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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5 月 11-16 日，受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

委员会邀请，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

楠为团长，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尹稚，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济大

学教授孙施文，学会生态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规划院何永副主任一行四人赴乌兹别

克斯坦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调研。 

学会代表团拜访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筑

建设委员会，并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筑

规划设计总公司研究院、塔什干建筑规划

设计研究总院的同行进行了专业交流，代

表团介绍了我国城市规划立法与行政、城

市总体规划、开发控制以及中国生态城市

建设的经验，并详细了解了乌兹别克斯坦

实行的城市总建筑师制度的情况，特别是

国家建筑规划设计总公司研究院在传统的

形体空间设计、遗产保护等领域积累的丰

富经验。随后，代表团访问了塔什干建工

学院和国立撒马尔罕建工学院，

为乌兹别克斯坦建筑师联盟的同

行举办了专题讲座，并调研了撒

马尔罕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经过

交流，学会认为应积极推进中乌

双方在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合作，

推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城

市规划建设方面的经验，以提升

我国整体软实力。应积极倡导规

划先行的理念，通过信息交流、

不同层面人员互访等形式，促进相互了解，

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合作领域并推动若

干重点地区积极开展合作。 

学会作为我国在国际专业组织的代表机构，

长期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

亚洲开发银行等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学

会及其会员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

有能力承担起中乌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经济

技术合作的责任。<<more   

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规划专家代表团

访问学会
 

5 月 19 日，由乌兹别克斯坦建筑和建设委

员会的建筑和城市建设管理部专家、乌各

主要州和城市的总建筑师组成乌兹别克斯

坦城市规划专家代表团一行 9 人访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和学会。城乡规划司司长孙

安军致辞并介绍了住建部城市规划的主要

职能。学会名誉理事长邹德慈对代表团的

来访表示欢迎，提出希望有机会与乌兹别

克斯坦开展交流与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城

市规划专家代表团的此次来访是乌兹别克

斯坦学习中国城市建设经验、寻求专业合

作计划的一部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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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5 年年会 

6 月 12 日，由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

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和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承办的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2015年年会

在重庆大学召开。本次年会以“社区治理

和规划创新”为主题，来自清华大学、同

济大学等 30 多所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黄勇副教

授主持，学会青工委前任主任委员、中规

院副院长王凯，重庆规划学会秘书长、重

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余颖，重庆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党委书记袁大为和重庆大学李和

平分别致辞。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世福、同济大学教授

张松、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恽爽、中规院深圳分院院长蔡震和重庆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余军分别作

了题为社区规划需求与应对、日本的社区

营造与规划变革、面向存量资源的城市规

划思考、深圳社区规划与治理的创新与实

践、中国式过马路与步行空间的设计的主

旨报告。本次会议期间还组织召开了青年

工作委员会第四届第四次工作会议，会议

回顾并总结了2014年度的工作情况，发布

了青工委委员认定工作，委员们还讨论交

流了更好开展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设想

及建议，讨论了青年规划师设计工作坊的

运作方式和方法，确定了2016年度青年规

划师设计工作坊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具体承办，商讨2016青工委成立

20 周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年会将在上海召开。  <<more                

第四届全国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 

6 月 12 日下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第四届全国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

在重庆召开。经各专业单位推选和专家组

审查，共有 20 位青年规划师入围参加现场

演讲比赛。 

比赛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黄鹤主持。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深圳市蕾奥城市规

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王世福、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城市规划学刊》

编辑部主任黄建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石晓冬、江苏省规划院

总规划师袁锦富、重庆大学教授李和平和

重庆市规划院院长刘俭副等 9 位专家担任

评委，并特邀袁奇峰教授和王富海董事长

为每位演讲者作点评。 

袁奇峰教授对上半场十位演讲者的点评以

“情”字串联：对十三陵保护的“深情”，

规划冬天带来的“激情”思考，对城市风

道的“有情”，对城市自然保护的“动

情”，蜀道难引发的“乡情”，海绵城市

的“水情”，在重庆梦西湖的“诗情”，

想象的中国风的“国情”，对果说创业团

队的“感情”。王富海董事长对下半场十

位演讲者的点评以“性”字串联：有的感

性，有的理性，有的柔性，有的韧性，有

的耐性，有的随性，有的率性，有的灵性，

有的人性，有的悟性。两位评委嘉宾真性

情的精彩点评让整个竞赛现场气氛达到了

高潮！最终，来自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蒋旗、张一

凡、赵幸获最佳表现奖。 

青工委全国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已连续举

行 4 届，逐渐成为行业内青年规划师演讲

的重要舞台，发出了青年规划师的思考和

呐喊，听众纷纷表示本次青年演讲，观点

有深意，选题有创意，表达有新意。 更多

精 彩 请 关 注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网

（www.planning.org.c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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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 
学会代表团出访比利时 

5 月 4-9 日学会代表团赴比利时参加

“第 20 届信息社会下的城市规划和区域发

展国际会议”。会议于比利时根特市召开，

来自世界 60多个国家的 300多名规划专业

人员参加了会议。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协

同规划，共创活力城市与区域”，与会的

各国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在城市与空

间转型、城市治理与资本运用、活力城市

与区域、公众参与和市民行动、针对活力

城市与区域的信息技术 5 个方面展开广泛

交流和深入讨论。研讨会期间，代表团调

研了根特及布鲁塞尔的城市 CBD、大学城、

旧城更新区、交通枢纽及知名城市公共空

间等，并根据会议情况和调研情况撰写了

总结报告。参会期间，学会代表团与来自

欧洲各国的专家学者、自主创新企业的企

业主、城市研究学者等有关人员进行了友

好的交流，使国际上相关部门和比利时大

学加深了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中国城市

规划情况的了解，同时拓展了国内规划师

的视野，为更好地在城市规划学科领域进

行国际对话提供了条件。 

 

第8届中国名镇名村（周庄）论坛

聚焦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 

5月15-17日，众多专家学者相聚周庄，举

行第8届中国名镇名村（周庄）论坛。论坛

围绕“呵护共同家园，留住美好记忆”的

论坛主题作深度研讨。论坛由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以下简

称“学委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

史文化名城委员会、昆山市人民政府主办。

由昆山市住建局、昆山市规划局、周庄镇

人民政府、昆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论坛邀请了学委会顾问、上海阮仪三城市

遗产保护基金会会长阮仪三教授，学委会

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曹昌智副秘书 

长，江苏省城镇化研究会沈道齐副会长，

学委会副秘书长鞠德东，城科会历史文化

名城委员会副秘书长申有顺，学委会委员、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阳建强，分别就

理论研究和案例实践两个方面作了交流发

言。专家就江南水乡以及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价值、意义和作用

等做了主题报告，并对历史名镇名村的规

划方法、抚州文昌里地区的可持续保护与

发展、冀南地区传统村落特色、徽州地区

传统村镇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等进行了专

题交流和研讨。 

 “大数据与城乡治理”研讨会线

上线下讨论热烈 

5 月 23-24 日，由学会承办，广东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城市规划协会、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9 家单位

联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16 分会场 

“大数据与城乡治理”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 280 余人参加了

会议。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

少康，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分别主

持了会议。 

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

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日本金泽大学环境

设计学院教授沈振江，广东省规划院总规

划师马向明，南京大学教授甄峰等参加会

议并作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叶嘉安参与了会议讨论。 

本次会议分为“开放&参与（理念心态）”

和“解析&挖掘（技术方法）”两大板块，

围绕中国科协年会“创新驱动先行”的主

题，以大数据为切入点，以城乡治理为导

向，深入交流了大数据在区域规划、市域

空间结构、城市交通、城市建设用地、灾

后重建、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城市不同人

群的识别、城市生活圈等方面的应用和实

践，从理论和技术层面探讨了大数据和城

乡治理的有关问题。 

为发挥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优势，会议期

间，中国城市规划网官方微信现场整理、

第一时间发布了“大数据与城乡治理”观

点速递，为订阅用户送上最新鲜的会议概

览，在微信朋友圈中广为流传。 

会后，为满足用户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研

讨会的需求，中国城市规划网开设“大数

据与城乡治理”专题，整理了 15 个主题报

告及 2 个总结发言，城市会客厅栏目专访

了吴志强教授、柴序威教授、甄峰教授、

沈振江教授、马向明总规划师、钮心毅副

教授和茅明睿副主任。 

本次会议共征集到 69 篇论文，经评选审定，

最终选出 34 篇论文作为会议交流论文，收

录在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中，其中 7 篇优

秀论文获选在研讨会上交流。<<more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5/25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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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

术研讨会讨论开埠城市与城市变迁 

5月16-17日, 第7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

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

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在浙江省宁

波市举行。会议由学会与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主办，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

员会、宁波市城乡规划研究中心及宁波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主题为“开埠城市

与城市变迁”。 

会议开幕式由学委会秘书长李百浩主持。

来自宁波市规划局及本地相关单位、清华

大学、深圳大学等院校和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苏州

市规划局、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

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等设计单位的17

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开埠城市与其规

划、历史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统历史

村落规划实践与演变、城市形态及空间变

迁、规划学科发展历史等多个议题与参会

代表分享其学术研究成果，来自国内外的

150多名业内专家、学者和在校学生参与

了研讨会讨论及交流。 

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委会年会

聚焦风景园林与文化自信 

5月21日，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

员会在重庆市奉节县召开了以“风景园林

与文化自信”为主题的年度学术会议。来

自全国各省市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研究机

构、高等院校及规划设计院等27家单位60

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学委会秘书长张同升主持会议，奉节县县

长李大武致欢迎词，学委会主任委员、北

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总工程师李炜民，副主

任委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院

院长李金路，云南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孙

平，学委会委员、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吴承 

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唐

进群，江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

师易桂秀等 13 位嘉宾分别作主题发言。会

议内容紧扣当前国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

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本次学术会议还

与奉节县委党校干部管理培训计划相结合，

东道主奉节县约 20 余位市管和县管干部自

愿参会听讲。 
 

“美丽乡村——2015乡村规划教

育主题研讨会”促进乡村认知 

6月7日，由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

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共同主

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

“美丽乡村——2015乡村规划教育主题研

讨会”，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召开。乡村学委会部分委员，有关高校、

规划设计研究院、政府部门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以及关心乡村规划的有关人士共计

200 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主

持上午的会议。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

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分别致开

幕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贺雪峰、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周俭作特邀报告。 

下午的学术沙龙分别由学会乡村规划与建

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地理

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和张尚武教授

主持。参会专家普遍认为应当积极开展乡

村规划教育及其研究工作，应当在坚持底

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规划

专业教育方式。<<more 

 

学会开展高校城市设计教育调研 

6月份，为了解当前全国城市设计专业教

育、人才就业需求等基本情况，提高下一

步相关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住建部城

乡规划司和人事司委托我会对全国高校的

城市设计教育开展调研。我会通过高等学

校城乡规划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建筑学

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和风景园林教育专业

指导委员会联系全国各相关大学，调查了

解高校城市设计人才培养情况，并通过全

国各地的规划设计机构调查了解城市设计

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 

学会活动预告 

 

2015《城影相间》摄影展将于 2015 年 9

月下旬在贵阳与上海两地同时开展。现公

开征集以“传承与变革”为主题的纪实和

人文类的影像作品，反映对当下中国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矛盾、问题的

思考。<<more 

第四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将于

2015 年 8 月中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

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伊宁市人民政府、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协承办。论坛围绕“一带一

路”战略与山地城镇交通规划建设”主题

征稿，请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将稿件发

送至邮箱 zhanggb@planning.org.cn，

咨询电话：010-5832386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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