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 

“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 

国际学术论坛 

 

在城市建设走向多元化、高效化、精细化的当下，如何进一步提升

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境品质、拉动功能价值，正成为城市

发展进程中的备受关注的问题。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的建设理念，正是

基于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在产业主导和可持

续发展原则下，契合中国高品质城市化进程所提出的一种综合解决方案。

近年来国内外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力图通过立体空

间、功能复合、综合思维，建设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立体宜居的城市公

共空间，使我们的城市不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更成为满足市民多

元化需求的高效、集约、舒适、绿色的日常生活场所。中外许多城市通

过建设多功能、多层次的立体宜居城市空间，重新焕发了城市活力，提

升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提高中国立体城市和复合建筑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立体城市和复合建筑设计道路，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

建筑专委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16-17 日在重庆举办”立体宜居——多系统

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国际学术论坛。 

新的挑战带来新的机遇。本次国际论坛邀请了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

华，和包括院士和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在内的近二十位业界知名专家、学

者，以国际视野和高品质城市发展理念，分享立体城市和复合建筑设计

思想和经验，力求为打造未来集约高效、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进行深

入的探讨。 



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信息 

时间：2020年10月16日至17日 

地点：重庆市渝州宾馆中华厅（中国重庆市渝中区渝州路168号） 

参会人员、机构及规模：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专业委员会

委员，政府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城市规划、建筑、轨道、市政设计机构，

建筑、规划高等院校，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等300人。 

 

二、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  中国建筑学会 

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主办单位：  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国际学术论坛组委会 

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  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大学 



           广东省福美材料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执行：  重庆九舟公关策划公司 

媒体支持：  建筑实践、华龙网、筑龙网、A+ 、重庆日报 

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重庆电视台、上游新闻 

  

三、论坛议程 

(一) 开幕式 

8:15-9:00  大会签到 

9:00-9:10  开场及介绍嘉宾 

主持人: 查君 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9:10-9:20  嘉宾致辞 

陆克华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拟） 

9:20-9:30  嘉宾致辞 

修龙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9:30-9:40  嘉宾致辞 

王树平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 

9:40-9:55  专委会学术年会开场报告 

曹嘉明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 

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 主旨演讲 

9:55-10:25  主旨演讲题目：立体城市在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多元

化、精细化、融合化  

主旨演讲嘉宾：宋春华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 



副部长   

10:25-11:05  主旨演讲题目：待定 

主旨演讲嘉宾：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 

博士生导师、教授 

11:05-11:20  合影 、茶歇 

 

(三) 专题论坛 

专题版块一： 立体城市的多维开发与更新 

主持人：杨旭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总经理、 

执行总建筑师 

11:20-11:45  演讲题目：多维度的城市 

徐千里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45-12:10  演讲题目：超级街区 精益营造——高密度城市 

核心区高品质提升与价值营造 

张俊杰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长、总建筑师 

12:10-13:30  午餐、午休  

 

专题版块二： 立体城市的精细化场所营造 

主持人：张俊杰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长、 

总建筑师 

13:30-13:55  演讲题目：高聚集度产业空间的立体化实践 

杨旭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总经理、执行 

总建筑师 

13:55-14:20  演讲题目：未来城市枢纽：重塑城市空间的站城一 

体化模式 



温子先  Aedas全球设计董事  

14:20-14:45  演讲题目：公园里的建筑，建筑中的绿色 

郑勇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14:45-15:10  演讲题目：提升建筑与街区，以及区域发展潜力的 

城市建设 

平本哲也  日本设计·上海董事、总经理 

15:10-15:35  演讲题目：从TOD到TOC，创建更健康宜居的交通 

导向未来城市 

黄馨谚  伍兹贝格建筑设计事务所全球高级董 

事合伙人 

15:35-15:50  茶歇 

 

专题版块三：立体城市的标志性与地域特征  

主持人：徐千里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50-16:15  演讲题目：多系统整合的立体宜居城市 

肖礼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副院长 

16:15-16:40  演讲题目：集城&集成 

杨金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16:40-17:05  演讲题目：待定 

Steven Smit  MVRDV Director Asia 

17:05-17:30  演讲题目：建筑与城市的接驳 

黄新兵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17:30-17:55  演讲题目：身体-路线-山水与园林-立体城市 

魏皓严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17:55-18:20  演讲题目：材料的进化与城市空间 

苏湘鄂  广东省福美材料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研 

发总监、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 

 

四、案例作品展 

展览主题：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 

展览地点：渝州宾馆中华厅外厅 

展览时间：2020 年 10月 16 日全天 

展览要求详见附件 1。 

 

五、项目参观 

参观时间：2020 年 10月 17 日（上午） 

参观项目：重庆来福士、重庆沙坪坝龙湖光年 

 

六、参会报名  

1. 报名方式：详见参会注册表（附件 2）  

2. 本次论坛门票 1680 元/人（包括参会费、茶歇、资料、午餐等，

不含差旅费）。  

3.中国建筑学会会员、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会员（2020 年已注册会

员）享受 8 折优惠，1344 元/人  

4.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可享

受一人免费参会名额。  

5.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  

6.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注明汇款单位名称）电子版发送至

641786829@qq.com 



 

七、住宿安排 

     组委会提供协议酒店，参会代表可自行选择联系预订。 

协议酒店：重庆渝州宾馆（地址：重庆市袁家岗渝州路168号） 

大床房价格：480元/间/晚；双床房价格：480元/间/晚  

渝州宾馆联系人：向芮影   联系电话：13883885124 

联系邮箱：sm0023@yuzhouhotel.com 

 

八、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贺黎 13996012452；刘茜茜 13996464169 

传  真：023-63859635 

邮  箱：641786829@qq.com  

 

 

中国建筑学会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专委会 

2020 年 9月 10 日 



附件 1 

关于举办 

“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 

国际学术论坛案例作品展的通知 

 

一、 活动背景 

本次案例作品展将国内外城市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立体空间建设领域

的先进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积极探索中国立体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与建设

的创新路径，引领行业变革，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新的挑战带来新的机遇。本次国际论坛邀请了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

华，和包括院士和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在内的近二十位业界知名专家、学

者，以国际视野和高品质城市发展理念，分享立体城市和复合建筑设计

思想和经验，力求为打造未来集约高效、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进行深

入的探讨。 

本次案例作品展旨在向社会各界宣传、展示相关优秀工程案例的设

计和研发成果，通过本次活动为各方提供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

平台。 

 

二、 活动详情 

1.参展单位：从事相关项目的设计单位等。 

2.案例要求：参展项目应体现参展企业在立体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与

建设领域的最高水平，并承诺该项目为原创并且本单位为第一主创单位。



若经查实参展项目不符合参展要求，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项目参与资格。 

3.设计要求：各申报单位依据主办方提供模板及要求，自行设计并

提交最终设计文件 PDF及 AI格式文件一份。成图格式要求待补充。 

4.展出形式：主办方根据各单位提交文件，统一制作并以画板展位

的形式在现场展出。 

6.申报截止时间：于 2020 年 9月 18 日前提交组委会进行审核，邮

箱：641786829@qq.com。 

7.申报费用：参展费：3000元/项目，大会收取参展成本费（包含展

览场地费、设计费、制作费、印刷费等）。 

8.申报权益：申报项目将在案例作品展中进行展出。



附件 2 

“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国际学术论坛参会注册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参会代表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名单 

    

    

    

 

 

参会费 

参会费：1680 元/人（包括参会费、茶歇、资料、午餐等，不含差旅费）； 

中国建筑学会会员、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2020 年已注册会员）享受 8折优惠，1344元/人 

(大写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人民币) ￥ 

 

 

中国建筑学会 

会员申请通道 

个人申请链接 

http://home.chinaasc.org/yuzhuce2/step1.html?type=11&fenhui=90  

  
团体申请链接 

http://home.chinaasc.org/yuzhuce2/step1.html?type=22&fenhui=90 

 

 

 

协议酒店 

 

重庆渝州宾馆（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渝州路 168号） 

大床房价格：480元/间/晚；双床房价格：480元/间/晚  

渝州宾馆联系人：向芮影   联系电话：13883885124 邮箱：sm0023@yuzhouhotel.com 

备注：组委会不提供住宿代订服务，请参会代表自行联系预订。 

案例展申报表 
 

案例展申报 

申报费用：3000元/项（包含展览场地费、设计费、制作费、印刷费等）。 

共申报 个项目 

费用 (大写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人民币) ￥ 

http://home.chinaasc.org/yuzhuce2/step1.html?type=22&fenhui=90


 

合计费用 

合计费用 
 

 

 

 

 

 

 

合计费用 

 

(大写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人民币) ￥ 

备注： 

汇款信息（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论坛组委会指定账户）： 

名 称：重庆九舟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南坪支行 

帐 号：31060901040017564 

汇款用途：立体宜居—多系统多维度整合的城市空间论坛 

请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前汇款，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注明汇款单位名称）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 641786829@qq.com 

 

 

 

 

开票信息 

增值税发票类型 □普票 □专票 

开票信息 

 

 

（发票抬头请与汇款单

位一致，专票请提 

供完整开票信息） （发票将于会 

后一周内统一 

寄送） 开票内容 会务服务费 

快递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