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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 2015 年学术年会

重庆市公路学会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在渝通宾馆召开 2015 年学术年会。重庆市交通委

员会巡视员陈孝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总工程师李关寿，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处级干部

彭林，重庆市公路学会代理事长滕西全，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董事长许仁安，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院院长韩道均，重庆市公路

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石飞，重庆市公路学会副

理事长、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小良，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公

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涛，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交委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局局长陈伯奎，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万

里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市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设计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区县交

通委（局）的理事及代表 113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董事长许仁安主持。

会上举行了“2014 年度重庆交通路港杯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优质工程奖”、“2014 年度

重庆市交通科技奖”和“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颁奖仪式，对重庆交通路港杯三

优奖获奖项目 10 项、重庆市交通科技奖获奖项目 11 项、第三届重庆交通十优工程师获奖人

员进行了表彰，鼓励广大公路交通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交通事业做贡献、促发展，取得新的

成绩。

受第三届理事会委托，重庆市公路学会代理事长滕西全在会上作了题为“增强服务能力

创新发展模式”的学会年度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学会 2015 年度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了 2016

年的学会工作思路和要求：一是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二是提升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三是加强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四是积极助力创新驱动发展，五是努力提高科普工作水平，六

是积极创造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条件，七是加强学会自身能力建设，八是做好学会 2016 年各

项基础性工作。

会上，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获奖代表、重庆航运发展有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

徐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发表的一番感情真挚的获奖感言，感动了参加会议的每一个

人。

重庆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处级干部彭林到会祝贺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市公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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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2015 年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向获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学会“转变思想观念，

加大改革力度，强化自身定位，促进行业发展”，激发广大会员的积极性，优化社团发展生态

环境，服务会员、服务社会、服务行业，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行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重庆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代表市交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支持学会发展

的市民政局、市科协及广大会员单位表示感谢，对学会 2015 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所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学会充分发挥科技社团的作用，做好行业服务工作；在第三届

理事会的领导下，继续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人才智库的优势，体现学会办公宗旨，

创办学会“会员之家”，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贡献智慧，为推动重庆交通发展做出新的积极

的贡献。

年会特别邀请了重庆市交委铁路处副处长杜凤林作了题为“重庆市铁路规划建设概况”

的学术报告，介绍了重庆铁路的建设规划和发展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在稍前召开的重庆市公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上，经研究同意一致通过：同意

通过理事会延期换届一年的决议；增补钟宁、陈伯奎、程万里等 3 人为学会副理事长；变更

王峙为学会副理事长；变更李碧波为学会秘书长；增补副秘书长任洪涛；变更常务理事 1人，

增补理事 1 人，变更理事 4 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学会的组织机构，为学会的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重庆市公路学会承办

“第四届国际桥梁养护与管理技术（美国特辑）研讨会”

2015 年 11 月 16-17 日，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主办，重庆市交委、重庆市公路学

会支持并参与承办的“第四届国际桥梁养护与管理技术（美国特辑）研讨会”在重庆贵侨酒

店隆重召开。

重庆市交委李关寿总工出席会议并致词。本次会议邀请了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张

劲泉等国内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同时，还特邀了包括：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工程学院副院

长、教授 Laurence J. Jacobs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工程技术和测量系教授

Ruinian.Jiang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Thomas

Schumacher 等多位美国桥梁界知名专家到会演讲。来自国内桥梁设计、施工、养护、检测等

单位的 6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关企业也在会场展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进行科

普宣传。

本届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桥梁无损检测技术”主题，中外专家做了深入浅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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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现场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本届学术桥梁会议的成功召开，推动

了国内外桥梁养护与管理技术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科

普宣传与推广应用。

훘쟬쫐릫슷톧믡헙뾪

2014 쓪뛈훘쟬쫐붻춨뿆톧벼쫵붱움짳믡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重庆市公路学会在市交委 11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2014 年度

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评审会”。由我市交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相关行业的

专家、学者等 14 名专家组成的评审专家委员会参加了此次评审会。全市共有 15 个交通科技

项目参与了此次评审。

评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学会代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首先宣读了《重庆市交通科学技

术奖评审规则》。重庆市交委总工程师、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关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

出每年度进行重庆市交通科技奖评审的必要性，并希望参加评审的各个评委严格把关、认真

评审，评选出能真实反映我市交通科技水平的科技项目；评审结果要真实反映我市交通科技

实际成果；进一步加强交通科技奖的宣传、扩大影响。

到会专家、学者按照《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奖励

办法实施细则》、科技奖的评审标准、评审规则、评审注意事项的规定和要求，分别从申报项

目成果的水平、创造性、研究的难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用推广价值等方面进行严格

初评，认真填写评审专家意见，并进行现场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按计划保质量完成了评审程

序。

经评审专家委员会认真讨论、严格筛选，共评出 11 个拟奖项目，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

奖 4 项，三等奖 5 项，拟奖方案将按规定在重庆市公路学会网站进行公示，并在重庆市公路

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上进行表彰。

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召开

2014 年度重庆市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评审会

重庆市公路学会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组织召开“2014 年度重庆市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评审

会”。由我市交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等 10 人组成的评

审专家委员会参加了此次评审。会议由学会代理事长兼秘书长、评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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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主持。

重庆市交委巡视员、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陈孝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了开展每年度

路港杯三优奖评审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几点要求：1、评审要注重行业各个方面的平衡；2、

各个评委对参评项目要进行公平、公正、公开评审；3、评审结果要能代表我市公路及水运项

目的勘察、设计、施工水平。

评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滕西全宣读了《重庆市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评审细则》和《评分标

准》。到会评委按照《重庆市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评选办法》、《重庆市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评审细

则》和《评分标准》，逐个项目进行严格初评，认真填写评审专家意见，并进行现场讨论和无

记名评分，交评审委员会综合评议，确定拟奖项目。

经评审委员会认真讨论、严格筛选、综合评议，共评出 10 个拟奖项目，其中一等奖 4项，

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拟奖方案将按规定在重庆市公路学会网站进行公示，并在重庆市

公路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上进行表彰。

重庆市公路学会开展第三届

“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评审

由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的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评审会于 10 月 15 日在市

交委 11 楼会议室召开，全市交通系统及有关单位共推荐了 13 名候选人参加此次评审，涵盖

了公路建设及养护、航运建设及管理、道路运输、科研设计、大专院校、轨道交通、区县交

通等行业。重庆市公路学会成立了以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为组长的专家评审组对参评人员进

行综合评审。

会议由评审专家组副组长、学会代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主持。

评审专家按照《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评审办法》及相关条件要求进行了认真评审，

结合候选人的申报材料和实际工作业绩进行现场讨论，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形式，根据得票

数从高到低排列，最后确定获奖人员名单。

经过评审专家组认真评审，共评选出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吴勇等10名优秀工程师，

这是自 2011 年以来进行的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评审，得到了全市交通系统有

关单位的肯定和积极响应，已成为我市交通系统的一个行业奖励品牌，为激励我市广大公路

交通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交通事业，发扬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精神，推动我市交通科

技进步和创新，促进我市交通事业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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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员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召开 2015 年编辑工作座谈会

2015 年 11 月 18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组织召开了编辑工作座谈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

2015 年编委会工作，展望 2016 年工作动态。会议由《重庆交通科技》主编孙家驷主持。

学会代理理事长兼秘书长首先在会上发言，在肯定大家工作的同时，借此机会向编委会

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共同做好 2016 年《重庆交通科技》正

刊及其增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孙家驷主编在会上对 2015 年的编辑工作做了总结，得出三点体会：1、领导重视和支持。

2、编委会的工作人员各尽其职，努力工作。3、刊物的学术性较强，在交通行业有一定影响

力。并对刊物及学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学会刊物的独立性、自主权要加强；以评“优

秀论文”等举措，来提高投稿人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学会刊物的学术影响力等。

编委会的其他人员也积极发言，畅谈学会刊物发展新思路，并表示将一如继往地支持编

委会工作，为做好 2016 年重庆市公路学会主办刊物—《重庆交通科技》的正刊及增刊的出版

发行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交通动态

渝黔高速扩能等三条高速路签署投资协议

2015 年 12 月 29 日，渝黔高速扩能、重庆黔石高速、南大泸高速项目签订投资协议，三

条高速总长 330 公里左右，总投资超过 400 亿元，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高速集团

合作建设。市领导黄奇帆、陈和平，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庄尚标出席签约仪式。

渝黔高速扩能（重庆）段全长近 100 公里，双向六车道，计划 2016 年开工，工期 4年；

重庆黔石高速从石忠高速三店互通到渝湘高速黔江沙坝，全长 90 余公里，双向四车道，计划

今年底开工，工期 4 年；南充至大足至泸州高速（重庆）段，从潼南宝龙镇到荣昌清江镇，

全长近 140 公里，双向四车道，计划 2016 年开工，工期 3年。

重庆直辖以来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共投入资金 2100 亿元，建成 2500 公里高速公路，初

步实现“四小时重庆”。根据规划，到 2020 年重庆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 3500 公里，近日签

约的三条高速路项目就是重庆“十三五”。

新千公里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有效支撑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重庆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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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建设过程，也是投融资体制不断改革的过程，从过去的 BOT 市场化经营模式，到近两年

大力推进 PPP 投融资模式，在有序推进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

府债务。加上今天签约的项目，重庆高速公路 PPP 项目投资已超过 1000 亿元。

渝昆高铁今年开建 通车后重庆到昆明只需150分钟

乘火车从重庆到昆明只需要 150 分钟左右？这不是天方夜谭。今年我市将开建渝昆高铁，

建成后，这条铁路线将成为我市与南亚、东盟国家间最便捷的客运大通道。

渝昆高铁是京昆高铁南部路段，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与已开建的郑万高铁

共同构成西南与中原、华北、东北地区的高速铁路大通道。

重庆至昆明高铁主要位于重庆、四川、云南境内。北起重庆枢纽，经重庆的主城区、江

津、永川等进入四川省泸州、宜宾，而后进入云南省昭通、东川区接入昆明枢纽昆明南站，

正线长约 720 公里。该线北端经重庆枢纽与正在建设的渝万、郑万高铁相连，在宜宾与成贵

客专十字相交，南端接入昆明枢纽与泛亚铁路相连，形成昆明至重庆、郑州、北京的快速客

运通道。本线是重庆市南向通道的主骨架，是重庆与四川、云南地区旅客交流的骨干通道。

为拓展南向出海大通道，我市还将增强渝黔桂出海通道能力。在建的渝黔铁路将于 2017

年全线通车，届时重庆至贵州只需 2 小时左右，至广州也只需 6 小时。此外，我市还计划适

时启动渝黔高铁前期工作，实现与黔中城市群、北部湾、珠三角地区的高效连通。

目前，我市已有长江黄金水道、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两大物流通道，迅速增长的

航空路线，以及正着力打造的连通四方的高效铁路网络。这一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后，将进一

步缩短重庆与世界的距离，确立重庆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

同时，我市还在积极规划、争取重庆到贵阳、长沙、武汉、西安、兰州等地的高铁项目。

铁路中长期规划的实施，将实现重庆 3小时到达周边省会城市，6小时到达北京、上海、广州，

进一步强化我市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

综合信息

重庆市公路学会积极举荐优秀科技人才并获得表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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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重庆市公路学会举荐的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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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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成功获评“第八届中国公路百名优

秀工程师”，全国共有 100 名优秀科技人才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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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滕西全荣获中国公路学会 2015 年度“十佳秘书长”称号

在 2015 年 12 月 15-16 日召开的 2015 年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暨第七届会员日

活动中，中国公路学会表彰了 2015 年度 10 名“十佳秘书长”、22 名“优秀秘书长”。我会滕

西全代理事长荣获“十佳秘书长”称号，以表彰其在 2015 年作为重庆市公路学会秘书长期间

所取得的突出贡献和成绩。

简 讯

1、为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工作，我会成立了科学普及工作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为李碧波，办公室主任为戚将军，

委 员：

陈丽蓉（重庆交通大学）、 李 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

李 恒（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林 阳（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陈弋玫（重庆市公路局）、 刘扬芳（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赖荣朋（重庆市交委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局）、 杨 莉（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王乙涵（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 畅（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专委会办公室设在学会秘书处，负责具体工作。专委会委员单位涵盖了我市交通行业的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公路建设及管理、道路运输、交通执法、勘察设计单位等方面，为今

后相关的公路交通科普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因工作需要，学会秘书处戚将军同志任重庆市公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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