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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19〔65〕号 

 

中国公路学会关于召开第二届品质工程论坛 

暨惠清高速公路绿色科技示范工程现场 

观摩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打造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的指导意

见》，为解决公路建设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工程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完善质量安全技术标准，交流研讨先进工程

技术与管理经验，持续推动我国公路基础设施耐久性与安全性

提升，打造精品工程，我会决定于 2019 年 7 月中旬在广州市

从化区举办“第二届品质工程论坛暨惠清高速公路绿色科技示

范工程现场观摩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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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安全·耐久·环保·创新 

二、时间和地点 

（一）会议时间：7 月 9 日报到，10 日现场观摩，11 日

至 12 日开会；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生态设计小

镇； 

（三）报到地点：广州亨来斯登酒店 

（四）住宿地点： 

酒店 1： 广州亨来斯登酒店（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温泉

东路 2 号 020-62161888） 

酒店 2： 广州翠岛温泉度假村（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温

泉西路 6 号 020-61798888） 

三、会议内容 

（一）7 月 10 日全天 

惠清高速公路工程现场观摩。 

（二）7 月 11 日上午 

1.开幕式 

2.主旨报告 

（1）高速公路地下工程品质提升 

（2）高速公路路面工程品质工程内涵与外延 

（3）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品质管理与实践创新 

（4）建品质工程，保百年平安 

（5）广东省高速公路品质工程建设实践—以惠清高速项

目为例 

（二）7 月 11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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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品质工程设计 

（1）高速公路品质工程设计理念与实践 

（2）桥梁工程 BIM 技术正向设计助推品质工程建设 

（3）长大隧道单通道送风式纵向通风计算理论与设计方

法 

（4）重交通条件下高等级公路沥青路面结构设计 

分论坛二：品质工程管理 

（1）预应力张拉技术实践研究 

（2）无人机技术在高速公路建设智能化管理及检测领域

的应用 

（3）高速公路施工组织信息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 

（4）高速公路施工安全管理创新与实践 

（5）节段梁预制构件质量提升技术 

（6）高速公路超大隧道群施工关键技术 

（三）7 月 12 日上午 

分论坛三：品质工程新材料与微创新 

（1）基于超薄磨耗层异步施工技术的不粘轮粘层油研究 

（2）发光涂料在公路隧道节能照明中的应用 

（3）DTC 道路相变调温材料 

（4）微创新技术实例 

分论坛四：品质工程实践 

（1）延崇高速公路品质工程建设实践 

（2）农村公路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 

（3）集通高速打造绿色品质“双示范”工程建设实践 

（4）杭千高速公路生态景观长廊与低碳环保案例 

（5）滨莱高速大断面高速公路隧道群工程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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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领导

及相关处室负责人； 

（二）高速公路科研、设计、监理、质量监督部门及公路

工程施工企业相关人员； 

（三）高速公路运营与维护管理机构相关负责人； 

（四）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科研与教学人员； 

（五）惠清高速公路项目技术人员。 

五、会议费用 

（一）会议费 1800 元/人。7 月 2 日前缴费的代表，可现

场领取发票；7 月 2 日之后及现场报名缴费的代表，发票需会

后邮寄。 

（二）汇款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账 号：0200203309020185823 

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六、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支持单位：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广东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 

广东省公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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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东惠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七、报名方式 

请将填写完整的参会回执表（见附件）于 7 月 2 日前以邮

件方式发送至邮箱 xsyt@chinahighway.com。 

八、联系方式 

报名处：010-64288670 

朱雅峰 13581787047 

邬慧娟 18511163050 

冯国栋 13611170683 

负责人：徐  伟 13311218158 

邮  箱：xsyt@chinahighway.com 

中国公路学会网站：www.chts.cn 

 

附件一：会议交通路线及接送站安排 

附件二：参会回执表 

 

 

 

中国公路学会 

201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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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会议交通路线及接送站安排 

1.广州白云机场 

（1）在 T1 航站楼到达 A4 号门将安排工作人员举“第二届品质工程论

坛暨惠清高速公路绿色科技示范工程现场观摩会”接机牌等候。 

（2）在 T2 航站楼国内到达厅 50 号门，将安排工作人员举“第二届品

质工程论坛暨惠清高速公路绿色科技示范工程现场观摩会”接机牌等

候。 

2.广州南站 

在到达大厅出站口 4 将安排工作人员举“第二届品质工程论坛暨惠

清高速公路绿色科技示范工程现场观摩会”接站牌等候。 

接机、站巴士时刻表 

 

3.自行前往会场 

搭乘地铁 14 号线在“嘉禾望站”上车（东风方向）在“从化客运

站”（D 出口）下车，转乘从化 4 路在“地铁从化客运站”上车在“温

泉牌坊站”下车步行即到。 

09:00 10:00 11:00 11:45 12:30 13:15 14:00 

15:0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0:45 21:30 22:15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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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参 会 回 执 表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邮寄地址   

发票信息☆（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务必全部完整填写下列信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  不要发票□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税务登记）  开户行、账号（税务登记）  

发票备注  

姓 名 部门/职务 性 别 手 机 电子邮箱 是否参加现场观摩 

            

            

接送机/站信息统计（请务必填写全部信息） 

来程航班/车次 航班号/车次号：  计划落地/到站时间：  是否需要接机/站： □是 □否 

返程航班/车次 航班号/车次号：  计划起飞/发车时间：  是否需要送机/站： □是 □否 

食宿安排 
住宿要求：单人间（  ）间   标准间（  ）间  □不住宿 少数民族餐饮要求： 

□有 □无 住宿标准：450元/天（含早）。 

注：  ☆汇款账户信息： 

1.请完整填写以上信息，并于 7 月 2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回传此表。 收款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2.电子邮件：xsyt@chinahighway.com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3.电话：010-64288670 账号：020020330902018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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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19 年 6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