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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诚挚邀请您参加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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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VUCA 时代的项目管理”。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开始步入了发
展快车道，并越来越有加速趋势，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具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
(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所谓“VUCA 时代”！
“VUCA”被
战略性商业领袖用来描述已成为“新常态”的、混序的和快速多变的商业环境，而 VUCA 时代
的变化经常呈现跳跃性和震荡性，会产生很多颠覆性或破坏性的现象，如信息爆炸、突发事
件频发、资源紧缺等，在给组织或个人带来新的机会、项目型任务剧增的同时，也带来了更
多的风险、项目管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和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
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标准，均反映了对项目以及项目管理在新时代所面临的相关问题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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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践
已经大大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何在“VUCA”时代“利用好项目、管理好项目”将是本届大
会研讨的重点。
大会由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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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北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项目管理技术》杂志社、《项目管
理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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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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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
践合并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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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大会围绕 “VUCA 时代的项目管理” 这一主题拟设立以下专题分论坛：
 敏捷项目管理论坛

 企业项目管理论坛

 工程项目管理论坛

 项目管理信息化论坛

 项目管理教育论坛

 青年项目管理者论坛

 国防项目管理论坛

 中国特色与跨文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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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暨论坛将围绕大会主题和分论坛主题广泛征集反映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成
果的中文或英文论文，入选论文除在大会分论坛交流外，将推荐在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
并参与“2018 年度项目管理优秀论文奖”评选，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论文全文，征文通
知详见附件 1。
为了提升主题大会及分论坛主题报告的成果水平及广泛参与度，本届大会特面向各行各
业项目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者公开征集大会主题报告，同时也面向各单位公开征集大会
分论坛主题申办。
参加大会主题报告征集，大会组委会根据申请者的报告主题及内容，安排到大会主旨报
告或相关分论坛进行报告。凡希望在大会做主题发言的专家，可以填写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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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信息表》，大会组委会在收到信息表
后会及时与您联系，并进行确认。
大会分论坛主题申办，主要为相关企业和组织提供围绕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主办相关主
题分论坛的机会，提升企业和组织的行业影响力。凡申请主办分论坛的企业和组织，可以填
写附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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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申办信息
表》，大会组委会将根据申请主题及分论坛报告设置内容等，择优选择安排，同时分论坛承办
单位将升级成为本届大会的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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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项目管理优秀论文及国际项目经理颁奖典礼（2018 年 11 月 3 日）



2018 年度高等院校项目管理大赛（2018 年 11 月 3〜4 日）



PMRC 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018 年 11 月 2 日)



IPMP 评估师会议(2018 年 11 月 2 日)

在此诚挚邀请各位项目管理界同仁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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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上海、共创中国项目管理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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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参会须知
报

名：请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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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回

执表，会议进展请登录：www.pmrc.org.cn 或 www.huading.net.cn ，大会详细安排将在第
二轮通告中体现。
会议地点：华东理工大学
大会秘书处联系信息：
西安：李琰、贾莉
联系电话： 029-62501988 转 6029、6026
电子邮箱：pmforum@126.com
上海：刘竹清
联系电话：021-64251151,18516212406
电子邮箱：mem_lzq@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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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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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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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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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人员资料

参会人数:

手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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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费）
人数/费用

8 月 31 日前

9 月 1 日-10 月 18 日

10 月 19 日-现场缴费

1 人参会

2200 元/人

2300 元/人

2400 元/人

2 人参会

2100 元/人

2200 元/人

2300 元/人

3 人及以上

1800 元/人

2000 元/人

2200 元/人

特别优惠：
1、高校老师（凭有效证件）
、论文作者 1400 元/人；
2、PMRC 会员（凭会员证）
、 IPMP 证书持有者（凭证书编号）1200 元/人；
3、IPMP 评估师、PMRC 委员 1000 元/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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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forum@126.com

联系人：李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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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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的项目管理》，上海
2011：第十届中国项目管理大会，主题：
《项目——组织与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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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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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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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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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至十届“中国项目管理应用与实践大会”及第一至第十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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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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