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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OCM2018 第二十三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8 月 24-27 日，中国 贵阳） 

论文征稿通知（第三轮） 

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CRIOCM）与贵州理工学院（Guizhou Insititute Of 

Technology）非常荣幸能邀请各位学者、专家及同仁参加 CRIOCM2018 建设管

理及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新时代的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

展”。本次会议旨在促进国内外建设管理与房地产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的交流，

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提供借鉴观

点和思路。 

 

贵州理工学院位于中国贵阳，2013

年获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是一所

以工学为主体，理学、管理学、经济学

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日制公办理工类

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举办地贵阳，素有“中国避暑之都”

之称，是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是读

书、治学、学术交流的理想场所。一年

一度的国内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

家级国际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在这里举行，相信新时代的建设管理

与房地产专家一定也会喜欢上这里宜人

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氛围。 

夏日，爽爽的贵阳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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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主题 

CM01：新型城镇化 

CM02：土地开发与利用 

CM03：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 

CM04：住房市场与住房政策 

CM05：房地产金融与投资 

CM06：建设项目管理新理论与实践 

CM07：智慧城市 

CM08：建筑信息模型与新技术 

CM09：大数据时代的建设管理 

CM10：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市 

CM11：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 

CM12：其它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相关议题 

 论文提交有关要求 

(1)论文将经过严格的评审过程，入选的论文将被编入论文集，由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送 EI 和 CPCI 检索；原则上一位注册人只录用一篇论文。 

(2)论文语言：英语 

(3)论文字数：5000－6000 字 

(4)论文格式请查阅：论文格式（见附件） 

 

 会议重要日程 

2018/06/15        会议全文提交截止 

2018/06/01-06/30 论文评审结果通知 

2018/07/01        会议早期注册截止 

2018/08/01        会议注册截止 

2018/08/24        会议报到 

../../Documents/WeChat%20Files/anyone0722/Files/Papers%20of%20CRIOCM%20201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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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办单位 

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 

贵州理工学院 

 会议承办单位 

贵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会议协办单位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清华大学土水学院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重庆大学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房地产学系 

天津理工大学公共项目与工程造价研究所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hina Future City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期刊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期刊 

 会议注册事宜 

需先注册，并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前缴交会议注册费，论文方可收入会议论

文集。 

（一）在 2018 年 7 月 1 日或以前注册缴费者 

（1）2500 元人民币/人或 390 美元/人（普通代表，论文收入论文集） 

（2）2000 元人民币/人或 310 美元/人（CRIOCM 会员，论文收入论文集） 

（3）1500 元人民币/人或 230 美元/人（无论文仅出席会议） 

（二）在 2018 年 7 月 1 日以后注册缴费者 

（1）3000 元人民币/人或 470 美元/人（普通代表，论文收入论文集） 

（2）2500 元人民币/人或 390 美元/人（CRIOCM 会员，论文收入论文集） 

（3）2000 元人民币/人或 310 美元/人（无论文仅出席会议） 

（三）学生代表注册 

1500 元人民币/人或 230 美元/人（大会注册须携带在校证明，如学生证） 

会议注册费含论文注册费、会务费和会议餐费，但不包括住宿费和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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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项 

论文一旦录用，将发送会议注册表及缴费方法，敬请留意。每一位参会人不

得提交多于两篇署名第一作者的文章。 

取消和转让须知：如果您本人无法到会，可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组委

会，将您的与会资格转让给第三人，组委会不再收取额外费用。组委会不受理任

何取消要求。 

注册者请填写 CRIOCM2018 会议注册表，并在缴纳注册费同时将此表发至

组委会。 

银行信汇： 

开户行：贵阳市工商银行云岩支行 

账 号：2402000319006888669 

户 名：贵州秀丽山水会展有限公司（请备注“2018 年第 23 届建设管理与

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语言 

英文（设中文专场，参加中文专场的作者需提出申请） 

 住宿安排 

住宿自费，会议组织者将协助与会者预定酒店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名) 

白长虹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董祚继 国土资源部调控与监测司巡视员 

冯长春 北京大学教授 

胡克梅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 

刘洪玉 清华大学教授 

沈岐平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宋卫国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吴次芳 浙江大学教授 

辛章平 《城市问题》编辑部副主编 

张国华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 

赵毅明 住房保障与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处长 

邹广荣 香港大学教授 

Prof. Abdul Chini 佛罗里达大学（美国） 

Prof. Roger Flanagan  雷丁大学教授（英国） 

Prof. Roger-Bruno Richard  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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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组委会 

主席        

龙奋杰 贵州理工学院院长 

吴宇哲 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 

 

执行主席  

杨岗营 贵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秘书长 

吕伟生 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杨雁 贵州理工学院 

 

执行秘书长 

乔靖 贵州理工学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 

周丽 贵州理工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 

郑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员(按音序排名) 

陈琳 广州大学 

楚建群 北京大学 

丁志坤 深圳大学 

海山 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 

李德智 东南大学 

李健航 香港持续专业教育、培训中心总干事 

刘卫东 浙江大学 

卢新海 华中师范大学 

彭毅 浙江财经大学 

孙成双 

谭永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吴璟 清华大学 

吴智刚 华南师范大学 

杨东朗 西安交通大学 

叶贵 重庆大学 

叶堃晖 

尹贻林 

重庆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俞明轩 中国人民大学 

袁红平 西南交通大学 

张晓玲 香港城市大学 

赵振宇 华北电力大学 

Dr. Helen XH Bao 剑桥大学（英国） 

Prof. Vivian W.Y. Tam 西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Dr. Bo Xia 昆士兰科技大学（澳大利亚） 

Prof. Siqi Zheng 麻省理工学院（美国） 

Dr. Jian Zuo 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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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国际学术委员会 

主席 

申立银 重庆大学教授 

Prof. Martin Skitmore 昆士兰科技大学（澳大利亚） 

 

成员(按音序排名) 

鲍海君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陈汉云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黄贤金 南京大学教授 

李恒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李启明 东南大学教授 

廖美薇 香港大学教授 

林坚 北京大学教授 

刘贵文 重庆大学教授 

吕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任志浩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王家远 深圳大学教授 

王建平 贵州理工学院教授 

王守清 清华大学教授 

薛小龙 广州大学教授 

张红 清华大学教授 

张宏 浙江大学教授 

曾赛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Prof. Stuart Green 雷丁大学（英国） 

Prof. Miklos Hajdu 圣伊斯特万大学（匈牙利） 

Prof. S P Low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 

Prof. Mona Shah  国家建设管理研究院（印度） 

Prof. Jonathan Shi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 

Prof. Miroslaw J Skibniewski 马里兰大学教授（美国） 

Prof. George Zillante 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 

Prof. Patrick X.W Zou 斯威本科技大学（澳大利亚） 

 会议秘书处 

王雄瑾、唐惠、王凯、张肖冀 

 组委会通讯地址 

中国 贵阳 （邮编 550000） 

贵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贵阳市云岩区蔡关路 1 号） 

CRIOCM2018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电话：+86-851-88211115   

电子邮件： 20120032@git.edu.cn  （兼投稿邮箱）  

会议网站： http://www.bre.polyu.edu.hk/criocm 

mailto:20120032@git.edu.cn
http://www.bre.polyu.edu.hk/crio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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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OCM2018 Registration Form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send it by mail or fax to the CRIOC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2018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address listed below. 

Surname  First Name  

Title □Prof.        □Dr.          □Others 

Company/University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Country  

Phone  Fax  

Email  

ID of Paper (if any)  

Title of 

Paper (if 

any) 

 

Registration Fee 

(Tick please) 

(A) Registration on or before 1st July, 2018:     

□  RMB 2500/person or US$ 390/person (normal  

delegate, paper included in Proceedings) 

□  RMB 2000/person or US$ 310/person (CRIOCM 

Members, paper included in Proceedings) 

□  RMB 1500/person or US$ 230/person (attending 

symposium only) 

(B) Registration after 1st July, 2018:  

□  RMB 3000/person or US$ 470/person (normal  

delegate, paper included in Proceedings)  

□  RMB 2500/person or US$ 390/person (CRIOCM  

Members, paper included in Proceedings)  

□  RMB 2000/person or US$ 310/person (attending 

symposium only) 

(C) Registration for Students 

□  RMB 1500/person or US$ 230/person (attending  

symposium only. Student with a valid student ID card and or 

an official letter of student status verification must be present) 

 

Presentation type 

□Oral      □ Poster (Size: Width 63cm, Height 90cm) 

 

Signatur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