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12月11日上午

同济混凝土技术交流会
W5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混凝土技术发展现状及对外加剂行业的推动》 孙振平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超高建筑混凝土技术发展与工程应用》 吴德龙 上海市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有关混凝土智慧生产的现状与思考》 徐林 上海思伟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使用外加剂生产优质混凝土的新进展》 Rick Yelton 混凝土世界特约顾问

特种砂浆行业发展论坛
W4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预拌砂浆产业发展概述》 孙岩
中国散装水泥推广发展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

《钢渣在自流平砂浆中的应用技术》 张国防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高效自动化特种及石膏砂浆的生产和施工技术》 漫天
摩泰克梅蒂斯（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总监

地坪裂缝修复技术交流会 –第一场
W2-M2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12种地坪裂缝的常见原因》 Zack Lim  
美国混凝土协会马来西亚分会前会长
ZACKLIM 公司董事总经理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09:45 – 10:30 未来企业竞争模式：生态圈竞争
赵占波
北京大学软件学院金融管理系教授

10:35 – 11:20 未来装配式发展解析
闵洁
全联房地产商会全装修产业分会副秘书
长（拟邀请）

11:25 – 12:10 2020宏观经济展望
高敏
经世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业界领袖权威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W3馆 W3-E58 论坛区

付费



工业及商业地坪应用案例论坛 –分论坛1
W5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具有成本效益的优质混凝土整体地坪施工介绍》 刘尧云
朔马珞（上海）机械设备有限有限公司区
域销售经理

《当代地坪检测标准- F数值》 施嘉明
朔马珞（上海）机械设备有限有限公司
中国客户服务经理

《高标准混凝土地坪的程控》 刘进举 展熠（苏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Day 1: 12月11日下午

变革 & 创新 –产业变革中的科技创新和新思路
W3馆 W3-E58论坛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40 论坛概览
范林根
上海石材行业协会秘书长、副研究员

13:40 – 14:25
应对变革的新技术：”强化大理石
成品板” 和 “轻松贴”

余春冠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粘贴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地坪分会秘书长

14:30 – 15:30 石材卖场运营进入3.0时代
尹安泰
东华环球董事长

15:35- 16:20
“现代保洁”—传统清洁和养护的发
展必然趋势

周军
上海石材养护协会石材养护专委会技术顾问

中国变奏曲 –空间· 时间· 建筑
W3馆W3-A08沙龙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4:00
城市结构及其在时间中
的表达方式

Francesco Giordan
阿克雅建筑事务所北京分所首席设计师

14:00-14:30 延续
高亦陶
Interval Architects空格建筑创始人

14:30-15:00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美
Momo Andrea Destro
MDDM Studio创始人

15:00-15:30 合适的才是更好的
柏振琦
Roarc Renew裸筑更新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



Day 2: 12月12日上午

环氧树脂在混凝土的应用
W2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环氧水泥混凝土材料力学性能及其工程应用》 周玉民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

《环氧树脂在桥梁与隧道铺装中的应用》 叶奋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环氧树脂行业协会资深顾问》 杭龙成 中国环氧树脂行业协会资深顾问

地坪裂缝修复技术交流会 –第一场
W2-M2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地坪裂缝修复的12种方法》 Zack Lim  
美国混凝土协会马来西亚分会前会长
ZACKLIM 公司董事总经理

付费

付费

商业室内建筑新趋势
W3馆W3-E58论坛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09:30 – 09:40 2021未来消费者
郑绵绵
创意总监，WGSN中国区

09:45 – 10:30 未来室内色彩趋势
吴超洁
WGSN趋势专家

10:35 – 11:20 未来室内设计趋势
郑绵绵
创意总监，WGSN中国区

中国变奏曲 –流动嬗变与空间转向
W3馆W3-A08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0:40 空间功能多样性的实践
冈本庆三（OKAMOTO Keizo）
odd设计事务所 okamoto deguchi design创始人

10:40-11:20 公共空间的模糊化设计
Francesco Tarentini
Architecture & Interiors 创始人

11:20-12:00 文化元素在现代公共空间设
计中的应用

Delphine Moreau
Dariel Studio合伙人、总经理



Day 2: 12月12日下午

工业及商业地坪应用案例论坛 –分论坛2
W5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全体系水性地坪产品在中国的应用》 张心亚 广州嘉宝莉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待定 待定 Ancon

《水性聚氨酯在地坪中的应用以及六套
全水性化环保施工方案》

张启衍
深圳市合创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

联辉设备租赁及理论 何杨 联辉兄弟（成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绿色混凝土与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W4馆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上海临港新城海绵城市建设与示范》陈亚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城市道路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混凝土利用再生材料的新进展》 Rick Yelton 混凝土世界博览会特约顾问

《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制备与市场》 杨德志
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技术中心主任&高级
工程师

地坪裂缝修复技术交流会 –第二场
W2-M2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东南亚地区常用的3种混凝土地坪标准》 Steven Lim  
ZACKLIM公司技术总监
美国FACE公司技术顾问

付费

商业室内建筑新趋势
W3馆W3-E58论坛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3:05 – 13:40 当代设计中的中国传统
William Lim
创始人、常务董事
L3思联建筑设计

13:40 – 14:15
商业办公空间的未来设计趋势及
本土化

Douglas Newkirk
办公空间部门设计总监
Gensler 上海

14:15 – 14:35 圆桌讨论：行业痛点 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区会员

15:00 – 15:35 材料● 赋能
Enrique Moya-Angleler
注册建筑师

15:35 – 16:10 室内设计趋势及案例（拟定） 室内设计专家

16:10 – 16:25 圆桌讨论：预见未来 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区会员



公共空间设计沙龙
W5馆 –W5D39展台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待定 待定 典跃

《温州外滩1.8km-瓯江山水新地标与
UHPC+GRC材料创新应用》

胡勇
南京倍立达新材料系统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待定
Martin Miller
郑默

北京非静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绿色砂石骨料发展论坛
W4馆内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2019年中国砂石产业运行发
展分析》

肖旭雨
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砂石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
砂石骨料网数据中心总监

待定 待定 特邀商混企业

待定 待定 上海砂石协会

待定 待定 浙江大型砂石企业

《固废综合利用与高附加值环
保制砖的研究》

傅国华 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工程信息发布&材料应用趋势解读
W3馆W3-A08沙龙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6:00 招投标核心工程信息发布 中国招标网

装饰混凝土研讨会
W5-M8会议室

主题 演讲者 企业

《关于建筑混凝土的简单秘诀: 协作设计》Matteo Casto                             
北京环球影城装饰混凝土硬质景
观地面总监

《混凝土表面的美观度修复处理》 Mark Arisman Solomon Colors 副总裁

《如何解决装饰混凝土开裂问题》 Grant Farrell Solomon Colors 产品高级经理

《装饰混凝土的创新技术》 Rachel Kingge FLOORmaps 首席设计师

《装饰混凝土在国内市场的前景》 黄勇 Brickform 中国区技术总监

付费



行业专家为您呈现精彩内容
扫码完成预登记，锁定参会席位！

Day 3: 12月13日上午

工程信息发布&材料应用趋势解读
W3馆W3-A08沙龙区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1:30
解读材料使用及表面辅装材料应
用趋势

中国招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