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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

召开， 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 

5 月 29 日上午，学会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在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第四届理

事会相关报告，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

住建部副部长黄艳、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副部长刘兴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第四届副

理事长王静霞主持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 

第四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作第四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财务状况报告及关于修改

学会章程、会员管理办法的报告。 

全体会员代表分组讨论并表决通过了第四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第四届理事会财务状

况报告、关于修改学会章程的报告和关于

修改会员管理办法的报告，并选举产生了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 、原国家建设部总规划师、学会顾

问陈为邦作为监票人宣读选举结果， 共

259 名学会理事当选。 

5 月 29 日下午，学会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住建部人事司郭鹏伟副司长宣

布学会第五届理事会领导班子人选名单并

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常务理事会、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审议批准了学会终身成就奖名

单、学会法定代表人人选、组织工作委员

会名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二级组织管

理办法》、《关于学会领导人分工办法与

审议制度的规定》、《关于设立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及《学

会深化改革发展战略》。<<more 

学会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五届一次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学会章程、会员管

理办法的报告以及二级组织管理办法等学

会的根本大法和相关的配套文件，进一步

保障会员的基本权利、指导学会业务发展，

完善学会的治理结构、推动学会建设。学

会章程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学会网站全文刊

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章程》<<more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more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二级组织管理办法》

<<more 

换届选举 依章治会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common?type=3&cid=9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common?type=3&cid=6
http://www1.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382
http://www1.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common?type=3&c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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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理事长（空缺），副理事长（13 名）：王

建国、尹稚、石楠、吕斌、伍江、吴志强、

何兴华、张泉、赵万民、赵燕菁、周岚

（女）、施卫良、樊杰。秘书长：石楠

（兼）。副秘书长：曲长虹、耿宏兵。 

学会常务理事会（62名）： 

马天宇、王引、王向荣、王宏新、王凯、

王建国、王建萍、王春、王富海、毛其智、

文兵、方创琳、尹稚、石铁矛、石楠、叶

斌、叶裕民、冯长春、司马晓、边兰春、

吕斌、朱小地、朱子瑜、伍江、刘志虹、

刘学、齐飞、孙施文、运迎霞、严文复、

李建飞、李晓江、李锦生、杨保军、杨新

海、吴志强、吴唯佳、邱建、何兴华、邹

军、沈磊、张少康、张京祥、张泉、张勤、

邵益生、金忠民、周岚、孟建民、赵万民、

赵景海、赵燕菁、段进、施卫良、袁湘江、

顾浩、唐子来、崔愷、彭震伟、曾九利、

樊杰。 

学会理事会（259人）： 

于化云、万国庆、马天宇、马国馨、王引、

王凯、王春、王世福、王伟强、王向荣、 

王旭升、王丽萍、王宏新、王杰明、王建

国、王建萍、王莉慧、王桂新、王晓临、

王海鹰、王培茗、王鲁民、王富海、王瑞

珠、王新哲、王静霞、牛雄、牛长春、毛

其智、文兵、方飞、方创琳、尹稚、邓兴

栋、邓红蒂、石楠、石铁矛、叶斌、叶小

群、叶裕民、叶嘉安、田高平、史衍智、

冯长春、兰波、司马晓、边兰春、边经卫、

邢海峰、毕凌岚、曲长虹、吕斌、吕静、

吕传廷、朱青、朱小地、朱子瑜、朱炜宏、

朱富坤、伍江、任学斌、华晨、华天舒、

刘学、刘锋、刘志虹、刘科伟、刘复友、

刘博敏、刘韶军、齐飞、齐康、江亿、汤

放华、许从宝、孙炜、孙晖、孙施文、阳

建强、运迎霞、严文复、苏经宇、李东君、

李立勋、李永洁、李运军、李志刚、李和

平、李金路、李建飞、李晓江、李彩林、

李惠林、李道增、李锦生、杨放、杨渝、

杨文立、杨永胜、杨

昌鸣、杨思声、杨保

军、杨晓春、杨晓敏、

杨新海、甫拉提·乌马

尔、连德宏、肖刚、

吴丰林、吴庆东、吴

志城、吴志强、吴良

镛、吴爱国、吴唯佳、

吴舜泽、邱建、邱德

华、何昉、何梅、何 

 

兴华、何镜堂、余颖、邹军、邹兵、邹德

慈、沈磊、宋炳坚、张兵、张杰、张泉、

张勤、张静、张磊、张鹰、张鑑、张大玉、

张少康、张亚芹、张军民、张尚武、张国

民、张忠国、张京祥、张宝武、张虹鸥、

张钧凡、张继良、张超林、张锦秋、陆大

道、陈勇、陈雯、陈锋、陈小卉、陈有川、

陈如铁、陈志强、陈桂秋、陈燕萍、邵磊、

邵益生、林从华、易小林、罗小龙、金忠

民、周岚、周波、周俭、周恺、周涛、周

婕、周乔欣、周庆华、周剑云、周素红、

郑斌、郑声轩、郑时龄、郑德高、单晓刚、

孟兆国、孟兆祯、孟建民、赵万民、赵天

宇、赵景海、赵燕菁、胡滨、柳肃、段进、

段德罡、侯百镇、施卫良、洪盛良、秦振

芝、秦铭键、袁奇峰、袁湘江、袁锦富、

耿虹、耿宏兵、顾浩、党安荣、倪成敬、

徐庆、徐苏宁、徐建刚、徐煜辉、殷广涛、

殷宏斌、高岩、高学珑、高黄根、郭廷儒、

郭红雨、唐子来、唐建平、唐春媛、唐厚

明、陶其中、黄卫、黄平、黄焕、黄亚平、

黄明华、黄晶涛、常青、崔叙、崔愷、梁

文钊、彭一刚、彭瑶玲、彭震伟、董卫、

敬东、韩昊英、惠西鲁、程建民、程晓中、

储金龙、童纯跃、曾刚、曾坚、曾九利、

蔡莉、蔡辉、臧青生、谭纵波、翟建、翟

宝辉、翟顺河、缪敏、樊杰、滕军红、薛

峰、霍兵、戴健、戴世智。 

 

换届选举 

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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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第四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节选) 

学会在住建部、中国科协和民政部的指导

下，在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会

员和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抓住难得的发展

机遇，克服多重的困难与挑战，把握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等宏观形势，立足国家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体要求，围绕服务科技工作者、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公民科学素质

提高、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四个能力”

提升以及建设现代化一流科技社团的总体

目标，系统扎实推进学会各项工作，使学

会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特色化，在

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繁荣、提升学科

影响等方面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学会的

会员凝聚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公信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学会以学术质量

和水平高，公益性和公信力强、凝聚力和

创新性高，在城市规划及相关行业享有很

好的声誉和极大的号召力。 

学会工作本着不为名、不谋利、不封闭、

不懈怠的基本原则，学会及其各级组织积

极发挥平台作用、强调服务职能、鼓励百

花齐放，不断明晰自身定位、调整发展思

路、优化组织架构。从传统的精英俱乐部

走向开放的科学家共同体；从寻求自立自

律走向规范发展；从学术交流走向支撑决

策；从品牌建设走向平台发展；从本土作

为走向国际影响。经过持续的建设，学会

引领学科健康发展的平台作用，推动党委

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囊作用，促进国际双向

交流的带动作用，服务行业创新发展的中

枢作用愈发明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据不完全统计，四届理事会期间，学会会

员人数翻番，各级组织凝聚了 3000 多名

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新增加六个二级组

织，学会组织各类学术活动 300 多场，参

加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会刊及学术会议

发表学术论文超过 13000 篇，各类书刊发

行 200 多万册，形成各类政策建议近 200

份，网络用户近 20 万户，访问量超过

400 万人次。学会已经成为城乡规划学科

和规划行业最重要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枢纽。 

学会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和广大规划

科技工作者的充分肯定。学会连续荣获两

届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社团奖励，在民

政部组织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综合评估中获

得 4A 级社会组织的荣誉；学会会刊《城

市规划》入选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荣

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全国百强科技期刊”

和“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等称号；学会

年会成为规划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

并作为全国学会优秀案例向兄弟学会介绍

经验；学会党建工作扎实，住建部党组及

社团党委等先后授予学会支部“直属机关

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最佳党支部活动”等多奖励。 

工作报告从七个方面具体总结了学会所发

挥的作用。包括：服务大局、回归本源，

日渐明晰科学家共同体的本质特征；立足

顶层设计，准确把握定位，实现发展战略

的转型；引领学科发展，促进学科繁荣，

助推规划行业科技进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决策咨询成效显著，社会影响力不断

扩大；优化学会治理模式，凝聚力持续增

强；注重信息化建设，学会自我发展能力

不断提升；引领中国规划走出国门，在国

际舞台彰显中国规划实力等。 

学会协助住建部评选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 

第八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告

一段落，70 位专家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提名，其中，城乡规划专业（含风景园

林）有 5 位专家获得最终提名。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的国家级荣誉称号，每两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名额一般不超过 35 名，本次为

两届连选。据了解，学会顾问任震英曾当

选第一届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随后再也没

有规划专家入选。本次评选第一次将城乡

规划学作为独立专业进行评选，评选工作

自去年 12 月份开始，由两院院士和现有

的勘察设计大师进行提名，规划行业共有

10 位专家被提名成为有效候选人，进入第

一轮初评。住建部成立评选领导小组并组

织成立评选委员会，负责具体评选工作。

学会协助住建部进行了今年的评选，15 位

规划专家担任了初评评委，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石楠作为初评评审组组长和终评

评委参加了全部评审过程。 

助评大师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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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重庆 

5月28-29日，以“城市生态规划理论方法

再深入”为主题的2016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在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

划司司长孙安军，学会副理事长、城市生

态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泉，学委会

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许重光，

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沈清基，

学委会副主任委员、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局

长陈勇，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城

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城市生态规

划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会议。邹德

慈院士为本次年会专门发来贺词：当前我

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已进入重要的转

型期，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基本国策之一。

在此背景下，本次年会选择“城市生态规

划理论方法再深入”为会议主题意义深远。

孙安军司长以“改革完善城市规划，引导

生态城市建设”为题，指出了中国生态城

市工作的发展变化及生态城市建设的几个

问题，提出了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新举措。

主任委员张泉分享了2015年低碳生态与城

乡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概况，涵盖了低碳生

态城市/社区规划，大气、水环境的优化，

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可再生能源利用，绿

色建筑及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内容。副主

任委员沈清基教授对城市生态规划生命力

进行了深入探讨，介绍了生态规划的必要

性、迫切性及实现城市生态规划的若干途

径。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院长邹军对生态

城市建设的两个指标即可再生能源占比和

再生水利用率进行了分析研究。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邢忠教授与大家分享了学术

委员会创始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已

故教授黄光宇先生的学科贡献、学术思想

和规划实践。会议同期举办了《黄光宇教

授学术思想集》首发仪式。副主任委员陈

勇和沈清基主持28日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more 

第 5 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

论坛@上海 

5 月 21 日，由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

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的第 5 届金经昌

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

武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住建部城乡规划

司副司长俞滨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学会副

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致辞。专家们谈到，在十三五的

开局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时期，

通过“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这个平台探讨“统筹城市发展和规划创新”

意义重大，这当中既涉及内部改革，也需

要我们规划工作去适应当前城市发展的新

环境。希望论坛给有想法的青年人、有理

想的青年人、有对中国规划未来抱有坚定

信念的青年人创造平台，为中国规划做出

自己的贡献。  

上午的主题论坛围绕“统筹城市发展和规

划创新”进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诸大建教授分析了城市绿色发展的效率问

题；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

张国华介绍了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协同发展

的产业、交通和空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博士后陈旭代表赵民教授辨析

了供给侧改革与规划创新；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介绍了城市

设计与城市风貌管理。本届论坛共收到 40

家不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投稿的 95 篇

论文，其中 82 篇入选论文集。 

下午的“创新论坛”围绕“城乡统筹与规

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

技术创新”四个议题展开。<<more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征文结束 

5月31日，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征文结

束，截止到截稿日共收到投稿论文3178篇，

比去年增加322篇。学会组织专家对所有

应征文稿匿名评审，最终优选出一定比例

论文作为会议交流论文，全文收录在正式

出版的《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光盘版）》。<<more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开门办

年会”活动通知 

为集思广益办好年会，发挥年会的开放性

和平台性，学会今年继续开展“开门办年

会”的活动。活动分为个人建议和合作伙

伴申请两部分，截至时间为 7 月 5 日。 

个人建议：全国城市规划行业从业人员均

有资格对“全体大会主题报告人选及报告

题目”和“自由论坛选题方案”提出建议。

大会报告人建议须围绕“规划 60 年：成

就与挑战”的年会主题，提名规划领域或

规划工作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会名誉

理事长、理事长、顾问除外）。自由论坛

为开放式讨论，议题为全国性的学术话题

热点或焦点话题。合作伙伴申请：年会自

由论坛欢迎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乡规

划管理、编制和教学单位及城乡规划相关

领域单位共同参与合办，申请单位须策划

自由论坛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并形成会

议成果。<<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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