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通知
欢迎参加于 2016 年 3 月 15-19 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举办的“2016 绿色基础设施
与海绵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将为广大同行提供广泛的有关海绵
城市建设最新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和思想的交流机会。来自国内外的水行业、景观设计、城
市规划、市政工程、教育和城市管理代表将汇聚一堂，探讨可持续城市水资源与水系统管
理、低碳人居环境建设、城市生态恢复等重要议题。
低影响开发（LID）和绿色基础设施（GI）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全球雨洪管理，其也是中国宏
大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核心技术内容。2015 年国家有关部委在全国 16 个城市进行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工程，未来 3 年的建设投入将达 865 亿元。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将投
入超过 2000 亿元。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 号）
，提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将 70%的雨水就地消纳和利用。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
要求；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将发挥非
常关键的作用。
会议将构建广泛的面对面深入交流平台，邀请全球绿色生态基础设施专家、工程师、景观
设计师、规划师、管理专家、研究专家、中国 16 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代表，以及对海
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工程技术、施工、营运管理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共同分享解决相
关问题的心得，探索技术创新、工程实施的经验，交流新材料和施工方法，共同展望未来。
为满足技术分享的需要及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会议同期将举办“海绵城市建
设实操培训”和“水生态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开发博士研究生论坛”。
会议目的：
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生态恢复和可持续人居环境建设在中国市政工程、城乡规划和景观设
计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讨论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相关议题，推进中
国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及海绵城市建设。
主办单位
水环境联盟（WEF）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
承办单位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深圳大学建设工程生态技术研究所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给水排水》杂志社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Green Earth Operations

深圳市协鹏建筑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水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环球事业有限公司）
广州珠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新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对象
城市规划、景观设计、水利、给水排水、道路交通、建筑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与院校师生。
学术委员会
主席：
Daniel Medina，阿特金斯集团（Atkins）北美区水工程技术总监
佘年，深圳大学建设工程生态技术研究所教授
张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教
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委员会：
Bill Lucas，Lisa Hair， Daniel Medina， David Sample， Brain Darcy， John Lenth，
Antje Stockman，Kathlie S. Jeng-Bulloch， Simom Beecham， Frank Tian，廖朝轩，郭
振泰，刘建，程晓陶，李怀恩，刘炳义，任心欣，赵江，赵敏华，李俊奇，车伍，李迪华，
谢映霞、许重光、孔彦鸿、扈万泰、师武军，张辰，李田, 卜增文，叶国栋，杜英豪
组织委员会
主任：
车伍，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
佘年，李迪华，谢映霞，李俊奇，丁年，王家远，卜增文，叶国栋，杜英豪，任心欣，袁
锦富，张一成，南凌，徐得潜、王国富、武治，朱家松，刘建，张颖夏，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代表

秘书处
吴凌壹 szuly@szu.edu.cn，+8613632648170
佘依爽 GIRC@qq.com，+86-10-6274 7822

议题
（1）
（2）
（3）
（4）
（5）
（6）

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防洪排涝、CSO 控制
雨洪综合管理与城市规划、景观设计、道路、绿色建筑
绿色基础设施建模、模拟和监测
城市洪涝控制、非点源污染控制及雨水资源化
城市水系统工程与城市生态恢复、城市宜居环境建设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经验

（7）
（8）
（9）
（10）
（11）
（12）
（13）
（14）

绿色基础设施工程实施案例
海绵城市建设评估与验收
已建城区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的协同作用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 PPP 管理模式、政策与法规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 NGO 与公众参与
绿色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跨学科人才培养
智慧城市与海绵城市建设

主旨报告嘉宾
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车伍，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
胡坚，江苏省镇江市给排水处处长
赵江，江苏省镇江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市政分院院长
Brian Darcy，英国 Abertay University 高级研究员、苏格兰绿色基础设施协会主席
Lisa Hair，美国环保署水办公室的高级环境工程师
Daniel Medina，阿特金斯集团（Atkins）北美区水工程技术总监
David Sample，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
Antje Stockman，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景观规划和生态研究院教授、主任
Simon Beecham，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系主任
Sean O'Malley，美国 SWA 事务所运营总监
Scott Slaney，美国 Terrain Studio 事务所的首席设计师，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理事
James Lenhart，美国 Contech 雨水公司技术总监
John Lenth，美国荷瑞然环境咨询公司副总裁
Tobias Baur，安博戴水道新加坡分公司合伙人，运营总监
山冈晓，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
Frank Tian，美国奥克兰市政府北奥克兰雨洪运营部经理，新西兰华人科学家协会理事
廖朝轩，中国台湾海洋大学教授
许少华，中国台湾逢甲大学水利工程与资源保育学系教授
郭振泰，美国西雅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赵亚乾，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教授
苏雨明，美国马里兰 LID 中心工程师
平行活动
(1)海绵城市建设实操培训
邀请 6 位美国拥有多年实践经验的 LID/GI 专家，针对海绵城市建设中的主要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培训；培训在正式会议前一天（3 月 16 日）举行；单独收费，收费标准 1500 元/人
（同一公司每五人（含）报名会议可赠送一人实操培训）
，费用包括支付教师差旅、课酬，
同声传译等；计划招收 100 人。
(2)水生态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开发博士研究生论坛
与会博士研究生之间，及与与会嘉宾们专场研讨，报名参加者需要提交结合博士研究方向
的摘要，并准备发言；不另外收费。
备注：平行活动报名方式参见会议专题页：
http://www.landscape.cn/special/news/2016international

支持媒体
《中国给水排水》
（中国科技索引核心期刊）
《水利学报》
（EI 源核心期刊）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中英双语学术期刊，ESCI 源期刊，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期刊
景观中国网（http://www.landscape.cn）
中国水工业网（http://www.c-water.com.cn）

摘要与论文征集
1. 本次大会将征集有关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国际学术大会摘要（中英文均可），摘要
将用于会议交流。优秀摘要将推荐给《中国给水排水》、《水利学报》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三本期刊将根据收到稿件情况出版与本次会议主
题相关的专辑；欢迎创新性原创研究论文、优秀综述及问题讨论文章的投稿。
2. 全文论文格式请参考《中国给水排水》、《水利学报》和《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三本学术期刊对稿件的要求，来稿请注明目标发表期刊。
3. 截稿日期：2016 年 2 月 29 日。
4. 邮件主题请注明“2016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投稿”字样。
5. 收稿邮箱：GIRC@qq.com。

日程安排
时间
2016.3.15

2016.3.16

2016.3.17

2016.3.18

内容

地点

14：00-18：00

海绵城市建设实操培训报到注册

深圳大学科
技楼三号报
告厅门口

8:30-18:00

海绵城市建设实操培训

深圳大学科
技楼二号报
告厅

14:00-18:00

会议报到注册

深圳大学科
技楼一号报
告厅门口

8:30-12:30

开幕式
主旨演讲

14:00-17:30

主旨演讲

18:30-20:30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经验交流
沙龙

8:30-12:00

主旨演讲

深圳大学科
技楼一号报
告厅

13:30-18:00

主旨演讲
闭幕式

深圳大学科
技楼一号报
告厅

深圳大学科
技楼一号报
告厅

2016.3.19

19:00-21:00

博士研究生论坛

8：30-12:00

示范项目参观考察
路线 1：深圳大学南校区 LID 设
施及登良路 LID 设施
路线 2：光明新区 LID 设施
路线 3：深圳万科中心案例

深圳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
431 会议室

*本部分将邀请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进展较好的城市做专题经验交流，演讲者将由主管领
导（或其代表）与技术团队核心专家共同完成。
备注：日程安排以实际通知为准
会议费用说明
(1)大学和机关事业单位每人 2100 元人民币（350 美元），公司与企业每人 2500 元人民币（400
美元）
，在校学生 1100 元人民币（180 美元）
；注册费不包括交通与住宿费用；
(2)请将报名回执表和汇款信息电子邮件发给会议秘书处：GIRC@qq.com；
(3)宾馆房间数量有限，优先保证早注册的参会者。
酒店信息
（1）深圳新桃园酒店(桃园总店)（4 星级；地址：南山区桃园东路 10 号(南山区政府旁地铁
罗宝线桃园站 A 出口，0755-26493388 或徐经理 13713870271）
；
（2）深圳枫叶品园公寓（3 星级，4008866633 或 0755-26412888）
，南山区学府路 6 号枫叶
品园公寓(学林雅苑对面)；
（3）欲入住深圳新桃园酒店和深圳枫叶品园公寓的认识，订房间时，说参加在深圳大学举
办的海绵城市建设国际会议即可享受优惠房价。两家酒店距会议地点步行 15 分钟左右。
（4）深圳大学周边交通发达，宾馆资源丰富，鼓励自行预订宾馆。

报名方式
http://www.landscape.cn/special/news/2016international/attend.html
会议专题页下载、填写、回复报名回执表并确认汇款

联系人
投稿与报名：崔老师，GIRC@qq.com，13601110071
汇款确认：刘老师，1211lgc@sina.com，13752144199
场地与酒店：吴老师，szuly@szu.edu.cn，13632648170

2016 绿色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组委会
2016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