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文件
中公养管字〔2019〕82号

关于召开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
第十届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定于 2020 年 1 月 9～10 日
在深圳市召开“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高质量养护∙高水平管理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9～10 日开会，8 日报到
会议地点：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中心城龙翔大道 9009 号

电

话：0755-33181888

三、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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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日上午，主会场学术交流：
1.桥梁加固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院长 张劲泉）
2.桥梁养护与管理技术的发展方向（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刘晓东）
3.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推进养护技术全面发展（中交第
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于跟社）
4.降低公路建养管成本的路径和方法（中国公路学会养护
与管理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松根）
（二）9 日下午，设厅局长论坛、长大桥隧养护与管理、养
护装备智能化探索与实践 3 个主题会场：
——厅局长论坛
1.绿色环保理念及江西公路养护成就（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 王昭春）
2.江苏公路现代化养护发展理念及发展趋势（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丁峰）
3.山西公路养护管理实践与未来（山西省公路局局长 胡钢
成）
4.陕西公路养护管理探索与实践（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
成员/陕西省公路局局长 万振江）
5.山东高速公路养护“四新”技术应用成果（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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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高速公路养护技术创新与实践（北京市首都公路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孔祥杰）
7.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公路养护发展（公路养护技术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 李强）
——长大桥隧养护与管理
1.大跨径钢管拱桥置换法整体更换桥面结构关键技术（中
交三公局桥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书涛）
2.桥隧资产管养信息化系统（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土木检测维护分公司经理 李准华）
3.水性环氧树脂乳化沥青混合料技术在桥隧路面养护中的
应用（河南省大道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俊广）
4.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解析（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
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教授级高工 吴梦军）
5.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现状与发展方向（交通运输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马少飞）
——养护装备智能化探索与实践
1.微波加热技术在公路养护工程中的应用（公路建设与养
护技术材料及装备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主任 任化杰）
2.电传动技术在公路养护装备中的应用研究（长安大学工
程机械学院副院长/教授 叶敏）
3.路面养护保洁装备的革命性创新（山东东岳集团营销总
监 夏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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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智慧养护技术与装备（工程机械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长安大学公路装备系/筑机实验中心副主任 马登成）
5.高速公路机械化养护实践与探索（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养护中心副主任 高玉光）
（三）10 日上午，设路基路面养护品质的创新与提升、养
护工程安全运营与管理、大数据＋智慧公路养护体系建设 3 个
主题会场：
——路基路面养护品质的创新与提升
1.旧水泥混凝土路面表面功能恢复技术（交通运输部公路
科学研究院道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田波）
2.《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 5142-2019）修订
要义及养护新理念（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员 刘
振清）
3.高等级公路养护科学决策的思考（广东省交通集团养护
管理中心总工程师 李海军）
4.高性能高等级乳化沥青的开发与应用（喜跃发集团公司
总工程师 赵永飞）
5.复合环氧改性沥青封层技术提升路面耐久性的研究（交
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景）
6.国家标准《道路用水性环氧树脂乳化沥青混合料》解析
（国家标准委员会沥青混凝土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张红春）
——养护工程安全运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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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隧道结构安全评价与处治对策（同济大学教授 刘
学增）
2.面向路段管理公司的智能化应急管理与处置技术（北京
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主任 刘兴旺）
3.桥梁易损构件对结构运营安全的影响及养护对策（尚德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徐彬）
4.公路水毁机理及防治对策（长安大学教授 李家春）
5.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建设与安全运营管理（中铁建公路
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臧继成）
——大数据＋智慧公路养护体系建设
1.公路无人机创新发展平台与标准化战略（交通运输部路
网中心研究员 董雷宏）
2.桥梁养护管理的数字化实践（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交通运输部 BIM 行业研发中心副主任 王晓晶 ）
3.数字化公路养护管理的关键技术应用与探索（南京智行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前沿交通研究院执行院长 洪卫
星）
4.大数据知识工程驱动的公路桥梁智能化管养探索与思考
（重庆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杨建喜）
5.沥青路面大数据与养护智能决策技术（湖北省高速公路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松）
（四）10 日下午，养护现场技术考察：
深中通道东人工岛及堰筑段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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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1.养护与管理分会理事会成员及专家委员会成员；
2.公路、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的养护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
3.施工单位的管理、技术人员及相关学术团体成员；
4.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咨询评估单位及大专院校、研究、
设计单位的相关人员等；
5.公路养护材料、装备生产企业相关人员；
6.年会论文集作者。
五、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公路学会
广东长大道路养护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喜跃发国际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土木工程检测维护分公司
中交三公局桥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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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前沿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道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集团
媒体支持：
《中国公路》《中国交通信息化》
《中国高速公路》
中国公路网 《养护与管理》
六、参会方式
1.本次会议统一安排在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深圳
市怡景湾大酒店、深圳丽湾酒店住宿，三家酒店均设有会议报
到处，代表可直接前往入住酒店办理报到手续；
2.参会代表每人缴纳会议费 1800 元/人（含会议期间资料
费、会议费、专家费及自助餐费），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
七、报名方式
请于 1 月 8 日前将会议回执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中国公路学
会养护与管理分会秘书处。
联系人：黄超超 010-64288779

13810800577

李志豪 010-64288780

18601204345

于 洋 010-64288781

18911904190

负责人：高 虹 010-64288778

18601353355

传

真：010-64288780/64288781

邮

箱：ygfh200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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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号：318787317（欢迎入群咨询，已在养管分会任何一
个群内的，均无需再次申请）
会议通知及附件电子版下载方式：
1.登陆网页下载：
http://chts.cn/info/1911211609470001
2.扫描二维码下载：

附件：
1.会议回执
2.会务费发票开票信息表
3.会议酒店交通信息一览表

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
2019 年 12 月 3 日

— 8 —

附件 1

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传真*

地址*：

邮编*

姓名*

食宿要求*

职务*

性别

手机*

电话

电子邮箱*

1.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会议酒店）：深圳市龙岗区龙岗中心城龙翔
大道 9009 号（0755-33181888 ）
□单人间 680 元/天（）间
□双人标准间 680 元/天（）间
2.深圳丽湾酒店：广东深圳市龙岗区新生路 1 号（0755-84840000）
□单人间 480 元/天（）间
□双人标准间 480 元/天（）间
3.深圳怡景湾大酒店：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西路 229 号（0755-33322222）
□单人间 380 元/天（）间
□双人标准间 380 元/天（）间
*三家酒店均设有会议报到处，8 日请直接前往入住的酒店报到。会议期间，丽湾酒店和怡景湾酒
店均安排有摆渡车往返皇冠假日酒店；
*8 日报到当天，如您在 22:00 之后到达，请务必致电组委会留房，否则将不再保留预定的房间；
*如酒店房间预定满，组委会将另行安排酒店。我们将依据报名的先后顺序及参会人员数量酌情安
排，如因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发票要求*

交纳全额会务费，可享受会议提供的 1 月 8 日晚至 10 日晚自助餐（共 5 餐）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为保证开票信息的准确性，请务必协助我们填写好附件 2，连同此表一起传真或邮件。

注意事项：
1.交费方式：
（1）将会务费（不含住宿费）于 1 月 5 日前汇至指定账号（逾期可选择现场交费）
，您可在现场报
到时领到会务费发票，并可以提前在酒店为您预定好房间，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中国公路学会

账号：955885020000053891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

环支行
（2）报到时现场交付会务费（支持公务卡、微信、支付宝及现金支付）
，发票将在会议结束后 5～7
个工作日内用中通公司快递送达（遇节假日顺延）
；
2.请及时将报名表、汇款凭证及发票信息邮件/传真至会务组，以便开具发票，并请务必注明发票抬
头、联系人及电话等相关信息，邮箱：ygfh2009@126.com/传真：010-64288780/64288781；
3.*号项为必填项，请您务必配合填写好；
4.本次会议不设接送站服务，敬请参会代表自行到会，如有特殊情况请联系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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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会务费发票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及电话

银行名称及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

发票接收人姓
名、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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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
交通信息一览
交通信息

距离
（km）

驾驶时间
（ 分钟 ）

出租车费用
约（元）

宝安国际机场

60

80

195

深圳北站

35

60

110

深圳站

30

60

100

深圳东站

22

50

70

深圳西站

51

60

180

公交路线
步行至宝安机场地铁站乘坐 11
号线（开往福田方向）→福田
地铁站下车，换乘 3 号线(龙
岗线，开往双龙方向)→龙城
广场地铁站下车，D 口出，步
行至酒店。（全程 120 分钟）
步行至深圳北站地铁站 C 口，
乘坐 5 号线（环中线，开往黄
贝岭方向）→布吉 地铁站下
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开
往双龙方向)→龙城广场 地铁
站下车，D 口出，步行至酒
店。（全程约 80 分钟）
深圳站步行至罗湖地铁站 C 口
乘坐 1 号线（罗宝线，开往机
场东方向）→老街地铁站下
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开
往双龙方向)→龙城广场 地铁
站下车，D 口出，步行至酒
店。（全程约 80 分钟）
深圳东站步行至布吉 地铁站
（东 3 口进）乘坐 3 号线(龙
岗线，开往双龙方向)→龙城
广场地铁站下车，D 口出，步
行至酒店。（全程约 60 分
钟）
深圳西站步行至大新 地铁站
（C1 口进）1 号线（罗宝线，
开往机场东方向）→老街地铁
站下车，换乘 3 号线(龙岗
线，开往双龙方向)→龙城广
场 地铁站下车，D 口出，步行
至酒店。（全程约 120 分钟）

— 11 —

深圳丽湾酒店交通
信息一览表
交通信息

距离
（km）

驾驶时间
（ 分钟 ）

出租车费用
约（元）

宝安国际机场

68

70

220

深圳北站

43

54

130

深圳站

37

50

120

深圳东站

30

48

95

深圳西站

59

6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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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线
步行至宝安机场地铁站，C 口
进，乘机场专线 11 号线（开
往龙福田方向）→福田地铁站
下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
开往双龙方向)→双龙 地铁站
下车，C 口出，步行至酒店。
（全程 140 分钟）
步行至深圳北站地铁站 C 口，
乘坐 5 号线（环中线，开往黄
贝岭方向）→布吉地铁站下
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开
往双龙方向)→双龙 地铁站下
车，C 口出，步行至酒店。
（全程约 90 分钟）
深圳站步行至罗湖地铁站 C 口
乘坐 1 号线（罗宝线，开往机
场东方向）→老街地铁站下
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开
往双龙方向)→双龙 地铁站下
车，C 口出，步行至酒店。
（全程约 90 分钟）
深圳东站步行至布吉 地铁站
（东 3 口进）乘坐 3 号线(龙
岗线，开往双龙方向)→双龙
地铁站下车，C 口出，步行至
酒店。（全程约 60 分钟）
深圳西站步行至大新 地铁站
（C1 口进）1 号线（罗宝线，
开往机场东方向）→老街地铁
站下车，换乘 3 号线(龙岗
线，开往双龙方向)→双龙 地
铁站下车，C 口出，步行至酒
店。（全程约 130 分钟）

深圳市怡景湾大酒店
信息一览表
交通信息

距离
（km）

驾驶时间
（ 分钟 ）

出租车费用
约（元）

宝安国际机场

59

70

180

深圳北站

33

40

96

深圳站

28

40

80

深圳东站

20

40

60

深圳西站

49

60

170

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公交路线
步行至宝安机场公交站乘机场
专线 2 号线（开往龙岗城市候
机楼方向）→大运地铁站 公
交站下车，换乘公交车莞 782
路（开往东莞天堂围工业区方
向）→留学生创业园站下车，
步行至酒店。（全程 125 分
钟）
步行至深圳北站地铁站 C 口，
乘坐 5 号线（环中线，开往黄
贝岭方向）→坂田地铁站 B 口
下车，换乘公交车 M447 路
（开往中集公司方向）→龙岗
中专公交站下车，步行至酒
店。（全程约 80 分钟）
深圳站步行至罗湖地铁站 C 口
乘坐 1 号线（罗宝线，开往机
场东方向）→老街地铁站下
车，换乘 3 号线(龙岗线，开
往双龙方向)→大运 地铁站下
车，C 口出，换乘公交车莞
782 路，（开往东莞天堂围工
业区方向）→留学生创业园站
下车，步行至酒店。（全程约
90 分钟）
深圳东站步行至布吉 地铁站
（东 3 口进）乘坐 3 号线(龙
岗线，开往双龙方向)→大运
地铁站下车，C 口出，换乘公
交车莞 782 路（开往东莞天堂
围工业区方向）→留学生创业
园站下车，步行至酒店。（全
程约 60 分钟）
深圳西站步行至大新 地铁站
（C1 口进）1 号线（罗宝线，
开往机场东方向）→老街地铁
站下车，换乘 3 号线(龙岗
线，开往双龙方向)→大运 地
铁站下车，C 口出，换乘公交
车莞 782 路（开往东莞天堂围
工业区方向）→留学生创业园
站下车，步行至酒店。（全程
约 1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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