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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强化服务

持续发展

——重庆市公路学会召开 2014 年年会暨 2014 年会员日活动
重庆市公路学会于 2014 年 1２月 16 日上午在渝通宾馆召开 2014 年年会暨 2014 年会员
日活动。来自全市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设计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区县交通委（局）
的理事及代表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为配合会员日活动，学会发放了《征求意见表》、
《关于进一步做好为会员服务工作的通知》及慰问
品等，受到会员们的欢迎，为学会今后进一步做好
为会员服务工作打下了基础。获得“中国公路学会
2014 年会员之星”称号的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总工办副主任杨莉作为会员代表在会上发言：
“正
值全国以各种活动热烈庆祝“中国科协会员日”
之际，我们迎来了重庆市公路学会 2014 年年会
的 隆 重召 开 ，这也是我们会员朋友一年一度齐聚一堂、喜庆丰收的日子，我作为 一
名普通的会员，能代表广大的会员朋友们在此发言感到非常的荣幸···”，情感真挚的
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增强了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激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积极献身全市科技创新和科普事业，为全市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早日实现“中国
梦”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举行了“2013 年度重庆交通路港杯三优奖” 及“2013 年度重庆市交通科技奖”颁
奖仪式，对重庆交通路港杯三优奖获奖项目 10 项，重庆市交通科技奖获奖项目 15 项进行了
奖励，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献身交通事业做贡献、促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受理事会委托，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在会上作了题为“强化服务 持
续发展”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学会 2014 年度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了 2015 年的学会工作
思路和要求：一是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二是继续深化和提高学会服务能力，三
是不断强化学会的基础建设，四是做好学会 2015 年各项基础性工作。
重庆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处级干部彭林到会祝贺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市公路学
会 2014 年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向获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学会“转变思想观
念，加大改革力度，强化自身定位”，激发广大会员的积极性，优化社团发展生态环境，服
务会员、服务社会、服务行业，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行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重庆市科协学会部副部长林君明代表市科协在讲话中强调：学会要进一步加强与会员的
联系，积极为会员服务；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科普宣传的主阵地作用；强化自身建设，提高
服务能力；争取社会职能，激发学会活力。并表示市科协学会部将继续支持学会发展，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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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希望市公路学会继续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各学会的旗帜与标杆。
重庆市交委巡视员陈孝来代表市交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支持学会发展
的市民政局、市科协及广大会员单位表示感谢，对学会 2014 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所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学会充分发挥科技社团的作用，做好行业服务工作；在第三
届理事会的领导下，继续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人才智库的优势，体现学会办公宗旨，
创办学会“会员之家”，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贡献智慧，为推动重庆交通发展做出新的积
极的贡献。
重庆市璧山区区长、重庆市公路学会原理事长章勇武专程到会祝贺，并怀着对学会的深
厚感情作了题为“感谢、感慨、感想、感念”的重要讲话，期待学会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绩。
在稍前召开的重庆市公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经研究同意一致通过：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代行理事长职务；变更常务理事 2 人，增补常务理事 2 人，变更理
事 8 人，增补理事 1 人，变更专委会主任 3 人，进一步完善健全了学会的组织机构，为学会
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会秘书处 供稿）

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暨
第六届会员日活动在海口市举办
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暨第六届会员日活动于 2014 年 12 月 18-19 日在海口市
举办，会议和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名誉理事长李居昌，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范唯，国
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各省区市省级学会和中国公路学会各分会的秘书长、
会员代表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和活动。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代表重庆市公路学
会参加了会议。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胡希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全国各级公路学会秘书
处和秘书长，以及广大会员在推进学会事业改革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从“进一步提
高学会的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着力提高会员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学会秘书处和
秘书长的职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公路学会的整体优势和作用”等四个方面对秘书处工作及会
员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会议表彰了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2014 年度中
国公路学会优秀秘书长”、
“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会员之星”和“秘书长突出贡献奖”
，并
颁发了证书和奖牌。我会副秘书长李碧波获评“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荣誉
称号；我会推荐的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总工办副主任杨莉获评“2014 年度中国公路
学会会员之星”称号。
会员日活动期间，代表们走访慰问了博鳌公路养护道班的养护职工和科技工作者，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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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来了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并表达了对一线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中国公路
学会秘书处领导还向道班赠送力量专业及生活类书籍。基层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对学会领导的
关心表示感谢。他们纷纷表示，将继续扎根基层，继续努力工作，做出新贡献。
在会议和活动结束时，中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刘文杰作了总结性讲话。刘秘书长在讲话中
指出， 2014 年全国公路学会认真贯彻“强化学会基础建设，提高学会服务能力”的工作思
路，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好成绩，特别是在学会组织建设和学会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
发展，为学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5 年，学会将承担国家繁重的工作，希望各
级公路学会在全面总结今年工作的基础上，研究确定明年的工作计划，把明年的工作做得更
好，为我国公路交通科技进步和公路交通事业的快好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重庆市公路学会组团参加第九届直辖市
公路学会农村公路工作研讨会
重庆市公路学会滕秘书长率队组团参加 2014 年 11 月 20-21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直辖
市公路学会农村公路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以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公路学
会领导和代表共 2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上海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张蕴杰主持。
中国公路学会副秘书长乔云、上海市科协学术部部长潘祺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致辞。
北京市路政局公路养护处处长陈宏、天津市北辰区乡村公路管理办公室主任陈鹏、上海
市路政局养护处副处长钱国辉、上海市路政局规划处副处长王维凤分别在会上作了主题报
告。重庆市公路局建管处副处长韩东山根据重庆农村公路发展现状在会上作了“服务经济社
会，助推城乡统筹——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与管理情况”报告，介绍了重庆的状况。
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滕西全、北京市公路学会理事长吴天宝，天津市公路
学会理事长李惠杰，上海市公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蕴杰分别就学会工作、设想在研讨
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期间组织考察参观了上海地铁博物馆和上海桥梁病害陈列馆。
四个直辖市的公路事业发展较快，农村公路建设和管理需要依靠创新予以保障，需要用
科技来支撑工程和养护质量和引领发展方向。本次直辖市公路学会农村公路工作会议的成功
举办将对我市农村公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重庆市公路学会咨询审查的《重庆万州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
施工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通过市交委组织的评审
2014 年 10 月 7 日下午，重庆市交委港航处在市交委八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重庆市万州
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施工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评审会。重庆市交委质监局、造价站、项目业
主单位、设计单位、审图单位的代表及评审专家组共计 14 人参加了本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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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单位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概况及设计思路，重
庆市公路学会（路辉咨询公司）作为审图单位在会上发表了咨询审查意见，与会评审专家组
认真审阅了设计单位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同意审图单位的咨询审查意见，经
过专家组认真讨论、综合研究，一致认为该项目设计方案基本达到施工图设计要求，经过修
改、补充和完善后可用于指导施工，原则同意通过评审。
（学会秘书处 供稿）

重庆市公路学会积极做好为区县交通建设服务工作
受武隆县交委委托，重庆市公路学会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组织专家对《武隆县江口至
后坪公路一期龙溪乌江大桥及引道工程》进行咨询服务。
专家组仔细查阅了武隆县交委提供的《武隆县江口至后坪公路一期龙溪乌江大桥及引道
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听取了武隆县交委相关人员的汇报，经过认真讨
论和研究，提出了咨询意见，得到了武隆县交委及有关单位的认可。
（学会秘书处 供稿）

专委会工作
交通试验检测及造价专委会与重庆市认证认可协会
互促互学活动圆满结束
2014 年 10 月中旬和 12 月下旬，重庆市公路学会交通试验检测及造价专委会组织开展
了跨行业的互促互学活动，主要内容是与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化学检验所互学互动，
学习他们的先进化学试验检测管理经验。来自 40 余家获得实验室资质认定的单位会员，参
加了这次活动。
本次活动以学习提升为目的，结合日常检测中所产生的问题，用座谈讨论、参观学习的
方式进行。活动中 100 多人共分为三个小组，观看了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化学检测所，
由重庆市认证认可协会邱秘书长与各位会员对实验室药品选用、实验流程、实验溶液配制等
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各位会员分组对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化学检测所进行实地参观，由化
学检测所主任带领多名资深专业检测人员给公路行业的检测人员在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布
局、使用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在实验室的管理方面做了经验讲授。会员们带着问题来，
抱着经验走，整个过程会员们孜孜不倦地学习。会员单位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多组织这次的活
动，相互促进，加强了解，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和提高重庆市试验检测机构的整
体服务水平。
（交通试验检测及造价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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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综合信息
渝宜高速 12 月 27 日全线贯通 重庆到宜昌只需 6 小时
12 月 27 日，渝宜高速将全线贯通，标志着 G42 沪蓉高速全线贯通。渝宜高速是重庆通
往湖北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大通道，同时也是重庆经湖北前往上海的第二条高速公路通道。走
渝宜高速，6 小时便可到达宜昌。
渝宜高速是国家高速路网中 G42 沪蓉高速路中的一段，其中重庆段已在 2012 年底建成
通车，湖北段在巴东接重庆巫山至奉节高速，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80 公里。
目前，市民驾车从重庆主城到宜昌，可通过沪渝高速（G50）公路，经垫江、忠县、石
柱进入湖北利川，然后经恩施到宜昌、武汉、上海；也可经过沪渝南线高速（G50S）公路，
经丰都、石柱进入湖北利川，然后经恩施到宜昌、武汉、上海。
渝宜高速全线建成后，市民可通过渝宜高速，经万州、奉节、巫山进入湖北巴东，到达
宜昌，全程只需要 6 小时左右。

嘉陵江上将再添新桥

千厮门嘉陵江大桥 2015 年上半年实现通车

重庆市民关心的重点工程连接渝中区和江北区的千厮门嘉陵江大桥将于 2015 年上半年
实现通车。目前大桥已通过验收，但渝中区一端的匝道尚未完工。
千厮门大桥为跨江公路和轨道交通两用桥，上层为城市道路桥，下层为双线轨道交通桥。
目前，下层轨道线已经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试运行，可以达到先通轨道 6 号线的目标。
此外，北碚区水土大桥及引道工程起于蔡家纵三路与横三路相交的江家坪立交，终点接
水土云汉大道。目前，设计和专项论证均已完成，近期将启动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尽快开工
建设；渝北区礼嘉大桥东起礼嘉镇的金渝大道，横跨嘉陵江后，到达北碚区童家溪镇，目前
礼嘉大桥正在开展方案论证等前期工作，待前期工作完成后再开工建设。

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建成通车
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是重庆市规划的“三环十二射七联线”高速公路网中“三
环”线的重要段落，于 2012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路线全长约 58.09 公里，支线里程 2.13
公里，总投资约 60 亿元。本项目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永川长江大桥是长江进入重庆辖区
内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其主跨达 608 米，在已建成的同类型斜拉桥主跨跨径排名全市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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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 12、全世界第 14 位。
永江高速公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强国家高速 G85（成渝）、G93（渝泸）两大射线高速
公路横向联系，加快交通转换；使渝西地区与四川泸州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的联系更加便捷、
高效，对进一步优化重庆市高速公路路网结构，服务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助推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公路学会副秘书长李碧波获评
“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荣誉称号
全国公路学会秘书长工作研讨会暨第六届会员日活动于 2014 年 12 月
18-19 日在海口市举办，会议和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会上，表彰了在学
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
“2014 年度中
国公路学会优秀秘书长”、
“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会员之星”和“秘书长
突出贡献奖”，并向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和奖牌。我会副秘书长李碧波获评
“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书长”荣誉称号。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总工办副主任杨莉
获评“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会员之星”荣誉称号
在 12 月 18 日中国公路学会第六届会员日活动之际，我会推荐的重庆
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总工办副主任杨莉获评“2014 年度中国公路学会会
员之星”荣誉称号，全国共有 27 名同志获此殊荣。
重庆市公路学会的广大会员以推动我市公路交通科技进步为已任，务
实奋进，开拓进取，为学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为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学会各项
活动，为学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并在科技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的优秀会员，是促进学会改革
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杨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作为重庆市公路学会会刊《重庆交通科技》
的一名编辑，她主动地参与编委会的稿件收集、整理、修改和审定工作；作为副理事长单位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她积极加强与学会各项工作的沟通与联系，
是一名称职的学会工作者。希望广大会员，以杨莉同志为榜样，学习先进，团结进取，开拓
创新，共同促进学会事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创“会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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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重庆交通十优工程师介绍
正高级工程师姚小松
姚小松，男，1957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2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道桥系公路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委员，重庆市公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该同志从事公路设计与建设工作 20 余年，主持设计的《渝长高速公路
项目》、《白市驿至西彭一级公路项目》分别被重庆市交通委员会评定为设
计工作一等奖，参与设计的《国道 212 线重庆至合川高速公路余家湾至长
滩段项目》获 2005 年度公路交通优秀设计二等奖；承担的《涵洞计算机设计与成图系统项
目》被重庆市建设委员会评为 2006 年度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件；先后被授予
“重庆市交通系统十佳交通工程建设标兵”、
“重庆市劳动创新奖章”、
“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
人才”、“重庆五一奖章”、“优秀领导干部”等荣誉称号；被国务院评为“2008 年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2013 年，被授予“第二届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高级工程师段炳俊
段炳俊，男，197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98 年毕业于重庆交通
学院交通土建专业，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检测工程师，现
任重庆市公路局养护处副处长。
该同志长期从事 公路桥梁的设计、施工、养护与管理工作，特别是在
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研究。完成公路设计超
过 1000 公里，作为项目负责人主导项目施工 10 余个，施工中优化设计、
注重环保，共计节约投资 800 余万元；主持开发了“重庆公路项目管理系统”、
“重庆公路养
护管理系统”
、
“桥梁动态分析系统”等专业软件，完成了重庆“安保工程十年”总结，建立
健全了全市安保工程数据库，编写了大量涉及全市公路建设、日常养护、小修保养、日常巡
查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办法和研究报告；先后被评为“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重要贡献人
物”、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质量年活动先进个人”等个人荣誉；2013 年，被授予“第二届
重庆交通十名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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