设接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指定地点报到。

（六）信息咨询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网（http://www.cecs.org.cn）、中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微信公众平台及《工程建设标准化》杂志

http://www.ca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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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将即时发布会议有关信息，敬请关注。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谷天野（010-88083912，18510809505）

李文娟（010-58934012，13693654208）

会务公司：宋常安（13370128900，19930740823）

附件：

1.海外海皇冠酒店酒店位置图和乘车路线

2.浙江工业大学翔园酒店位置图和乘车路线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9 年 9 月 6 日

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部，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杭州市人民政府

抄送：活动各主办、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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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杭州市海外海皇冠大酒店位置图和乘车路线

（1）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际机场

乘出租车到酒店（30-35公里），大约40-50分钟，费用120元左右。

（2）杭州城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6-7公里），大约20-25分钟，费用20元左右。

（3）杭州火车南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23-26公里），大约40-50分钟，费用100元左右。

（4）杭州东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7-9公里），大约20-25分钟，费用25元左右。

（5）余杭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22-25公里），大约35-45分钟，费用1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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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工业大学翔园酒店位置图和乘车路线

（1）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际机场

乘出租车到酒店（30-35公里），大约40-50分钟，费用120元左右。

（2）杭州城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6-7公里），大约20-25分钟，费用20元左右。

（3）杭州火车南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23-26公里），大约40-50分钟，费用100元左右。

（4）杭州东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7-9公里），大约20-25分钟，费用25元左右。

（5）余杭火车站

乘出租车到酒店（22-25公里），大约35-45分钟，费用100元左右。

（6）主会场海外海皇冠大酒店

距离约300米，可步行或乘坐会务组大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