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文件 

                                                                                                                                                                                                                                                                                                                                                                                                                                      

（2019）中规协地字第 004号 

 

关于报送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

员会联络员、通讯员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切实加强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

会）与各会员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行业内新闻宣传工作，使专委

会更好地为会员单位、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服务,充

分发挥好联络员、通讯员的桥梁纽带作用。经研究，专委会特制定《联

络员管理办法》和《通讯员管理办法》（附件 1、2）。 

请各会员单位依据两个《管理办法》指定联络员和通讯员各一名，

我专委会审核后注册，颁发《专委会联络员证》和《专委会通讯员证》，

并建立专用微信群。请分别填报《专委会联络员信息表》和《专委会通

讯员信息表》（附表 1、2），并加盖公章，于 2019年 4月 10日前将两份

《信息表》扫描件及电子版发送至 dxgx2000@sina.com。 

联络员联系人：会员部—李平（18610034196微信与手机同号），联

系电话：010-63976360； 

通讯员联系人：网络部—许晋（18901059003微信与手机同号），联

系电话： 010-63711181。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2019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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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联络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委会）与各会员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专委会联络员队伍建

设，逐步实现联络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使专委会更好地为会

员单位、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好专委

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会员单位联络员（以下称：联络员）是指在专委会组织下

开展联系工作的队伍。联络员是沟通各会员单位与专委会的桥梁和纽

带。  

第三条  开展联系工作是各会员单位履行《专委会工作规则》和《专

委会会员管理办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  

第四条  各会员单位应明确专人承担联系的工作，积极支持专委会

工作，将联络员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提供条件，保证联系工作正常

进行。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联络员由各会员单位选派在职人员担任，原则上由会员单

位办公室负责人担任，单位推荐，经专委会审核批准，即可聘为专委会

联络员。需更换联络员的会员单位，应及时进行调整并报专委会秘书处。       

第六条  联络员的条件 

（一）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有奉献精神，并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 

（二）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了解和掌握地下管线专业领域工作，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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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本单位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 

（三）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办事

能力。 

（四）每个会员单位报送一名联络员。 

第七条  联络员权利 

（一）协助单位免费获得《地下管线管理》期刊、国内外行业前沿

信息和相关资料。 

（二）协助单位免费获得专委会组织开展的各项相关会议及活动的

课件、视频等资料，在 www.118-china.com网站下载。 

（三）协助单位获得行业发展报告、团体标准和行业定额制定优先

权。 

（四）协助单位获得参加专委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相关培训、论

坛及展览的优惠权。 

（五）协助单位获得专委会提供会员之间的资讯、信息、沟通和联

络服务优先权。 

第八条  联络员义务 

（一）负责所在单位及领导与专委会秘书处的双向工作联系，及时

传达专委会的精神和要求，通报专委会的工作动态，帮助落实专委会活

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 

（二）报送所在单位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人员、资质变化，办

公通讯地址及法人变更等），协助专委会建设“会员服务及会议培训报

名信息管理系统”，反映行业难点、热点问题及企业诉求。 

（三）按《专委会工作规则》规定，联络员积极做好所在单位年度

会费交纳和催办工作。 

（四）积极协助本单位承办、协办专委会组织的相关活动，做好相

关的组织、协调、沟通工作。 

（五）在 www.118-china.com网站注册，关注“管线事故”微信公

http://www.118-china.com/
http://www.118-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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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加入 “专委会联络员微信群”，以便下载免费资料。 

（六）积极参加专委会组织的各种联络员活动。 

第九条  专委会秘书处会员部负责与联络员的服务、沟通与协调工

作，负责维护 “专委会联络员微信群”，负责专委会信息的传达与收集、

分发工作。 

第三章  考评与奖励 

第十条  专委会每年 10 月对联络员进行考评，年会公布考评结果

并对优秀联络员进行奖励。   

第十一条  考评标准和方法 

（一）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报送的数量和质量、上缴会费等情

况。 

（二）承办、协办、支持专委会行业发展报告、技术标准、定额以

及会议、培训等情况。 

（三） 参加专委会组织的活动、学习培训及其他活动情况。 

（四）向专委会提报合理化建议次数或提案件数。 

第十二条  奖励办法 

（一）专委会每年评选出优秀通讯员 10名，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名；并颁发优秀联络员证书 

（二）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均有一定数额的奖金,奖金标准：一

等奖 2000元，二等奖 1000元，三等奖 500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专委会秘书处组织实施，解释权归中国城市规

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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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联络员信息表 
                                                        编号：                

所在单位  

地 址  邮 编  

姓 名  职 务  
身份

证号 
 

性 别  专 业  电话  

手 机  微信  

Email  Q Q  

简历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注：联络员申请人请加微信 18610034196，管理员将审核结果发送给申请人；联络

员登记注册成功后，请用登记手机登陆 www.118-china.com,凭验证码在网站注册，

以便下载会议 ppt 等内部资料。 

 

 

http://www.118-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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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通讯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专委会）学术技术交流活动，普及专业文化知识，丰富 118一呼通平台

和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专委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地下管线管

理》期刊和微信公众号等三类媒体的内容并扩大其传播途径，建立专委

会通讯员队伍，逐步实现通讯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第二条  会员单位通讯员（以下称：通讯员）是指在专委会组织下

开展宣传、传播等通讯类工作的队伍。通讯员代表本单位向专委会传递

输送管线事故类新闻、本单位及行业新闻、技术管理类文章（论文）等

的材料。 

第三条  开展通讯工作是各会员单位履行《专委会工作规则》和《专

委会会员管理办法》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各会员单位应明确专人承担通讯员的工作，将通讯员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提供条件，保证通讯员工作正常进行。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通讯员由各会员单位选派在职人员担任，原则上由会员单

位宣传部门（或总工办、市场部、网站负责人等）担任，单位推荐，经

专委会审核批准，即可聘为专委会通讯员。需更换通讯员的会员单位，

应及时进行调整并报专委会秘书处。       

第六条  通讯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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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有奉献精神，并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乐于为行业发展做出贡献。 

（二）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了解和掌握地下管线专业领域工作，熟

悉本单位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 

（三）关心地下管线行业，热爱新闻宣传工作，善于捕捉新闻线索。 

（四）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并能

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储存、加工、传播信息。 

（五）每个会员单位报送一名通讯员。 

第七条  通讯员权利 

（一）118 一呼通平台和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专委会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地下管线管理》期刊和微信公众号等三类媒体稿件免费

优先登载权。 

（二）协助单位免费获得专委会出版的《地下管线管理》期刊、国

外行业前沿信息。 

（三）协助单位免费获得在《地下管线管理》期刊、《年会论文集》、

专委会相关网站刊登技术管理类文章（论文）、企业新闻、招聘、风采

等信息的优先展示权。 

（四）协助单位免费参加每年一度的“生命线”杯论文评选，免收

版面费。 

（五）协助单位免费获得专委会组织开展的各项相关会议及活动的

课件、视频等资料，在 www.118-china.com网站下载。 

第八条  通讯员义务 

（一）118 一呼通平台和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每月提供 1 篇以上

管线事故信息类或解决方案类或评论类稿件；推广普及 118管线防挖掘

信息平台并提供试点信息。 

（二）专委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每月提供 1篇以上通讯新闻类稿

http://www.118-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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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涉内容为：单位、行业、地区类实效新闻，体裁为通讯稿件。 

（三）《地下管线管理》期刊和微信公众号：每季提供 1 篇以上技

术管理类文章类稿件，所涉内容：单位或个人科研成果、技术总结与创

新、管理总结与创新等，体裁为论文稿件。 

（四）组织本单位员工参加每年一度的“生命线”杯论文评选，当

年共提供 4篇以上技术管理类文章类稿件，所涉内容：单位或个人科研

成果、技术总结与创新、管理总结与创新等，体裁为论文稿件。 

（五）在 www.118-china.com网站注册，关注“管线事故”微信公

众号，加入 “专委会通讯员微信群”，以便下载免费资料。 

（六）积极参加专委会组织的各种通讯员活动。 

第九条  专委会秘书处网络部负责与通讯员的服务、沟通与协调工

作，负责维护 “专委会通讯员微信群”。 

第三章  考评与奖励 

第十条  专委会每年 10 月对联络员进行考评，年会公布考评结果

并对优秀通讯员进行奖励。   

第十一条  考评标准 

（一）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稿件报送的数量和质量。 

（二）推广普及 118管线防挖掘信息平台并提供试点信息的数量。 

第十二条  奖励办法 

（一）118一呼通平台和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 

1、管线事故类新闻录用在 www.118-china.com网站和“管线事故”

微信公众号，即给与奖励，奖励二十元电话费。 

2、管线专业性文章（原创）录用在 “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老纳

有话说板块，即给与奖励，奖励一百元电话费。 

3、推广普及 118管线防挖掘信息平台，并最终达成试点城市落地，

奖励五千元。 

http://www.118-china.com/
http://www.118-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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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章登载后十日内：浏览量达到 1000点击量，另奖励五十元电

话费；达到 1500点击量，奖励一百元电话费；达到 2000点击量，奖励

两百元电话费或加油卡；达到 5000 点击量，奖励五百元电话费或加油

卡。 

5、每月评选一篇优秀事故新闻，提供者免费获得一篇关于本公司

新闻在 www.118-china.com网站和“管线事故”微信公众号的登载的权

限。 

（二）专委会每年评选出优秀通讯员 10名，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名；并颁发优秀通讯员证书 

（三）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均有一定数额的奖金,奖金标准：一

等奖 2000元，二等奖 1000元，三等奖 500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专委会秘书处组织实施，解释权归中国城市规

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http://www.118-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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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通讯员信息表 
                                                        编号：                

所在单位  

地 址  邮 编  

姓 名  职 务  
身份

证号 
 

性 别  专 业  电话  

手 机  微信  

Email  Q Q  

简历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注：通讯员申请人请加微信 18103310270，管理员将审核结果发送给申请人；通讯

员登记注册成功后，请用登记手机登陆 www.118-china.com,凭验证码在网站注册，

以便下载会议 ppt 等内部资料。 

 

 
 
 

http://www.118-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