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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响应：回归人本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第十一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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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哈尔滨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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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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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投稿并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年会。
会议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
壮阔。2015年12月20日，时隔3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明确城市工作要转变城
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建设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城市发展道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自上而下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城市
发展不再简单追求速度与规模，而是更加重视质量与内涵。城市规划既要见物又要见人，
城市“空间”、城市“空间”里的“人”与“生活”都变得重要起来，“以人为本”再次
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城市“空间”是城市复杂巨系统中经济、社会、环
境、管理、文化等各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载体，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多学科领域
共同关注的城市“空间”如何响应城市中各种人群的需求，并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成为新时期城市规划所面临的核心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思考城市空间的意义和价值，城市空间的内涵，城市空间所承载的城
市生活以及城市生活所包含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管理、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
本次年会将邀请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致力于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
的学者、政府管理者、规划实践者进行学术交流。

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发展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 老工业基地振兴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bases
● 城乡统筹与乡村建设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 城市政策、管理与经济 Urban policy, management, and economy
●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Urban-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 大数据与智慧城市 Big data and smart cities
● 分析方法与计算机应用 Analytical methods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 环境规划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住房与社区发展 Housing & community development
● 土地利用政策与治理 Land use policy and governance
● 健康规划 Health planning
● 规划法规、理论和历史 Planning regu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 区域规划 Regional planning
● 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 Transportation &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 城市设计 Urban design
国际主旨演讲人
吴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规划院校学会（ACSP）主席
刘太格,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主席
Eric Heikkila,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国际项目主任，教授
论文摘要提交要求
请提交200-300字的英文* 论文摘要,包括标题以及作者的姓名、单位、联系地址、电话和
电子邮件地址。摘要范本请见最后一页。摘要须于2017年2月15日前通过如下网址递交
http://www.chinaplanning.org/alpha/annual-conference/。如果适用，摘要应概述论文所研究
的科学问题及其对实践或政策的重要性、论文对现有认知的独特贡献，论文的研究方法
和（预期）研究结果,并应说明结果的实践意义和/或对将来研究的构想。本会议的技术
委员会将审阅所有提交的论文摘要。
会议关键日期
摘要截止日期：2017年2月15日
录取通知日期：2017年3月15日
提前注册截止日期：2017年5月1日
论文集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7年5月1日**
学生论文奖和旅行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2017年5月1日
院长论坛，会议现场注册时间和学术考察：2017年6月16日

全体会议和分组论文会议时间：2017年6月17―18日
会议组委会
国际中国规划学会
主席：
宋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联合主席：李卫锋（香港大学）；汪轶溟（布里斯托大学）
联系方式: iacpconference2017@hotmail.com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主 席：
任南琪 院士 副校长
副主席：
孙 澄 教授 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侯相琛 教授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叶 强 教授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执行主席：
冷 红 教授 建筑学院副院长
联系方式: iacp_hit@163.com
+86-451-86281300
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简介
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成员包括对中国规划问题感兴
趣的专家、学者、规划师和学生。国际中国规划学会2005年成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其使
命如下：（1）架设中国城市规划的学者专家对外交流的桥梁；（2）提供城市规划学术与
实践对话的论坛，（3）为会员营造活跃的交流互动平台。国际中国规划学会理事会的现
任主席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曹新宇教授。前主席包括张庭伟教授、沈青教授、彭仲仁教
授、陈雪明教授、和潘起胜教授。有关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
官方网站：http://chinaplanning.org/
当地主办单位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由工信部、教育部、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三方重点共建。是首批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中国“九校
联盟”（C9）成员之一（9所院校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俄工科
大学联盟”成员，入选国家首批“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计划”。哈工大创
建于1920年，前身是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哈工大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20世
纪50年代，哈工大是中国政府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之一。多年来，哈
尔滨工业大学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为工业化、信息化、国防
现代化和城市建设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坚持自主创新，不断主动承接国家高、
精、尖大型科技项目，科研实力始终位居全国乃至全球高校前列。在2016年全球大学工程
研究影响力排名（Research Ranking of Global Universities in Engineer， RRGUE）
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清华大学。在2016年

US News世界大学工科排名第七。哈尔滨工业大学现有哈尔滨、威海和深圳三个校区，拥
有5000多名教职员工，近5万在校学生。
*

会议语言：IACP年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论文集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仅适用于那些选择在论文集上发表论文的作者。论文将会被同
行评审. 被接受的论文需要支付额外的相关费用（450美元/3100元人民币）。2013-2015
会议论文集已由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该出版社正在为这三本论文集申请EI检索。
我们计划继续由Springer出版2017的会议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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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pplicable, the abstract shoul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4 in 200-300 words:
 What is the issue addressed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policy or practice?
 What gaps or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literature does the research fill or correct?
 How wa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What are the (expected) research findings?
 What are the conclusions for policy or practic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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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name will not appear in the confere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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