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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文件 
中钢协钢设分字 [2018] 04号 

 

2018 年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年会 

第一届理事四次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建筑结构总工程师高峰论坛 

第三届全国钢结构设计学术研讨峰会 

会 议 通 知 

（1 号通知，2018 年 8 月 17-18 日深圳） 

 

主办单位：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 《建筑结构》杂志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钢结构》杂志社 

会议时间：2018 年 8 月 17-18 日（其中 17 日下午理事单位内部会议） 

会议地点：深圳市华强北·圣廷苑酒店 

 

各理事单位、专家、学者及相关单位： 

由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主办的“第一届理事四次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建筑

结构总工程师高峰论坛、第三届全国钢结构设计学术研讨峰会”定于 2018 年 8月 17日

-18 日在深圳召开。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背景 

过去一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建设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各项重大行业政策接踵而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包括“推广智能和装配式

建筑”的二十个改革重点,接续的 2018年，建筑行业亟需持续深化改革和深度引领，是

我国装配式建筑迈入新一轮顶层设计与全新全面发展的节点年。共识可见，装配式

建筑在工程建设中全方位实践推进的同时，其合理的适用性、建设规模、科技创新

与质量提升驱动、产业发展构建、综合效益清单等亟待静下心来开展高层次有深度

的交流和探讨，对不同的学（技）术观点、实战问题等也亟需展开高峰研讨和梳理

牵引，以真正高效能、高规格、高契合地实现“政策引领+市场驱动+科学发展+有

效建设”的装配式建筑建设的科学发展模式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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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及其同仁，作为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设计的主力军，

作为直接推进建筑科技发展的重要领携者、参与者和弄潮儿，执掌建设一线的信息和资

源，欲意志结合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优渥形势，强劲推出全

国装配式建筑总工和高峰论坛，鼎力邀请业内顶尖和领航人物把成果观点和经验亮出来，

共同出山站台，就我国装配式建筑高方位、多层次、全深度地立体报告并献计献策，激

情开启华山论剑，巅峰对谈。 

为此，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定于 2018 年 8 月 17-18 日在深圳隆重召开

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暨全国建筑结构总工程师高

峰论坛，及第三届全国钢结构设计学术研讨峰会，两会主题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实

践，将邀请国家相关部委及行业协会领导，以及业内院士、大师、总工程师和知名教授

等共襄盛举。借此专家云集、共商业事之际，诚请分会理事单位理事务必拨冗莅临会议，

欢迎建筑设计、基础设施设计、建设施工、科研院校、管理监理、工程总包等相关单位

及其中高级设计师、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师生踊跃参会。 

让我们：共享前沿，共议热点，共推进步，共解难题，共获成果，共展宏图！ 

二、会议内容 

（一）第四届全国建筑结构总工程师高峰论坛（内部会议） 

会议主题：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实践 

会议主要议题： 

   （1）装配式建筑发展进程； 

   （2）装配式建筑重要学术理念或理论； 

   （3）中外装配式建筑的建设、设计及标准执行； 

   （4）装配式建筑建设和设计的创新；  

   （5）装配式建筑热点、难点问题探析和争鸣； 

   （6）装配式建筑经典实践。 

（二）第三届全国钢结构设计学术研讨峰会（全体代表）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包括：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实践、新版钢结构设计标准探讨、

钢结构创新设计等 

三、日程安排 

时间 会议内容 备注 

8月 16日（周四） 报到  

8月 17日（周五）上午 报到  

8月 17日（周五）下午 
钢结构设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暨

第四届全国建筑结构总工程师高峰论坛 

内部会议（分

会理事参加） 

8月 18日（周六）全天 
第三届全国钢结构设计学术研讨峰会大会报

告 
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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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日程 

8 月 17

日下午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报告题目 

钢结构设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
四
届
全
国
建
筑
结

构
总
工
程
师
高
峰
论

坛 

刘琼祥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 

江韩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 
待定 

陈彬磊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 
待定 

自由发言与讨论 

8 月 18

日全天 
专家姓名 职务/职称 报告题目 

全
国
钢
结
构
设
计
学
术
研
讨
峰
会 

郁银泉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待定 

郝际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建

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 
待定 

丁洁民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 

待定 

张爱林 北京建筑大学 校长 待定 

童根树 浙江大学教授、博导 待定 

林树枝 厦门建设局副局长 待定 

陈志华 天津大学教授、博导 
双钢板钢管混凝土组合异

形柱结构研究进展 

施刚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导 
全预制装配式多层柔性支

撑钢框架结构体系研发 

薛伟辰 同济大学教授 待定 

娄宇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总经理、总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待定 

王立军 
钢结构设计标准主编、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 
17钢标拾翠 

石永久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新型钢-混凝土组合楼板抗

火设计方法 

李霆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待定 

隋庆海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待定 

邹珍美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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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费用及报名方式 

1、总工高峰论坛会议代表：800元/人（含总工高峰论坛和学术研讨峰会的资料费、

会议期间午餐晚餐餐费、听课费、场地费）请务必提前汇款。 

2、学术研讨峰会会议代表：1500元/人（学术研讨峰会的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晚

餐餐费、听课费、场地费），中国钢结构设计分会会员优惠 300 元/人。请务必提前汇

款。 

3、报名方式：请将您的参会和缴费回执（注：发票信息请提供电子版）发送到会务

组邮箱 szgjghy2018@163.com） 

4、会务组联系人： 

    宁  珂 0755-83784253   手机 185 7660 9470 

杨旺华 0755-83784253   手机 185 0300 9314  

孙煜坤 0755-83780080   手机 158 0002 4153 

5、钢结构设计分会联系人：王昌兴  13683356838   孙晓彦  18601369045 

    舒亚俐  13901329953  赖燕  13501170254    

六、会议招商 

    本次会议提供协办单位、礼品赞助、资料装袋等多种宣传形式，名额有限，需要者

请提早联系我们：杨旺华 18503009314。 

 

 

欢迎莅临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设计分会 

                                              2018年 5月 3 日 

 

 

 

  

mailto:发票信息请提供电子版）发送到会务组邮箱szgjghy2018@163.com
mailto:发票信息请提供电子版）发送到会务组邮箱szgjghy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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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和缴费回执（注：发票信息请提供电子版） 

1 理事回执 

钢结构设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建筑结构总工程师论坛报名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地址和邮编 

      

      

备注 会费发票台头： 

2 研讨峰会回执 

第三届全国钢结构学术研讨峰会报名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地址和邮编 

      

      

      

备注  

 

第三届全国钢结构学术研讨峰会会务费汇款信息回执 

费用寄出方式 

（银行或支付

宝）， 

时间及总金额 

寄出方式（银行或支付宝）  

汇出时间  

总金额  

发票抬头（务必准确）  

发票接收人信息 
姓名 地址 邮编 手机 

    

如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需详细填写右侧相关信息 

（此项如为空白即视为您

不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

具后不予更换） 

发票抬头（户名）  

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税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