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 

 

 第二次通知 

 

会议议程、论文征集及登记须知 

 

本届大会的主题 

“疏浚 •生态•可持续” 

 

主办单位：东部疏浚协会、中国疏浚协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中交疏浚集团 

承办单位：天津市（河西区）政府、中交天航局、北方设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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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欢迎您 

天津是中国四大中央直辖城市之一，是中国北方最大

的经济商贸中心。她景色优美、物产丰富、文化荟萃，同

时具有浓厚的天津地方民风民俗，丰富生动的近代历史遗

迹，是座具有丰富旅游资源、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

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国际港口都市。大美天津欢迎您！ 

   

大会邀请 

疏浚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性活动。新世纪以来，疏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改善人

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面对全球经济结构

性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中国和世界的疏浚行业都需要

围绕市场需求变化、可持续发展、构建新的生态系统等重大

主题推进自身变革和全面创新。这是疏浚界的共同利益和共

同目标。 

为此，我们诚邀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的各位成员和中国

疏浚协会各会员单位届时莅临本次会议；诚邀疏浚专家、学

者、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论文；诚邀疏浚行业有关企业组织产

品、技术展览。 



 

大会地点与时间 

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大会将在中国天津的津

利华大酒店举行。大会的举办时间为 2017 年 9月 25 日（星

期一）至 28 日（星期四）。 

大会主题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疏浚·生态·可持续”。 

大会日程安排一览表 

2017 年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场地 

25日 

星期一 
全天 代表报到，注册，厂商布置展台 

津利华

大酒店 

26日 

星期二 

8:30-8:50 开幕式  风华厅 

9：00-9：50 大会主旨报告 风华厅 

9:50-10:10 会间休息  

10:10-11:45 

高峰论坛 

讨论主题——“面向未来：疏浚与城市

的共同发展”。由东部协会、天津市、中

国交建、中交疏浚集团、国际公司、环

境管理机构、中交天航局领导或专家对

话 

风华厅 

12:00-13:00 午餐  

13:15-15:15 

 

专题学术报告（上半场） 

《港珠澳大桥岛隧建设工程》等 
银华厅 

15:15-15:40 会间休息  

15:40-17:40 专题学术报告（下半场） 银华厅 

18:00-20:00 
纪念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成立 120

周年交流活动 
风华厅 



 

27日 

星期三 

8:30-12:00 

论文发布（第一专场） 

论文主题—— 

 环保疏浚技术发展 

 环保、高效的疏浚技术与工艺 

风华厅 

论文发布（第二专场） 

论文主题—— 

 疏浚装备与产品、技术发展新成果 

银华厅 

12:00-13:00 午餐 
 

13:15-16:00 

论文发布（第三专场） 

论文主题—— 

 项目成果、创新技术与产品成果交流 

风华厅 

13:15-16:00 论文发布——（疏浚青年才俊论坛） 银华厅 

16:30-17:30 

闭幕式/颁奖/致辞   

 颁发“亚洲疏浚业特殊贡献奖” 

 公布“中国疏浚行业新世纪以来十项

创新工程、十项科技创新成果”评选

结果，颁布证书 

 颁发“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

会议优秀论文奖和青年才俊优秀论

文奖” 

 东部疏浚协会主席致辞 

 天津市领导致辞 

 中国疏浚协会理事长致闭幕词 

风华厅 

19:00-21:00 邀请嘉宾参观活动※ 
 

28日 

星期四 

 

8:00-12:00 

参观天津港东疆港岛（太平洋码头、人

工沙滩）※ 

天津港

东疆港

岛 

14:00-17:00 
中外专家交流研讨活动※ 

 研讨主题：基于环境、效率和新市场

需求的对策。 

中交天

航局大

厦 

备注：带※的表示参加人员另行通知。 

论文征集 

一、关于大会征集论文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此次会议将就大会主题“生态·疏浚·可持续”，以及



 

以下相关专题征集论文, 筹备委员会及技术论文评审委员

会将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讨论，决定大会发布或书面发布的形

式，并评选出优秀论文。 

1．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使命面前，疏浚业所必须的

改进与创新。 

2．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如何推动疏浚行业提高效率、

节省能源、降低排放。 

3．疏浚业的发展趋势。 

4．新能源应用于疏浚装备的前景与障碍的破解。 

5．新的更环保、更高效的疏浚技术 

6. 疏浚装备的发展方向及解决方案。 

7．其他体现大会主题的内容。 

二、关于“青年才俊论坛”的安排 

为鼓励青年疏浚人才专注疏浚及相关领域事业发展，增

进学习交流，成长为疏浚行业的骨干。本次会议专门设立“青

年才俊论坛”，鼓励中国和国际 35周岁以下的青年疏浚业务

技术人才参与论文发布和讨论。 

三、关于提交本次会议发布论文的基本定义 

1．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必须是原创的文章，并且为首

次公开发表。本次会议不接受已在其他全国性大会或全国

性、地方性正式期刊发表的论文，不接受纯粹广告性质的文

章。 

2．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应无版权争议。  

3．所有论文均由本次会议筹备委员会及论文评审机构

予以评审，会议组织者拥有论文录取权，分类权(入选论文



 

分大会发布和书面发表两类形式)和收录于论文集的权利。 

四、国内论文提交和评审的各时段要求 

1．2017年 5月 31日前，提交论文题目以及论文摘要（中、

英文），同时提供作者个人信息(详见附件 1)。 

2．经会议技术论文评审机构评选后，于 2017年 6月 30

日前通知入选作者，通知内容包含入选论文的交流类别（大

会发言或书面发表）、会议注册表格、著作权转让表格等。  

3．入选论文作者于 2017年 7 月 20 日前提交 5000字左

右、文章总页数不超过 20 页（含图片和表格）的论文初稿

至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论文撰写规范请详见（附件 1）。 

4．会议技术论文评审机构——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将

进行论文评审，评审出会议优秀论文。 

5．入选论文作者于 2017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论文修改，

并提交论文正式稿件（中、英文）至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

由会议组织者编印《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论文

集》。 

    6．论文提交至中国疏浚协会邮箱：zgsjxh2013@163.com  

五、国外论文提交和评审的各时段要求 

1．2017 年 5月 31 日前，提交论文摘要（向东部疏浚协

会提交）。 

2．2017 年 6月 30 日前，评选入选论文（由东部疏浚协

会完成）。 

3．2017 年 8 月 15 日前提交正式论文（由东部疏浚协会

统一发送至中国疏浚协会）。 

4．论文提交东部疏浚协会的邮箱：cckoh@pka.gov.my。

mailto:zgsjxh2013@163.com
mailto:cckoh@pka.gov.my


 

中国疏浚协会邮箱：zgsjxh2013@163.com。 

会议使用的语言 

本届会议的正式语言为中文和英文。大会将配有同声翻

译。 

大会亮点 

一、本届大会将展示近年来中国及世界重大疏浚工程项

目建设成果以及疏浚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将展示以离岸人

工岛建设、复杂工况的疏浚工程、跨海大桥岛隧基础工程、

疏浚装备发展等技术与施工管理成果及其有特色的解决方

案。 

二、高峰论坛。 

三、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航道局

有限公司主旨报告。 

四、参观中国最大的人工深水港-天津港。 

五、中国与国际疏浚技术专题研讨会议。 

纪念活动 

为祝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成立 120 年，传承疏浚

行业创新进取的优秀文化，会议期间将举办纪念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成立 120年活动。欢迎与会代表莅临并深入交

流。 

mailto:zgsjxh2013@163.com


 

报名与注册 

一、关于参会报名与注册 

1．有意愿参会的国际代表，请与各自所在的东部、中

部或西部疏浚协会联系，填写报名表，于 2017年 7 月 15日

前由各所在协会将报名资料发送至中国疏浚协会邮箱。特殊

情况下，也可直接与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联系参会、报名或

注册等有关事项。 

2．中国疏浚协会会员单位或有意愿参会的人士，均请

与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联系。 

3．报名与注册请填写本次会议的《参会注册表》（附件

2）。请细致填写后发至会议秘书处（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 28 号英特公寓 C6-12M 

邮编：100028 

电话：010-53699680    13716872016 

传真：010－64475626 

E－mail：zgsjxh2013@163.com 

网址：http://www.chida.org  

二、关于注册及会务费用 

1．国际与会人士会务费为 800 美金/位（含 25 日晚—

28 日住宿、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 

2．中国疏浚协会会员会务费为 1300 元人民币/位（含

25 日晚—28 日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 

3．非会员的会务费为 1600元人民币/位（含 25日晚—

mailto:zgsjxh2013@163.com
http://www.chida.org/


 

28 日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 

4．请参会代表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前在递交《参会代

表登记表》（附件 2）的同时，将会务费电汇至大会秘书处（联

系人：陈海杰；电话：010-53699680 13716872016；传真：

010-64475626）。 

三、关于参会资格的注销 

已获得资格确认的参会代表，如届时因故不能参加会

议，必须在 2017年 8 月 31日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会议秘书

处，办理退费手续，退费时需扣除论文集费用，退费均在大

会结束后办理。8月 31 日之后不再办理参会资格的注销和退

费手续。 

企业宣传、展示方式 

    一、为便于会员与有关企业宣传、展示创新成果，增进

技术、产品交流，会议安排多种形式： 

1．会议编印《中国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会务

指南》，可在封二、封三以及扉页刊登企业形象宣传。 

2．会议编印中国疏浚协会官方形象宣传册，其主要版

面刊登“中国疏浚行业品牌榜”，通过刊印行业骨干企业名

称、商标或标识 LOGO，透射出中国疏浚行业知名企业风采。 

3．风华厅外廊厅布设小型展位，可设图片背景板、放

置小型模型等进行宣传。（详见会务公司展位介绍） 

4．会场入口处正面以及会场内两侧专设 LED 大屏幕，



 

用以滚动播放企业或产品宣传片。 

5．会场和用餐区亦可为企业宣传提供支持。 

有关企业宣传和展示的事宜，敬请留意协会以及会务专

业机构的后续通知。 

6．宣传、展示活动联系方式： 

陈海杰： 

联系电话：010-53699680  13716872016 

电子邮箱：zgsjxh2013@163.com 

传    真：010-64475626 

报到与住宿 

一、报到 

请与会代表于 2017年 9月 25日到天津津利华大酒店报

到，领取会议代表证等资料。大会会务组将在报到日全天接

待与会代表。 

二、住宿 

会议指定酒店：天津津利华大酒店。地址：天津市河西

区友谊路 32 号。 

如参会嘉宾需入住大会指定酒店，务请提前向大会秘书

处注册，预定房型。 

9 月是天津商务、旅游高峰期，会场又位于繁华区域，

邻近酒店亦需尽早预定，以保证与会嘉宾参会行程。如需大

会秘书处提供帮助，请提前联系。 



 

大会还将为参会人员推荐周围酒店，请自行入住。酒店

信息如下： 

如家快捷酒店(国展中心店)：天津市河西区宾馆南道 4

号，距离津利华酒店 500 米； 

汉庭酒店(天津友谊路文化中心店)：天津市河西区友谊

路 38 号，距离津利华酒店 550米。 

大会组织机构 

一、筹备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David Padman 世界疏浚协会联合会东部疏浚协会主席 

主 任：      

王海怀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国疏浚协会                理事长 

常务副主任： 

周静波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主任：   

Subramaniam  世界疏浚协会东部协会        秘书长 

贾凤山       中共天津河西区委            书  记 

钟文炜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钱献国       中国疏浚协会                秘书长 

委员：     



 

孙占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林懿翀       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葛新兴       长江航道局公司              负责人 

随守信       中国水电港航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四发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连宇       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侯晓明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          主  任 

张鸿文       中国交建港航疏浚事业部      总经理 

港航疏浚与吹填专业委员会    主  任 

王柏欢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彭增亮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肖云丰       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毅       中船工业黄浦文冲船厂      副总经理  

协会疏浚设备专业委员会      主  任 

黄学才       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协会水利疏浚专业委员会      主  任 

顾  明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协会环保疏浚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主任 

二、秘书处（排名不分先后） 

主  任：    

钱献国       中国疏浚协会                秘书长 

副主任：   

姜电波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委  员：     

李  龙      天津市河西区财政局           局  长 

韩金波      天津市河西区投资促进局       局  长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任 

蔡  宁      天津市河西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王中鹏      陈塘科技商务区管委会         主  任 

北方设计联盟                 秘书长 

高靖丽      中国疏浚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 

丁树友      中交天津航道局技术中心   常务副主任 

包  诚      中交天津航道局办公室         主  任 

陈越山      中交天津航道局企业文化部     副部长 

张  琳      北方设计联盟秘书处           秘  书 

三、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中国)（排名不分先后） 

由中国疏浚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承担 

主  任 侯晓明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主任 顾  明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秘书长 张晴波 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总经理 

四、技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国外）（排名不分先后） 

Subramaniam          东部疏浚协会        秘书长 

Thomas P. Cappellino 西部疏浚协会        秘书长 

Anna Csiti           中部疏浚协会        秘书长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Koh Chian Cheat(东部疏浚协会)： 

联系电话：+603-3168 8211   +6012 393 0369 

电子邮箱：cckoh@pka.gov.my 

传    真：+ 603 3168 8228 

郭恩泽（中国疏浚协会）: 

联系电话：010-53693612   18612590726 

电子邮箱：zgsjxh2013@163.com 

传    真：010-64475626 

在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设立在津利华大酒店内。 

气候与交通信息 

一、气候信息： 

9 月的天津已出伏进秋，气候适宜，昼夜温差明显，平

均气温为 17℃－26℃，请注意增减衣物。 

二、会址信息 

地点：中国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2 号（国际展览中心

地区，近宾水道）； 

邮编：400020； 电话：022-96599045； 

传真：86-22-28359855或 28359856； 

网址：http://www.genevahotels.com.cn 

E-mail：gh28354112@163.com  

mailto:qrhtelsales@sina.com


 

 

三、周围环境：  

    酒店地处天津金融会展区的核心地段，紧邻天津市政

府，天津市文化中心 。 

    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22公里；  

    距离天津火车东站 8 公里；  

    距离市中心滨江道 5 公里；  

    距离天津西站 10 公里。 

                    修    改 

中国疏浚协会秘书处及本次会议秘书处保留对本通知

的修改权力。 

 

 

 

 



 

附件 1： 

论文内容及格式要求 

一、 论文标题 

论文标题是能反映论文中特定内容的恰当、简明的词语

的逻辑组合，应避免使用含义笼统、泛指性很强的词语（一

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尽可能不用动宾结构，

而用名词性短语，也不用“……的研究”，“基于……”） 

二、 作者 

论文作者应注明： 

1.院校、系名，省份 城市 邮编 联系方式； 

2.单位名称，省份 城市 邮编 联系方式。 

三、 摘要 

论文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全文，就能

获得必要的信息。要使用科学性文字和具体数据，不使用文

学性修饰词；不使用图、标、参考文献、复杂的公式和复杂

的化学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要加自我评价，如

“该研究对……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尚未见报道”

等。摘要能否准确、具体、完整的概括原文的创新之处，将

直接决定论文是否被收录、阅读和引用。摘要长度 200~300

字。摘要一律采用第三人称表述，不使用“本文”、“文

章”、“作者”、“本研究”等作为主语。 

四、 关键词 



 

论文关键词是为了便于作文献索引和检索而选取的能

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每篇文章标注 3~8个关键词，

词与词之间用全角分号隔开。中文关键词尽量不用英文或西

文符号。注意：关键词中至少有两个来自 EI 控词表。一般

高校数字图书馆均可查到。 

五、 引言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端，主要回答“为什么研究”这个问

题。它要简明介绍论文的背景、相关领域的前人研究历史与

现状，以及著作的意图与分析依据，包括论文的追求目标、

研究范围和理论、技术方案的选取等。引言应言简意赅，不

要等同于文摘，或成为文摘的注释。引言中不应详述同行熟

知的，包括教科书上已有陈述的基本理论、实验方法和基本

方程的推导。如果在正文中采用比较专业化的术语或缩写用

词时，应先在引言中定义说明。引言一般不超过 800 字，且

不计入章节编号。 

六、 正文篇幅 

正文全文总页数不得超过 20 页（计空格、图标占位），

字数为 5000 字左右。 

 

 

 

 



 

附件 2           

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参会回执表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7月 25 日 

请有意向的参会代表，填写后附的《第五届国际疏浚技

术发展会议参会回执表》并连同会务费用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前，一并传真或 E-mail至收款单位。 

一经收到《参会回执表》和相应费用后，其参加会议的

代表资格即获确认。大会秘书处同时寄给您《会议代表确认

书》和发票。报到时请凭《会议代表确认书》领取会议材料

和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 

1.国际与会人士会务费为 800美金/位（含 25 日晚—28

日住宿、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 

2.中国疏浚协会会员会务费为 1300 人民币/位（含 25

日晚—28日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住宿费自理）； 

3.非会员的会务费为 1600 人民币/位（含 25 日晚—28

日酒店自助餐、参观项目、论文集等，住宿费自理）。



 

 

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序

号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是否 

住宿 

是否 

合住 

是否 

参观天津港 
备注 

       

 

 

       

 

 

       

 

 

       

 

 

       
 

 

指定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中国疏浚协会开户行、户名及账号：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东直门支行    户名：中国疏浚协会    开户账号：862980048210001 

备注：请在汇款单上注明“第五届国际疏浚技术发展会议”字样。 

联系人：陈海杰   电话：010-53699680    传真：010-64475626    电子邮箱：zgsjxh201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