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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2 0 1 8 年 “ 世 界 城 市 日 ” 主 题 活 动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ITY AND ARCHITECTURE EXPO 2018

系 列 展 会
城博会上

海

2018 亚洲国际内装工业化峰会
暨长租公寓&医院养老&装配式装修供应链论坛

2018.11.23-2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H
Hall 5.1H, NECC (Shanghai)

会议手册
Summit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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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国家推动装配式住宅的大前提下，装配式建筑和装配化装

修给住宅产业化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内装工业化在注重设计、成本与

效率的同时，更注重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和信息化管理的相互整

合与衔接。2018亚洲国际内装工业化展区 &峰会，从不同应用领域

及角度，还原多套以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与内装工业化相结合的实景

样板房，使更多专业观众深入了解装配化装修全新设计与施工理念。

为全面推进装配化装修与建筑设计一体化发展，2018年亚洲国际建

筑工业化展览会，特举办亚洲国际内装工业化展览会暨长租公寓 &

医养、装配化供应链论坛峰会。此次峰会倡导绿色、创新、科技、舒

适装配式装修发展之路的价值主张，届时将定向邀约百强地产长租公

寓开发商、医疗养老和装配式装修产业链应用端的专业观众参加。

论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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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赞助企业

支持单位

支持媒体 全网直播

自媒体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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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丨峰会论坛 第二天丨峰会论坛 +深度考察

议程安排

11/23 11/24

主持人    田冠勇丨和能人居科技集团副总经理
签到  嘉宾签到
领导致辞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丨李国良  副总裁
  全联房地产商会全装修产业分会丨闵洁  副秘书长                                               
长租公寓  国内首个工业化内装住宅项目
  《景瑞上海城中公园项目经验分享》                                   
  刘冰丨景瑞地产设计 总经理
  《无醛快装 装配式内装技术赋能美好生活》
  马红军丨品宅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研发官 
  《装配式内装对长租公寓的影响》                                   
  陆军丨湾流国际成本合约总经理
设计驱动  《通过设计优化提高公寓品牌溢价》                                  
  黄笑丨联创设计集团 室内设计总经理                                                        
创新发布  《开装内装工业化体系全力助推建筑工业化》                                           
  李季丨开装 CEO                                                                          
  《破局有道之精装趋势厨卫攻略》                                                                       
  郭琬怡丨德国贝朗（亚太）  副董事长
  《玩好这面墙》
  茅海琳丨 TECE  中国区营销总
人才孵化  《从日本住宅工业化人才育成机制》                      
  高宏杰丨旭辉集团住宅产业化推进中心专家                                                                                                             
高峰对话  1. 绿色建筑 & 装配式装修政策推动下，
  长租公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 长租公寓供应链未来新模式探讨？
  闵洁丨特邀主持人
  全联房地产商会全装修产业分会 副秘书长  
  梁保卫丨装配式内装研究院 院长
  杨翀丨朗诗设计院 院长 
  张沛洲丨上海碧桂园长租公寓 事业部总经理
  滕胤吟丨绿地家居 总经理
  王巍丨旭辉领寓 副总裁
参观装配式工业化场景体现区和深度交流（会务组统一安排）
小圈层交流晚宴 

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卡尼尔厅）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泰虹路 666 号
VIP 客户交流晚宴

《医院养老行业发展趋势》      

张乃子丨上海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

《医养项目装配式装修讨论》

蒋宜翔丨绿地集团设计院 

《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实践与探讨》

刘之舟丨上海森临建筑装饰系统有限公司

张乃子丨上海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 

蒋宜翔丨绿地集团设计院   

刘之舟丨上海森临建筑装饰系统有限公司

吴一岳丨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创会会长

陈    环丨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

平行活动 1（二选一）: 

1. 前往开装 100% 装配化装修项目

——绿城明月兰庭售楼中心（江苏常熟）

2. 前往上海朗诗寓网红店

——森兰店（上海浦东）

「全装联商学院」聚焦长租公寓第 3 期，

走近朗诗寓森兰店（上海）

签到 

精装绿色宣言 &

医养供应链启动会

行业思考

高峰对话  

《内装工业化发展

前景和存在问题》

深度考察

会务组统一安排大

巴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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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主持人丨田冠勇

和能人居科技集团

副总经理

闵 洁  

全联房地产商会

全装修产业分会

副秘书长

主持人介绍

田冠勇，和能人居科技副总经理，负责推广装配化装修体系落地，在

公租房保障房、长租公寓人才公寓、商品房、医院学校、连锁酒店等

行业落地装配化装修样板间和示范项目，在上海、南京、杭州、厦门、

青岛、天津、重庆、成都等地落地。田先生之前两次创业、多年国内

外连锁零售企业管理经验。田先生致力于推动内装产业化，为住户提

供管线分离、工厂化部品生产、现场干法施工的零甲醛、A 级防火的

批量交付住宅、办公、公寓学校等生活空间。

嘉宾介绍

闵洁  全装联副秘书长，地产“实战派”代表人。曾先后任职国际

500 强企业和行业内多家知名地产担任高管。2015-2017 年被中国房

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推荐为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 强首

选品牌测评荣誉评委；中国房地产采购平台云课堂首席导师；中国精

装产业联盟高级顾问；被腾讯，网易，安居乐等多家媒体评选为“中

国百名地产风云人物及最有影响力奖项”。



嘉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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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军  

品宅装饰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研发官

嘉宾介绍

演讲主题丨《无醛快装 装配式内装技术赋能美好生活》

一级建造师，资深内装专家

曾供职百安居、万科地产分管精装修业务

18 年地产内装技术研发及管理经验

曾为万科集团推进全面精装化工作核心成员

李 季  

开装

CEO 

嘉宾介绍

演讲主题丨《开装内装工业化体系全力助推建筑工业化》

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毕业于浙江大学建筑学专业，

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浙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在建筑技术及项目

管理方面有多年的工作经验，现任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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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刘之舟  

上海森临建筑装饰

系统有限公司

嘉宾介绍

演讲主题丨《森临装配式装饰系统实践与探讨》 

刘之舟先生，上海森临建筑装饰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我国最早创立

装配式装饰研发与制造企业的企业家之一，对于装配式装饰有比较深

入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所领导的企业团队最近几年圆满

完成了数十个装配式装饰项目，在装配式装饰市场崭露头角。

杨 翀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嘉宾介绍

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建筑学硕士，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

科学院院士、国家设计大师齐康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

程师、国际项目管理 PMP。曾任职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建

筑设计研究院，兼任技术和管理岗位。同时，作为出色的原创建筑师

和设计总负责人，他有许多成功作品实现，也参与过许多政府或私营

投资重大工程设计和建设，获得许多专业奖项。在专业技术领域和经

营管理领域都有着丰富经验。

目前致力于打造中国最绿色和最专业的建筑设计公司，对建筑设计全

程开发服务和绿色建筑发展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心。



嘉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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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宜翔

绿地集团设计院

嘉宾介绍

演讲主题丨《医养项目装配式装修讨论》

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人防工程师，

英皇家特许结构工程师，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会员 茅海琳  

TECE  

中国区营销总经理

演讲主题丨《玩好这面墙》 

滕胤吟  

绿地家居

总经理

张沛洲  

上海碧桂园长租公寓

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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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刘 冰
景瑞地产设计

总经理

演讲主题丨国内首个工业化
内装住宅项目《景瑞上海城
中公园项目经验分享》

陆 军  

湾流国际成本合约

总经理

演讲主题丨《装配式内装对
长租公寓的影响》   

张乃子 

上海交通大学

老年产业研究所

演讲主题丨《医院养老
行业发展趋势》

郭琬怡

德国贝朗（亚太）

副董事长

演讲主题丨《破局有道之
精装趋势厨卫攻略》



嘉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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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宏杰  

旭辉集团

住宅产业化推进中心专家

演讲主题丨《从日本住宅工
业化人才育成机制》

陈 环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

会长，广东省建筑材料行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

陶瓷协会会长

梁保卫 

装配式内装研究院

院长

吴一岳  

广东省建筑材料

行业协会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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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项目

绿城明月兰庭售楼中心 （江苏常熟市）

考察项目 1 

开装 100% 装配化装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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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项目

考察项目 2

上海朗诗寓网红店
森兰店（上海浦东）













2019.02.17-23
欧洲建筑工业化考察

体系研发       系统集成       创新应用

2019
Contact Us：Mr.Michael Ma
T:+86-21-61956085    M:13774211086
E:Michael.ma@vnuexhibitions.com.cn

机械生产商

02

预制构件厂

03
材料供应商

04

往届回顾

01
Betontage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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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娟 女士  Fiona Feng
座机：021 6195 3506
手机：137 6422 8697
邮箱：Fiona.feng@vnuexhibition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