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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2019）中混（预）字第 19 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预拌混凝土工厂智能制造和 

装备设施绿色环保升级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两年来，我国预拌混凝土产业以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为双

翼，积极转型升级，正在全方位构建绿色智能的新业态。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本）》，首次将向绿色智能方向发展的预拌混凝土产业列

为鼓励类。 

为了更好推动预拌混凝土产业向绿色智能高端制造转型发

展，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将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南京举办“第三届预拌混凝土工厂智能制造和装备

设施绿色环保升级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并在同期

举办的 2019 中国混凝土展上设立“预拌混凝土智能制造装备与技

术专区展”。 

高峰论坛将解读国家政策导向、分享智能制造前沿技术，交

流混凝土绿色智能工厂建设经验，搭建混凝土产业与装备制造、

信息技术对话平台，创造产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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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专区上，将有国内一批预拌混凝土

绿色智能制造的生产商和服务商，带来预拌混凝土生产制造、销

售及物流过程智能化技术、智能升级的生产装备、以及携带数字

化、可视化装备的预拌混凝土运输车等绿色智能制造的新装备、

新产品、新技术。 

同时，2019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大会同期召开。本届

行业大会在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共性关键技术等专题

报告，以及覆盖上下游产业链等近二十项活动的基础上，还将与

并行的 2019 中国混凝土展，共同成为观察和了解中国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发展趋势和动态的权威平台和窗口，成为混凝土与水泥制

品行业企业家、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广大从业人员交流与碰撞

的前沿。 

届时期待混凝土企业负责人、各地行业协会负责人、各地方

建委、环保监管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广大会员与行业同仁共襄

盛举。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具体会议内容将陆续在协会官方网

站及微信公众号发布与更新，请关注查询）。 

一、会议主要内容 

（一）成立“混凝土智能制造产业化联盟”； 

（二）第四届全国预拌混凝土企业信息化管理职业技能大赛

颁奖； 

（三）2019 全国预拌混凝土绿色示范工厂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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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报告 

1. 向绿色智能发展的中国预拌混凝土产业 

报告人：师海霞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预拌混凝土分

会 秘书长 

2.建材行业智能制造现状与趋势及混凝土行业发展建议 

报告人：江源 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 副主任 

3. 混凝土智能制造的思考 

报告人：胡立志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 预拌混凝土行业环境治理的思考 

报告人：李志雄 广西大都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5. 现代化混凝土生产对装备创新发展的要求 

报告人：刘建江 北京城建亚东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6. 国内外混凝土装备技术进展 

报告人：张伟宏 徐州利勃海尔混凝土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7. 混凝土智慧生产的思考与实现 

报告人：徐林 上海思伟软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8. 面向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的智能应用 

报告人：曾华林 北京鼎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9. 国家绿色建材产业政策的解读与混凝土绿色工厂评价 

报告人：张晋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 

（五）其他活动 

1. 交流预拌混凝土绿色工厂及清洁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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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流预拌混凝土行业智能制造技术经验。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协办单位：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日期和地点 

12 月 6 日 13:30-17:00，混凝土智能制造联盟成立仪式及专家

报告、颁奖活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 

12 月 7 日 14:00-16:30，预拌混凝土智能制造高峰论坛及预拌

混凝土绿色工厂授牌仪式，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 号馆。 

特别提醒：混凝土智能制造联盟成立仪式安排在 12 月 6 日报

到当天下午，参加成立活动请于 12 月 6 日中午前报到。 

2.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周五）9:00-13:00； 

报到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地铁 2 号线/10 号线元通站）。 

四、会议费用 

参加第三届预拌混凝土工厂智能制造和装备设施绿色环保升

级高峰论坛的与会代表可自由参加 2019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

业大会的各同期活动。 

1.会务费 

（1）提前注册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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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 19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2300 元／人。 

本次会议鼓励与会代表提前交费注册。提前交费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9 日（以银行凭据为准）。请提前注册的单位将会

务费汇至协会账户，同时务必在会议回执上填写完整开票信息（开

票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码/税号）。 

户名：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开户行：工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账号：0200001409014475638 

（2）现场交费会务费 

会员单位 23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2700 元／人。 

2.食宿安排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住宿可选酒店： 

（1）国际青年会议酒店：双床房（大床房）550 元/间/天，距

离会场约 1.5km； 

（2）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双床房（大床房）380 元/间/

天，距离会场约 1.5km； 

（3）南京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双床房 518 元/间/天、

行政大床房 550 元/间/天，距离会场约 500m。 

会议将定时定点安排车辆接送与会代表在住宿酒店和会议中

心往返（具体往返时间详见报到时的会议安排）。 

参加会议的代表务请提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将会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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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返回到协会秘书处。会议将按提前交费且返回会议回执的先后

顺序，尽力满足与会代表的住宿要求。由于以上酒店的住房数量

有限，会议报到时可能会为与会代表提供其他备选酒店，给您带

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五、展览 

1.与行业大会同期同址举办 2019 中国混凝土展，展览面积达

到 12000 平方米，当前仅余少量展位，请有意参展的企业尽快与

秘书处联系。 

2.参加展览的展示品和宣传品须在展会场地展示和发放，会议

期间不得随意张贴及发放任何形式的宣传材料；非参加展览单位

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宣传材料，敬请谅解。 

六、联系方式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会议总负责人：师海霞 13911486875 

会议联系人：贾嘉 13699155738  程超 13552924293 

展会联系人：郑静 13911027932 

办公电话：010-57811304  13683115781 

电子邮箱：ybhntfh@ccpa.com.cn 

七、其他事项 

未交纳 2019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请在会议前办理相关手续，

以便换发会员证书并享受会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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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召开 2019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大会的通知（中

制协字[2019]38 号） 

2.CCPA 2019 行业大会会议回执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201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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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文件 
 

 

中制协字[2019]38 号 

 

关于召开 2019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在行业内外的关注和支持下，一年一度的中国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行业大会正在成长为观察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发展的

最佳窗口，成长为了解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发展趋势与动态

的权威平台，成长为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领域最大规模和影

响力的活动。 

2019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大会定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南京召开。本届行业大会在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

共性关键技术等专题报告，以及细分产业交流研讨、上下游产

业链对接等数十项活动的基础上，还将与并行的 2019 中国混凝

土展，共同组成覆盖行业上下游的盛世嘉年华。 

期待广大会员与行业同仁共襄盛举。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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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具体会议内容将陆续在协会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发

布与更新，请关注查询）： 

一、大会主要内容 

（一）主要报告 

1. 宏观经济形势报告； 

2. 行业发展趋势与共性关键创新技术报告； 

3. 各有关产业发展专题报告。 

（二）荣誉授予 

1. 2019 年度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杰出企业家、杰出

工程师和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奖； 

2. 2019 年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技术革新奖颁奖； 

3. 2019 年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发布并授

牌； 

4. 2018 年度全国预拌混凝土、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预制

混凝土桩、房屋建筑预制构件产量十强企业授牌； 

5.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科技创新平台授牌； 

6. 第十届全国混凝土设计大赛颁奖； 

7. 首届全国混凝土 3D 打印创新大赛颁奖。 

（三）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八届三次理事会（通知

另发） 

（四）大会同期主要活动 

1. 2019 中国混凝土展（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 号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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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 

2. 中国混凝土大讲堂（通知另发）； 

3. 第三届行业企业家高峰论坛（通知另发）； 

4. 第二届轻骨料及轻骨料混凝土创新发展论坛（通知另

发）； 

5. 第二届地下空间混凝土材料与工程应用技术论坛（通知

另发）； 

6. 首届生态混凝土发展论坛（通知另发）； 

7. 首届自防护混凝土技术论坛（通知另发）； 

8. 第三届预拌混凝土工厂智能制造和装备设施绿色环保升

级高峰论坛（通知另发）； 

9. 第七届混凝土工程技术科技论坛（通知另发）； 

10. 第五届预制混凝土发展交流论坛（通知另发）； 

11. 第二届混凝土管涵与新型构件装备技术创新论坛（通知

另发）； 

12. 第五届中国混凝土桩基材料制造与工程应用高峰论坛

（通知另发）； 

13. 混凝土电杆行业“走出去”高峰论坛（通知另发）； 

14. 第二届混凝土 3D 打印技术论坛（通知另发）； 

15. 第二届超高性能水泥基材料与应用技术（UHPC）论坛

（通知另发）； 

16.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交流论坛（通知另发）； 

17. 有关分支机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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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和祖国共成长”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图片展； 

19. 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专题发布会； 

20. 第十届全国混凝土设计大赛（通知已发）。 

说明： 

1. 除协会和各分支机构理事会外，欢迎与会代表自由选择

参加各同期活动； 

2. 第十届全国混凝土设计大赛的参赛人员经会议注册后可

参加 12 月 6 日至 8 日的相关活动（其中，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免

费注册，食宿费用自理）。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支持媒体：中国建材报、中国建设报、《混凝土世界》、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官网、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网等。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1. 会议日期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 

特别提醒：行业大会部分会议将安排在 12 月 6 日报到当天

下午。 

2. 会议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

地铁 2 号线/10 号线元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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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周五）9:00~22:00； 

报到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

路 300 号，地铁 2 号线/10 号线元通站）。 

四、会议费用 

1. 会务费 

（1）提前注册会务费 

会员单位 19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2300 元／人。 

本次会议鼓励与会代表提前交费注册。提前交费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9 日（以银行凭据为准）。请提前注册的单位将

会务费汇至协会账户，同时务必在会议回执上填写完整开票信

息（开票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码/税号）。 

户名：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开户行：工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账号：0200001409014475638 

（2）现场交费会务费 

会员单位 23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2700 元／人。 

2. 食宿安排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住宿可选酒店： 

（1）国际青年会议酒店：双床房（大床房）550 元/间/天，

距离会场约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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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双床房（大床房）380 元/间/天，

距离会场约 1.5 km； 

（3）南京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双床房 518 元/间/天、

行政大床房 550 元/间/天，距离会场约 500m。 

会议将定时定点安排车辆接送与会代表在住宿酒店和会议

中心往返（具体往返时间详见报到时的会议安排）。 

参加会议的代表务请提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将会议

回执返回到协会秘书处。会议将按提前交费且返回会议回执的

先后顺序，尽力满足与会代表的住宿要求。由于以上酒店的住

房数量有限，会议报到时可能会为与会代表提供其他备选酒店，

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五、展览 

1. 与行业大会同期同址举办 2019 中国混凝土展，展览面积

达到 12000 平方米，当前仅余少量展位，请有意参展的企业尽

快与秘书处联系。 

2. 参加展览的展示品和宣传品须在展会场地展示和发放，

会议期间不得随意张贴及发放任何形式的宣传材料；非参加展

览单位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宣传材料，敬请谅解。 

六、联系方式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秘书处 

电 话：010-57811421/1203 Email：ccpa@ccpa.com.cn 

具体工作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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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览：程蓓 13401007074 邹玉婧 13261462641 

Email：huizhan@ccpa.com.cn 

会 务：谷冰莹 15210236833 程倩 18519023881 

张庆欢 18515980625 

七、会议支持 

有意愿对行业大会及其各同期活动提供有关支持的单位，

请与协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人：曾庆东 13911576377 沈冰 13701019631 

八、其他事项 

未交纳 2019 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请在会议前办理相关手

续，以便换发会员证书并享受会员优惠。 

 

附件：CCPA 2019 行业大会会议回执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2019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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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CCPA 2019 行业大会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开票信息 

协会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参会

代表谅解。 

开票单位名称：□同上□ 

统一社会信用码/税号： 

 

单位地址及邮编  

企业主营产品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住宿预订要求 

（如不填写， 

视为不住） 

1.国际青年会议酒店（550元/间/天）： 

□双床房（）间；□大床房（）间； 

2.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酒店（380 元/间/天）： 

□双床房（）间；□大床房（）间； 

3.南京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 

□双床房（518元/间/天）（  ）间； 

□行政大床房（550元/间/天）（  ）间。 

备注 

已于      月       日 

汇款：             元 

汇款人：□单位 

□（姓名）            
微信报名：菜单栏点击

“大会报名” 
注：请将此会议回执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返回至协会秘书处。  

E-mail：ccpa@ccpa.com.cn 电话：010-57811421/1203 

CCPA预拌混凝土分会（会议联系） 

联系人：程超13552924293/贾嘉13699155738；联系电话：13683115781 

mailto:ccpa@ccp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