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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排定版） 

 2020 全球城市论坛 

暨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活动议程 

会议主题：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 

⚫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 会议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 主办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上海交通大学 

联合国人居署 

世界银行 

⚫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应急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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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暨全球城市论坛开幕式活动  10 月 31 日（星期六）地点：上海中心 5 楼花园礼堂 

15:00-15:45 签到，播放城市日宣传片 

15:45-16:00 《上海手册》全球首发仪式  

主持人：汤志平 上海市副市长  

1.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长龚正致辞并介绍《上海手册》 

2.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女士共同在线发布 2020《上海手册年度报告》 

16:00-16:25 开幕领导致辞    

致辞领导： 

1.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李智陞致辞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姜万荣致辞 

3.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谢里夫（Maimunah Mohd Sharif）致辞 

4.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致辞 

16:25-16:40 茶歇 

16:40-17:25 主旨演讲 

主持人：姜斯宪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 

主讲嘉宾： 

1.世博会博物馆理事长、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浩 

题目：从上海世博会到世界城市日——大型国际活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 

题目：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健康城市建设 

3.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 

题目：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17:25-18:25 第二届沪新城市治理高端对话     

17:25-17:40 主办方致辞 

主持人：林定龙（Lim Teng Leng） 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副司长  

致辞领导： 

1.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副主任许顺华（Michael Koh） 

2.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局长王桢 

17:40-17:45 《住有所居：上海和新加坡的实践和探索》中文版线上发布仪式 

17:45-18:25 主题论坛：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与韧性城市建设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快速城市化的弊端进一步凸显，一些国家城市中社会不平等、就业紧张、贫富差距

以及文化冲突等矛盾在这场疫情中被放大和激化，城市安全和传统发展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全球层面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陷入困境。如何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提升各城市社区品质，以加强社区治理



 3 

能力，凝聚社会认同？如何加快韧性城市建设，通过转型发展模式和加强城市间合作提升城市安全保障，

以应对和解决本次疫情所暴露的重大问题，实现更平衡、更充分和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这些都是本次沪

新城市治理高端对话所关心的话题。 

演讲嘉宾： 

1.盛裕集团总经理兼全球总体规划负责人谭晨媺  

2.豫园文化商业集团董事长倪强  

3.缔博建筑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陈丽君  

4.上海交大安泰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全球城市论坛 2020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全天 

08:00-08:30 嘉宾签到  

08:30-09:20 主题活动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 

主持人：姜文宁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党支部书记 

1.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致辞 

2.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致辞 

3.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赵奇致辞 

4.首届上海市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评选活动颁奖 

5.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2020）颁奖 

    6.《世界城市日活动精粹• 2019》（中英文版）、《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治理的徐汇实践》（英文

版）、《探索城市善治：理论反思与国际实践》首发仪式 

    7.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数字治理与应急联动实验室”揭牌 

    8.大会合影（全体与会嘉宾及代表现场不离座） 

09:20-09:30 休息 

09:30-12:00 主旨演讲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 

主持人：张录法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健康长三角研

究院执行院长     

1.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 

      题目：数字新技术助力智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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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 

      题目：智能技术和智慧政府：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 

    3.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 

      题目：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城市治理走向 

4.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 

  题目：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5.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 

  题目：未来城市的十个场景 

6.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首席城市专家梅柏杰（Barjor Mehta） 

题目：包容性城市：高品质社区的必要先决条件 

    7.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建南 

题目：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 

12:00-13:30 午餐  地点：教师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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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                2020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  13:30-18:00 

平行分论坛 1：新兴技术与协同治理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239 会议室 

自二十世纪以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已经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

和“更加智能”。技术与城市的融合正在改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向着更加舒适和便利转变，也不断推动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使“善治”。然而，由于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更新，其在城市治理

中的应用依然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本论坛由亚洲公共管理学会（AAPA）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

理研究院(CIUG)和改革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CRIG)承办等单位，旨在关注全球范围内新型技术在城市

发展中的应用及其带来的治理创新与变革，邀请来自不同城市的学者和实践者开展对话。 

13:30-13:50 开幕式             

主持人：崔兴硕（Heungsuk Choi）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亚洲公共管理学会副主席 

1.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亚洲公共管理学会主席吴建南教授致辞 

2.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朱巨望司长致辞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领导致辞 

4.上海市大数据中心领导致辞 

13:50-15:50 主题演讲一:数字转型与电子政务  

主持人：亚历山大•科切古拉（Alexander Kochegura） 俄罗斯公共管理和行政服务学院教授，亚洲公共管

理学会副主席 

1.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崔兴硕（Heungsuk Choi） 

题目：韩国首尔电子政务的经验 

2.日本明治大学教授菊地端夫（Kikuchi masao） 

题目：COVID-19 与特大城市数字治理发展：日本东京的经验与启示             

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Bingqin LI ）      

题目：数字技术在城市居民就业中的生态系统分析 

4.法国路桥学校教授丹尼尔•舍尔茨（Daniel Schertzer）  

题目：法国巴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 

5.英国布拉德福大学教授、国际电子政府研究杂志主编维尚•韦拉科迪（Vishanth Weerakkody） 

题目：克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失败：对英国当前实践反思和未来方向   

6.复旦大学教授郑磊   

题目：一网通办：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服务 

7.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亮   

题目：公众投诉与政府回应：以北京为例 

8.互动讨论 

15:50-17:50 主题演讲二:智慧城市与智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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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菊地端夫（Masao Kikuchi ）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亚洲公共管理学会执行理事 

1.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西蒙•马文（Simon Marvin） 

题目：智慧城市与智能汽车：整合协同视角 

2.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凯文•德索扎（Kevin Desouza）  

题目：人工智能规划多维分析   

3.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主任刘志毅   

题目：新基建如何驱动智慧城市建设   

4.上汽大众移动互联总监徐守龙   

题目：移动互联与智慧交通的发展 

5.Urban Space 技术总监胡楚焱     

题目：智能交通下的城市空间与产业规划 

6.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殷承良   

题目：大力推进“未来空间”建设，打造智慧车路网创新发展生态链 

7.上海交通大学专职研究员、改革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俞俊利 

题目：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的协同发展的应对策略 

8.互动讨论 

17:50-18:00 闭幕式                  主持人：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亚洲公共管理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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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 2：宜居城市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223 环形会议室 

城市最终是让人居住的。宜居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宜居性是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宜居城市需要城市建造者、管理者、建议者和生活者共同协力实现。城市宜居的内涵包括安全可靠、居住

可负担、生活便利、环境美好、公共服务优质等多方面。2020 年全球城市论坛以宜居城市为主题设立分论

坛，邀集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业界领袖，围绕如何让城市如何更加宜居的国际经验、理论认识、理念创

新和实践体会等展开对话与深入讨论。 

组织：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13:30-13:45 开幕式 

1.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致辞 

2.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杰论坛导言               

13:45-15:00 主题演讲一:宜居城市建设——中国经验        

1.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题目：宜居：生活的目标与营商的要件 

2.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介鸣 

  题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平和效率：土地增值归属 

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孙斌栋 

  题目：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宜居性：集聚不经济的视角 

4.互动讨论 

15:00-16:30 主题演讲二：宜居城市建设——全球视角                

1.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张晓玲 

题目：气候变化风险与韧性城市：自然 vs.个体 

2.日本金泽大学环境设计学院教授、日本工程院院士沈振江 

题目：东亚地区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3.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研究院院长程天富 

题目：后疫情时代的城市与房地产反思  

4.伦敦大学学院建设与项目管理学院副教授叶臻 

题目：韧性基础设施与可持续性投资    

    5.互动讨论 

16:30-17:30 互动讨论：宜居城市：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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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 3：未来社区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238 会议室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现代科技手段的深入应用，城市

社区治理出现了大量新的挑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如何深入系统地剖析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探寻面向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的社区治理新思维、新方案和新举措，将是实现国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议题。本论坛邀请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围绕“未来社区”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以深入响

应社区治理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13:00-14:51 主题演讲一                     主持人：彭  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 

题目：未来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因素  

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田毅鹏  

题目：未来社区研究的几个问题               

3.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 

题目：未来社区：新样态、新治理  

4.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郎友兴  

题目：从未来社区看社区治理 

5.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伟东  

题目：从治理难到治理易：未来社区治理之道 

6.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蒂文·巴拉（Steven J. Balla） 

题目：社区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未来：广州经验 

7.日本熊本大学教授上野真也（Shinya Ueno ） 

题目：复杂韧性系统分析：阿苏国家公园的可持续草地生态系统与当地社区 

8. 丹麦哥本哈根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主任拉斯穆斯·唐-格鲁内（ Rasmus Duong-Grunnet）  

题目：十五分钟社区：社区公共空间再造 

点评人：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4:51-17:00 主题演讲二                    主持人：景跃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 

题目：多功能社区综合体建设与社区发展 

2.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柏瑛 

题目：城市社区共同生产何以可能？对社区垃圾治理的观察 

3.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赖洪毅 

题目：社区发展与社区管理参与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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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川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党委书记袁莆  

题目：公园社区的美好生活场景——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社区发展治理实践与思考 

5.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局长杨晓萍 

题目：构建“共治”+“智治”的社区治理下城模式 

6.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黄健 

题目：超大型城市治理中的“小细胞”——以桃源街道三区融合视角下精品特色社区创建为切入点 

7.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世博前滩社区书记沈炜 

题目：生态社区活力体，宜居宜业新地标 

8.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党工委书记蒲亚鹏  

题目：基层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点评人：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田毅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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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 4：城市应急管理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319 报告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
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学习借鉴
国内外应急管理的有益做法，同时积极扩大上海应急管理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和灾害防治
水平，举办本次分论坛。 

主持人：樊  博 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13:30-13:45  主旨报告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马坚泓 

题目：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地平线 

 13:45-16:45  主题演讲 

 

1.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阿诺德·豪伊特（Arnold M. Howitt） 

题目：对并发风险的响应 
2.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减灾研究院教授伊兰·凯尔曼（Ilan Kelman） 

题目：以预防为手段，选择创新的应急管理 

 

 

3.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朱正威 

题目：韧性城市与城市韧性治理 

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宗超  

题目：合和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未来变革 

5.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慧敏 

题目：赋能灾害应急治理，提升城市韧性能力 
6.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王慧 

题目：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卫生应急防控救治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期间备有茶歇） 

16:45-17:00  会议总结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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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 5：城市文化与形象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237会议室 

    2015年底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大都市来说，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塑造城市文化与
城市形象，提升全球的文化影响力，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重要“节点”，国
内众多城市已注意到这一发展契机，国内各个城市在形象建设中的进展与问题亟待系统的总结与归纳。该分
论坛将以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为主题，为全球城市提供相应的评价与经验。 

13:30-15:15 主题演讲一      主持人：张伟民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

长 

1.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廷信   

题目：艺术资源与城市形象 

2.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党委书记范圣玺   

  题目：行为空间的设计与城市文化形象 

 

 

3.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徐剑   

  题目：五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市民感知测量研究 

 
4.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波   

   题目：文化场景与城市发展 

 

5.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冯学钢   

题目：抓住“数字文旅”发展机遇，推动长三角文旅一体化 

6.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江   

题目：5G 时代下文化产业创新模式 

15:15-15:30 茶歇 

15:30-17:15 主题演讲二              主持人：徐剑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1.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   

题目：可沟通的人文城市建设 
2.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媒与新闻学院教授托马斯·古德奈特（G. Thomas Goodnight） 

题目：全球城市与文化能量 

 
3.《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   

题目：在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 

4.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郑国华   

题目：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国际比较与上海实证 

5.香港城市大学讲席教授黄懿慧   

题目：世界名城与策略传播 
6.上海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曾原   

题目：城市文化产业对标体系：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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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                                                              2020 年 11 月 1 日-2 日 

主题论坛：长三角公园城市发展主题论坛——生态·联接·共享               

2020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   13:30-17:20                   地点：奉贤区博物馆 B 栋一楼多功能厅 
2020 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时期，举办全球城市论坛之长三

角公园城市发展主题论坛，旨在围绕公园城市发展战略，结合长三角城市有机更新、生态修复、社区治理、
公共健康、文化提升，通过链接与共享形成共识，提升长三角绿色空间的连接度和体验感，为长三角公园城
市发展提供对策与建议。 

13:30-14:00 长三角公园城市发展主题论坛开幕式                  主持人：李  河 奉贤区融媒体中心  

1.上海市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郭芳致辞 

2.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方岩致辞               

14:00-15:00 主题演讲一                       主持人： 车生泉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1.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城乡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王香春 

题目：打造公园城市 合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成玉宁  

  题目：公园城市——生态与形态的耦合 

3.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包志毅 

  题目：公园城市理念下的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15:00-15:20 茶歇 

15:20-17:00 主题演讲二                        主持人： 严  巍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站长 

4.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张云彬 

题目：公园城市视角下的长三角地区城市景观乡土性特征研究 
5.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系主任、教授金云峰 

  题目：面向长三角的上海公共空间休闲生活圈研究——基于人民城市理念 
6.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教授蔡永立 

题目：长三角示范区生态评价与规划对策 
7.上海城市树木生态应用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王本耀 

  题目：超大城市行道树地下空间的挑战与对策 

17:00-17:20 上海市奉贤区区委书记庄木弟总结讲话 

生态园林城区专题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   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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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重要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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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与主旨演讲嘉宾  

 

沙海林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振斌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姜斯宪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 

 

赵奇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主任 



 

 

15 

 

 

陈晓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 

 

 

叶嘉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 

 

郑永年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庄木弟 

奉贤区委书记 

 

沈迟 

 

梅柏杰 

（Barjor Mehta）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副主任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首席城市专家 

 

吴建南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马坚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政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 



 

 

17 

 

 

刘千伟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总工程

师 

 

 

 

徐 诤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

员、副巡视员 

 

金晨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周承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钱智 

 

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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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研究处

处长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主任 

 

陈高宏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

长、 

原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姜文宁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

书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 

 

李振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

书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党支部副书记 

 

张录法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

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健康

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  

樊博 

上海交通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分论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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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兴硕 

（Heungsuk Choi）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 

 

菊池昌夫 

（Masao Kikuchi）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亚洲公共管理学会执

行理事 

 

李秉勤 

（Bingqin Li）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丹尼尔·谢尔策 

（Daniel Schertzer） 

巴黎理工学院的教授，“弹性城市水文学”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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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尚•韦拉科迪（Vishanth Weerakkody） 

英国布拉德福大学教授、国际电子政府研

究杂志主编 

 

郑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

授 

 

西蒙•马文（Simon Marvin）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 



 

 

21 

 

 

 

 

 

凯文•德索扎（Kevin Desouza）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 

 

刘志毅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主任 

 

 

徐守龙 

上汽大众移动互联总监 

 

 

 

胡楚焱 

 Urban Space 技术总监   

  

 



 

 

22 

 

 

 

殷承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俞俊利 

上海交通大学专职研究员、改革创新与治
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分论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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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 

 

 

倪鹏飞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朱介鸣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

任 



 

 

24 

 

张晓玲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 

沈振江 

日本金泽大学环境设计学院教授、日本

工程院院士 

 

程天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研究院院

长 

 

 

 

 

 

 

 

 

 

 

 

 

叶臻 

伦敦大学学院建设与项目管理学院副教

授 



 

 

25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

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

治理研究院教授 

 

 

 

 

 

 

 

 

分论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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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田毅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 

中国机构编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陈伟东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郎友兴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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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彭  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文  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韩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助理、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史蒂文·巴拉 

（Steven J. Balla）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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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真也 

日本熊本大学教授 

 

 

 

分论坛 4 

 

 

 

 

 

 

 

 

阿诺德·豪伊特 

（Arnold M. Howit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伊兰·凯尔曼 

（Ilan Kelman） 

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减灾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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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坚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周承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彭宗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应急管理研

究基地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朱正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

心教授 

 

王慧敏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慧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 

分论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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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民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党总

支书记兼院长 

  

徐剑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冯学钢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顾江 

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范圣玺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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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信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朱春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曾原 

上海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 

 

郑国华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叶祝弟 

《探索与争鸣》主编 

 

托马斯·古德奈特 

（G. Thomas Goo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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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媒与新闻学院教

授 

 

黄懿慧 

香港城市大学讲席教授 

 

主题论坛 

 

庄木弟 

奉贤区委书记 

 

郭芳 

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蓁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原巡视

员 

 

高尚仁 

国家林业草原局驻上海专员办副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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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晨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方岩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连正华 

奉贤区委常委、副区长 

 

马建根 

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邵惠娟 

奉贤区政协副主席 

 

王香春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城乡生态文明研

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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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曦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党委书记 

 

严巍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站长 

成玉宁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 

 

包志毅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 

 

张云彬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主任、教授 

 

金云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

系副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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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立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

心副主任、教授 

 

车生泉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本耀 

上海城市树木生态应用工程技术中心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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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日简介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

的基础。联合国大会基于对此重要性的认识，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美国东

部时间）通过 A/RES/68/239 号决议（即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有关人

类住区问题的决议），指定自 2014 年起每年 10 月 31 日为“世界城市日”。 

“世界城市日”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国际日，获得了联合国全体

会员国的支持。它出自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国际展览局和

联合国三方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高峰论坛上共同发表的《上海宣言》，

倡议将每年 10 月 31 日（即上海世博会闭幕纪念日）定为“世界城市日”，让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理念与实践得以永续，激励人类为城市创新与和谐发展而

不懈追求和奋斗。 

2014 年 6 月，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主持下，上海工作组与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代表进行会谈，就“世界城市日”的核心理念和永恒主旨达成共识，明确

“世界城市日”继承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并以

此作为“世界城市日”的总主题。同时，结合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上海城市规划发

展需要，将 2014 年的年度主题确定为“城市转型与发展”，并明确首届活动仪

式在上海举办。2014 年 10 月 31 日，首届“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在上海世博

中心启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致信祝贺。来自 37

个国家的 300 名嘉宾出席活动仪式。同时，成功举办了 “全球城市论坛”、“上

海 2040 高峰论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等 6 场“世界城市日系列论

坛”。同期，联合国总部和全球 12 个国家也举办了数十场庆祝活动，“世界城

市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2015 年第二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城市设计，共创宜居”。它既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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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总主题，反映国际社会对城市设计问题的共同关注，

也体现了城市管理者、设计者和市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城市与居民共生的

人文关怀。 2015 年 10 月 31 日，联合国人居署、米兰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

意大利米兰举办了“世界城市日”国际主场城市纪念活动。同日，住房城乡建设

部、上海市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在上海共同举办了“2015 世界城市日论坛”。

同时，在上海、苏州等地还先后举行了“全球城市论坛”、“上海建筑信息模型

（BIM）国际论坛”等多场“ 世界城市日”系列论坛。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中国建筑学会、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与联合国人居署在上海展览中

心联合举办了“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10 月 31 日，还举办了以宣传和

推广世界城市日为主旨的大型互动体验式活动——“穿越上海”。 

2016 年第三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共建城市，共享发展”。恰逢第三

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于 2016 年 10 月在厄

瓜多尔首都基多市召开，基多市被确定为 2016 年第三届“世界城市日”国际主

场城市。 10 月 18 日下午，由联合国人居署、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厄瓜多尔

建设部、上海市政府在基多市共同举办了人居三世界城市日主题论坛。10 月 31

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将在第三届“世界城市

日”国内主场城市——福建省厦门市共同主办的“2016 世界城市日论坛”。联

合国人居署、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于 10 月 31 日

至 11 月 2 日在厦门共同举办了“世界城市日主题展”和“穿越厦门世界城市日

定向挑战赛”。 

2017 年第四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城市治理，开放创新”。该主题呼

应了《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相关理念，同时也契合了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旨

在引领全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新城市议程》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实施。10 月 31 日，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广东

省人民政府和联合国人居署在第四届“世界城市日”国内主场城市——广州市

共同举办 “2017 世界城市日论坛”。2017 年“世界城市日”纪念活动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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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办了“2017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等

主题活动，并通过开通地铁文化专列、举办“城市生活青年说”青年论坛、拍摄

“世界城市日”主题宣传片等多种方式展开社会推广，提升“世界城市日”在国

内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推动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018 年第五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世界城市

日中国主场围绕年度主题，重点交流和展示世界各地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防灾抗

灾、绿色建筑、建设海绵城市、绿色城市等方面的创新做法，探讨如何进一步落

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2018 年“世界城市日”的中

国主场活动在江苏徐州举办。徐州是建城 26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曾

是一座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欠账严重，人居环境较差。对此，徐

州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之路，从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园林绿

化、住房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探索走出了具有徐州特色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

城市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为市民打造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生态显著改善、社会

和谐稳定的幸福之城。经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荐，2018 年徐州市荣获联合国人居

奖。2018 年“世界城市日”活动包括世界城市日论坛、世界城市日—城市可持

续发展实践展、城市文化交流以及相关配套活动等。 

2019 年第六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城市转型，创新发展”。推动城市

创新，建设美好家园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梦想，通过创新来解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是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今国际社会

的重要共识。2019 年的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

中国主场活动则定于 10 月 31 日，由河北省唐山市承办。上海也围绕世界城市

日主题，开展青少年城市秘行、公益课堂、创意面具大赛等一系列社会推广活动，

举办全球城市论坛、世界城市健康发展论坛、国际社区公益论坛、国际滨水城市

设计论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以提升“世界城市日”在国内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推动世界各国城市治理理论实践的交流探讨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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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七届“世界城市日”主题为“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该主题关

注在疫情防控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开展可持续和有规划的城市建设，提高城市

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等危机的能力，推动实现包括经济增长、社

会包容和环境改善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如何发挥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作

用，改善城市治理、推动社区更新，建设包容、安全、韧性的幸福家园。今年的

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举行，中国主场活动则定于

10 月 31 日，由福建省福州市承办。因受疫情影响，开幕式活动拟以线上+线下

方式在全球主场城市内罗毕、上海主场和新加坡分会场等地举办，各分会场也举

行了规模不等的线下活动。 

“世界城市日”汲取全球智慧，聚焦城市发展，不仅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交流

与合作的平台，同时也彰显了走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的中国形象，将中国的城市发

展道路、发展理念和成功实践向世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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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论坛简介 

 

为广泛宣传“世界城市日”，更好地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共同理

想和目标，促进全球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起，

先后邀请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交

通大学共同主办“全球城市论坛”。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主题为“上海 2050：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的首届

“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行。来自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领导，

上海市政府、市各委办局、区县领导，世界知名大学、国内相关研究机构专家、

学者，上海 2050 课题组代表，以及境内外媒体记者，共 200 余人参加本次会

议。同时举行了“多元视角下的上海全球城市战略”和“全球城市创新与竞争力

提升”两个平行分论坛。10 月 30 日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提前举行了平行研讨

会，围绕 2050 年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城市定位、城市转型、知识创新、文化交

流、旅游发展、可持续发展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2015 年 11 月 1 日，主题为“全球城市：创新与设计”的第二届“全球城

市论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成功举行。来自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课题组的专家，以及其他国内外特邀嘉宾近

300 人出席了论坛。采取“总-分-总”的办会模式，分别设立午餐演讲会、主题

报告会、平行分论坛和闭幕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上

海市政协周汉民副主席，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实践局副局长 Abhas K. Jha（夏明

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与发展战略部部长侯永志，上海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等发表主旨演讲和专题演讲。国

内外嘉宾和专家会聚一堂，在分享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的同

时，围绕未来 30 年上海迈向全球城市面临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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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提出了许多精彩观点。 

2016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银行定于 10 月 30 日共同主办 2016“世

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全球城市论坛”（简称“2016 全球城市论坛”）。上

海市市长杨雄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为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揭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梅瑞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

委书记姜斯宪，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世界银行交通和通讯技术全球发展实践

局副局长任斌，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肖贵玉，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主任张

振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

书记崔明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小松，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郭新立，嘉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谷文胜、李志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专家学者们、交大师生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肖贵玉主持。杨雄、姜斯宪为中

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揭牌。论坛结合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实践，结合

2016“世界城市日”的主题“共建城市，共享发展”，以“协同治理，共享发

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城市政府治理创新、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城市交通治理创

新、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城市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探讨城市发展共同面临的

问题和解决策略思路。 

2017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银行定于 10 月 29 日共同举办 

2017“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一“全球城市论坛”（简称“2017 全球城市论

坛”）。论坛结合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实践，结合 2017 “世界城市日”

的主题“ 城市治理，开放创新”，以“全球城市•精准治理”为主题，重点围绕

智慧城市与大数据的运用、城市环境治理、城市应急管理、城市群交通治理、城

市治理与社会组织、城市群规划发展与治理等方面，探讨城市发展的目标，面临

的机遇、挑战以及解决策略思路。出席本次论坛的有上海市政府、联合国人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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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的领导，以及上海市各委办局，来自全球近二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和高校师生等，

共计 200 余人参加。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全面贯彻落实之年。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年份，

举办 2018“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全球城市论坛（简称“2018 全球城市论

坛”）也意味着这一论坛承载着更多的使命和重任。论坛结合当今世界城市发展

的趋势和实践，结合 2018“世界城市日”的主题“ 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以

“全球城市•绿色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生态文明、文化语境、数字治理、合

作治理和治理实践等领域，探讨全球城市绿色发展中的趋势、问题、挑战和对策。

出席论坛的有上海市政府、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的领

导，以及上海市各委办局，来自全球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和高校师生等，参会人数在 300 人左右。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也是全球城市论坛举办第六个年头。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对全球城市的创新和转型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的创新经验与挑战，既需要总结、也需要预判，既需要学术研究、也需要

实践交流。2019 年的全球城市论坛，来自新加坡、美国、法国、英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保加利亚、荷兰、瑞士、巴西、芬兰和中国香港近二

十个国家和地区，和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地下空间联合研究中心等国际

组织、协会，以及国内政界、学界、业界的近 400 名嘉宾参会。 

2020 年是上海市深入贯彻习总书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提出“五个人

人”建设目标之年，也是全球城市论坛举办第七个年头。随着城市治理理论和实

践的不断深化，面对现代技术手段带来的治理挑战和历史机遇，基于疫情防控新

常态的背景，有必要及时交流国际国内应急管理经验，探讨数字治理在提升全球

城市的安全性、韧性和宜居性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探寻面向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

来的社区治理新思维、新方案和新举措，梳理城市形象建设的进展与问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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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更加宜居的国际经验、理论认识、理念创新和实践体会。出席本届全球城

市论坛的有上海市委市政府、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的

领导，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

丹麦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界、政界、业界嘉宾，预计线上线下参会人数

远超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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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信息 

会务组 

徐柳青  手机：+86- 15821996552 邮箱： liuqingxu@sjtu.edu.cn 

周  晨 手机：+86- 18201913407 邮箱： zhouchenlyg@sjtu.edu.cn 

朱天婕 手机：+86- 18658145576 邮箱： weimovk0218@sjtu.edu.cn 

夏奇缘 手机：+86- 13621773464 邮箱： qi739848181@sina.com 

何凤兰 手机：+86- 13764612728 邮箱： hesnow@sjtu.edu.cn 

 

接待组  

谷晓坤  手机：+86- 13761738348 邮箱： guxk1980@sjtu.edu.cn 

李  超 手机：+86- 18116381806 邮箱： lc55313@126.com 

张  丽 手机：+86- 18817594829 邮箱： zhangli0540@163.com 

谢泊明 手机：+86- 13916902897 邮箱： bmxie1226@sjtu.edu.cn 

刘  瑞 手机：+86- 15317809329 邮箱： liurui329@sjtu.edu.cn 

 

文秘组 

熊  竞 手机：+86- 15601959586 邮箱： bearnear@163.com 

李林青  手机：+86- 18816930036 邮箱： li_linqing@sjtu.edu.cn 

李  睿 手机：+86- 15000328719 邮箱： pollyannar@sjtu.edu.cn 

邓玉玲 手机：+86- 15216758472 邮箱： doreen_deng@sjtu.edu.cn 

   

分论坛一   

俞俊利 手机：+86- 15021176970 邮箱： jlyuchina@sjtu.edu.cn 

分论坛二   

张传勇 手机：+86- 15821018141 邮箱： zcy021@gmail.com 

分论坛三   

王奎明  手机：+86- 15900544221 邮箱： wangkuiming@126.com 

分论坛四   

邱  越 手机：+86- 13918704192 邮箱： qiuyue@sjtu.edu.cn 

分论坛五   

许德娅 手机：+86- 13702119303 邮箱： deyaxu@126.com 

主题论坛   

李  超 手机：+86- 18116381806 邮箱： lc553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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