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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诚挚邀请您参加 2021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中国西安召开的 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辉煌的项目管理”。2021 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中国(双

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PMRC)成立 30 周年、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IPMP)引入中国 20 周

年、华鼎公司成立 20 周年、工程管理硕士(MEM)教育开展 10 周年，值此重要时机，拥抱项目

管理的辉煌发展，回顾项目管理的一路成长，致敬项目管理领域耕耘者的一路付出。当今世

界项目最活跃、最密集的地方在中国，中国的项目实践令世人刮目相看。面对快速革新的世

界，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如何快速应对变化，如何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如何提升利益相

关方满意度，如何做好新时代下的项目管理，如何让中国的项目管理更进一步开启辉煌新篇

章，将是本届大会研讨的重点。 

大会由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支持，由我国

唯一跨行业、跨领域的项目管理专业组织――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项目管理

研究委员会(PMRC)与全国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西北工业大学、中

国宇航学会系统工程与项目管理专业委员会、《项目管理技术》杂志社、《项目管理评论》杂

志社联合主办。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协会、西北工业大学国际项

目管理研究院、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认证(IPMP)中国总授权——

西安华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陕西省项目管理协会、国际项目管理（IPMP）工

程项目管理专家委员会和北京金投清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鼎力支持。 

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的召开，旨在打造“中国项目管理饕餮盛宴”!大会定位为中国项

目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参与的综合性会议，是国内各行各业项目管理相关人员进行学 术

交流与实践应用分享的重要平台。为充分体现其中国项目管理界综合性会议的特点，大会 突

出跨行业、多主体的参与和对话式互动交流，在围绕大会主题安排前沿性、综合性的大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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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报告的同时，设立由相关各方共同参与交流对话的专题分论坛。 

为更好地发挥大会的交流平台作用，本届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下列活动： 

u 庆典晚会(11 月 13 日 19:30-21:30) 

u 项目管理奖项评选与颁奖活动 

ü 2021 年度(第 8 届)项目管理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ü 2021 年度(第 16 届)IPMP 十佳杰出国际项目经理颁奖活动 

ü 2021 年度(第 16 届)IPMP 十名优秀国际项目经理颁奖活动 

ü 首届中国工程管理案例大赛（2021）全国总决赛颁奖活动 

u PMRC 系列专业活动 

ü PMRC 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ü PMRC 会员代表大会（PMRC换届选举） 

ü 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IPMP)评估师会议(11 月 12 日 8:30-17:30) 

在此诚挚邀请各位项目管理界同仁积极参与 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及其相关活动，相信

有您的参与，本届大会将会更加成功! 

一年一度的知识分享、一年一度的交流对话 

一年一度的朋友聚会、一年一度的专业提升 

期待您的参与，相聚西安、共创中国项目管理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组委会 

                                      2021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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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大会主论坛：项目管理——辉煌的项目管理 

时间：11月13日全天 

地点：大唐西市酒店金色大厅 

特邀分享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分享内容敬请期待…… 

主题1：Achievements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演讲者：Reinhard Wagner    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前主席兼理事会主席 

主题2：PPP项目的重要国际惯例 

演讲者：王守清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主题3：十年总结·创新实践——推动新时代MEM教育高质量发展 

演讲者：张  伟    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副秘书长 

主题 4：应急项目管理——独特的项目管理新领域 

演讲者：戚安邦    南开大学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5：基于“工作手段、核心、重点及目标”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项目管理实践 

演讲者：李振才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副总指挥 

主题 6：火箭院基于组织战略的航天项目管理培训认证体系建设与实践 

演讲者：周  硕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学院 副校长 

主题7：“三中心”项目群建设实践分享 

演讲者：佘志鹏    浐灞生态区 发改局局长 

主题8：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 

演讲者：蒋永忠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主题 9：国家投资宏观调控系统的监测指标与预警模型研究 

演讲者：洪显明    北京金投清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主题10：京东助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演讲者：叶景发    京东零售首席项目集管理专家 

京东零售项目通道常务委员长 

主题11：数字化的项目管理 

演讲者：蒋军君    联通（四川）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顺序不分先后，以大会议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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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报告与交流 

分论坛 1：第六届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时间：11月14日全天    地点：大唐西市酒店金色大厅 

论坛主题：十年总结 创新实践  推动新时代 MEM 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1 年，中国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学位教育走过了十个年头，十年来我国 MEM

专业学位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培养单位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在课程建设、创新实践、

论文工作、科学管理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此次论坛进行十年总结交流，并积

极探索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议程一：特邀嘉宾主旨报告 

议程二：MEM 教育十年总结 

议程三：MEM 教育创新实践 

 

分论坛 2：建筑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纪念学习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 35 周年大会 

时间：11 月 14 日全天    地点：大唐西市酒店吉祥如意厅 

论坛主题：从鲁布革走向“一带一路” 

议程一：大会开幕式 

（1）陕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领导致辞 

（2）中国建筑业协会领导致辞 

（3）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领导致辞 

议程二：《中国建设工程管理发展与项目治理体系创新研究》课题成果发布 

议程三：专家主旨报告 

（1） 张基尧    原水利部副部长、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 王铁宏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 

议程四：行业经验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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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3：“中国特色项目管理文化建设”专题论坛  

时间：11 月 14 日下午    地点：翱翔国际会议中心 5层 

主题一：项目管理文化建设助力大型项目成功 

黄京明  国家能源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RP首席顾问、ERP 系统部总经理 

主题二：党建统领，提升国有大型研制项目的组织效率 

倪  晔  中国商飞公司试飞中心原项目管理部，现党群工作部 

主题三：特高压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与人才培养 

邢瑶青  国网直流建设分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 

主题四：打造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道法术器” 

唐智勇  易趋资深咨询顾问 

更多精彩分享持续更新中 
 

分论坛 4：企业项目管理实践与应用分论坛   

时间：11 月 14 日   地点：西北工业大学国际会议中心 

主题：“六统一”管理在嫦娥五号系统级测试中的应用  

演讲者：景争艳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主题：国际项目交付模式变革   

演讲者：冯培轩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主题：空间飞行器分系统产品保证差异化管理研究与实践    

演讲者：余志鸿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主题：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演讲者：任  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主题：航天重大工艺专项研究项目管理探讨  

演讲者：韩  杰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主题：构建基于 PMBOK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项目管理体系 

演讲者：张广栋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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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请填写《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参会回执表，会议进展请登录：www.pmrc.org.cn 

或 www.huading.net.cn 。可通过扫描下方“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小程序”完成会议报名。 

 

会议地点：西安 大唐西市酒店 

参会收费标准： 

注：若参加 2021 项目管理大会主论坛+第六届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的会务费为 1500 元/人。 

 

酒店预订信息 

推荐酒店 1：翱翔国际会议中心，350含双早，预订电话：029-89563366； 

推荐酒店 2：西安骊苑大酒店，280含双早，预订电话：18329933531耿经理； 

推荐酒店 3：西工大正禾宾馆，328含双早，预定电话：15129369728赵经理； 

推荐酒店 4：神隆大酒店，200含双早，预定电话：13891885354 许经理。 

大会秘书处联系信息： 

西安：代颖颖、王琦 

联系电话：13022865764(代)、13571904280(王) 

电子邮箱：zgxmgldh@126.com  
PMRC秘书处联系信息： 

联 系 人：张志 女士 

联系电话：029-88494210，15002925846 

电子邮箱：pm_org_cn@126.com   

参会收费标准（含资料费、餐费） 

1 人参会 2600 元/人 

2 人参会 2000 元/人 

3 人及以上 1900 元/人 

PMRC 会员(凭会员证)、PMRC 委员、高校老师(凭有效证件)、论文作

者、IPMP 评估师、IPMP 证书持有者(凭证书编号) 
1300 元/人 

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 8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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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参会回执表 

 

 

企业/机构资料 

企业/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箱: 

指定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人员资料  参会人数:     名（超过 5人参会请另附说明） 

姓名 职务 手机 E-mail 

    

    

    

参会收费标准（含资料费等） 

1 人参会 2600 元/人 

2 人参会 2000 元/人 

3 人及以上 1900 元/人 

PMRC 会员(凭会员证)、PMRC 委员、高校老师(凭有效证件)、论文作者 

IPMP 评估师、IPMP 证书持有者(凭证书编号) 
1300 元/人 

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 800 元/人 

账户信息：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科技二路支行 

          开户单位：西安华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26 1271 0104 0005 369 

开发票信息： 

参会回执表请发送至：zgxmgldh@126.com                 联系人：代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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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项目管理大会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是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PMRC）发起并联合国内行业性、

地区性项目管理专业组织及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共同组织召开的、以促进项目管理学科建设和

应用发展为目标的、“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公益性、综合性项目

管理大会，既是国内各行各业项目管理从业人员进行学术探讨与实践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

展现我国项目管理理论研究水平与应用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年度盛会。中国（双法）项目

管理研究委员会（PMRC）是华罗庚先生创立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旗下的全

国性项目管理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科协主管的我国唯一跨行业、跨地区的全国性项目管理专

业组织，也是我国唯一代表中国加入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的项目管理专业组织，其宗

旨是：促进中国项目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国际化发展。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是在 PMRC 组织的全国性项目管理会议基础上演变而来，历届会议的

简况如下： 
1991：第一次国内学术会议，主题:《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西安 

1993：第二次国内学术会议，主题:《中国的项目管理——实践与方法》，沈阳 

1995：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项目管理的时代——中国和世界》，西安 

1997：第三次国内学术会议，主题:《发展中的项目管理——时代与变革》，泰安 

2000：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21 世纪的项目管理——知识经济与西部大开发》，西安 

2002：第四次国内学术会议，主题:《项目管理与企业发展》，北京 

2004：第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项目管理发展的全球化和专业化》，南京 

2005：第五次国内学术会议，主题:《新投资体制下的项目管理》，天津 

2006：IPMA /PMRC 全球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项目管理——创新时代发展的关键》，上海 

2007：第六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项目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北京 

2008：第七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浮现中的项目导向型社会：战略、结构与实践》，北京 

2009：第八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项目管理——经济复苏与企业成长的关键》，北京 

2010：第九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项目——组织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上海 

2011：第十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崛起的项目管理》，西安 

2012：第十一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聚焦项目管理能力发展》，北京 

2013：第十二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项目管理的效率与效益》，武汉 

2014：2014亚太项目管理大会，主题：《通过项目实现价值》，北京 

2015：2015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主题：《项目管理与组织环境》，西安 

2016：2016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主题：《项目管理的标准化与个性化》，西安 

2017：2017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主题：《战略导向的项目管理》，昆明 

2018：2018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主题：《VUCA 时代的项目管理》，上海 

2019：2019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主题：《项目管理——系统化与敏捷化》，西安 

2021：2021 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辉煌的项目管理》，西安 



 

 10 

%&'()*34567+,89!

!
“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是一个定位服务于我国各行各业项目管理实践者的应

用、实践与经验共享的高层次、专业性、实践性大会。是中国项目管理界的一项年度顶级盛

事，也是 IPMP 证书获得者进行经验共享的年度联谊盛会，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多届。大会

的召开为我国项目管理的应用与实践者、广大 IPMP 和 PMP 证书获得者，提供了一个共享知

识、共享经验的交流平台，为项目管理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各自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成果

的阵地，对促进我国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届大会主题如下： 

2008年西安，第一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工程总承包 EPC 及项目管理体系建设” 

2009年福州，第二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公共投资项目管理及成功实践” 

2010年武汉，第三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创新与信息化实践” 

2011年西安，第四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崛起的项目管理” 

2012年青岛，第五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企业项目管理创新与实践” 

2013年北京，第六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创新时代的项目化管理” 

2014年北京，第七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项目治理与管理效益” 

2015年北京，第八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项目管理——助推企业变革与创新” 

2016年贵阳，第九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一带一路，项目管理助力企业走出去” 

2017年广州，第十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主题：“项目化管理与企业新动能” 

2018 年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与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联合召开。 

2019 年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与中国项目管理大会暨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联合召开。 

第一至十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及第一至第十三届“中国 IPMP 国际项目经理”精英风采详细介绍，请访

问在“华鼎项目管理”网站特设网页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