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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19〕87号

关于举办“2019全国美丽农村路建设与产业

融合发展研讨会暨‘四好农村路’助推

乡村振兴柯桥现场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围

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

及标准，对包括农村公路在内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给予

高度关注，并对公路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公路与旅游的

融合、公路与产业的融合等方面均提出了要求，给美丽农村

路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

会决定于 9 月上旬在浙江省绍兴市举办“2019 全国美丽农

村路建设与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暨‘四好农村路’助推乡村

振兴柯桥现场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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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乡路与乡愁·交旅融合新引擎

二、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9 月 5 日-6 日（4 日报到）；

（二）地点：绍兴鉴湖大酒店（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

岩大道 518 号，0575-85568888）。

三、会议内容

（一）9 月 5 日上午 09:00-12:00

1.开幕式

2.主旨报告

（1）我国美丽农村路相关政策解读

（2）浙江省“四好农村路”地方标准解读

报告人：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3）关于美丽农村路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报告人：孔亚平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环境中心主任

（4）奇峰秀岭筑新农村路-山区农村旅游公路建设实例

报告人：樊火印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二）9月 5日下午14:00-17:30 美丽农村路建设与实践

（1）全域建成美丽农村路 助力乡村振兴

报告人：绍兴市柯桥区交通运输局

（2）全要素农村公路大数据解决方案

报告人：王宝光 北京图行远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3）不同地域条件下的美丽农村路建设方案设计

报告人：杨星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公路所主任

（4）基于旅游需求的美丽农村路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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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孟强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环境咨

询事业部副总经理

（5）延庆好去处 最美滦赤路—不一样的公路美，助力

区域发展

报告人：邢亚杰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延庆公路分局养护

管理科副科长

（6）公路观景台布局与设计技术

报告人：秦晓春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

（三）9 月 6 日上午 09:00-12:00 美丽农村路与产业融

合发展

（1）物流（快递）下乡通道和服务农村高质量发展

报告人：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2）交旅融合条件下的乡村康养产业模式探索

报告人：潘阳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城乡与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3）自驾旅游拉动农村经济发展

报告人：谢英民 山东省自驾游协会会长

（4）用快进慢游撬动农村经济发展

报告人：王显光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

中心副主任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特色小镇与田园驿站的探索与

实践

报告人：庞琨伦 北京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DECK Architects 工作室院长、主持建筑师

（四）9 月 6 日下午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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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柯桥区香林村、钱茅线、双棠公路、棠棣村、南塘

线（六级航道）等。

四、参会人员

（一）各省（市）交通运输厅（局、委）、公路局相关

部门负责人；

（二）各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委）相关部门负

责人；

（三）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公路局相关部门负

责人；

（四）交通或旅游科研、设计、咨询及建设单位相关负

责人；

（五）交通和旅游院校研究人员；

（六）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委员；

（七）相关企业代表等。

五、会议费用

（一）会议费 1800 元/人；中国公路学会个人会员（将

会员证发送至 Ljwh@chts.cn 邮箱）、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

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议费 16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住宿

费用自理。

（二）请于 8 月 28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发送至

Ljwh@chts.cn 邮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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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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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前完成缴费的学员，可现场领取发票；之后

及现场报名缴费的学员，发票需会后邮寄。

六、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支持单位：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浙江省公路学会

协办单位：绍兴市柯桥区交通运输局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

七、联系方式

电 话：010-64288678/64288665

联系人：贾培莹 13810546246 张春伟 13466324891

负责人：徐 伟 13311218158

邮 箱： Ljwh@chts.cn

QQ 交流群：585598412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2.交通路线

中国公路学会

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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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发票快递地址

★发票信息

□普票（纸质）

□电子发票

□专票

发票抬头：
地址：

电话：

税号：
开户行：

账号：

姓 名 部门/职务 性 别 手 机 电子邮箱 是否参加现场考察

食宿安排
住宿要求：单人间/标准间（ ）间 标准间合住（ ）间 □不住宿 少数民族餐饮要求：□有，请指明 □无

住宿标准：340 元/天（含早）。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会员信息 □中国公路学会个人会员 □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委员

注：该回执表电子版可通过登录中国公路学会网站（www.chts.cn）首页下载。

http://www.ch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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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路线

1.柯桥航站楼（安排接站）

可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达柯桥航站楼，

约 40 分钟车程；

萧山机场到柯桥航站楼时刻表

会务组在柯桥航站楼出站口安排工作人员接站（举

“2019 全国美丽农村路研讨会”接机牌）。

柯桥航站楼接机巴士时刻表

2.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不安排接站）

打车约 36 公里车程，费用约 130 元。

3.杭州东站（不安排接站）

打车约 51 公里车程，费用约 190 元。

（注：杭州东站—绍兴北站 高铁 15-20 分钟/班次，行

程 20 分钟，费用约 19.5 元）

4.绍兴高铁北站（不安排接站）

打车约 12 公里车程，费用约 28 元。

萧山机

场发车

时间

08:1008:5009:50 10:4011:3012:20 13:2014:00

15:0015:5016:50 17:3018:1019:20 20:2021:20

14:00 15:0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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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19年 8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