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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国际路联中国研讨会暨 2015 年中国公路学会学术年会在渝召开
9 月 21-22 日，由国际道路联盟、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中国公路学会主办，招商局

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市公路学会联合承办的国际路联中国研

讨会暨中国公路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此次会议以“公路融资、安全、

环境与信息化管理”为主题，对公路交通设施安全、公路资产管理、投融资、公路交通大数

据等焦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原交通部副部长、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国际道

路联盟主席卡比拉，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周伟，重庆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唐慎，国际道路联盟副主席阿德南，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庞松，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副局长王太，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滕宏伟，中国交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蔡玉贺，国际路

联理事、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关昌余、重庆市科协副巡视员张诗德等领导及 400 余

位与会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重庆市公路学会代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副秘书长李碧波率

重庆代表团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现场表彰了第八届“中国公路百名优秀工程师”，重庆市公路学会推荐的仲建华、

徐基立、王文广榜上有名并上台领奖；会议还为长安大学、烟台公路局等 25 家单位颁发了

首批“全国公路科普教育基地”奖牌和证书。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公路交通领域

取得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获得 50 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0%以

上。沙漠、冻土岩溶、膨胀土、盐渍土等特殊地质条件下筑路技术取得新突破，长大桥隧建

设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特别是在低碳、环保、节能和节约土地等领域，取得了许多具有

世界水平的突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但公路交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基础设施总量还不

能完全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任务还很繁重；

公路交通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还需要提高；资源环境等对公路交通建设和发展的

约束强化，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重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频发，

公路交通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体系亟待进一步加强。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在讲话中指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

业，中国交通运输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就需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增强

科技支撑能力，重点做好四个方面：一是推动重大专项技术的突破，组织实施高海拔高寒地

区高速公路建设技术等 5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和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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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国家级清分结算平台建设；二是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开展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总体方案

研究，完成城市智能交通和国家物联网示范工程、物联网在公路网运行状态监测与效率提升

应用等相关研究任务，加快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全国联网进程；三是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组织实施 17 个绿色交通区域性主题示范项目，制定京津冀一体化节能减排专项行动方案，

编制完成《全国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规划》；四是改进公路标准化工作，印发《关

于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的意见》，制定《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引导中国公

路交通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完善。

国际道路联盟主席卡比拉则表示，公路要为未来创造更繁荣的社会，解决更多问题，因

此必须明确行业应该做什么，各个部门应该如何联系才能更有效率，如何高效的使用财政支

出。他还特别提到了道路安全问题，要从公路设计、工程质量、安全教育、应急处理、加强

立法等方面保障道路安全，努力做好创伤救治、应急处置。

围绕大会主题，大会共设置公路设施安全、公路资产管理、生态公路建设、PPP 与投融

资、智慧交通、数据采集与应用六个分会场，并邀请了 50 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

学术报告。重庆市交委李关寿总工在“智慧交通”分会场上作了题为“重庆市交通信息化现

状及展望”的专题报告；重庆市交委综合规划处代高飞副处长在“PPP 与投融资”分会场作

了题为“重庆交通探索和推进 PPP 投融资模式的实践”的专题报告。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十届直辖市公路学会学术工作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9 月 23-24 日，由重庆市科协、重庆市公路学会主办的第十届直辖市公路学会学术工作

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中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刘文杰、重庆市科协

学会部部长雷颖茹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公路学会的领导和代表，重

庆市公路学会各专业委员会、部分会员单位的代表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重庆市公路学会代理事长滕西全首先代表重庆市交委、重庆市公路学会致欢迎词；重庆

市科协学会部部长雷颖茹代表重庆市科协讲话，对重庆市公路学会一直以来的工作表示了肯

定，同时对重庆市公路学会今后的工作寄予了希望，并表示将一如继往地支持学会工作；中

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四个直辖市公路学会的工作开展情况及所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全国公路交通发展形势对学会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和希望。

在学术交流研讨中，北京市公路学会秘书长董平如和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房山公路分局

高林伟科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朱胜雪、天津市公路工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再昌、重庆

市公路局副局长朱顺芳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北京市国道安全保障工程工作交流汇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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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农村公路交通安全保障技术及示范工程”、“天津市公路安保工程学术报告”、“从国省干线

到农村公路，努力实现普通公路安保工程的全覆盖”的主题报告。

四直辖市公路学会分别就学会近期工作、后期设想在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研讨。

会议期间组织参观考察了重庆山区公路建设与管理、重庆公路安保工程建设有关项目。

四个直辖市的公路事业发展较快，公路安防工程的不断升级需要依靠不断创新予以加强

和保障，需要用科技来支撑和引领。本次第十届直辖市公路学会学术工作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将对直辖市公路安防工程的不断升级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对学会工作的交流与合

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훘쟬쫐릫슷톧믡헙뾪 2015 쓪샭쫂뎤릤ퟷ믡

2015 年 5 月 22 日上午，重庆市公路学会 2015 年理事长工作会在市交委五楼 501 会议

室召开。重庆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重庆市公路学会第三届代理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重

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唐伯明、许仁安、钟芸、石飞、黄小良及副理事长代表等 12 人参加

了本次理事长工作会。

会议由学会代理理事长滕西全主持。

会议对“启动重庆市公路学会换届准备工作”、“成立重庆市公路学会换届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第四届重庆市公路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长候选人人选”、“理事长会授权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对理事会成员进行换届审查工作”、“完善理事兼职手续”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讨论；学会各副理事长也分别在会上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将一如继往地支

持学会工作；学会副秘书长李碧波对完善理事兼职相关手续作了详细说明。

最后，重庆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同志作了总结性发言，一是肯定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期

间所取得的成绩，给学会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感谢各位副理事长对学会工作

的支持，希望今后继续支持学会工作；三是按照程序和章程办事，履行好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的各项职责；四是积极做好学会换届改选的各项准备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成功举办
《重庆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技术规范》宣贯培训会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由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牵头，重庆市公路学会承办，重庆高速集

团协办的《重庆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技术规范》宣贯培训会在重庆高速集团一楼大礼堂成功召

开。市交委总工李关寿、交委有关处室和高速公路建设、设计、施工及监理等相关单位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宣贯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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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重庆市交委科技处处长、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秘书长蒙华主持。

市交委李关寿总工对《重庆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技术规范》的编制意义做了说明，对使用

和执行做了明确要求；重庆高速集团敬世红副总工代表编写组介绍了《规范》编制背景和过

程；重庆交科院谭巍研究员和市交委质监局程德宏总工分别就《规范》的设计与施工部分进

行了详细解读。此次宣贯培训会内容丰富、务实，对提高相关人员的从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宣贯培训目标和效果。

《重庆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技术规范》是重庆高速集团牵头编写的重庆市交通行业地方规

范，是在现行公路相关规范基础上，结合路面科研成果，针对重庆高温、多雨、山区气候地

理的特点，在设计与施工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规范》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发布，并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召开 2015 年老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会
“重庆市公路学会 2015 年老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在金考源会

议酒店顺利召开。来自我市交通系统曾为公路交通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年科技工作者近

80 人欢聚一堂，共话交通行业及学会发展。

会议由学会代理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主持。

会上，重庆市交委铁路处处长朱文作了题为“关于重庆市铁路中长期规划和‘十三五’

规划思路”学术讲座，精彩生动的演讲获得了与会老领导、老会员、老专家的一致好评；学

会副秘书长李碧波通报了近两年学会工作情况，并对 2015 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会议播放

了“2013 年度重庆市交通科技奖、2013 年度重庆市路港杯三优奖、第二届重庆交通十优工

程师”获奖光盘；学会原副秘书长富健全、重庆市桥梁协会原秘书长杨其良作为老年会员及

科技工作者代表在会上发言，就交通和学会工作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想法和建议。会议在热烈

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我会承办了第二届重庆（国际）青年科学家论坛之交通分论坛
10 月 16 日下午，由重庆市科青联交通专委会主办，重庆市公路学会、重庆市桥梁协会

会协办，重庆中信渝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重庆（国际）青年科学家论坛之交通

分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单位的

交通行业青年工程师代表近 200 余参加了本次分论坛活动。

本次交通分论坛致力于通过对重庆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交通行业重点工程的新技术、

新方法的探讨，为重庆交通行业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搭建技术交流的平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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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科技的发展。分论坛的主题是“交通安全与技术创新”。

本次交通分论坛特别邀请了招商局重庆交科院首席专家蒋树屏，重庆轨道集团副总经理

马虎，重庆安全产业发展集团高级工程师吴勇，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徐进等四位交通行业的

专家到场做专题学术报告，并与与会代表进行现场学术互动交流，取得了很好的交流效果。

此次交通分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交通领域的交通安全与技术创新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

用。

专委会工作

执法专委会受邀参加黔江片区工作联席会

8 月 28 日上午，执法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一行受邀至黔江区党校宾馆参加了黔江片区

工作联席会。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一行，黔江、秀山、酉阳、彭水、石柱五区县交委机关及

所属运管、路政、港航部门的法制工作分管领导和法制科长其余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执法专委会 8月初在綦江召开的片区组长单位会议精神，分解落实了

专委会关于组织各会员单位编写《重庆交通执法案例评析》一书的工作任务，研讨部署了专

委会黔江片区下半年工作。随后，各参会单位在会上献言献策，对专委会工作开展提出了建

议和意见。同时，各会员单位纷纷表示对专委会组织编写《重庆交通执法案例评析》的大力

支持，会后各会员单位将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组织业务骨干按时完成相关编写任务。

执法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代表专委会对黔江片区交通执法案例的编写及下一步工作开

展做了安排部署。

公路运营管理专委会承办
第八期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经理（主任）培训班

2015 年 7 月，由中国公路学会主办，重庆市高速集团、重庆市公路学会公路运营管理

专委会承办的第八期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经理（主任）培训班在重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分管服务区的领导、服务区经理（主任）以

及运营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共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重庆高速公路集团路网中心党

委书记彭永益、中国公路学会副秘书长巨荣云等领导出席开班仪式。

高速公路服务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巨荣云作为本次培训的主讲专家，围绕旅游服务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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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服务区、特色服务区与主题服务区、标准化与个性化、个性化服务内容、出行者的服务诉

求点、服务反馈机制、服务出行信息、同城同价的理解、品牌管理等 10 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进行培训，并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文明创建和质量等级评定政策及要求进行了宣贯解读。

本次培训班得到了参与培训的代表的一致肯定，对提高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运营管理服务

水平的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合信息

重庆市公路学会荣获
“中国公路学会 2013-2014 年度先进学会”荣誉称号

在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全国公路学会工作会议上，中国公路学会对 2013-2014 年度

先进学会进行了表彰，重庆市公路学会榜上有名。

获得以上荣誉是中国公路学会对我会一年来各项工作的肯定，我会将以此为契机，继

续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人才智库的优势，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贡献智慧、扎实工

作，进一步扩大学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提升学会的综合实力，为促进我市公路交通建设和

科技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仲建华等 3人

获评“第八届中国公路百名优秀工程师”

在 9月 21-22 日召开的“国际路联中国研讨会暨中国公路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上，

对“第八届中国公路百名优秀工程师”进行了现场颁奖。由我会推荐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公司首席顾问、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仲建华、重庆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基

立、重庆高速集团忠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广等 3人获评“第八届中国公路百名优

秀工程师”，全国共有 100 名同志获奖。

两年一度的“中国公路百名优秀工程师”是为表彰在全国公路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和重

大技术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在公路交通行业人才

评选中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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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胡旭辉被交通运输部
授予“2012-2014 年度全国交通青年科技英才”荣誉称号

2015 年 1 月 15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优秀会

员、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技术合同部主任胡旭辉

被交通运输部授予“2012-2014 年度全国交通青

年科技英才”荣誉称号。

“全国交通青年科技英才”自1995年开始，

每两年组织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全国交通运输

系统在交通建设、专业技术实践、科技研究和

新技术推广、教书育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员。2014 年全国仅有 70 人

获奖，胡旭辉为重庆市交通系统唯一获奖代表。

三环高速江津至綦江段观音店特大桥贯通
10 月 21 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重点控制性

工程——綦江河观音店特大桥右幅中跨顺利合龙。

三环高速江津至綦江段起于成渝环线高速江津至合江段先锋互通附近，经江津区先锋

镇、金泉镇、青泊镇、贾嗣镇、广兴镇、夏坝镇、綦江升平镇、北渡镇，止于綦江城南侧，

与渝黔高速相连。路线全长约 48 公里，设计车速 80 公里/小时。

观音店特大桥全长 562.2 米，主桥为 95+176+95 米连续箱梁，采用挂篮悬臂浇筑施工，

引桥为 6×30 米先简支后连续 T梁。总承包施工二分部在施工期间，通过合理计划、倒排工

期，制定详细施工方案，增设专职安全员、专职质检员等措施，全程督促跟进现场动态，确

保了此次浇筑工作的开展，顺利、安全地实现了合龙。

观音店特大桥的贯通，标志着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主线跨綦江河三座特

大桥全部完工，为下一步全面实现主线贯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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