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届
易学应用与经济发展国际论坛
暨专业技能人才认证大会

2010.8.28

国家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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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易学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文化研究所
中国经济与市场建筑文化杂志社
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論壇
暨專業技能人才認證大會邀請函
尊敬的 张铭仁 老師
為繼承和弘揚傳統易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進一步挖掘易學文化的
科學內涵，使之最大限度地為當代社會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由國家“653 工程”建築文化與應用
項目組、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北京建工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
與市場建築文化雜志社聯合主辦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論壇暨專業技能人才認證大會將於
2010 年 8 月 28-30 日在國家會議中心隆重舉行。
北京聯合大學是 1985 年經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北京市屬綜合性高等院校，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創辦
於 1936 年，為行業院校的佼佼者，被確定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人才培養基地。“653 工程”建築文
化與應用項目是國家人事部於 2005 年 9 月 27 日印發了《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653 工程”）
實施方案》（國人部發[2005]73 號），《方案》指出：從 2005 到 2010 年 6 年間，國家將在現代管理、
現代農業、現代制造、信息技術、能源技術、等 5 個領域，重點培訓 300 萬名緊跟科技發展前沿、創
新能力強的中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其中建築文化（風水）與應用項目列入現代管理領域。此活動由國
家、高校、社團共同規範行業市場，“全面推進專業技能制度建設”、完善技能人才的 “持證上崗”
是國家正在大力推行的准入制度。同時是自身價值的含金量。職稱證書是專業技術達到相應水平的
技術憑證。
經相關機構、各社團組織和行業專家的大力引薦，鑒於您在我國傳統文化領域中所做出的成績以
及在易學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我們誠摯的邀請您出席本次盛會並予以組織推薦。

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論壇組委會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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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論壇會議方案
一、會議主題：現代易學與經濟發展
二、會議時間：2010 年 8 月 28—30 日
三、會議地點：國家會議中心（報到地點：北京西站瑞爾威酒店，西客站北廣場向東）
四、會議組織：
指導單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國家“653 工程”辦公室

主辦單位：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建築文化研究所
中國經濟與市場建築文化雜志社
協辦單位：北京市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國際大易技能培訓教育學院、重慶市中華易學研究院、承德
市易經研究會、臺灣中華周易研究會、新加坡國際周易研究院、松原市周易學會、湖南易
學研究會、中國華夏易經研究學院、世界易學風水協會內蒙古分會、赤峰市周易研究會、
寧夏易學研究會、中國周易風水研究院廣西分院
（協辦單位正在征選中，參選機構須提供法定有效複印件及申請書,選定者大會將頒發協辦單位證書）
承辦單位：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商業經濟應用與管理研究分會
五、支持媒體：
中國教育電視臺、中國網絡電視臺、建設部網絡電視臺、新華社吉林網、中國文化傳媒網 、
華商報、中國工商報、首都建設報、中國企業家雜志、
《建築文化》雜志、
《中國經濟與市
場-房地產》雜志、新華網、搜狐、新浪網等 10 多家新聞媒體。
六、擬邀請嘉賓
顧秀蓮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龔心瀚

原中宣部副部長、國際易學聯合會高級顧問

張文範

原民政部副部長

高占祥

原文化部常務副部長

陳漢林

原中共中央黨校直屬機關分校副校長

蔔思達

聯合國文化總署中國執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遺產保護部調研員

曹澤林

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副主席

弓

吉林省人大常委、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首席顧問

克

丘亮輝

國際易學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首席顧問

孫維炎

中國國際跨國公司研究會副會長

韓增祿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教授、建築文化研究所顧問

廖墨香

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張志春

河北省周易研究會會長

唐明邦

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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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鴻 《康熙大帝》導演

王少英

寧夏易學研究會會長

羅淑貞

臺灣中華周易研究會理事長

懷家志

新加坡國際周易研究院院長

馬瑞成

寧夏易學研究會副會長

七、論壇組織結構：
論壇主席：吳勤學：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執行主席：盧

泰：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論壇副主席：
李順祥

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練力華

國際易經科學研究院院長

蘇國聖

中華周易建築設計院、國際大易技能培訓教育學院院長

霍斐然

著名易學專家

張紹存

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李月木

北京建工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陝西漢中易學研究會會長

侯玉仁

著名易學專家

論壇秘書長：
張仕全：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賈軼楷：北京建工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執行秘書長：
黃新安：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易學聯合會聯絡員
張

鋒：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薛嵐僑

北京建工學院建築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副秘書長：羅玉賢

四川大雅易學研究中心主任

蔣才福

中國華夏易經研究院院長

潘長軍

開封市儒家文化學會秘書長

樓志根

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李

雲

中國周易風水研究院廣西分院副院長

高

峰

中國易學名家

王九程

著名易學專家

向夢孫

國際易經姓名文化研究會會長

張春月

世界易經風水研究會內蒙古分會副會長

邱成彬

北京建築工學院建築文化研究所專家委員

王遴閑

武當山周易研究會會長

張國明

沈陽市周易研究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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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儀

遼寧省周易研究會易術分會會長

李果財

秦皇島市傳統文化研究會會長

丁德剛

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八、會議內容：
議題：1.弘揚易學文化，構建和諧世界；
2.海峽兩岸易學文化交流；
3.傳統文化促科技創新；
4.周易與哲學、自然科學、經濟發展、管理學；
5.建築學、生態環境學、中醫學、養生保健學，美學；
6.周易象數研究；
九、報名方式及參會費用：
1、報名者請盡快將 1、2 寸免冠照片各 4 張、個人簡介、演講稿、參會回執表、會務費、銀行回單等
傳真或郵寄至大會組委會登記注冊，以便組委會及時辦理代表證和食宿、行、會務預訂等事宜。
2、收費標准：
1）普通席位：2580 元人民幣/人（含會務費、三星級酒店三晚住宿、會議期間餐費、會議資料、文
件袋、集體合照、出席證、頒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制的“建築文化與應用”培訓證書、或
建築文化研究所邀研究員證書、或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證書，三者任選其一）
2）為了確保安排會議食宿，請參會者提前報名，並將報名費 800 元寄往組委會（因為我們要在會議
前制作證書。屆時可沖抵會務費，報到時憑郵局或銀行業務回單對賬）。
3）榮譽代表（因有事不能參加會議，除合影照片外，享受參會者同樣待遇）費用為 980 元。
4）凡組團 10 人參會者，團長一人免費，可享受貴賓待遇，並在會場擺放“易拉寶”個人展示架。
30 日下午自行安排鳥巢參觀考察、組委會提供門票。
5）30
6）填寫好回執表後，請於 2010 年 8 月 20 日前郵寄、傳真、電子郵件均可至組委會。
十、大會亮點
1、政界領導或演藝界明星到會，與會者全體合影及個人合影。
2、會費合理：大會是不重盈利的公益性學術論壇性質，包括了三星級賓館的飲食、雙人標准間住宿，
宴會、禮品等，易學實戰講壇，打造交流平臺。
3、規模最大，匯聚國內外權威專家。此次到會的嘉賓及專家都是國內外知名人士，屆時海內外著名
的專家學者、教授做精彩發言演講。
4、實戰派分會場講座及現場表演：盧泰講參伍筮法；李順祥講傳統八字、六爻；王虎應講六爻斷疾
病；練力華講玄空風水；李月木講六爻斷風水；馬瑞成講漢字姓名學；蘇國聖講盲派八字、盲派六
爻、歸藏易（小成圖完善版）；薛嵐僑講周易多種預測手段的信息同步。
5、主講嘉賓在會議最後一天下午為大家解答提問、傳授講課內容的絕技。
6、本次大會將論文評選為一、二、三等獎及優秀獎，證書並有評審專家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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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免費加入中心理事會。並在中心網站公示，優秀者安排權威媒體進行個人專訪。
8、大會邀請一些著名企業總裁到會，與會者可以為之預測一展風采，會務組盡力推薦與會者擔任企
業的顧問。
9、本次大會為中心推選出金牌講師。（常年舉辦培訓班）
10、組建風水專家團隊，服務於北京市龍頭企業。
十一、聯系方式：
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論壇組委會
地

址：北京朝陽區北四環東路 97 號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

負責人：張仕全

賈軼楷

手機：13661330335

聯系人：宋振宇 黃新安 蘇國聖
電話：010-60535038

郵編：100101

劉康興

85196071

網 址: www.buuyixue.org.cn

傳真：010-85196071

www.yxlm.org.cn

Q Q:643254236

郵箱：lhdxbj@163.com

buuyixue@163.com

溫馨提示：
為了更好地弘揚易學文化，歡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提供一些高質量的易學專業論文，凡不違反管理
條例，均可免費刊登在北京聯合大學易學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網站上。
論文收集專用郵箱：hxa258@163.com

第二屆易學應用與經濟發展國際高層論壇
回 執 表
申請人
行業經驗

易名

性別

＿＿＿＿年——至今

出生時間
文化程度
相片

工作單位

政治面目

通訊地址

郵政編碼

聯系電話
組團參會

手機
（組團者）團長：
副團長：

郵

電話：
電話：

箱

有無論文：有【 】

無【 】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備 注

聯系方式

6228 4800 1049 0725 719
報名費收款人：張士全 開戶銀行：中國農業銀行 賬號：6228
特別提示：請在銀行匯報名費時勿匯整數，以便查對。例如：800.25 元 、801.50 元
聯系人：宋老師 李老師
電 話：010-60535038 010-64900136 QQ:643254236 1251661181 傳真:010-60535038
地 址：北京市朝陽區北四環東路 97 號應用經濟與管理研究所（郵編：100101）
網 址：www.buuyixue.org.cn
郵 箱：lhdxbj@163.com
yixuebeij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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