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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重庆市公路学会举办第一期科技创新沙龙 
 

 

为进一步推动学会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调动学会及所属各专委会的工作积极性，

促进学会与各专委会的创新协调发展，2017年 3月 24日，重庆市公路学会在重庆市江津区

举办了第一期科技创新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专委会的科技创新和能力提升”。学会陈

孝来理事长出席沙龙并作了重要讲话。学会各专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处及代表、学会

秘书处工作人员共计 33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本次沙龙由学会秘书长李碧波主持。 

学会秘书处向学会各专业/工作委员会颁发了分支机构证书及文件，并安排布臵了学会

2017 年的科技创新工作要点。 

市公路学会陈孝来理事长在讲话中指出，各个专业/工作委员会在本次沙龙都很好地总

结了本专业的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 2017年的工作计划，有亮点、有成绩、值得肯定，提

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很有针对性。对学会及各专业/工作委员会今后的工作的开展，陈孝来理

事长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主动作为、积极作为、认真作为。要做好每一个细节，加强沟

通，互促互学，做好各项工作。二是要争取支持。学会及各专委会的工作要集中力量、整合

资源，争取相关领导的支持，争取会员单位的支持，争取科技人才、行业专家、学者和广大

会员的支持。三是要创新、有效。学会及各专委会在“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上要借用大项

目、借用会员单位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转换，解决学会科技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创新思维，



 

- 3 - 

有效推广，更接地气。四是要加强学会各专业/工作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学会各分支机构要

尽快完成换届改选工作，健全分支机构的设臵，建立规章制度，保证规范有序出效果。同时，

学会秘书处将积极为各分支机构做好服务工作，共同促进学会各专委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再上新台阶。 

学会各专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及代表分别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了 2017年的

工作思路，并对学会的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建议。学会秘书处将综合各专业/工作委员会的

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思路及建议，通过“重庆市公路学会”网站、学会 QQ 群、《重庆市公

路学会通讯》等交流平台，及时向各专委会及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发布和宣传。 

沙龙期间，陈孝来理事长及参会代表一行还冒雨到重庆交通建设重点项目——江（津）

习（水）路进行了现场参观考察和学习。本次沙龙由重庆市公路学会交通执法专委会承办，

并得到了江津区交委、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及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中电建路桥集团重庆

江习高速公司等单位的积极支持和协助。                       （学会秘书处  供稿） 

                                               

重庆市公路学会开展专家下区县技术咨询服务活动 
 

2017年 3月 14 日，重庆市公路学会积极组织开展专家下区县技术咨询服务活动。我会

李碧波秘书长和重庆交通大学瞿光义教授、重庆高速集团阳光正高级工程师等一行 4人来到

彭水县，就“彭水鹿角乌江大桥施工组织方案”进行技术咨询服务。 

 
重庆市公路学会秘书长（右三）、专家瞿光义教授（居中）、阳光正高工（左三）考察施工现场 

 

专家们仔细审阅了设计单位提供的《施工组织方案》，认真听取了业主单位、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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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对该项目的介绍，结合项目施工现场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施工组织方案

提出了很好的技术咨询意见和建议，得到了项目的业主、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的一致认

可，设计单位将结合专家提出的咨询意见对《施工组织方案》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用

于指导施工，确保该项目建设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课题研讨及专家论证会 
 

由重庆市公路学会牵头承接

的《深化行业改革，发挥市场作

用，助推全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研

究报告》课题分别于 2017 年 2月

17日和3月10日在重庆市交通委

员会十一楼和七楼会议室召开课

题研讨及专家论证会。由交通运

输部规划研究院、中国交通信息

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调度中心、重庆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和重

庆市交委相关业务处室的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组对该课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及论证。 

会议由重庆市公路学会陈孝来理事长主持。 

《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编写组通过 PPT并文字资料形式，详细介绍了该课题目前的研究成

果及修改完善情况；到场专家认真听取了课题编写组成员的汇报，仔细审阅了相关研究报告，

结合我市交通发展和工作实际，提出了各自的评审意见。 

重庆市公路学会陈孝来理事长作了总结讲话，感谢评审专家从实践出发，给《发展研究

报告》课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重庆市公路学会及课题组将综合专家意见，抓紧时

间，对《发展研究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力争尽快完成课题的研究，提交研究成果

及报告，供重庆市交委及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重庆市公路学会咨询审查项目通过重庆市交委评审 
 

2017 年 2 月 14 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 11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嘉陵江航运开发草街



 

- 5 - 

航电枢纽上游道路修复工程设计一阶段施工图》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重庆市交委港航建设

管理处相关领导、业务单位代表、审图单位代表、特邀专家以及设计单位项目组成员共 10

余人。 

“嘉陵江航运开发草街航电枢纽上游道路修复工程”项目位于合川区草街镇草街电站大

坝坝前 150m 处，处于嘉陵江左岸；场地东侧紧邻 G75 兰海高速；西侧靠近电站船闸上引航

段；下距草街互通立交约 1.8 Km 处。在改造草街水力发电厂船闸上游道路延长线范围内的

现有临时道路的基础上，新建一个 200吨级工作船泊位，以及相应的陆域形成、进出港道路

和相应的配套设施。 

《嘉陵江航运开发草街航电枢纽上游道路修复工程设计一阶段施工图》项目的业主单位

为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负责设计；重庆市公路学会作

为第三方审图单位，负责该项目的咨询审查工作。 

与会领导、专家对该项目给予高度重视，专家组详细审阅了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听

取了项目组成员的介绍及审图单位的咨询审查意见，经现场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设计单位

提供的设计文件资料基本齐全，方案总体基本合理、可行，设计深度基本达到要求，再修改

完善后可用指导施工，同意通过评审。 

 

 

重庆市水产学会来重庆市公路学会访问交流 
 

 

新春伊始，为密切重庆市级学会之间的交流学习， 2017 年 1 月 17 日，重庆市水产学

会何忠谊秘书长一行到重庆市公路学会进行访问交流，开展互促互学活动。 

 

重庆市公路学会李碧波

秘书长首先对重庆市水产学

会何忠谊秘书长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李秘书长及办公室

副主任戚将军介绍了重庆市

公路学会的基本情况。何忠谊

秘书长也就重庆市水产学会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交流介绍。 

双方还就学会的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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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科普宣传、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技术咨询服务、财务管理及制度建设等重点问题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交流和讨论。 

通过本次交流活动，两个学会均表示受到很大启发，也学到了不少经验。希望今后两个

学会继续加强交流学习，相互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促进学会工作的

持续向好发展。 

 

 

专委会工作 

交通执法专委会召开 2016年年度工作座谈会 
 

3月 24日上午，重庆市公路学会交

通执法专委会在江津区召开 2016 年年

度工作座谈会。重庆市公路学会李碧波

秘书长一行，执法总队潘震宇副总队长，

执法专委会曹海主任、陈俊义秘书长，

重庆交通大学、执法专委会六大片区组

长单位及执法总队高速公路各支队相关

领导共计 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

由执法专委会陈俊义秘书长主持。 

会上，交通执法专委会主任曹海首先作了 2016 年专委会工作总结暨 2017 年工作计划的

报告。随后专委会组织讨论了《重庆交通执法典型案例评析》编印计划及费用方案。接着，

专委会召开了年度工作座谈会，听取各参会单位就专委会 2017年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重庆市公路学会李碧波秘书长对交通执法专委会 2016 年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并

就 2017 年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专委会继续利用学术交流平台，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增进各会员单位业务经验交流与共享，推动各项工作更上新台阶；二是

希望六大片区组长单位进一步增进与专委会工作互动和沟通，在挂靠单位执法总队的大力支

持下，更好地为地方交通行业服务，真正成为市公路学会的一面颇具特色的旗臶。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潘震宇副总队长就会上收集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是拥护和支持市公路学会 2017年整体部署，结合专委会去年工作成效，有效展开 2017年

工作计划；二是发挥片区组长单位带头作用，开展联勤联动执法活动，推动各门类执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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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工作，开展跨门类交流研讨活动，使交通执法各领域业务管理水平均衡发展。三是希望

六大片区组长会员单位、执法总队高速公路各支队鼎力支持专委会案例汇编工作，保质保量

地编撰出精品案例，提升交通执法人员理论知识水平和执法履职效能。（执法专委会/林杨） 

 

       

综合信息 

2017 年 重庆交通怎样干？ 

 2月 15日上午，重庆市交通党委书记、重庆市交委主任乔墩在全市交通工作会部署 2017

年交通工作时指出，做好全年交通工作意义重大，全年交通计划投资 820亿元，其中：铁路

285 亿元，公路 470亿元，水运 35亿元，民航 25 亿元，邮政和信息化 5亿元。这也是我市

直辖以来交通投资最高的一年。 

  铁路：新增铁路运营里程 122 公里 

  通车：实现渝黔铁路、成渝高铁井口至沙坪坝段建成通车。 

  开工：建设渝昆高铁重庆境内 118公里；启动新田港等铁路集疏运中心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渝湘高铁、渝西高铁等项目可行性研究，争取在“十三五”期实施；

开展兰渝高铁重庆西站至潼南段、安张铁路奉节至巫溪段、广忠黔铁路、既有成渝铁路改造

等项目前期工作，启动黔遵昭等项目规划研究。 

  高速公路：建成渝北至广安等 4个项目 183 公里 

  完工：渝北至广安、南川至道真、万州至利川、九永高速永川段等 4个项目 183公里。 

  开工：合川至安岳、永川至泸州、渝黔扩能、黔江环线等 4个项目 239 公里。 

  项目前期工作：推进合川至璧山至江津、万州环线、巫山至大昌、巫溪至镇坪、彭水至

酉阳、大足至内江、渝遂扩能、奉节至建始、垫江至丰都至武隆等项目前期工作。 

普通公路：新改建农村公路 8000 公里 

  实施国省道改造 800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8000 公里，新解决 1500个撤并村不通畅问

题，全市撤并村通畅率达到 55%。 

  进一步完善普通公路养护管理机制，全力打造市级“畅安舒美”示范路 100公里，完成

预防性养护工程 400公里。 

  水运：加快推进长江重庆段航道整治  

  开工乌江白马至彭水枢纽航道支持保障系统，以及汤溪河等三峡库区重要支流航道整治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37b18a5-6475-484a-bc67-a7033f731718.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37b18a5-6475-484a-bc67-a7033f731718.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37b18a5-6475-484a-bc67-a7033f731718.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ce7c840-887b-45f4-965d-fd84204d9991.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ce7c840-887b-45f4-965d-fd84204d9991.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cce7c840-887b-45f4-965d-fd84204d9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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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加快推进嘉陵江草街库尾航道整治、涪江潼南航电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完成利泽航

运枢纽前期工作、力争开工。 

  完成果园港区铁水联运接驳改造并投入运行，建成珞璜、龙头和新田港区一期工程，新

增港口通过能力 1000万吨、集装箱 50万标箱。 

  航空：投用江北机场 T3A 航站楼和第三跑道 

  投用江北机场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加快巫山、武隆和万州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建设，

开工黔江机场改扩建项目。加快永川大安通用机场建设，推进利用梁平机场开展通用航空业

务，开工万盛江南机场，推动黑山谷等直升机场建设。力争新开通 10条左右国际航

线。     

运输：加快“公交都市”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协调落实公交优先道，持续优化主城公交线网，探索推进“快速公交、干线公交、支线

公交”线网分级管理，积极发展特需公交。进一步加强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有效衔接，提高轨

道交通运输组织效率。大力发展农村客运，新增通客车行政村 250个，行政村通客车率提高

到 97.5%。 

  邮政：推动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网络建设 

  继续深化甩挂运输和城市配送试点，推进“渝新欧”多式联运示范项目建设，实现运邮

常态化，推动临时铁路口岸国际邮件处理中心建设，打造“渝新欧”运邮专线。完善物流服

务网络，促进快递业向农村地区延伸，推动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网络建设，打通农

产品进城“最先一公里”、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信息化：建成交通云平台 打造智慧交通 

  建成交通云平台、出租汽车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二期）、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二

期）、交通综合执法管理与服务平台等，做强交通数据中心，进一步适应行业发展新需求。 

  安全生产:强化应急救援 加强工程建设监管 

加快水上交通“1中心、6基地、8站点”、普通公路“1中心、38基地”和高速公路

应急救援装备设施、队伍建设。严格执行质量安全强制性要求和施工标准化等管理制度，强

化整改复查和挂牌督办，确保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到位，使工程建设总体质量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 92%以上。 

  执法：推进法治交通建设 提高交通执法服务水平 

  做好《重庆市港口条例》宣贯实施，制定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全面下放港口经营许可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5e23307e-c6c8-423c-b649-5195115169e5.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5e23307e-c6c8-423c-b649-5195115169e5.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5e23307e-c6c8-423c-b649-5195115169e5.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d99c9f6a-9d77-4b46-9f32-ff0239c17cce.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d99c9f6a-9d77-4b46-9f32-ff0239c17cce.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d99c9f6a-9d77-4b46-9f32-ff0239c17cce.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f444b62d-c569-4dd1-bd9e-007cd1354f47.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f444b62d-c569-4dd1-bd9e-007cd1354f47.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f444b62d-c569-4dd1-bd9e-007cd1354f47.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8d316da8-5e59-4bc9-8105-49a8d528cc7f.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8d316da8-5e59-4bc9-8105-49a8d528cc7f.html
http://www.cqjt.gov.cn/articles/010101/8d316da8-5e59-4bc9-8105-49a8d528cc7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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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限。优化交通执法服务。积极推出便民服务新举措，优化异地处罚、网上查询罚缴等

功能，拓展投诉服务中心和失物招领中心服务范围，提高交通执法服务水平。 

 
 

重庆全面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重庆定位为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今年全市交通工作会上，市交通党委书记、市交委主任乔墩也明确提出，

我市将加快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 

  加快推进全国综合性铁路枢纽建设 

  针对重庆市铁路发展“短板”，全力推进“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两环十干线多联线”

普速铁路网建设，加快构建“三主两辅”铁路客运枢纽和“2+4+9”铁路货运系统。成渝高

铁、渝万高铁、兰渝铁路等项目相继建成通车，郑万高铁、重庆西站等项目开工建设，在建

铁路规模达到 1000公里。 

  加快完善高速公路内外通道 

    按照调整结构、优化布局、促进衔接的原则，有序推进高速公路网络建设。目前，

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 2800公里，在建规模超过 800公里，主城与区县城区之间全

部缩短至 4小时以内，对外出口通道增加到 16个，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初具雏形 

  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把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作为全面融入国家战略、打造

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的关键之举，加大投入、全力推动，水运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

以长江、嘉陵江、乌江为骨架的航道体系基本建成，全市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能力分别达

到 1.94亿吨、410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00 万标箱，周边货物中转比重提高到 43%。

近年来，在全国水运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重庆水运逆势增长，主要指标平均增速保持

在 10%左右。 

  区域航空枢纽基本形成 

民航业发展迅猛，“一大四小”机场建设步伐加快。江北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和 50万平

方米航站楼已经建成、即将投用，成为全国第四个拥有第三条跑道的机场。2016年，旅客

吞吐量达到 3589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位居全国第 9位，进入全球最繁忙机场行列。

国际货邮吞吐量超过 10万吨，西部领先。巫山机场建设进展有序，武隆机场和万州机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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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顺利开工，黔江机场改扩建前期工作顺利开展。万盛江南、永川大安、两江新区龙兴等

通用机场推进顺利。 

 

 

重庆市喜获 21 项 2016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近日，2016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正式发布，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并报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会议审定批准，于全国 540 项推荐项目中，共评选出获奖项目 177 项。

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7 项，二等奖 69 项，三等奖 80 项；重庆市在本次 2016年度

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共有 21 个主研或参与的项目获奖，其中：招商局重庆交通

科研设计院主研的《离岸特长沉管隧道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等 4个项目获评一等奖，重

庆交通大学主研的《物联网+环境灾变自动监控产业链及在长江经济带的开拓应用》、招商局

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主研的《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基于建管养一体化模式的钢桥面铺装成套

技术》等 6个项目获评二等奖，重庆市公路局主研的《低碳环保技术在农村公路建设中的推

广应用》、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主研的《高速公路通过未来煤层采动区对策研究》等

11 个项目获评三等奖。 

希望获奖单位贯彻落实国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加强对科技成果的宣传、推广和

转化；同时抓住机遇，求实创新，围绕重庆市交通领域的行业发展重点、难点、学术前沿亮

点工作，积极开展的 2017 年全市交通科技项目立项及 2016年度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奖的申

报工作，以更好地推进我市公路交通科技创新发展，促进交通行业科技进步。 

 

江习高速获全市施工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双料冠军” 
 

2月 13日，重庆市交委通报 2016年度全市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考核评

价结果，重庆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公路（亦称四面山高速）获“双料冠军”，其中施工标准

化连续两年夺冠。 

  江习高速是我市“三环十二射七联线”高速路网中重要的省际通道，也是第四个新千公

里高速公路建设首个项目。该项目全长 70 公里，笋溪河特大桥是其关键控制性工程，桥面

距河谷高约 280米，将成为重庆地区新的第一高桥。该项目自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全面推

进施工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扎实做好工程质量“里子”，同时坚持系紧“安全带”。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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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工单位自上而下，周密组织、精心策划，先后成立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领导小组，编

制印发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实施细则、考核评价制度，严格按照重庆市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强制性要求和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建设指南，强化标准化建设管理，充分发挥激励约束

机制，每月一大检、每周一小检，切实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扎实做到监管真到位、责任不

留白，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成效锦上添花。 

  2016 年，该项目建设实现重大突破，笋溪河特大桥两岸锚碇浇筑完成，四面山特长隧

道右幅以“微误差、零事故”目标顺利实现贯通，项目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工作赢得交通

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率领专家组的一致肯定，年度内共接待各地政府、企业、机构

共 15 批 370 人次的参观学习，其标准化和平安工地建设管理经验被市交委在全市在建公路

项目中推广学习。 

重庆市公路学会举办第一期科技创新沙龙期间，陈孝来理事长率参会代表一行到江习高

速公路施工现场进行了考察和学习，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届重庆交通十优工程师介绍 

 

高级工程师朱泽兵 

 
朱泽兵，男，197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1995 年 7 月毕业

于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工程学院采矿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现任

重庆南川区交通委员会副主任。该同志负责改造升级的渝道路和南

神路等国省道大中修等重点工程建设质量良好；规划实施通村公路

通畅工程 3000 公里、通乡联网公路 300 公里，全区行政村通畅率

达到 100%。；促成出台了《南川区通村公路养护管理试行办法》、《考

核实施细则》等地方标准；主持的“重庆轻轨佛大区间隧道及大坪

车站施工技术”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研的“重庆轻轨 2号

线地下车站及区间隧道工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在省部级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2012 年被评为重庆交通系统先进个人。2015 年，被授予“第三届

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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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梁华卯 

梁华卯，男，1973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1999 年 7 月毕业

于重庆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工程师，现任重庆公路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该同志作为技术负责人，

完成了多项重大维修任务和技改工程项目，其多项重大技改和设计

方案为企业节约成本超百万元；在 2004 年重庆轻轨工程中，负责

设计和主持改造了两台专用运输车；2006年，在国内暂无进口重型

汽车起重机大修先例的条件下，完成了委属重点设备德玛格 150吨

吊车的自行大修；2014年对“高铁 T型梁公路运输”专用车辆进行

了设计改造。2015年，被授予“第三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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