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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投稿并参加第九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年会。 

 

会议主题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城市建设粗放

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突出、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城市规模与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特色丧失等一系列问

题。中国政府 2014 年 3 月 16 日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以下

五个发展目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镇发展模式科学合

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和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政策执行、资

金筹措、弱势群体保障以及社会利益的调整等重大难题，对于城乡规划的实践与研究者来

说都是十分迫切的挑战。借助国际上精明增长的经验，对于当前热点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

国际和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与成熟。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新型城镇化：精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致力于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繁荣经济发展，和改善人们生活质量。通过精明增长计

划的实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IACP 年会将邀请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师、

设计师、工程师、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学术交流。 

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历史和理论基础 

• 交通和土地利用 

• 住房和社区发展 

• 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 

• 城市设计 

• 国际最佳（最差）实践和案例研究 

• 分析方法 

• 公共健康规划 

• 环境规划 

• 公共财政 

• 公众参与 

• 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 大数据与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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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1日前通过如下网址递交

http://www.chinaplanning.org/conf/index.php/iacp_9th。如果您在中国大陆工作，请

提供您的中文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摘要标题和中英文版的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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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1日 

录取通知日期：2015年3月1日 

提前注册截止日期：2015年5月1日 

论文集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5年5月1日** 

学生论文奖和旅行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2015年5月1日 

会议现场注册时间和学术考察：2015年6月19日 

全体会议和分组论文会议时间：2015年6月20―21日 

 

会议组委会 

 

国际中国规划学会 

主席：曹新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联合主席：李卫锋（香港大学）；肖渝（德克萨斯农机大学） 

联系方式：iacpconference2015@gmail.com 

 



本地组委会：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主席：赵万民 

副主席：李和平，徐煜辉 

联系人：徐苗（Tel：86-13883036363），杨黎黎（Tel: 86-13609401831） 

通讯地址：中国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400045 

电子邮件: iacp20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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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主席是美国德州南方大学的潘起胜教授。前主席包括张庭伟教授，沈青教授，彭仲仁教

授，和陈雪明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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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是我国师资力量雄厚、学科特点明显、办学体系完整、教学和环境

设施优良的国内领先的建筑院系之一。学院现有专业教师及研究人员近200人，在校学生

2000余人。学院有3个本科专业，15个学术硕士学位点，3个专业硕士学位点，3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建筑城规学院在七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教学和科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5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设计银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多项建筑

和规划研究与设计获住建部、教育部、重庆市等设计奖。有国家教学名师1人，国家精品

课程3门，国家教学团队1个，国家特色专业2个。建筑城规学院十分重视国际合作办学、

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卡迪夫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国外20余所大学的建筑院系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请参阅官方网站：http://chongjian.cq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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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美元/2600元人民币）。2013和2014

会议论文集将由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该出版社正在为这二本论文集申请E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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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for abstract 

 

Abstract Title
1
 

 

Jason Cao
2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301 19

th
 Ave. S. Minneapolis, MN, 55455, USA  

612-625-5671, cao@umn.edu 

 
Weifeng Li

3
 

Affiliation,  

address,  
telephone and email address 

 

Abstract  

 
When applicable, the abstract shoul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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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three to five key words 

 

                                                
1 Capitalize only the initial letter of each word. 
2 Use the following format: First name Last name; do not capitalize last name.  
3 When you submit an abstract online, please enter the names of all of your coauthors on the website. Otherwise, 

their name will not appear in the conference program.  
4 The questions were borrowed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