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管理信息化应用实践高峰论坛暨普华科技用户年会》 

邀 请 函 

 

尊敬的             先生/女士：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 6 月 27—28 日在青岛召开的《项目管理信息化应用

实践高峰论坛暨普华科技用户年会》。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市场方面，传统能源和建筑领域投资趋

于放缓，环保、新能源投资稳中有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劲头不减，京津冀一体

化、长江经济带建设、大湾区规划正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海外市场方面，一带

一路建设依然如火如荼，走出去已经成为众多工程公司的战略部署。宏观经济形

势的影响，市场环境的变化，IT 新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源的更新换代，都给企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提高自身项目管理水平，如何跟上新技术发展

的步伐，如何在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的共同话题。 

为了给大家创造交流研讨机会，展示企业风采的舞台，普华科技特别邀请行

业管理专家与普华的优秀客户来分享他们的独到见解和实践经验，这些话题都将

在本次峰会上进行深入剖析： 

* 贸易摩擦、投资放缓、行业分化„„，外部的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什么说到了“重新定位项目管理”的时候了？ 

*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企业直面国际竞争，怎样的项目管理系统更能获得

海外业主的认可？ 

* 在人力成本高企，组织环境多变的环境下，如何实现精细化、合规化、标

准化管理，提高履约能力？ 

* 项目管理系统成为 ERP系统补强的热点，项目型企业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

的重点和路径应该是什么？ 

* 工程公司作为典型的项目型企业，项目管理系统是其最核心、最关键的企

业管理系统，如何从 IT治理层面看待此问题？  

* 如何实现 EPC 业务协同，看标杆企业如何将经典的项目控制理念落地？  



* 大型复杂工程如何实现进度的统筹协调管理，真正回归项目管理的本原？  

* BIM、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如何跟管理结合，发挥更大价

值？  

普华科技成立以来，一直以“演绎纯正项目管理”为核心价值追求，以推动

中国项目管理进步为使命，也借此机会感谢众多忠实用户的一路同行，期待与各

位一起相聚美丽的青岛，共同开启一场项目管理思维大碰撞！ 

 

◆ 会议主题 

学习最佳实践，探讨管理本原 

 

 

 

 

 

 

 

 

 

 

 

 

 

殷切希望您的莅临指导！ 

 

 

 

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8日 

 

 

参加本峰会您将收益 

探索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新技术与应用 

展示工程建设信息化标杆项目应用成果 

分享标杆企业工程项目信息化建设经验 

交流企业项目信息化建设的思路与方法 

探讨基于 BIM+GIS+EPM 的数字化交付 



◆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项目管理评论、项目管理技术、项目管理者联盟 

时间：2019 年 6 月 27 日-29 日  

地点：青岛海情大酒店（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 11 号甲） 

 

◆ 会议议程 

时间 会议安排 发言人 

6 月 27 日第一天 

序号 时间 主题 发言单位/嘉宾（暂定） 

上午 工程建设方/甲方专场 

01 08:00-09:00 会议签到、拍照  

02 09:00-09:15 主办方开幕致辞 包晓春 

03 09:15-09:45 项目管理地位的再思考 丁荣贵 

04 09:45-10:15 
大型炼化工程如何对项目进行统筹

管理 
泉州石化/中泰化学 

05 10:15-10:45 
新能源项目投资与基建信息化建设

经验交流 
协鑫新能源 

06 10:45-11:00 茶歇  

07 11:00-11:30 
大型港口集团项目管理建设信息化

管理经验分享 
青岛港 

08 11:30-12:00 
高速公路项目进度质量投资一体化

管理 
天津高速 

09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下午 设计院、工程公司专场 

01 13:30-14:00 海外项目 EPC项目管理系统应用分 CPECC 



享 

02 14:00-14:30 经典 EPC项目管理模式落地实践 天辰工程公司 

03 14:30-15:00 EPC一体化项目管理门户建设 洛阳工程公司 

04 15:00-15:15 茶歇  

05 15:15-16:00 企业级项目管理经验分享 山东电建一公司 

06 16:00-16:30 

EPC智能项目管理平台如何助力 60

亿工程建设——兰州水源地信息化

应用分享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07 16:30-17:15 市政工程如何进行深度成本管控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 

08 17:30-19:30 晚宴  

6 月 28日第二天 

上午 项目计划管理专题论坛 

01 09:00-09:30 大型电厂建设 EPC多级计划管理 中电投工程公司 

02 09:30-10:00 复杂化工项目如何进行进度检测 
中石化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03 10:00-10:30 地铁工程进度与投资综合控制方法 宁波轨道交通集团 

04 10:30-10:45 茶歇  

05 10:45-11:15 
以计划为主线的地产项目协同管理

平台应用分享 
泰康健投 

06 11:15-12:00 任务驱动的协同设计模式落地实践 寰球工程公司 

07 12:00-13:30 自助午餐及午休  

下午 优秀用户颁奖及圆桌论坛 

http://www.baidu.com/link?url=BL_b1u4RIsI_FTA_W4w4iQdeZAqqHuUIB79qoUGAMAx317zRz1U3Tur-7FXKMbfr


01 13:30-14:30 普华科技优质用户颁奖典礼 普华科技 

02 14:30-15:30 普华科技新产品、新应用发布 普华科技 

03 15:30-15:45 茶歇  

04 15:45-17:00 圆桌对话及交流互动 知名企业 CIO 

05 17:30-18:30 晚餐  

6 月 29 日第三天 

01 08:30-18:00 集体活动  

 

◆ 其他事项 

● 会议报名费：1600 元/人 (包含资料费、会务费、餐费)，住宿自理。 

● 支付方式：银行转帐或现场支付 

银行转帐信息如下：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东方支行 

名称：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213080515810001 

● 特别说明：汇款时请注明“普华年会\报名人姓名”和要求开发票的单位全称。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女士、周女士 

电话：021-68406841；68406038；58207654 

手机：18964759113；18017409696 

邮箱：songshanshan@powerpms.com；zhoujun@powerpms.com 

 

 

 

 

 

附：参会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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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信息化应用实践高峰论坛暨普华科技用户年会》 

参会确认函 

注：请于 6月 10日前电子邮件反馈。同一单位多人参加，请汇总后填写一份回执即可。 

企业名称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订房需求 

会议酒店：青岛海情大酒店（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 11号甲，均含双早餐） 

海景 A座 550元(标间□ 大床□)  圆景 B座 450元(标间□）  共   标间   大床 

入住时间：6 月 26日□  6月 27日□  6月 28日□ 6月 29 日□  共    天 

注册信息 

◆ 会议费：1600元/人         ◆ 支付方式：银行转帐□   现场支付□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东方支行  

名称：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213080515810001 

★特别说明：汇款时请注明“普华年会\报名人单位+姓名”。 

开票信息 

公司注册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参加 29日集体活动□ 

2. 其他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