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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三、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9月 22日（21日报到） 

会议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友谊宫聚英厅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 

四、会议日程及会议报告（以现场实际安排为准） 

9月 21日（星期一） 

14:00-22:00 报到注册（地点：迎宾楼大堂） 

9月 22日（星期二） 

07:00-09:00 
自助早餐 

报到注册（地点：友谊宫大堂） 

09:00-09:40 

开幕式 

1.介绍出席领导与嘉宾 

2.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俊致辞 

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讲话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讲话 

 

 

 

 

主持人： 

李明安 

 

 

 

 

09:40-10:10 

颁发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领导讲话 

2.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领导宣读颁奖决定 

3.颁奖 

10:10-10: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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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0 

《川藏铁路工程关键技术探讨》 

何华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主持人： 

聂建国 

 

 

 

 

 

11:00-11:30 
《面向未来的土木工程发展趋势》 

周绪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 

11:30-12:00 

《建设超大韧性城市（群）之思考——城

市安全的基石》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12:00-12:30 

《新形势 新理念 新要求——对既有建

筑改造转型升级的思考》 

王  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2:30-13:30 自助午餐  

13:30-14:00 

《现代混凝土技术的新发展及其在重大

工程中的应用》 

缪昌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 

顾祥林 

 

 

 

14:00-14:30 
《遥感地理信息助力可持续发展》 

陈  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30-15:00 
《工程基础设施水灾变防控技术的发展》 

王复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高速铁路线站技术发展研究》 

卢春房  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主持人： 

王  俊 

 

 

 

15:50-16:20 
《工程诊治与运维》 

岳清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 

16:20-16:50 
《工程振动控制前沿技术》 

徐  建  中国工程院院士 

17:30-19:30 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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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院士：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 

1 孙永福 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何华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3 卢春房 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4 钱七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 

5 杨秀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 

6 周绪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 

7 缪昌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8 杜彦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 

9 聂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 陈政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任辉启 中国工程院院士 

12 郑健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王复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15 张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16 谢先启 中国工程院院士 

17 岳清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 

18 吕西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 陈  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 徐  建 中国工程院院士 

21 张喜刚 中国工程院院士 

22 冯夏庭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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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报名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员聚集，本届大会采用现

场会议和视频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人员规模控制在

300 人以内。会议将采取定向邀请和报名注册方式参会。参

与现场会议的人员需出具北京健康宝，本人信息扫码登记未

见异常，且体温正常方可进入会场。请参会人员注意个人防

护，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请采取视频

直播方式参会。《年会论文集》作者可现场或视频参会，如

未现场到会，会后一周内可联系学会邮寄《年会论文集》。 

1、学术年会现场会议注册报名 

会议微站注册系统已关闭。已注册报名的参会人员，近

期将收到由会务组发出的参会确认短信及注册号。 

届时请凭注册号现场签到。感谢支持！ 

2、学术年会视频直播观看方式 

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通过大会微站观看视频直

播、图片直播，查阅大会介绍、报告嘉宾、会议日程等最新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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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微站二维码 

3、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项目参会代表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奖励办公室负责通知。 

六、会议费用 

1、注册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2、汇款账户如下： 

账户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北三环支行 

账  号：11001021200059000007 

缴费时间 9月 15日前缴费 9月 15日后缴费 

注册费标准 

1.非会员：600元/人 

2.学生、会员、论文

录用者：500元/人 

900元/人 

缴费方式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员聚集，只接受

转账汇款，不接受现场缴费 

发票领取 报到日领取发票 会后一周内邮寄发票 

注：学会理事免费，各分支机构、各地方学会限 2位免费名额， 

会员单位 1位免费名额。 



 7

转账汇款请备注：土木年会+姓名+单位名称。 

七、会议住宿预定 

会议宾馆：北京友谊宾馆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 

协议房价：标准间/大床间 600元/间/天（不含早， 

早餐由大会统一安排） 

联 系 人：邵经理，010-68499755 

预定方式：填写北京友谊宾馆会议房间预订单，邮件或

电话联系会议酒店经理。详见附件《北京友谊宾馆会议房间

预订单》。 

由于房间数量有限，建议参会代表 9 月 15 日前完成酒

店预订，如未能在此期间预订客房，宾馆将不能保障房间安

排。酒店将根据先后顺序安排房间，如您预订的房型已满，

将及时与您联系调整预订房间，或由您自行安排住宿。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 

韦雅云：010-64693370，15010208728 

仇丽娉：010-64693376，13001968628 

李建辉：010-84280389-860，13811054418 

康井红：010-64517514，13801328012 

电子邮箱：cces2020@cabr.com.cn 

mailto:cces2020@cabr.com.cn


mailto:ccesdaa@163.com
http://www.cces.net.cn
mailto:zhantianyoudaji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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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友谊宾馆会议房间预订单 

会议名称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2020年学术年会 

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房间 价格 来期 离期 

迎宾楼标准间 600元/间/天   

迎宾楼大床间 600元/间/天   

l 请在选定的房型后填好来期、离期。 

l 不含早餐，早餐由大会统一安排。 

l 请将预定表格填写好后，建议发送邮件至 smd@bjfriendshiphotel.com，或致

电 010-68498080，提供会议名称预订房间，可享受会议期间优惠价格。 

l 房间预订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月 15日，如未能在此期间预订客房，宾馆将

不能保障房间安排。 
 

联 系 人：北京友谊宾馆销售部 邵经理 

联系方式：010-68499755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 
 

mailto:smd@bjfriendship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