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 
上 海 市 土 木 工 程 学 会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隧  道  股  份 
 

2016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国际大会 

（二号通知） 

作为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上海

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隧道股份联合上海闻鼎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11月17-18日在上海举办“‘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2016中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国际大会”。 

 

一、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6年11月16日10：00-23：00 

会议时间: 2016年11月17-18日，会期2天 

会议地点: 中国·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二、大会主题：承载城市梦想 建筑美好生活 

  

三、组织结构 

指导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隧道股份 

承办单位：上海闻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特别支持媒体：隧道网、《盾构隧道科技》、《中国市政工程》、 

             《桥梁与隧道》、中国知网 

 

四、部分大会报告 （以现场实际报告为准，排序不分先后）： 

主论坛 

城市和交通：融合发展——李国勇，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研究员 

城市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管理——周文波，隧道股份总经理 

国际绿色基础设施——Brian Darcy，苏格兰绿色基础设施协会主席 

上海 2016-2040 城市总体规划——熊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体规划管

理处处长  

 

分论坛一：城市出行解决方案 

上海轨道交通工程技术综述——宋  博，上海申通地铁总工 

软土隧道工程免开挖技术体系的规划与研发——朱雁飞，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 

城市交通空间再造——刘桂生，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设

计大师 

城市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及工程实践——周  良，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总

工程师 

城市现代有轨电车施工关键技术——陈立生，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分论坛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及运维 

城镇化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思考——沈培良，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 

理想交通系统与现实的关系——José Luis Irigoyen，世界银行负责交通与通信业

务主管 

非经营性项目采用 PPP 模式分析——张  超，上海谷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PPP投融资项目案例探讨——苗纪江，龙元建设集团明城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际大都市交通发展和管理的投资战略思路——孙立军，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

院教授，长江学者 

基于 BIM 的越江隧道智能运维管理研究——何拥军，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城市运行中的市政设施管理与维护——商国平，上海市路政局建设处副处长 

 

分论坛三：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 

智慧城市智能互联建设——褚君浩，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本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安藤良辅，日本丰田交通研究所 

广州智慧城市设计建设与管理规划——熊正元，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院长 

智慧城市——云计算——米  凯，SAP云计算研发部总监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BIM信息化建运管理探索与实践——段创峰，上海市地下空间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BIM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Ronnie Lauxen, Sweco Netherlands 公司高级工

程师 

基于智慧交通的公交优先策略研究——蒋应红，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城建

院规划交通院院长      

 

分论坛四：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的若干关键问题——王  浩，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专家 

海绵城市设施的建设与合理规划——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专家 

用“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理念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某城市静脉产业园—

—唐建国，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总工 

海绵城市建设与黑臭水体治理的协同策略——车  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工程

系、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基于监测与模拟技术的海绵城市一体化管控平台——赵冬泉，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

究院总工 

 

分论坛五：综合管廊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院士 

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再造与地下空间的国际视野——束  昱，同济大学地下空间研究

中心教授 

日本综合管廊及案例——杉江 功，阪申土木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排水管道纳入综合管廊的思考——王家华，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

师 

做好规划协调完善综合管廊工程设计——肖  燃，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副总工程

师 



分论坛六：青年双创大赛决赛 

隧道股份首届“开拓杯”青年双创大赛决赛 

 

五、会议费用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自理。  

普通参会 2800 元/人；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会员 、10人以上参会  2000元/人。 

会议费含会议注册费、餐费、资料费，可提前汇至组委会指定收款帐户： 

开户名称：上海闻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大宁支行 

银行帐号：1219 0973 2310 603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组联系： 

茅力元        联系方式：185 1660 8110      lynn@wintimechina.com 

陈英姿        联系方式：135 0177 9346    

周绮雯        联系方式：139 1798 6818      rainbow.zhou@wintimechina.com 

参会、展览展示及宣传赞助： 

邓恩泽        联系方式：189 1829 7751  

孟祥龙        联系方式：152 0198 2370    

 

附件一：参会回执 

附件二：宾馆地理位置图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隧道股份 

                                              2016年8月30日 

 

 

 

 

 

 

 

 



附件一： 

 

“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 
                

              2016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国际大会 

参会代表确认函 
尊敬的各位代表：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工程分会、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世界城市日事

物协调中心、上海隧道股份主办，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

究总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协

办，上海闻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国际大

会”将于 2016年 11月 17 日-18日在上海举行。感谢贵方给予本届大会的大力支持

与积极参与，现将有关本届会议的报到及相关会务事项通知如下： 

1. 提前报到时间: 2016 年 11 月 16 日（周三） 

       报到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388号“上海国丰酒店”一楼大堂 

2. 会场报到时间：2016 年 11 月 17 日（周四）07:00-08:30报到 

       报到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106号“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一楼大堂 

3. 会议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106号“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三楼 

       组委会联系人：茅力元        联系方式：185 1660 8110   

                     陈英姿        联系方式：135 0177 9346   

4. 预订说明：每家酒店预定房间数量有限，请您务必在 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将订房

回执传真至大会组委会，过时将不再接收预定信息。 

5. 以上价格都包括服务费，含早餐。 

6. 组委会只负责房间的预定，根据订房的回执单先后顺序与酒店预定房间，如果客

户需预定的酒店房间已满，我方将及时与客户联系调整预定酒店，如客人不愿意调

整，则由客户自行安排住宿。 

7. 客人到达预定酒店后，直接在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离店后与酒店结清费用并

由酒店开出发票。 

8. 为便于大会组织安排，请接此通知后于前务必将参会回执传真至：021-51757702 

                     2016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国际大会 

                                            2016 年 8 月 30日 



参会回执 

单位（盖章）  传真         

经办人  部门  手机  邮箱  

参会代表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代表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会代表  职务  手机  邮箱  

是否需住宿 

上海国丰酒店 

★★★★★ 

□是   

□否 

天数 

11月   日至   日 

共   天   人住宿 

□商务双床房：   间 RMB 850元/间（含早） 

□商务大床房：   间 RMB 850元/间（含早） 

□商务套房：   间 RMB 1600元/间（含早） 

酒店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388号 

是否需住宿 

桔子精品酒店 

□是   

□否 

天数 

11月   日至   日 

共   天   人住宿 

□商务双床房：   间 RMB 500元/间（含早） 

□商务大床房：   间 RMB 500元/间（含早） 

酒店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658号 

是否需住宿 

如家快捷酒店 

□是   

□否 

天数 

11月   日至   日 

共   天   人住宿 

□商务双床房：   间 RMB 300元/间（含早） 

□商务大床房：   间 RMB 300元/间（含早） 

酒店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823号 

注：此回执 2016 年 11 月 10 日前务必回传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传真：021-51757702，谢谢您的配合！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