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HONG KONG RAILWAY INSTITUTION 

P.O. Box No. 626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Fax : 2947 7001 

Web Site : www.chkri.hk 
 
17th Joint Railway Seminar  第十七届“京、沪、粤、港铁道学会学术年会” 
16 – 19 June 2014, Shanghai 
 
Date:  16 – 19 June 2014 
 
Venue: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Minya Hotel Shanghai (上海明悦大酒店) 
 
Programme*:  16 June: Conference and presentations.  
 17 - 19 June: Exhibition.  
 Details are shown on attached Joint Seminar Programme (tentative). 
    
Seminar fees: HK$1300 per participant covering the seminar fees only. All participants shall 

cover their own transport, accommodation, food and drink expenses. 
        
Application: Submit application form via fax (852) 29937771 latest by 3 June 2014. 
 
Enquiry: Mr. Billy Tam at (852) 92616804 or email billytam@mtr.com.hk 

 
* Joint Seminar Programme is subjected to changes made by Conference Organizer. 
 
 

Registration Form 
 

To:  Mr. Billy Tam, Mainland Affairs Secretary     Fax: (852) 29937771  Tel: (852) 92616804                  
 
I would like to attend the 17th Joint Railway Seminar 16-19 June 2014, Shanghai. 
 
Name: Mr / Ms ____________________(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hinese) 
 
Compan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Tel : ________________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es: 
 
1. Upon receiving confirmation from CHKRI, please mail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China Hong 

Kong Railway Institution) to P.O Box No. 626,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for the attention of Mr Billy 
Tam. 

 
2. The participant hereby agree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insurance. CHKRI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es, damages or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the course of these activities. 
 
 
 

   
 
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Date          
 



 

 

第十七届粤、港、京、沪铁道学会学术年会 

暨 2014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 

 

同期举办  2014 中国国际隧道与地下工程

技术展览会 

           中国国际物流、交通运输及远程信

息处理博览会 

 

2014 年 6 月 16 日-19 日 上海 

            
            

 
 
 
                                                     
                                                            
                                                        
 
 
 
 
 
 
 
 
 
 
 
 
 
 
 
 

二〇一四年三月ㆍ 上海 

活动组委会 



一、活动背景 
“京、沪、粤、港铁道学会学术年会”创办于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

前夕，由原铁道部牵头，北京、上海、广东、香港铁道学会联合主办，

旨在加强香港与内地最发达地区轨道交通行业间交流和共同发展。自年

会举办以来，每年由四方分别轮流主办学术交流、科技论坛、产品展示

等。科技论坛形式多样，学术交流内容求先，产品展示力求创新。代表

国内外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趋势和动态，是国际学科明星人物的盛宴，也

是广大轨道交通行业学科带头人和广大企业交流互动的平台。“京、

沪、粤、港铁道学会学术年会”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行

业内的翘楚。 

 

二、论坛内容 

第十七届“京、沪、粤、港铁道学会学术年会”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主要包括：高速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与管理最新技术和

经验；高速铁路的防灾救灾、固定设备的养护维修和移动设备的运用检

修技术等最新技术；高速铁路的运输组织、信号控制、信息自动化最新

技术；城际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在设计、建设、运营上，在商业、地产

的综合利用开发上，以及在运营管理上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

经验。 

 

三、活动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6 月 19 日 

 

四、活动地点 

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 

 

五、主办单位 

上海市铁道学会 

 

六、承办单位 

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七、协办单位 

北京铁道学会、广东省铁道学会、中国香港铁道学会 

 



八、支持单位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道学会、上海铁路局、北京铁路局、广州

铁路集团公司 

 

九、协办媒体 

《中国轨道交通网》、《世界轨道交通杂志》 

 

十、活动议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主持人 备注 

6 月 15 日 

全天 

会议报到 上海明

悦大酒

店 

赵小姐  

6 月 16 日     

9：00 开幕式  兰 涛  

9:10~11:50 论 坛 （ 见 附 件

一） 

酒店内 企业负

责人 

 

12:00 午餐    

14:00~15:30 论坛  兰 涛 

 

 

15:30~15:45 茶歇    

15:45~17:00 论坛  企业负

责人 

 

18:00 音乐晚宴  赵小姐  

6 月 17 日     

8:30~12:00 观展    

12：00 中餐    

14：00 观展、参观企业    

18：00 企业宴请    

6 月 18 日 观展及企业交流    

6 月 19 日 自由观展及返程    

 

 

 

 



附件一：. 

论坛出席人员名单 

铁路总公司及其相关单位的领导、嘉宾； 

原铁道部副部长 世界轨道交通研究会会长 国林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局长 程先东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副局长 康高亮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装备部动车处处长 韦浩 

中国铁道学会秘书长 瞿建明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 吕长清 

上海铁路局常务副局长 周红云 

广铁集团副总经理 杨宇正 

中国香港铁道学会主席 梁士琨 

北京铁道学会秘书长 孙星 

上海市铁道学会秘书长 兰涛 

广东省铁道学会秘书长 陈敦明 

列席人员 

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香港铁路公司专业

技术人员 

全国各省市铁道学会秘书长 

上海交通行业学会代表 

华东城市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及总工程师 

安徽省发改委铁路投资集团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输协会 

中铁建设、中铁工程各工程局 

上海企业家联谊会 

台湾轨道交通优秀企业代表 

大韩交通运输学会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车辆部门首席高管 

各国驻沪领事馆 

国际铁路联盟中国区专员 

 

 



附件二： 

          演讲嘉宾名单 

中国铁路总公司铁道科学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钱立新教授（演讲题

目：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史与中国高速铁路）； 

北京铁路局  申文军（工务处高级工程师）； 

上海铁路局  常务副局长周红云（演讲题目：长三角铁路发展及科技

创新）； 

上海铁路局  科研所副所长杨德江（自主创新改革中铁路产品科研方

向） 

 广州铁路集团  吴镇阳 广铁集团广东省铁道学会副秘书长（广深铁

路安全隐患及长效机制） 

城际铁路公司代表；申通地铁集团 蒋国皎 运营部副主任（城市地铁安

全的一点思考） 

国际铁路联盟中国区专员 MARC：铁路客运检售票系统的更新及发展方向 

商业赞助演讲机会（2 场） 

 

                    物流专场论坛 

 中国物流协会共同参与策划组织 

 

附件三： 

收费标准： 

各地铁道学会、路局代表、企业代表 1000 元/人（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

餐饮；住宿、差旅自理）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