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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学术年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

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学术年会在渝通宾

馆三楼会议厅成功召

开。来自我市公路交

通建设、管理单位、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及企事业单位的领

导、专家，学会第四

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及会员代表 150余人参会。会议收到北京市公路学会、天津市公路学会、

上海市公路学会、重庆市桥梁协会、重庆交通运输协会、重庆交通会计学会等兄弟学会协会

发来的贺信。重庆市交委主任乔墩，重庆市科协王合清书记，重庆市科协副主席程伟，中国

公路学会学会管理部主任韩立萍，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调研员彭林等领导到会致辞。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第三届理事会代理事长滕西全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的‚重庆市公路学

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李碧波秘书长作的 ‚重庆市公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审议通过了《重庆市公路学会章程》（修改版）等 5项规章制度。大会颁发了‚2015年度重

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2015 年度重庆路港杯三优奖‛，对‚重庆公路交通优秀科技工作者‛

及‚重庆市公路学会先进工作者‛进行了现场表彰。 

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重庆市公路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监事，第四届理事会由来自全

市交通系统的 104名理事组成，监事为 1名。在随后召开的第四届一次理事会上，通过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和常务理事。 

新当选的学会第四届理事长陈孝来在讲话中指出，今后五年，重庆市公路学会要按照新

环境、新形势、新要求，准备把握学会工作的新定位，不断深化学会各项改革，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和水平；团结和带领广大公路交通科技工作者，聚焦目标发力，释放改革动力，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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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信心，在推进我市公路交通科技的实践中勇挑重担、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公路学会学会管理部韩立萍主任，重庆市科协王合清书记，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彭林调研员，重庆市交委乔墩主任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学会新一届理事会的成立表

示祝贺，对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学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希望、指

明了方向，希望重庆市公路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坚定信心和决心，抓住机遇、振

奋精神、求真务实、继往开来，奋发有为，大力推进学会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努力开创学

会工作新局面，为促进我市公路交通科技进步、为重庆‚十三五‛公路交通事业的新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下午举行的学术年会上，邀请了学会副秘书长、重庆市交委综合规划处处长任洪涛

作了题为‚重庆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解读‛学术报告，受到与会理事及代表们

的热烈欢迎。                                              （学会秘书处  供稿）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6 年 12 月 2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等领导班子。原

重庆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同志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王峙、王中岐、石飞、孙玉

祥、许仁安、刘巍、陈伯奎、沈涛、钟芸、唐伯明、唐兵、黄卫东、黄小良、彭金涛、

程万里等 15 位同志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李碧波同志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秘书

长，王庆珍等 34 名同志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经秘书长提名，会议审议通过任

洪涛、朱文、吴梦军、周建庭、郝祎、彭兴国、敬世红、蒙华、廖劲松等 9 名同志为学

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审议通过学会新一届理事会分支机构的设臵方案，新设立隧

道工程、交通信息技术、交通企业等 3 个专业委员会，调整交通工程及港航管理等 2 个

专业委员会，并确定了 15 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人选；审议通过《重庆市公路学会理

事会会议制度》等 6 项规章制度。 

（学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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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路学会联合举办 

“2016 桥梁预应力及索力张拉施工与智能测控技术交流会” 
 

2016 年 12 月 16

日，由重庆交通大学和

桥梁工程与技术网牵

头组织，重庆市公路学

会联合承办的 ‚2016

桥梁预应力及索力张

拉施工与智能测控技

术交流会‛在重庆成功

召开。来自重庆以及周

边省市的桥梁设计、施

工、监理、科研、养护

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领

导、专家、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 230余人参会。 

本次技术交流会共邀请了 6名桥梁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到场作学术报告。国内知名桥

梁专家李文琪、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向中富、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技术部主任张占

一、重庆交通大学教授王继成、重庆市市政工程专家委员罗连生、四川大学教授汤国栋等专

家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长大桥梁斜拉索更换及预应力施工关键技术》、《桥梁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桥梁结构云智慧测量与模态测试技术研究》、《桥梁预应力精细化施工技术》、

《大跨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长期下挠开裂、控制技术》、《桥梁钢索的安全评定-剩余强度

与广应力》的学术讲座，同时组织与会代表及专家到大桥锚下预应力检测现场进行观摩、学

习。 

此次技术交流会内容丰富、务实，达到了预期的交流和研讨效果。通过本次技术讲座，

使桥梁方面的施工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现代桥梁预应力、索力张拉

施工以及智能测控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对进一步提高桥梁施工管理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技

术水平，促进桥梁预应力等先进技术在我市交通行业领域中的推广应用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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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路学会协办“高速公路隧道运营管理研究班” 
 

为了深入研讨隧道运营管理的标准、检测、养护与安全管理，提升隧道运营管理水平，

2016 年 11 月 25 日，由中国公路学会主办，重庆公路学会、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公路学会隧道工程分会协办的‚高速公路隧道

运营管理研究班‛在重庆成功举办。 

作为中国公路学会高速公路管理学院‚1+4+2‛的重点教学方向之一，本期研究班是首

次针对隧道运营管理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共有来自全国 200余位从事隧道运营管理的代表

参加。中国公路学会副秘书长、高速公路管理学院院长巨荣云，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海鹰，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党委副书记姬为宇，陕西省交

通建设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米峻，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隧道与地下工程分院院

长、中国公路学会隧道工程分会秘书长吴梦军等出席了开班仪式 

本期研究班重点围绕公路隧道运营技术、公路隧道养护管理与病害检测、公路隧道运营

管理政策及相关技术标准解读、公路隧道监测、公路隧道运营相关法律及案例分析、秦岭终

南山隧道运营管理经验分享的专题内容开展培训。研究班期间还将组织代表并赴重庆界石监

控中心、武隆管理中心、武隆服务区以及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级隧道实验室参

观，进行现场交流与研讨。 

 

 

重庆市公路学会深入会员单位开展考察调研活动 
 

2016年 11月 1日，重庆市

交通委员会陈孝来巡视员、重庆

市公路学会滕西全理事长、李碧

波秘书长一行 4 人深入到学会

常务理事单位——重庆川东路

桥工程有限公司开展考察调研

活动，积极为会员单位做好服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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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调研过程中，陈孝来巡视员、滕西全代理事长一行听取了重庆川东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学会常务理事刘巍介绍该公司的基本情况、运作模式、发展中困难及未来远景

规划等情况汇报，参观了该公司的办公场地、企业文化宣传栏等，对川东路桥公司为重庆交

通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对该公司目前的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及未来发展思路给

予了充分肯定。 

陈孝来巡视员和滕西全代理事长在座谈会中指出，川东路桥公司作为交通行业的民营企

业代表，在行业中有影响力，对促进我市交通建设及发展有积极贡献；作为学会的常务理事

单位，与学会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学会工作，是学会的重要一份子；今后应继续加强与学会

的交流与联系，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同时对川东路桥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很好

的建议。 

本次考察调研活动得到学会会员单位的充分认可和由衷感谢，刘巍董事长表态，将珍惜

学会这个平台，做好交流与沟通，并一如继往地支持学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换届领导小组工作会 
 

2016 年 11 月 4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召开换届领导小组工作会（理事长工作会）。

重庆市交委陈孝来巡视员，重庆市公路学会滕西全代理事长，学会副理事长石飞、陈伯奎、

沈涛、钟芸、钟宁、黄小良、程万里及其他副理事长代表和秘书长共 14 人参加了本次工作

会。会议由学会代理事长滕西全主持。 

滕代理事长首先通报了学会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情况和换届总体安排。会议审议了《重

庆市公路学会章程》在内的 26 项规章制度；研究了学会第四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名誉

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理事会名单；讨论了学会第四届分支机构及挂靠单位等有

关情况；并对重庆公路交通优秀科技工作者、重庆市公路学会先进工作者进行了综合评

议。 

各副理事长及代表对学会三届理事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会议提出研

究讨论的有关事项表示同意，并表示将一如继往地支持学会工作，共同促进学会发展。 

陈孝来巡视员对各位副理事长一直以来对学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继续

支持学会的发展；将充分利用学会这个平台，为学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及其他会员单位做好

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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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西全代理事长在会上强调，学会秘书处要认真贯彻执行本次换届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理事长工作会）精神，认真做好各项换届前期准备工作，保证学会的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专委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交通执法专委会召开超限运输治理研讨暨 

交通执法案例汇编工作推进会 

10 月 13 日上午，重庆市公路

学会交通执法专委会在黔江区召开

超限运输治理研讨暨交通执法案例

汇编工作推进会。重庆市公路学会李

碧波秘书长一行，重庆市交通执法总

队副总队长潘震宇，执法专委会陈俊

义秘书长，涪陵区交委、万州区交委、

黔江区交委、江津区交委、永川区交

委、合川区交委等专委会六大片区组长单位，市交通执法总队高速公路各支队相关领导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市交通执法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主持。 

会上，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法制处谭斌副处长首先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进行解读；随后，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法制处曹海处

长就交通执法案例汇编工作推进提出相关建议和要求；最后，专委会六大片区组长单位、高

速公路各支队就超限运输治理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对治超疑难点进行了经验交流，同时

也对交通执法案例汇编工作表示大力支持。 

重庆市公路学会李碧波秘书长肯定了执法专委会既往取得的工作成效，并就专委会相

关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各会员单位要多增进交通行业业务经验的交流与

共享，共同推动专委会各项工作更上新台阶；二是希望六大片区组长单位进一步增进与专委

会的工作互动和交流，支持专委会的各项工作，以便专委会更好地为地方交通行业服务。 

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潘震宇就会议主题及会上各方发言，总结提出了三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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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是拥护和支持市公路学会的整体部署，有效展开专委会相关工作计划和安排；二是希

望六大片区组长会员单位、高速公路各支队鼎力支持专委会案例汇编工作，保质保量地编撰

出精品案例，提升交通执法人员理论知识水平和执法履职效能；三是希望六大片区组长单位、

高速公路各支队以《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出台为契机，多开展联勤联动执法

活动，把超限运输治理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执法专委会  林杨  供稿） 

 

 

重庆市公路学会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专委会 

举办《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宣贯培训会 
 

新版《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已由交通运输部发布，并于 2016年

10 月 1日正式实施。为了进一步保证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提高对我市公路建设项目的

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技术水平，经重庆市交委质监局牵头，重庆市公路学会交通建设工程监

理专委会于 2016年 12月 26日在重庆华商国际会议中心组织举办重庆市《公路工程施工监

理规范》（JTG G10-2016）宣贯培训会，来自重庆公路监理企业、在建重点公路项目业主和

监理重及委质监局相关处室人员共计 220余人参加了培训。 

市交委质监局和监理专委会高度重视此

次培训，陈伯奎、王兵、沈小俊、宋涛等领

导带头参加学习。学会副理事长、市交委质

监局局长陈伯奎在开班致辞中分析了目前

监理行业的形势，指出了监理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今后的监理工作开展的思路和要

求。 

本次培训邀请到了北京市道路工程质

量监督站办公室主任李达高工授课，同时他也是《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

主要编写专家。授课老师深度分析讲解了规范编写的背景、目的、修订内容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比老版本规范内容进行逐条剖析讲解，最后专家向学员们提出了建议意见。学员们听

得仔细，认真记录，并纷纷向专家索取培训课件，均表示在接下来还将继续深入学习领会规

范内容，以便更好的开展监理工作。                     （监理专委会 赖荣鹏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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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重庆市公路学会被评为中国公路学会 

“2016 年全国科普日先进单位” 
 

为大力普及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中

国公路学会按照中国

科协的统一部署，于 9

月中下旬开展了‚创新

放飞梦想，科技引领未

来‛的公路科普宣传活

动，重庆市公路学会积

极参与，并组织开展了‚公路桥梁建设工程知识科普教育活动‛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印

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防范电讯网络诈骗手册》等科普宣传资料，收到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因科普宣传工作突出，我会被中国公路学会评为‚2016 年全国科普日先进单位‛，全

国共有 7 家省级公路学会获

此荣誉；同时，我会办公室副

主任戚将军获评‚2016 年全

国科普日公路科普宣传活动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我会将珍惜以上荣誉，

再接再厉，不断提高我会的公

路科学知识的传播水平，为我

市公路交通科普事业的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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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路学会组团参加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  

获多项个人荣誉 
 

2016年 12月 13日至 14日，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暨第八届会员日活动在海

南召开。中国公路学会翁孟勇理事长、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来自全

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路学会理事长、秘书长及会员代表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和活动。重庆市公路学会理事长陈孝来、原代理事长滕西全、秘书长李

碧波、执法专委会秘书长陈俊义一行 4人参加了本次工作研讨会。 

会上，对‚2016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2016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优秀秘书长‛、

‚中国公路学会秘书长突出贡献奖‛和‚2016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会员之星‚的获奖人员进

行了表彰。重庆市公路学会收获多项个人荣誉，其中我会李碧波秘书长获评‚十佳秘书长‛、

原代理事长滕西全被授予‚秘书长突出贡献奖‛、交通执法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获评‚会员

之星‛荣誉称号。 

 

重庆市公路学会推荐论文 
获重庆市科协首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近日，重庆市科协发布了《关于表彰重庆市科协首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通知》，

经重庆市有关单位推荐、学科评审组初评、评审委员会评审、市科协党组会议审定、公示等

程序，共评选出 100 篇论文为重庆市科协首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重庆市公路学会

推荐的 2篇论文榜上有名，分别是：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刘海明撰写的‚预

测汶川 8.0 级大地震地震动的震源模型‛（工科类）和重庆交通大学葛显龙撰写的‚基于联

合配送的城市物流配送路径优化研究‛（交叉学科类）。 

 

 

重庆市公路学会信息工作获中国公路学会和重庆市科协表彰 
 
 

2016年 12月，中国公路学会发布《关于表彰 2016年度优秀信息员的决定》，根据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学会通讯员的投稿和上稿情况，对在通讯报道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

各级学会和分会的信息员予以表彰奖励。重庆市公路学会戚将军同志因在信息宣传工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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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稿数量位居首位，被中国公路学会授予‚2016 年度优秀信息员‛荣誉称号，同时获

得表彰的还有其他省市级公路学会的 6位信息员。 

2016 年来，重庆市公路学会在公路交通信息宣传工作方面下功夫、加力度，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在我市市级学会中 2016 年度信息工作评比中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得到了市

科协的肯定。2017 年，我会将继续增强新闻宣传意识，为信息员的工作提供鼓励与支持，

同时激励受表彰的同志发挥表率作用，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学会的新闻宣传报道工

作，共同开创学会信息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届重庆交通十优工程师介绍 
 

高级工程师徐瑛 

 
徐瑛，女，1977 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1998 年 7 月毕业于重

庆交通大学水利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该同志先后推进了涪江富金坝航电枢纽、嘉

陵江草街航电枢纽、嘉陵江利泽航电枢纽、千金摊石盘沱货运码头、

涪陵黄旗作业区、涪陵龙头山作业区、彭水下塘口作业区、万州新

田作业区、巴南佛耳岩作业区、嘉陵江、乌江、小江、梅溪河、抱

龙河航道整治等十余个大型水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及在

建管理工作，组织完成土建招标 80 余项，招标总金额近 30 亿元，完成各类专题报告近 80

个。她参与多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管理工作，在设计管理中，陆续主持解决处

理了 20 余个重大技术问题，先后完成草街船闸水力学模型试验、利泽整体水工模型试验等

20 余项科研任务，其中‚重庆草街航电枢纽工程通航关键技术研究‛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曾获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巾帼文明标兵‛、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中共重庆

市交通委员会‚优秀共产党员‛等系列荣誉称号。2015年，被授予‚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

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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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王开新 

王开新，男，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1990 年 7 月毕业于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川东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该同志作为工程技术管理负责人，参与了南涪高速、万

开高速等近十条高速公路的新建和上千公里的一、二级公路改扩建以

及桥梁、隧道等项目的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优良率达 90%以上，

公司年平均从业人员逾 2000 人，年平均完成产值逾 10 亿元，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区、市级建筑业先进企业，是 2012-2013 年全国交通工程行业诚信

建设十佳先进单位和 2012-2013 年度中国建筑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是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

事长单位，处于重庆路桥施工行业领先地位。其个人连续几年被公司、区建委、市建委评为

先进个人，2014 年，被评为全国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先进个人。2015 年，被授

予‚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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