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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19〕114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化
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9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对统筹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

与部署。纲要明确提出“构建适应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

系，加快重点领域标准有效供给”。标准化作为交通运输行

业发展的技术性基础工作，在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助力交

通强国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及示范作用。

为了打造公路行业标准化交流平台，更好地为行业科技

创新服务，我会决定在南京市举办以“标准化助力交通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化年会”。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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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标准化助力交通高质量发展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6～7 日，5 日报到。6 日、7

日上午会议，7 日下午考察

会议地点：南京市青旅宾馆（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后标

营路 101 号）

三、会议内容

11 月 6 日 9:00-12:00

（一）开幕式

（二）“团体标准先进单位”表彰

（三）标准发布仪式

港珠澳大桥系列标准等 10 项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发布

（四）主旨报告

1.培育发展团体标准 构建新型标准体系

报告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领导

2.坚持推动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交通强国建设

报告人：交通运输部相关司局领导

3.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tandards. The example

of bituminous mixtures

报告人：Jean FCORTÉ勋爵 世界道路协会（PIARC）前

秘书长、法国交通部名誉总工程师

4.路面技术的发展与标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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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曹荣吉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工程师

11 月 6 日 14:00-17:00

（五）标准解读及标准技术交流

分会场一：行业标准解读

1.《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

报告人：于跟社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2.《公路钢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G/T

3364-02-2019）

报告人：王民 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首席

专家

3.《公路沥青路面养护设计规范》（JTG 5421-2018）

报告人：李强 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总工程师

分会场二：公路工程标准化

1.中法公路路面结构与材料设计比较

报告人：沙爱民 长安大学 校长

2.江苏省高速公路养护标准体系

报告人：吴赞平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3.“一带一路”公路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比对研究

报告人：余顺新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

4.南京五桥标准化设计与施工技术

报告人：沈斌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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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工程标准应用案例

报告人：李志强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6.公路工程快速无损检测与智能监管技术

报告人：王捷 江苏东交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六）专题会议：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工作会议

11 月 7 日 9:00-12:00

分会场三：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宣贯（道路及交通工程方向）

1.《公路湿法岩沥青改性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指南》

（T/CHTS 10013-2019）

报告人：陈景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工程中心 副主任

2.《玄武岩纤维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指南》（T/CHTS

10016-2019）

报告人：肖鹏 扬州大学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院 院长

3.《黄淮地区公路粉土路基设计施工技术指南》（T/CHTS

10009-2019）

报告人：黄志福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

程师

4.《公路照明直流供电系统设计指南》（T/CHTS

10011-2019）

报告人：胡彦杰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副总工程师

分会场四：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宣贯（桥梁及隧道工程方向）

1.《公路特大桥梁供配电系统设备状态评估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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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TS 10014-2019）

报告人：蔡泽斌 江苏中压电气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公路桥梁缆索用锌-铝合金镀层钢丝》（T/CHTS

20007-2019）

报告人：薛花娟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3.《公路混凝土桥梁体外预应力加固技术指南》（T/CHTS

10015-2019）

报告人：张宇峰 苏交科集团有限公司交通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4.《港珠澳大桥设计规程 第二分册：沉管隧道工程》

报告人：吕勇刚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隧道与

地下工程部经理

（七）参观考察

11 月 7 日 14:00-17:00

参观考察南京五桥设计、施工标准化技术应用成果。

（八）展览展示

年会现场全程开展公路行业新产品、新技术等专项展览

展示活动。

四、参会人员

1.各省交通运输厅领导及相关人员；

2.交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及高校等相关领导及人员；

3.申报标准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

五、会议组织



- 6 -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联合主办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支持单位：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协办单位：新型道路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

六、会议费用及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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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提供 10 个左右展位，作为与标准化相关的新

材料、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展示平台。有意向参展的单位可以

与会议联系人联系，报名参展。

与会代表可通过以下方式缴纳费用：

（一）线上注册

请前往中国公路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chts.cn）

完成会议注册（注册与缴费指南见附件）。

（二）现场注册

与会代表也可在 2019 年 11 月 5 日-7 日进行现场注册。

温馨提示：住宿费用标准为：南京市青旅宾馆 460 元/

间·晚。为方便及时报销，建议参会代表尽量于 10 月 31 日

前注册缴费，则会议期间可现场领取发票；之后及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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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的代表，发票需会后邮寄。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新 010-64288717 / 15810586553

李欢 010-64288725 / 13121996853

负责人：李华 010-64288712 / 18611520033

邮 箱：chts-s@qq.com

附件：网上注册及缴费指南

中国公路学会

2019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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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网上注册及缴费指南

为方便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采用网上报名、缴费的形式。

1.报名网址：http://www.chts.cn/，点击学会主页“会

议 报名”，未注册过该会议系统的用户请先注册，步骤如

下：

（1）在登录页面点击“注册用户”，填写电子邮箱，

点击 “获取验证码”，系统向该邮箱发送通知邮件；

（2）在邮箱中找到通知邮件，将验证码填写到注册页

面， 并设置登录密码，完成注册并登录系统。

2.登录系统后，选择“第二届中国公路学会标准化年会”

进行注 册报名。

3.点击“添加参会人”，先填写参会人的基本信息。可

以为自己报名，也可为他人报名。

4.填写发票要求。会务组分别为每位参会人开一张发

票，发票种类可选择普通发票（电子）、普通发票（纸质）、

专用发票和不需要发票。10 月 31 日前在线报名并完成缴费

的参会人可到现场领取发票；之后及现场缴费的参会人员，

会议结束后为您邮寄发票（因会后邮寄时间较长，不推荐）。

5.添加完成全部参会人后，填写订房信息。酒店：南京

市青旅宾馆（单间和标间均为 460 元/间·晚，含早）。您

可以为多个参会人统筹安排房间数。入住和离店日期统一为

会议报到日入住、会议结束日次日离店。



- 9 -

6.点击“提交订单”，跳转到支付环节。可使用线上支

付（推荐）和线下转账。选择线上支付并完成支付后，订单

状态会自动变为“已支付”。选择线下转账汇款时，汇款到

以下账户：

户 名：中国公路学会

账 号：020020330902018582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请在汇款单中备注参会者姓名、单位或订单号。汇款完

成后，请在“我的订单”中上传汇款凭证电子版（或照片），

并将注册信息及汇款凭证电子版发至邮箱 chts-s@qq.com，

以便会务组为您修改订单支付状态。

7.完成报名缴费的参会人，可以在会议现场凭参会人姓

名、订单号或报名人邮箱查询到报名信息并完成签到。

8.已完成报名缴费后，如需变更参会人，可从“我的订

单”中找到要变更的已缴费订单，点击“重新报名”，系统

会复制原订单参会人信息生成一笔新订单，您可对参会人进

行修改，然后提交新的参会订单。原订单可申请退款。

mailto:chts-s@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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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