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公路学会简讯

2022 年第 1、2期 1

湖南省公路学会简讯
第一、二期

（总第 370、371 期）

湖南省公路学会秘书处 网址：www.hnsglxh.com.cn 二 O 二二年四月

【学会动态】

学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工作人员集中观看电视专题片
《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2022年 2月 11日，为了进一步做好学会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湖南省公路学会党支部组织全

体工作人员召开专题理论学习会议，集中观看

《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专题教育片，积极开展

廉政警示教育。

警示教育片《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以真实

案例来以案说法，从思想根源深刻剖析了因道德

防线不牢，导致政治上丧失信念、经济上贪得无

厌、生活上腐化堕落，最终陷入犯罪深渊。

通过观看教育片，既是以案示警、以案明纪，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首戒心，也是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肃“四风”、推进作风建

设的坚定决心。我们党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严

以修身，严以律己，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于工作中，自觉筑牢思

想道德防线，不忘初心，守住底线。

湖南省公路学会第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在长沙召开

2022年 2月 25日，湖南省公路学会第八届

六次常务理事会在长沙圆满召开。詹新华理事

长、林建常务副理事长、吕丹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建仁、王维、唐杰军、曹国辉等副理事长，监

事会主席郑长安，共计常务理事 60 余人出席会

议。会议由学会理事长詹新华主持。

会上，听取了学会理事长詹新华同志作的

《湖南省公路学会 2021年工作总结及 2022年工

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从学会党建工作、学术交

流、科普、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培训、地标编

http://www.hnsglx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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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课题研究、会员服务、学会自身能力建设、

积极促进交通公路科技创新发展以及专委会活

动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总结，2021年学会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吕丹所作的“湖南省公路学会《2021年度财务工

作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提交

的“变更、新增理事、团体会员单位的提议和变

更副理事长及增补理事名单的提议”、提交的“关
于团体会员单位作自动退会的提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林建常务副理事长提交的“表彰 2021年
度湖南省公路学会先进工作者、先进专委会名单

的提议以及 2021 年度评优评先奖励方案的建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监事会主席郑长安作的“监
事会工作报告”。以上议题同意提交第八届六次

理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提交的“第八届六次

理事会暨 2021年学术年会筹备工作事宜”。

会上胡建华同志谈了想法与感受，他提出湖

南省交通建设工作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前

辈们的付出和湖南交通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成

功、荣誉与创新需要靠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会

员的共同努力创造与推动，形成一种创新引领的

氛围和创新意识。常务理事邓晓静发言，她结合

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实际提出了宝贵建议：一是学

会在巩固传统优势情况下要不断拓展创新的发

展模式；二是学会在学术业务方面积极服务大

局、服务行业；三是希望学会继续加强对会员的

指导与培训工作。常务理事们的发言为学会今后

更好的开展工作和服务会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及建议。

本次第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得到了各副理

事长、常务理事、各专委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第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圆满的完成了各项

工作的审议。

省科协学会学术工作部胡为平部长到学会慰问青年科技工作者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为

表达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关怀，2022年 1 月 25
日下午，省科协学会学术工作部胡为平部长、旷

文涛同志到学会 2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工作单位走

访慰问，我会吕丹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陪同。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励，目前

在长沙重点工程暮坪湘江特大桥项目上担任项

目总工，长年来顶着巨大的家庭和工作压力，始

终坚守在项目一线技术岗位，为项目的顺利推进

做出了突出贡献，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和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同时还慰问了湖南

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建设造价管理站丁夏淑。

省科协领导给 2位青年科技工作者献了鲜花

和慰问金，详细的了解他们身体状况和生活、工

作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

他们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作出的贡献，并

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鼓励他们在新的

一年勇担使命、不懈奋斗，祝愿他们在新征程上

再接再厉，展现更大作为。

中国公路学会召开 2022 年全国公路学会工作会议
我会荣获中国公路学会“2019-2021 年度先进学会”

4月 8日上午，中国公路学会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全国公路学会工作会议。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翁孟勇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杰主持会议。

会上传达了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秘书长会议及《中

国科协 2022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工作要点》《中

国科协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科技人才工作的

意见》《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学术出版道德公约》

等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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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进行了工作经验交流，由贵州省公路学

会、中国公路学会服务区工作委员会、中交第一

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

了在会员发展与服务、分支机构的平台作用发

挥、为分会工作开展提供支撑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

会上对会员工作、分支机构管理及世界交通

运输大会三个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对

2019至 2021年全国公路学会先进学会、先进分

支机构、十佳秘书长、优秀秘书长及突出贡献秘

书长进行了表彰，我会荣获中国公路学会

“ 2019-2021 年度先进学会”称号，吕丹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荣获“2021年度中国公路学会十佳秘

书长”称号。

翁孟勇理事长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中

国公路学会理事会换届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公路学会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国家、

中国科协、交通运输部会议精神，总结经验，分

析形势，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努力

完成全学会系统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中国

特色一流学会建设取得新成效。

翁孟勇指出，202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

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我们隆重纪念建党 100周年，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制定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脱

贫攻坚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

翁孟勇指出，2021年是中国公路学会发展历

史中重要的一年，不仅顺利召开了学会第九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理事会换届，面对

新冠疫情对学会事业发展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学

会转变思路，主动作为，创新方式，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学会工作，取得了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

的“双成效”。
翁孟勇强调，一是要进一步认清形势，切实

担负起新时期赋予学会的职责使命。二是要发挥

学会的平台优势，更好地服务交通强国建设。三

是要深化学会治理改革，有效增强学会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活力。四是要重视和加强会员工作，夯

实学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五是要发挥“一体两翼”

组织优势，推进全国公路学会事业的整体协同发

展。六是要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学会事业高质

量发展用心发力。

刘文杰在会议总结讲话时强调，一是认真传

达学习会议精神和翁孟勇理事长的讲话精神。二

是要研究学会发展的转型和创新。三是要转变发

展思路和工作方式。面对当前面临严峻挑战，我

们要从思路到规划，从方式到模式、从服务到产

品，都要重新布局和安排。要立足服务交通强国

发展的国家战略、服务公路交通科技创新发展、

服务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国科协的统

一部署，聚焦一流学会建设目标，全力以赴、尽

职尽责，如期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为学会行稳

致远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公路学会监事长巨荣云及秘书处全体

人员，全国各省级公路学会、学会各分支机构及

部分地市级公路学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和有关工

作人员，中国公路学分支机构支撑单位分管领导

等 200余人参加会议。

（摘自中国公路学会报道）

2021 年第三批建筑业企业（交通行业类）资质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2月 15日，学会组织了 2021年第三批建筑

业企业（交通行业类）2家申报单位 2项资质评

审工作，抽取了 5位专家进行评审。

2 月 17 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以《关于对

2021年度第3批公路工程施工资质申报企业审查

情况的公示》将专家评审意见和评审通过的 1家
企业 1项资质对应的主要企业业绩情况在政务公

开一栏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次评审结果 1家单位资质申报通过，1家
单位资质申报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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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动态】

湖南省公路学会道路专业委员会召开 2021 年主任委员工作会议

2022年 1月 17日下午，湖南省公路学会道

路专业委员会 2021年度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在湖

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代表 13人出席会议。

工作会议由道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志勇同志主持，会议共有 4项议程，各位副主任

委员认真讨论，提出可行性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讨论通过《湖南省公路学会道路专业委员

2021年度工作总结及 2022年工作计划》；二是

讨论专委会 2021 年度学术年会相关事宜；三是

讨论 2022 年工作计划和相关活动安排；四是审

议通过增补张军辉、彭东黎两名同志为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与会领导充分肯定了 2021年道路专

业委员会的工作，纷纷为道路专业委员会 2022

年的工作出谋划策，大家一致表示将在省公路学

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使道路专业

委员会的工作在 2022年迈上一个新台阶。

（道路专业委员会供稿）

【举荐人才】

2021 年度湖南省公路学会十佳优秀工程师名单

近年来，我省交通公路领域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工程技术人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交通强国战略，爱岗敬业，勇于创新，

无私奉献，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典型。为表彰他们

的杰出贡献，经学会会员单位推荐、专家评审、

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决定授予王思伟等 11 名

同志“第一届湖南省公路学会十佳优秀工程师”

称号。（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思伟 湖南中大设计院有限公司桥梁隧道

设计所副所长、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王婷宇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

管理部任高级主管、高级工程师

尹鸿达 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石 柱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管理部部长、设计分公司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李 程 湖南省沅辰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监、正高级工程师

陈宇亮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易 武 湖南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局监督一科科长、高级工程师

罗振宇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徐霞飞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养护管理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梁晓东 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谢 冰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智慧交通与数字技术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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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湖南省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根据《湖南省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

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2021年度湖南省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经专家评

审委员会评审，并经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符合参评条件的项目共 13 项，其中获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

一等奖（6项，排名不分先后）

1.潮湿地区公路路基长期性能演变规律与综

合保障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湖南省

交通建设质量监督检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虢曙安、刘杰、刘国坤、

郑祖恩、黄向群、卢正、徐朔、姚海林、庄宝利、

胡帆、李志勇、吴海彬、骆行文、郭铄、江庆平

2.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腹地公路修筑关键技术

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省益南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彭立、肖燕、胡惠华、张鹏、

欧阳心和、赵明华、聂士诚、李宏泉、张云毅、

葛延明、苏钊、杨明辉、龚道平、樊华明、李懿

3.多塔矮塔斜拉桥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桥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4国道温州西过境永

嘉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中南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刘榕、伍英、王卿、李文武、

丁延书、周洋、罗浩、朱忠民、周旋、朱朝银、

杨韬、卢治国、程丽娟、宋旭明、唐冕

4. 湖南省钢波纹管涵洞通道设计通用图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龙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湖南大学 、南京联众建设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衡水益通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中南公

路建设及养护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主要完成人员：吴卫、彭立、张阳、穆程、

彭海涛、宋智、余进华、彭立勇、陈科、李大、

焦隆华、谭红平、胡玉华、王志宏、罗思慧

5. 长沙市城市交通研究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长沙理工大学、中南大学、长沙市城

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永汉、张重禄、陈浩、谢冰、

彭宇、卢毅、黄合来、莫战春、赵恺、张可可、

陈浩然、徐可、唐进君、薛新风、王正武

6. 基于卫星和 AI驱动的桥梁智能监测技术

及装备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交通大学、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梁晓东、杨建喜、谢鸿、吕强、

何云武、李韧、郭一枝、袁臻、黄小芳、付学问、

马云锋、谭少海、刘志辉、沈洁、熊用

二等奖（5项，排名不分先后）

1.基于碱激发原理的建筑固体废弃物道路基

层材料研究与工程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长益高速公路扩容工

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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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南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完成人：郭一枝、吴超凡、万暑、苏红

军、郑力之、李鹏、张继森、孟凡威、易金华、

王唯一、焉学永、龚攸清、王云、徐纯、周建生

2. 公路隧道节能与智能管控应用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绿道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龙行

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志辉、谭少海、曾雄鹰、熊用、

孙振飞、汤金毅、任协平、柯忠文、刘利平、黄

邵萍、王彬、吴通海、陈旺、吴家建、刘妙群

3．大跨径金属波纹板桥涵设计施工成套

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湖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金迪

波纹管业有限公司、南京联众建设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中南公路建设及养护技术湖南省重点实

验室

主要完成人员：穆程、宋智、张阳、彭海涛、

谭红平、赵和锐、熊丽、王志宏、何艳春、李大、

陈建民、刘新奇、胡玉华、彭立勇、刘小强

4. 基于 BIM的桥梁实景建模和施工建模 4

维解决方案的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长沙比盟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石柱、周栋、陈玉春、项超群、

刘泽亚、李龙、谭涌波

5. 全天候高亮交通标线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聂志强、唐渊、周喜民、

龚敏、聂歆杨

三等奖（2项，排名不分先后）

1.南方气候条件下防滑降噪沥青路面耐久性

能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市

公路管理局、浏阳市公路管理局、兴亚混凝土公

司、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易文，邹静蓉，何贤锋，

姚永胜，鲁云岗，黎初文，唐成阳，谭利，谢东，

涂亚

2. 基于钢波纹板的危桥加固技术研究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涟源市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湖南金迪波纹管业有限公司、中

南公路建设及养护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主要完成人员：李大、彭立、宋智、周剑波、

李百建、穆程、胡玉华、彭立勇、熊丽、欧阳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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