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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文件

（2020）中规协地字第 045 号

关于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

委员会 2020 年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是保障“十四五”规划

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

成果。地下管线行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总体形

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地下管线行业

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侧发展，尚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020 年，我们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全力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树

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公

益服务、自律维权、合作共赢”的行业精神为引领，将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贯穿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全过程各

环节。

2020 年，我委员会的中心工作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促防疫、保复工、稳生产——继续夯实行业发展基础，体现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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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持续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壮大产业规模——助推城市地

下管线体检与安全运行，提升城市综合品质。

综上，为总结 2020 年及近年来本专业领域的技术进步、管

理经验，我委员会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26 日在上海市召开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年会”，年会

主题为“常态化防疫下——地下管线新动能”，并与其他行业组

织共同就地下管线行业出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就城市体

检、新基建、老旧小区改造、长江大保护、提质增效、道路塌陷、

漏损控制、精细探测、竣工测量、非开挖施工与修复等内容分八

个专题论坛进行交流研讨。同期，还将召开“地下管线专业委员

会三届四次理事会”和举办“2020 中国国际城市管网展览会”。

另外，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地下管

线文化建设，活跃管线职工文化生活，推动地下管线科普工作，

进一步宣传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新形象。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还

开展了“第一届地下管线职工摄影比赛”、“第一届地下管线科

普绘画比赛”和会歌歌词征集等活动，均将在年会进行发布和展

示。

目前，大会准备工作已就绪。《2018 年中国城市地下管线

发展报告——供排水篇》、《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非开挖修复工

程消耗量定额 2020》、《排水管道检测及非开挖修复工程监理

规程》、《中国地下管线事故统计报告 2020》、《美国地下管

线事故统计报告 2019》等已印刷出版，将在年会发布。年会期

间，还将对“第三届生命线杯”优秀论文进行颁奖。

大会将邀请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领导出席，就政策法规



3

和行业发展作专题发言。并邀请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报

告、技术和经验交流。欢迎自然资源、规划管理、市政建设、城

建档案、测绘勘察、供排水、环保水利、燃气热力、石油化工、

电力、通讯等单位、部门的领导与管线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会议，

进行交流研讨，共同促进地下管线（空间）管理与技术水平的提

高。专委会会员单位及专家委员务请参会。会议有关事宜见附件。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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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

上海雷迪机械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技术应用研究所

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

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海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罗德工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道路及市政管线地下病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干部学校

中泽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城市排水分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智慧管网专业委员会

中国测绘学会地下管网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县镇水务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用车分会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上海市地下管线协会

北京非开挖行业协会 广东省非开挖技术协会

国际管线专业学会（FIIUS） 香港管线专业学会（HKIUS）

杭州市地下管道业协会 杭州市萧山区管网协会

江西省管道疏浚行业协会 陕西大秦雨污水管网清疏协会

四川省市政市容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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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协会

南京市城市规划协会管线分会

郑州市城乡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广州市市政工程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二、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26 日（11 月 24 日报到）

三、报到酒店：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2000 号

四、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 号

五、会议内容：

1、主题报告会：常态化防疫下——地下管线新动能

（1）《2018 年中国城市地下管线发展报告——供排水篇》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非开挖修复工程消耗量定额 2020》

《排水管道检测及非开挖修复工程监理规程》

《中国地下管线事故统计报告 2020》发布

（2）第三届生命线杯优秀论文颁奖

（3）两院院士及专家报告

（4）主题报告及一等奖论文报告

2、专题报告会

（1）城市体检与地下管线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论坛

政策法规、标准体系、综合管理、安全运行、隐患排查与应急管理，一呼通

防挖掘共享平台、动态更新机制等。

（2）新基建与智慧管网论坛

充分利用感知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构建城市智慧管网框架，推进智慧管网建

设。

（3）排水管网提质增效论坛

排水管道检测、清淤、非开挖修复、监理及黑臭水体治理、污水零直排建设

等。

（4）城市道路塌陷灾害防治论坛



6

关于道路塌陷灾害机理分析、标准体系、探测关键技术、防治对策等研讨。

（5）长江大保护与城镇水环境综合治理论坛

以城镇污水处理为切入点，以问题导向摸清本底，依托总体规划实现污染物

总量控制，通过“厂网河湖岸一体”、“泥水并重”、建设养护全周期等模式实

施城镇污水系统（含地下管网）的建设和运营，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

（6）地下管线精细物探、核验与竣工测量论坛

精细探测标准、物探方法及验证；专项探查技术：超深管线探查、非金属管

线探查、水域管线探查、排水渠箱探查、井盖及窨井探查等；地下管线核验测量

与竣工测量的基本规定、地下管线点测量、地下管线核验测量、地下管线竣工测

量、综合管廊竣工测量、数据处理、成果质量检查与成果提交。。

（7）供水管网改造与漏损控制论坛

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政策、规划设计、健康评估、建设实施；供

水管网漏损控制的办法和方式、供水管道漏损控制新技术、管网健康状

况评估方法、供水管网内检测技术、流量监测技术。

（8）地下管线工程风险防控及非开挖技术发展论坛

城市生命线风险防控管理；非开挖工程施工技术；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

3、三届四次理事会

（1）2020 年工作总结与 2021 年工作要点；

（2）标准定额提案；

（3）《地下管线科技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提案；

（4）常务理事、理事增补提案。

4、地下管线文化成果展示

（1）原来地下如此精彩——第一届地下管线职工摄影比赛作品展示；

（2）走进孩子眼中的地下管线世界——第一届地下管线科普绘画比赛作品

展示；

（3）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会歌入围歌曲发布。

5、2020 中国国际城市管网展览会

国内规模最大的管线展览，展览面积 35000 平米，展商 600 余家。

六、费用（本着勤俭办会的精神，会议收费按以下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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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费：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含 11 月 15 日）注册并汇款，会员单位

会议费 1000 元/人，非会员单位会议费 1200 元/人；11 月 15 日后注册及现场注

册，会议费均为 1600 元/人。会议费含会务、资料等。发票由承办单位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干部学校开具“会议费”发票。

单位汇款的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单位税号；个人汇款的备注发票抬头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单位税号。

（1）汇款支付（汇款时须在备注栏注明“2020 年会+注册人员姓名”）

开户名称：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干部学校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涿州物探支行

银行账号：1300 1666 2080 5000 0182

（2）现场缴费：现场直接缴纳注册费，支持现金、扫码支付（微信、支付

宝均可）

2、住 宿 费 ：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530 元/间/天（含早）

报到酒店：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1）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注册完成后按提示预定房间，费用自理，支付后

预订成功。（2人同住，只需一人提交信息即可）

（2）房费由会议服务单位——北京科海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代收代付，退房时由住宿酒店提供发票，房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

（3）汇款支付（汇款时须在备注栏注明“2020 年会+住宿人员姓名”）

公司名称：北京科海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支行

银行账号：1525 2232 9

七、联系方式

1、会议报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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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龙 010-63978071 15229317653（微信同号）

杨惠棠 010-63976360 18511752713（微信同号）

罗振丽 010-63978081 13933251402（微信同号）

2、论文投稿

刘保生 010-63978091 18610371446（微信同号）

李 平 010-63976360 18610034196（微信同号）

3、展览与发言交流

许 晋 010-63711181 18901059003（微信同号）

张文通 010-83613190 13383369828（微信同号）

4、酒店预订与咨询

陈灵巧 010-57571669 13146120530（微信同号）

何暑暑 010-57571669 13501192864（微信同号）

委员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东路 21 号中国煤地大厦二楼（100038）

委员会网址：www.dxgx.org

七、请将回执填好后，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 Email 或电话报名，报名表

请直接发至 Email：dxgx2000@sina.com 或 liuhz@dxg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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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年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税号（必填）

通讯地址 E-MAIL

(必填)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参会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身份证信息 手机 传真 房间预订

请扫描二维码，线

上预定并缴费：

房间数量有限，

先订先得

参会

须知

1、您收到通知后，请速将填好的《回执表》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 Email、电话报名至主办单位；

2、会务组收到《回执表》后即发《报到通知》，为

您做好会议准备及后勤保障工作。

如需专票请在此填写专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