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anizer 主辨機構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支持機構

CPD Event (2018)
Guangzhou Metro Site Visit, Social Contact,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Forum
Date
Time
Gathering Point

:
:
:

19 ~ 20 September 2018
7:45 am
深圳,羅湖,囗岸茶餐廰門口

Charge

:

$ 900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Guangzhou) / Hotel (double beds – two
persons per room) / Lunch / Dinner / Visit Guangzhou Tower)
$1300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Guangzhou) / Hotel (Single luxury bed) /
Lunch / Dinner / Visit Guangzhou Tower)
Payable to HKICW account (511-567596-001) HSBC, when you received
confirmation and please return the copy of bank advice via email

Self-Expense

:

深圳和諧号城際列車到广州往返雖自費

Highlight of the Event :
內容 :

1.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访问、交流、座谈；
2.参观广州地铁 11 号线流花路站施工现场；
3.参观地铁博物馆；
4.游览地标建筑--广州塔。
行程如下:

9 月 19 日由港经深圳搭 C7036 次列车上午 9 点 47 分到广州东站，10 点半左右到达监理公司交流、
座谈，12 点半左右用午餐，午餐后去车站施工现场参观广州地铁 11 号线流花路站，然后再回广州东
站入住酒店。
9 月 20 号，在酒店用完早餐, 上午 9 点 20 分出发去地铁博物馆，10 左右到达，参观完后大概 12 点
到附近农家乐用午餐，餐后出发游览广州塔。估计下昼 5 点左右结束活动，

Introduction of Guangzhou Mass Transit Engineering Consultant Co. Ltd.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是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下属子公司，管理科学的新型国有监理企业。 公司源自成立于 1996 年的广
州市地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拥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及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
咨询等业务）、机电安装工程乙级、招标代理机构乙级、设备监理机构乙级等资质。历经近 20 年的发展，公司业务地域以广州为依托，
先后参与了南京、西安、深圳、佛山、东莞、昆明、青岛、杭州、长沙、宁波、无锡、南宁、苏州、成都、汕头、厦门、常州等国内
18 个城市、地区的地铁建设和隧道工程建设。业务贯穿于项目前期、招标、施工、竣工、结算及试运行等全过程，涵盖地铁土建、机
电设备安装、装修、铺轨、车辆段、市政、房建、有轨电车、磁浮工程监理以及设备采购服务、车辆监造、地铁保护、地保监控、视
频监控、监理管理、项目管理、招标代理、技术咨询等多专业服务。 2013 年，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2014 年，公司入
选中国百强监理企业，并被评为“2013-2014 年度中国建设监理行业先进监理企业”。

Introduction of Guangzhou Metro Museum (广州地铁博物馆)
广州地铁博物馆是广州市政府牵头出资筹建的“2015-2016 年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由广州地铁集团承建，旨在推进青
少年科普教育，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本馆积聚 36 家广州地铁参建单位的优势资源，以科普知识为核心，首创数字化地铁体验空间，集
展览、教育、互动、游乐于一体，呈现广州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成果，为市民打开一扇轨道交通领先技术展示之窗，为城市
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本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地铁万胜围站 A 出口南侧万胜广场 C 塔裙楼负一至二层，建筑面积 4400 ㎡，展陈面积约 3600 ㎡，展示区分布
三个楼层，负一层为广州地质状况及地铁建设过程展示区；一层为轨道交通行业及广州地铁发展历程展示区；二层为地铁运营安全体
验区。

Introduction of Canton Tower (广州塔)
广州塔又称广州新电视塔，昵称小蛮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艺洲岛）赤岗塔附近，距离珠江南岸 125 米，与珠江新城、花城广场、
海心沙岛隔江相望。广州塔塔身主体高 454 米，天线桅杆高 146 米，总高度 600 米。是中国第一高塔，世界第二高塔，仅次于东京晴
空塔，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广州塔塔身 168 米–334.4 米处设有“蜘蛛侠栈道”，是世界最高最长的空中漫步云梯。塔身 422.8 米处设有旋转餐厅，是世界最高
的旋转餐厅。塔身顶部 450~454 米处设有摩天轮，是世界最高摩天轮

Our main tour guide of the above event is HKICW Honorary Member Professor Hung (熊火耀教授)

Note for Registration Event:1.
2.
3.
4.
5.
6.
7.
8.

Closing Date for Registration: 14 September 2018
Only available for by email: admin@hkicw.org
Confirmation will be sent to successful applicant before the event.
12 hours of CPD Certification who is registered before the even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restricted to about 20. Applications will be dealt with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admit an applicant.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the details of this event such as change of time, date, venue and
speaker or to cancel the event in case of need.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Secretariat HKICW by email: admin@hkicw.org or Tel: 2815 7030
Personal data provided on the enrolment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this
Event.

Disclaimer: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lerks of Works will not be liable or provide any type of insurance coverage to the
participants for any personal accident, property loss / damage or virus inflection arising from the workshop. Participants should make
their own insurance arrangement at their own expen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