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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20﹞78 号 

 

中国公路学会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沥青 

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交通强国战略，推动公路工程建设、养护

高质量发展，落实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加强科技创新与

产业融合，我会决定召开“第五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

护技术研讨会”。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5 日（2 日全天报到） 

地点：杭州雷迪森铂丽大饭店（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

路 108 号，电话：0571—83788888） 

二、会议主题 

智慧•创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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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内容 

（一）主旨报告 

1.我国“十四五”交通高质量发展规划与思考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 周伟  

2.道路等基础设施非开挖修复技术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复明 

3.道路建设新材料及研究方向 

——日本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吴智深 

4.沥青路面绿色工程技术的趋势与研究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王旭东 

5.浙江交通强省方案与解读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任忠 

（二）主题会场 

►道路建设 

6.山东高速公路建设实践与研究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勇 

7.雄安新区高速公路建设与思考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国清   

8.彩色陶瓷颗粒路面的设计与应用 

——江苏美沥特道路面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卓仕团   

9.新基建下智慧高速建设浙江实践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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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研究所主任 崔优凯 

10.高性能沥青路面材料研究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李剑新 

11.腾讯自动驾驶助力高速智慧化建设 

——腾讯自动驾驶总经理 苏奎峰  

►道路运营管理 

12.公路养护资金需求测算方法及分配机制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运输所专业总工

程师 蒋斌 

13.新基建时代智慧高速系统的构建 

——华为中国交通解决方案研发总监 赵伟 

14.对标东京-上海道路基础设施精细化运维模式探索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 彭崇梅 

15.“六朵云”服务智慧高速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信息中心副主任 周宏 

16.浙江沪杭甬智慧高速实践与发展 

——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炳炯 

►路面养护新技术 

17.公路养护科学决策体系及实践应用 

——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李强 

18.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适用性与质量控制要点的

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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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董海

东 

19.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沥青路面养护评价与决策技术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 倪富建 

20.排水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应用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闫国杰 

21.高速公路周期性养护总承包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分公司养护研究

中心主任 陈宇 

22.多维信息技术在道路养护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科研中心主任 孟均 

（三）新成果及产业化对接专场 

拟邀请参加单位：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江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

公司。 

活动形式：项目路演、交流互动等。 

具体安排： 

项目一 北京地区沥青路面新技术应用及发展展望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党委常委 张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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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泡沫铝技术在公路工程中的应用及产业化探索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思忠 

项目三 废旧胶粉路用性能研究及产业化实践 

——河北交投干线公路开发公司总经理、省交通规划

设计院副院长 李彦伟 

项目四 中国石化东海牌系列沥青开发及今后展望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黄婉利 

（四）颁奖活动 

2020 年度长寿命路面奖颁奖 

（五）调研考察 

4 日下午 浙江智慧交通馆考察；  

5 日全天 第三届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未来

交通大会参观。 

四、交通成果展览展示 

五、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支持单位：浙江省公路学会  

特别协办：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美沥特道路面材料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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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杂志社 

六、参会人员 

（一）交通运输部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人；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

委）、公路局、公路事业服务中心、高速公路管理局，各交

通投资集团公司工程管理及技术人员；  

（三）相关路、桥、隧工程承包商技术人员； 

（四）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咨询、评估单位及国内

各研究机构、交通院校相关人员； 

（五）国内学术团体负责人。 

七、会议费用 

参会代表每人缴纳会议费 1800 元/人（含会议资料费、

专家费、会务费、餐费等）；持中国公路学会有效个人会员

证（缴费时须出示证件），会议费 1600 元/人；参会代表于

11 月 28 日前缴费，会议费 1600 元/人（会员 1400 元/人）。

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提前缴费，报到时领取发票；报到时现场缴费，发票

将在会议结束后 5-7 个工作日内快递送达。 

八、其他事项 

（一）参会回执表电子版，请在中国公路学会官网

（www.chts.cn）、中国公路网（www.chinahighway.com）发布

的会议通知中下载，也可以联系会务组在线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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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好参会回执电子版，请于 11 月 27 日前反馈至

会务组。 

（三）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公路学会 

电  话：010-84990630，邮箱：technologyxh@126.com 

联系人：刘新杰 17319481019 

王琳琳 13683186589 

杨  青 13810909803 

谢永清 13701075163 

（四）会前交流及会后课件下载 QQ 群（公路科技成

果转化群 1015665426）。 

 
附件：第五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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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五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件 住宿（480元/间/天） 

            住宿标准：□双人合住标准间  □单人间 □不住宿 

      住宿标准：□双人合住标准间  □单人间 □不住宿 

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请选择： □专票  □电子发票（收票邮箱：                      ）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单位地址及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 

    

注：1.参会回执表的电子版，请在中国公路学会官网发布的会议通知中下载附件。 

2.请将回执表、汇款凭证以邮件或传真形式发给会务组，以便开具发票，务必注明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邮箱：technologyxh@126.com ,传真：010-84990706 

  汇款账号信息如下，户名：《中国公路》杂志社      账号：11001018500053016311     开户行：建行北京安慧支行 

3.交通路线：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18 公里，约 15 分钟车程； 

杭州站(城站) 距离酒店 12 公里，约 20 分钟车程； 

杭州火车东站 距离酒店 18 公里，约 30 分钟车程； 

杭州火车南站(原萧山站) 距离酒店 7 公里，约 15 分钟车程。 

4.会务咨询：王文静 18210525162，李振 1364106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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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20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