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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承办“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

市设计国际公开咨询”活动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

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

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新区的规划编制要坚持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

准进行城市设计。 

6月26日-7月3日，由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河北雄安新

区管理委员会作为主办单位，学会作为承

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石家庄广思达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协办单位，面向全

球公开邀请具有相关规划设计经验的规划

设计机构参与，开展“河北雄安新区启动

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征集。 

咨询内容为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概念性总

体城市设计（咨询范围约 198平方公

里），启动区城市设计。全球依法注册的

从事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交

通设计、园林景观设计的法人实体或由法

人实体组成的咨询联合体均可报名，申请

人按照咨询建议书征询大纲的要求编制咨

询建议书，主办单位将通过咨询建议书的

评审选取12个左右咨询人参加此次国际咨

询活动。 

本次国际咨询设置基本津贴和优胜奖。每

个咨询人的基本津贴为10万美元（含

税）。本次咨询活动将评选出3个优胜咨询

方案并授予其优胜奖，每个优胜奖的奖金

数额为10万美元（含税）。在后续工作

中，主办单位可以委托获优胜奖的咨询人

提供启动区内的重点区片或相关区域的城

市设计咨询服务，并授予合同。<<more 

雄安新区吸引全球目光，279家国

内外权威机构报名 

7月3日下午5时，公告发出短短一周时

间，“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

公开咨询”的组织方收到了来自英国、美

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

兰、丹麦、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279家著名公司和

研究机构的正式报名申请。这些设计机构

组成了183个设计团队，其中包括国际、

国内著名公司组成的设计联合体67个。 

作为本次国际咨询承办方，学会的负责同

志介绍说，国际咨询是一种业内的通行做

法，有利于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各有专长

的设计机构献计献策。很多世界名城，以

及我国的深圳和浦东新区开发开放都采取

了这种形式。本次国际咨询不仅在国内规

划、建筑等领域引起强烈反响，也得到国

际规划设计界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划师学

会，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规划专

业团体均通过各自的组织体系，发布了雄

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的信息。

这将有助于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

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实现党中央提出的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的目标。 

主办单位将根据专家的意见，从这些报名

单位中筛选12家左右的设计团队，参与下

一阶段的工作。 

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

咨询第一次现场咨询，国内外12个

团队论剑雄安规划 

7月14-16日，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

计国际咨询第一次现场咨询在保定市举

行。经过专家评审，来自国内和美国、意

大利、西班牙、日本、德国等的12家设计

机构派出团队前来保定，并到新区现场踏

勘，就本次城市设计相关内容进行热烈讨

论，取得预期效果。 

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城市设计工作是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最后遴选出

的12家国内外优秀设计机构，将用最先进

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

优化启动区城市空间格局、塑造城市风

貌，集成规划建设先进理念，为新区规划

和设计献计献策。<<mor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473&idx=1&sn=e2ad23a23b35fe357e76a43e2dd48260&chksm=877f3a74b008b362da34050ef1ccb6290a2aa12f13bdb81bd6d4543a02a8b0f730c65fc4e31f&mpshare=1&scene=1&srcid=071815OH2FZjl2N15Z1443LN&pass_ticket=3ayjcY6%2F15uJWFFev%2BgTdiMybZuMmKTqvHruNwISXTkz4zW3%2BdNt0GRjYTXxtMhS#rd
https://mp.weixin.qq.com/s/vUga3NpptrI3N0aS6-yU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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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托举 
2017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年会暨

第六届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宁波 

6 月 22-23 日，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年会

暨第六届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在宁波举

行。本次会议由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

办，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协办，宁波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承办。 

22 日晚，近 40 位青工委新老委员齐聚宁

波城南书院召开青工委第四届第六次会

议。学会副理事长、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原主任委员何兴华和学会常务理事、青工

委前主任委员王凯分别致辞。学会理事、

青工委主任委员郑德高主持会议。工作会

议回顾了本届青工委（2012-2017 年）的

主要工作内容，青工委秘书长孙娟对去年

一年工作进行总结。会上组织讨论换届选

举产生新一届青工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和秘书处的方案。孙娟介绍了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规则，明确了包括青工

委的宗旨、职责、委员组成、经费等问

题，此外重点提出对于青工委公众号的宣

传支持工作。工作规则经工作委员会全体

会议通过后生效，并报学会备案。 

23 日上午，青年工作委员会年会正式开

始，宁波市规划局阮志贤书记、何兴华副

理事长、王凯常务理事分别致辞。 

年会以“城市网络与城市竞争力”为主题

开展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远程连线以“中

国城市与房价体系演化的新趋势”为题作

报告，主要从城市房价体系看其对中国城

市转型发展的影响。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

研究所主编沈从乐以“用数据重新评价中

国城市”为题作报告，从媒体人视角出发

研究城市，介绍运用数据研究形成的城市

商业魅力排行榜。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规划师唐鹏以“成都市网络城市研

究”为题作报告，从成都市的地方实践角

度对城市网络进行了具体探讨。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赵渺希以“城市网络

多维分析的规划应用探索”为题作报告。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栾晓帆以“城

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网络与竞争”为题作

报告。宁波市政协人资环和城建委主任郑

声轩以“书藏古今 港通天下——宁波城市

与港口发展史”为题作报告。 

23 日下午，第六届青年规划师演讲比赛决

赛正式开始。经全国各高校和规划设计机

构的遴选和推荐，来自全国各地的 18 名

青年规划师获得机会参加了最终角逐。北

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石晓

冬、清华大学研究员黄鹤分别主持了上、

下半场，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奇峰、学会副理事长

何兴华分别点评上、下半场。 

 

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的樊

明捷讲述了粤港澳共同发展的湾区梦，用

班长、学霸、富二代的生动比喻讲述了粤

港澳协力创新，共享幸福生活、尊重生态

自然的发展理念。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陈铮用自身的成长经历，从设计师的

角度描述了天津的城市特色。杭州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朱浏嘉以诗一般的语言和

演示，带着青年规划师对杭州味道的留恋

与徘徊，带领我们探索了快速城镇化下与

西湖相得益彰的城市建设是怎样的深刻话

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凌从上

海总体规划的实践出发，在人口、空间、

功能的视角下，给观众讲述了大都市边缘

区过去与未来、活力与秩序的故事。沈阳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魏钰彤从历史发展中寻

找东北衰退的原因，是新常态下依然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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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划经济思维应对市场经济，造成资源错

配、产能过剩等问题，需要通过变革、创

新扭转计划经济思维实现转型。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的李稷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解读

公众参与中“公众”的涵义，并提出了利

用线上支付 app，提升公众参与的广泛性

与便捷性。天津大学张赫回顾了城市设计

历史、城市改造的实际案例，结合在天津

的城市设计实践，讨论城市设计中的感

受，认为勇敢的城市带给城市生活和乡

愁。重庆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周维用

诗意的语言，向观众展示了重庆作为山城

独有的特色交通系统，并以石梯为引，提

出了规划需要尊重本地化的交通方式等。 

点评嘉宾袁奇峰老师指出，要带着不同的

视角讲述不同的故事。演讲怎么讲很重

要，把观点真正的告诉别人。讲的是什么

也很重要，讲述自己的观点。嘉宾何兴华

指出青年人给了他很大的惊喜，并对下半

场的九位选手进行了深入点评，他认为不

言己所不明不言人所不聆，是演讲的重要

一点。 

最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刘

亚微、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朱浏

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李稷获

得最佳表现奖。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张忆平、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的司南、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

张赫、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周维、华

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孙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的樊明

捷获得了优胜奖。  <<more

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合肥 

6 月 13 日，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

年会在合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0

位与会代表围绕“城市生态修复”开展探

讨、学习和交流。 

学会理事长孙安军代表学会对本次年会的

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本次会议的主题

直面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将是城市

生态规划今后一段时间的一个重要任务，

希望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积极扩大交

流平台、加大宣传，为低碳生态的发展乃

至学科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安徽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巡视员吴晓勤、合肥市副市

长宁波到会并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学会副理事长、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泉主持开幕式。 

学术研讨会精彩纷呈。孙安军理事长，张

泉副理事长，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沈清基，

学会理事邹军，学会理事彭瑶玲、原合肥

市滨湖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金刚、学会城市

影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向明、深圳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张一

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饶戎、北京

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等专

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围绕低碳生态城市规

划建设实践、实施评估、生态修复、海绵

城市建设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学

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勇、沈清基，秘书长陈

小卉主持讨论。<<more 

2017 年学会工程规划学术委员会

@学术年会 福州 

6 月 28 日，学会工程规划学术委员会学术

年会在福州召开，会议由学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

工程研究分院院长张全主持。 

开幕式上，学会副理事长张泉，学会工程

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邵益生，福州市政协

副主席兼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局长罗蜀榕分

别致辞。张泉副理事长表达了对学委会多

研究学术问题，为行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的期望；邵益生主任希望工程规划师们要

有科学的精神和职业的操守，实事求是，

顺应自然，用技术、用智慧来解决城市发

展中的工程难题。罗蜀榕副主席介绍了福

州市的治水历程以及福州市目前开展的内

涝及黑臭治理的工程，希望各位委员和参

会嘉宾为福州市的治水献言献策，更好地

改善福州市水环境。 

学术交流会分上下场，上半场为福州专题

研讨，下半场为全国专题研讨。 

福州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聚焦福州，就

福州市海绵城市、排水防涝、黑臭治理作

了汇报交流。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学

珑院长作了《建设让人民满意的城市——

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路径探讨》的报告，

高院长提出的海绵城市建设的好不好，关

键是人民满不满意，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

致肯定。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林功波副

院长作了《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构建人

水共生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的报告，从

自然环境、城市建设、专业衔接等方面分

析了近年来的超标暴雨频现、洪涝灾害频

发，提出了排水防涝应采取“源头控制、

综合治理”的对策，同时要采取“道法自

然、顺势而为”的理念。高小平所长作了

《福州市水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面对的

挑战》的报告。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工程

研究分院水务督察中心张志果主任报告了

《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

规划解读》，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市政规划与工程设计所所长朱建国作了

《安全、集约、生态理念下的市政基础设

施规划——以江苏省系列市政基础设施

“十三五”规划为例》的报告，重庆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副所长吴君炜就《重庆山地

特色海绵城市规划探索》作了报告，吉林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马英高工就《吉林

省黑臭水体管理措施与考核指标》作了报

告。<<more 

2017 区域空间规划（“多规合

一”）新技术专题研讨会@珠海 

7 月 7 日，由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

主办的 2017 区域空间规划（“多规合

一”）新技术专题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会

议紧扣国家政策方向，深入探讨新时代背

景下区域空间规划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实践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cid=2&id=917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cid=2&id=916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cid=2&id=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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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会 

问题，来自全国 200 多家规划局、信息中

心、规划院、测绘院及国内知名高校专家

近 73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由

新技术应用学委会秘书长胡海主持。 

开幕式上，新技术应用学委会主任委员王

俊，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广

东省城市规划协会邱衍庆理事长，广州市

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杨堂堂总工程师，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朝晖分别致辞。 

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副主任委员、珠海市城

乡规划编审与信息中心主任庞前聪作了题

为《珠海市“多规合一”探索与实践》的

报告，庞主任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珠海市

“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并针对珠海

市“多规合一”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城乡规划

学会规划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喻定

权作了题为《“多规合一”的前世今生》

的报告。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院长李郇作了题为《基于战略规划的统筹

规划与规划统筹》的报告，从三方面对厦

门、沈阳、云浮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

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主任钟家晖作

了题为《广州：从“三规合一”走向“多

规合一”》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广州市从

“三规合一”到“多规合一”的发展转

变，以及对“多规合一”未来的展望。广

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广州城市规划技

术开发服务部骆荣桂作了题为《<建设工

程规划电子报批数据标准>团体标准编制

情况汇报》的报告，介绍了广州市城市规

划自动化中心开展《建设工程规划电子报

批数据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开创工作。学

委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地理信息中心、

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信息中心主任陈

乃权作了题为《沈阳“多规合一”从复制

引进到发展提升》的报告等等。研讨会共

有 20 余位专家演讲发言，在现场互动和

提问环节，参会代表与专家积极互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交流实践成果，会议代表还专

门对横琴新区规划展览馆和中国移动广东

省大数据中心及获得广东省人居范例奖和

中国人居范例奖的部分城市规划项目进行

了专业调研。<<more 

“开门办年会”诚邀合作伙伴，公

开征询建议 

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将采用全体大会、

专题会议、自由论坛和专题调研相结合的

形式举办。为集思广益办好本次年会，提

高年会的影响力和参与度，今年将继续开

展“开门办年会”的活动。 

一、诚邀合作伙伴。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

会的自由论坛继续向全国各地具有较高学

术影响力的单位开放.合作伙伴单位基本要

求是规划管理部门限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以上规划主管部门；规划编制单位限甲

级资质规划院；高等院校限已经通过城乡

规划专业评估的高校（学院）；合作伙伴

单位须在建议的选题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

优势，并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优先考虑

学会单位会员、理事成员单位的申请。学

会将对所有申办单位提交的策划方案组织

专家评议，根据年会的总体安排情况评出

适合的策划方案，交由相应申办单位作为

合作伙伴单位承办。 

二、公开征询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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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可通过关注学会微信

在线填写 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建议

书。建议要求：大会报告人须为全国知名

专家，不局限于规划领域，特别欢迎提名

与规划学科或规划工作相关领域的知名专

家。报告选题围绕“持续发展、理性规

划”的年会主题；学会名誉理事长、理事

长、顾问不在提名之列；自由论坛为开放

式讨论，所有与会代表自由参加，议题一

般为热点或焦点话题。主办单位将对所有

建议书进行匿名评议，评出优秀建议五项

并给予奖励。 

参加本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请将 2017 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建议书或合作伙伴申办表

于 7 月 28 日前发送至学会秘书处

planning@planning.org.cn。“开门办

年会”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年会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建议书内的单位和个

人信息属保密资料，由学会保存，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泄露。<<more 

预   告 

第二届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新发展

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摘要 

由学会、陕西西咸新区管委会、东南大学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

新发展学术研讨会”计划10月中下旬在西

安举行。会议围绕“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

新发展”主题公开征集论文摘要。议题范

围包含但不仅限于：1. 开发区转型提升和

再开发战略与规划研究；2.“一带一路”

战略与中国开发区“走出去”的模式与案

例研究；3.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国家新区、

城市园区创新发展研究；4. 新区与园区的

形象提升与城市设计方法与案例研究；5. 

创新型都市圈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与

规划研究；6. 创新型园区和城市创新空间

的发展与规划研究。请于8月15日之前将

论 文 摘 要 发 至 ：

history@planning.org.c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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