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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文件

公学字〔2022〕129号

关于召开 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国务院批准，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WTC2022）定

于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武汉举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

创新·低碳·循环·共享——更可持续的交通

二、时间、地点、语言

时间：2022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

11 月 4 日——代表报到及闭门会议；14:00 交通科技博

览会开幕；15:00 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11 月 5 日至 7 日——平行论坛及专项活动；

11 月 4 日至 6 日——交通科技博览会。

地点：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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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文、英文

三、主要内容

2022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由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一带

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平行论坛、交通科技博览会、科技

成果发布、奖赛活动等组成。主要活动安排请见附件1。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通运输部、中国工程院、

湖北省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公路学会、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航海学会、中国铁道学会、中国航空学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交流

中心、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特别协办：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湖北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中交第二

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际支持：国际道路联合会 IRF、世界道路协会 PIARC、

国际航行学会联合会IAIN、铁路合作组织OSJD、国际航空联

合会FAI、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一带一路国际交通联盟BRITA、

国际桥梁隧道和收费道路协会IBTTA、美国交通运输研究会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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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智能交通协会 ERTICO、欧洲收费高速公路经营者协会

ASECAP、欧洲交通运输研究会ECTRI、亚太智能交通协会ITS AP、

澳大利亚道路协会 RA、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 CSCE、英国工程

技术学会IET、尼泊尔汽车协会NASA、巴基斯坦交通研究中心

NTRC、南非道路协会SARF

五、参会人员

1.特邀嘉宾：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国际交通组织代表，

两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等行业领军人物。

2.交通运输行业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代表，公路、铁路、水运、航空、邮政领域代表，

交通运输类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代表，交通运输行业企业界

代表，交通运输行业各级学会会员，获奖代表。

3.相关行业代表：住建部门、科技部门、贸促部门、市

政管理以及金融投资相关领域等企事业单位代表。

4.组织机构成员：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组织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部委员会委员。

5.论文作者。

6.新闻媒体代表等。

六、代表注册与参会

1.请登陆大会官网 https://www.wtc-conference.com/注册、

缴费，在华留学生在中文页面上传学生证件并审核通过后，

可享受学生代表价。

2.成为中国公路学会会员、学生会员（限全日制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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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受相应优惠价。加入中国公路学会会员网址：

https://gonglu.kechuangfu.com/site/member?ass_share_id=13。

3.报名成功后可通过线上支付、对公转账或现场缴费

（三选一）缴纳会务费（含资料费、会议费、会期工作午餐）。

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参会代表类型
早期缴费（元）

9月 30 日前

后期和现场缴费（元）

10月 1 日后

正式代表 2180 2480

中国公路学会会员代表 1980 2280

WTC 技术委员会委员代表 1880 2180

中国公路学会学生会员代表 1180 1480

WTC2021 优秀论文第一作者 0 0

4.如需对公转账支付，请汇款至以下账户，并务必备注

代表姓名及参会号。

户名：中国公路学会

卡号：9558850200000594866

开户行：工行北三环支行

开户省市：北京市

5.发票统一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由中国公路学会于

会后 10-15 个工作日开具，缴费代表可登录注册账号下载。

缴费完成后，发票信息只可修改一次，修改通道将于 11 月 6

日 24 时关闭。

6.如因故无法参会需要办理退费的代表，10 月 10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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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前发送邮件至邮箱 wtc@9811.com.cn申请退费，邮件名称

为“申请退费+参会号”，附缴费方式及付款凭证，之后不

再办理退费。选择录入论文集的论文作者缴费后不予退费。

已缴费未参会的代表会后寄送会议资料一套。

7.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会议服务等工作，请有意参会

的代表于 10 月 28 日前在大会官网完成注册，并尽量于会前

完成缴费。

8.部分会场周边酒店信息可在大会官网获取，请尽量自

行提前预订房间。会议地点交通便利，请自行前往报到。交

通路线请见附件 2。

七、联系方式

会务：010-64288892/64288757

展览、合作：010-64288756

论坛：010-64288761/64288762/64288863

电子邮箱：wtc@9811.com.cn

QQ 咨询群：875698013 或 253452169

附件：1.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主要活动安排

2.交通路线

中国公路学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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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主要活动安排

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由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一带

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平行论坛、交通科技博览会、科技

成果发布、奖赛活动等组成。

一、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11月4日下午举行大会开幕式，之后举行主旨报告会，

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围绕主题做交通科技创新前沿及战略发

展的报告。

二、“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

大会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BRITS），

主题是“国际交通人才培养与能力提升”。

三、平行论坛

平行论坛按照交流方式和交流主题分为主题论坛和墙

报互动论坛。

（一）主题论坛：聚焦当前交通运输重大前瞻性、关键

性技术问题，涵盖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

程、运输规划、水上运输、轨道交通、航空运输、交叉学科

等领域，体现世界交通运输最新科技成果和水平，邀请国内

外著名科学家、院士和知名学者做学术报告。

主要论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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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坛名称

1 中德可持续交通论坛

2
“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国际化交通人才培

养与提升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论坛

4 第三届交通运输厅长论坛

5 中国交通企业经营管理论坛

6 交通与能源融合发展论坛

7 交通物流融合发展论坛

8 第六届耐久性路面研究论坛

9 第二届特种道面铺装国际论坛

10 公路路面智慧管养技术论坛

11 高性能功能型路面发展论坛

12 道路工程新材料论坛

13 道路工程可持续化发展论坛

14 公路工程耐久性论坛

15 绿色与安全道路交通学术论坛

16 第五届桥梁发展论坛

17 第二届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论坛

18 第二届桥梁美学论坛

19 高铁桥梁智能建造和绿色发展论坛

20 世界人行桥与景观桥创新发展论坛

21 大跨度桥梁建设技术进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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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桥梁疲劳断裂和长寿命设计与运维论坛

23 水中悬浮隧道科技论坛

24 隧道智能建造技术论坛

25 隧道与地下工程防灾减灾技术论坛

26 复杂环境隧道灾害控制理论与方法论坛

27 国家公交都市发展论坛

28
2022中国公路学会学术年会暨智慧公路创新发展论

坛

29
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转型论坛——打造智慧交通生

命体

30 数字公路产业化发展论坛

31 车路协同智慧交通国际论坛

32 空间信息技术赋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论坛

33 智慧路网论坛

34 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化智能建造论坛

35 第六届BIM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论坛

36 公路设施数字化建设与运维论坛

37 智能交通基建设施与安全管控技术

38
陆路交通基础设施低影响生态融合与智能化技术论

坛

39 寒区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与安全保障技术论坛

40 数字化施工与管理技术论坛

41 智能驱动新型基础设施建养高品质发展论坛

42 第五届高速公路出行服务论坛



- 9 -

43 新一代航运系统论坛

44 国际运输与物流论坛

45 港航运输规划与管理论坛

46 港口群与智慧管理论坛

47 第三届真空管道磁浮交通国际学术论坛

48 高速铁路线路工程结构服役安全国际论坛

49 航空交通运输前沿技术论坛

50 智慧机场与可持续发展技术论坛

51 交通交叉学科前沿论坛

52 第三届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论坛

53 第二届路衍经济产业发展论坛

54 迈向零碳交通：科学前沿与实践探索论坛

55 面向交通碳中和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论坛

56 低碳与低影响绿色交通技术论坛

57 综合立体交通系统与出行行为研究前沿与趋势论坛

58 综合立体交通多网融合规划设计与运行组织论坛

59 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与风险防范论坛

60 全国交通建设项目管理创新论坛

61 第二届世界交通科技期刊论坛

62 WTC2022国际学生论坛

63 桥梁工程优秀博士硕士论文论坛

64 港珠澳大桥工程文化与创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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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江城交通夜话：交通文化与政策论坛

66 第五届青年科学家论坛

（二）墙报互动论坛：以提交至大会并录用的论文交流

为主，开辟专门场地进行论文报告交流，同时鼓励论文作者

与代表互动研讨，举办墙报互动论坛180场。大会将公开出

版发行《2022世界交通运输大会论文集》，制作电子版《2022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论文摘要集》。

四、交通科技博览会

交通科技博览会于11月4日至6日举行，展览面积约2万

平方米，将集中展示交通运输领域最新技术与工程实例，特

别是代表性的智慧工程、智能管理、智能制造以及新型系统、

装备、材料、方案等技术成果。

五、科技成果发布

大会期间将继续发布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同时，

还将举办企业创新成果大会首发、新书发布、标准发布、战

略合作签约、颁奖及推介等形式多样的发布活动。

六、奖赛活动

会议期间将表彰WTC2022优秀论文、优秀墙报报告等。

此外，举办WTC学部委员会工作会等相关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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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路线

出发地 距离 出租车 公共交通

武汉天

河国际

机场

68公里 150 元左右

地铁 2号线至武汉东站，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光谷六路地铁站下车，从 C1

口出站，向北 500 米至高新大道后向

西步行 450 米到达光谷科技会展中

心。车程约 120 分钟，费用 10元。

武汉站 25公里 50 元左右

地铁 4号线至中南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武汉东站，再换乘地铁 11 号

线至光谷六路地铁站下车，从 C1 口

出站，向北 500 米至高新大道后向西

步行 450 米到达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车程约 90分钟，费用 8元。

汉口站 50公里 100 元左右

地铁 2号线至武汉东站，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光谷六路地铁站下车，从 C1

口出站，向北 500 米至高新大道后向

西步行 450 米到达光谷科技会展中

心。车程约 90分钟，费用 8 元。

武昌站 25公里 60 元左右

地铁 4号线至中南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武汉东站，再换乘地铁 11 号

线至光谷六路地铁站下车，从 C1 口

出站，向北 500 米至高新大道后向西

步行 450 米到达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车程约 70分钟，费用 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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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 2022 年 9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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