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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邀 请 函

会议名称：第四届现代城市滨水空间规划与景观环境设计国际研讨会
会议主题：向水而生，因水而兴 — 迈向蓝色都市主义
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16-18日
会议地点：中国·深圳·登喜路国际大酒店

主办单位：《风景园林》杂志、北京中外友联建筑文化交流中心、《规划师》杂志
协办单位：深圳翰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欧林(OLIN STUDIO)设计事务所、JCFO设计事务所、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美国 Sasaki规划设计
公司、AECOM、Stoss景观都市主义设计事务所、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SWA规划设计公司、
Lab D+H事务所、KCAP建筑规划设计公司、玛莎·舒瓦茨事务所

会议背景与目的：
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的滨水空间不断为城市建设让步，对滨水空间的忽略使其不断被

侵占和遗弃，甚至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负面空间。滨水空间不仅是城市历史、文化重要的空间载体，也是城市发展
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更是生态环境的控制要素。高标准的水环境和滨水区开发，对于实现城市发展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交流和借鉴纽约等国际城市滨水区域开发与规划设计经验，兹定于 2021 年 4 月 16-17 日在深圳举办“第四
届现代城市滨水空间规划与景观环境设计国际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规划设计专家、学者担任会议主
讲嘉宾，结合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滨水空间规划设计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讲解。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并为相关各方搭建相互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的平台。
参会人员构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管理者、规划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地产发展商及相关人员。

会议议程： 4 月 16 日（星期五）

〖08:30—9:50〗美国欧林(OLIN STUDIO)设计事务所总裁、合伙人露辛达•桑德斯女士：【滨水空间韧性研究与实
践】

露辛达•桑德斯女士目前担任欧林设计事务所总裁、设计合伙人，始终秉承“转变思维，塑造场所”的核心信念，并热
衷将这种信念贯彻到她所设计的每个地方。露辛达女士负责持续将欧林事务所打造成卓越设计的领导者，引导未来设计实
践能够应对 21 世纪复杂挑战。她主要聚焦能够让人、生态、文化和技术创造出惊人协同效应的城市环境，在改变场
所的同时，又充分尊重当地文脉。露辛达女士在开展设计实践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景观建筑学、城市设计和规划行业
的学术发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师和客座教授。她于 1989 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硕士学位。主要滨
水项目代表作品：斯坦福市弥尔河公园和绿道、费城第30 街站区规划、哈德逊河公园第26 码头等。

〖10:00—11:10〗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周虹女士：【连接、创造、提升“理水营
城-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的实践与畅想”】

周虹女士是 JCFO 事务所一位注册景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拥有超过 15 年在美国和中国领导高度复杂项目设计的实
战经验。她目前作为设计总监负责包括深圳前海桂湾公园、上海桃浦中央公园、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新校区等中国项
目。周虹女士也曾作为主任设计师和项目经理与世界知名事务所一起设计了许多重要的项目， 如迈阿密骑士广场、西
曼哈顿综合开发项目、深圳大冲华润城等。周虹女士拥有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与硕士 学位，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景观建筑学硕士学位。周虹女士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教授多媒体制 图课程，并多次受邀参加核心设计课
的评图工作。

〖11:20—12:30〗AECOM 副总裁、大中华区景观及河川整治专项负责人 沈同生 先生：【抹去灰色边界， 为城
市染上新生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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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同生先生于 1993 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获水利及海洋工程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
景观设计及区域规划系硕士学位，拥有水利及海洋工程、景观设计和区域规划多专业学术背景。他于2007 年加入
EDAW 公司，现任AECOM 大中华区景观设计执行总监和建筑及人居环境副总裁。他带领AECOM 近二百人的景观规
划设计团队，发展整合环境设计、区域规划、生态理论及工程技术的跨专业工作方法，提出创新的设计解决方法。
成功将工程技术，艺术创意与景观设计结合运用在大型城市开放空间，河川改造， 水岸再生，以及水生态景观设规
划设计，并获得数个国际性的设计奖项。滨水类项目代表作品包括： 南京河西中央生态公园、天津中新生态城水
岸景观设计、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景观设计等。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20〗深圳翰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设计总监万昊先生：【题目准备中】

现任深圳翰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设计总监。兼任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在深圳景观领域深耕二
十年，对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市政景观、城市景观营销、商办、商业、人居有独到见解。作品包括深圳后海片区中
心河路景观提升、深圳前海桂湾片区公共空间环境提升工程、深圳大南山提升改造等项目，多次获得深圳市勘察设计
行业协会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及国际大奖。前海桂湾片区公共空间环境提升工程获深圳市首届海绵城市建设优秀规划设
计一等奖。近期，带领团队在深圳沙井河碧道项目竞赛，深圳葵涌河流域碧道、新大河流域碧道竞赛中分别获第
一名。

〖14:30—15:30〗Lab D+H 联合创始人/设计总监李中伟 先生：【土地与传承--Lab D+H 的滨水试验】

李中伟先生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获得景观建筑和城市区域规划硕士学位，多年的先锋事务所实践经历使他 成为了坚
实的城市主义实践者，并对城市的土地肌理以及市井传承有着持续的关注。他的设计根植于当代城市， 却将视线回溯至更
远的过去。他的场地坐落于闹市，却在努力的使其在自然与文化之中寻找连接。他相信无 论是新，是旧，尺度与类型如
何变化，公共空间永远是混凝土森林中对于土地与传承的有效载体。作为 Lab D+H 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上海事务所的设计创
意总监，近年来他所领导的团队多次斩获包括 ASLA 专业设计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代表作品:广州永庆坊、上海黑
石 M+、北京工人体育场、福州烟台山仓前九里、上海苏河湾公园、郑州二砂厂以及麓湖活水公园等。

〖15:40—16:40〗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楼慧伶 女士：【生长中的水岸】现任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近 15 年主要研究与实践的方向为大中型滨水景观空间营造
及滨水公共设施提升，生态型公园景观设计及片区道路景观规划及设计，在以上领域均获得诸多奖 项及实践心得，践
行生态文明思想，近几年致力于对城市空间更新与实践以及生态公园景观重塑。曾主持完成20 余项大型公共开放空间
项目，多个项目荣获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奖项，曾主持及负责的重大项目有：2010 年广州亚运会亚运城总体景观设
计；江浙沪地区绿道示范项目——宁波市“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工程 ；广东省碧道示范项目——茅洲河碧道试点
段建设项目；上海市首届进口博览会片区景观规划导则；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七彩飘带”园区步行空间
系统景观项目；广州蕉门河及滨水两岸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等。

4 月 17 日（星期六）
〖08:40—10:00〗 美国 Stoss 景观都市主义事务所设计董事 Amy Whitesides 女士：：【可达、公平、包容、风
险：波士顿水岸弹性规划与设计】

Stoss Landscape Urbanism 是一所由著名景观设计师 Chris Reed 领衔的设计与规划工作室，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在推动景观都

市主义设计实践领域成果卓著。艾米十多年来一直在制定和领导公司的弹性和研究计划。

她将景观、生态和生物学的背景以及对食物和运动的兴趣带入到广泛的项目和工作中，包括珍视包容、协作和互助
的公司文化。她已经领导了许多屡获殊荣的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弹性。艾米毕业于哈佛大学设
计学院，并获得了景观建筑学硕士学位。她目前在 GSD 担任设计评论员，并曾在美国东北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教授
景观史和工作室课程。

〖10:10—11:20〗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副合伙人陈亚馨女士：【迈向蓝色都市主义】

作为 KCAP 的副合伙人，陈亚馨女士具有丰富的设计和项目管理经验，十多年专注于战略性总体规划、城市更新、
滨水开发及综合生态策略领域的创新实践。她于 2010 年加入 KCAP，监管中国公司的运营及亚洲项目的管理。透过多
年在中国不同尺度和类型的项目实践，她成功的结合荷兰及欧洲城市的规划理念及项目经验， 以整体式多学科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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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复杂的城市问题，为亚洲城市提供前沿创新且可实施的综合解决方案。陈女士于2005年获荷兰TU Delft 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建筑硕士学位, 是荷兰注册建筑师及荷兰DGA (荷兰绿色联盟)核心成员。

〖11:30—12:30〗SWA 景观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首席设计师 张树仪女士：【题目准备中…】

张树仪女士在台湾长大，后赴美国深造。目前已在 SWA 工作近 20 年，在国内外多学科项目设计中扮演智囊、设计师
和项目领导者的角色。基于深厚的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教育影响，张女士善于为每个特定语境下的项目提 供不同的思考路
径和恰当的解决方案，她鼓励自己持续采用革新的设计方法和规划思维，降低对自然的影响。张树仪女士拥有俄克
拉何马州立大学景观学士学位。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40〗玛莎·舒瓦茨事务所（MSP）董事合伙人张易文女士：【多样化的都市滨水景观实践】 张易文
女士是一位杰出的华人年轻设计师，旅英多年并在中英两国从事城市设计，规划设计及景观设计。她现在是 Martha
Schwartz Partners (MSP) 的董事合伙人并负责事务所在东亚地区的所有业务发展及现有业务管理，尤其是在中国市
场。张易文女士在中英两国学习风景园林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取得景观硕士学位。在 加入 MSP 后，她目前也在和玛
莎舒瓦茨女士一起致力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作为环境的设计师，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手段来改
善气候变暖。

〖14:50—16:00〗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主持设计师 王向荣 教授：【题目准备中…】

王向荣，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风景园林学科负责人。第四、五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聘任第五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自然资源部《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编制专家、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审核专家组成员， 住建部科技委园林绿化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镇建设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园林》主编。出版《景观笔记》《文化
的自然》等著作 6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设计作品 4 次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3 次获得美
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荣誉奖，3次获得英国皇家风景园林学会（LI）入围奖，10 次获得英国景观行业协会
国家景观奖(BALI)。

〖16:10—17:00〗奥雅设计 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旅行作家 李宝章先生：【生态人本与现代多元的
滨水公共空间--探索为社区生活与地方情感而营造的城市公共空间】

李宝章，奥雅设计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旅行作家。洛阳人，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加拿大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广东园林学会理事会理事，2019年广东省十大风景园林师，深圳市
土木建筑学会生态园林景观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北京林业大
学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江南大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代表作品有：漳州碧湖市民生态园，
芜湖中央文化公园，天津中新生态城甘露溪公园，深圳南头古城，成都仁恒溪云书院，深圳市宝安中
心区滨海地带，宝安区海滨广场与滨海公园，深圳中信红树湾，北京泰禾运河岸上的院子等经典优秀
项目。

4 月 18 日（星期日）〖9:30—16:30〗深圳示范项目考察，拟考察以下项目：

1. 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设计单位：AECOM）

2. 茅洲河碧道试点段项目（设计单位：同济设计 TJAD）

3. 深圳湾西段滨水设计（设计单位：SWA）

北京中外友联建筑文化交流中心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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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报 名 表

注：表中带有“﹡”的项目是您必须填写的项目，请您认真填写。谢谢合作！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 话 是否参加项目观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付款方式 1 银行汇款 ② 微信/支付宝 ③ 支票（限北京市）

﹡发 票

□6%增值税专用发票 □6%增值税普通发票 （请于4月13日前将开票信息发送给会务组）

注：本次会议费发票由北京中外友联建筑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开具，

﹡住 宿

会议酒店为深圳·登喜路国际大酒店（★★★★），会议团体价格为：510 元/晚（单双同价，含早

餐），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 12 号。

从4月 日入住，预定 晚 单间 标间，预计 日退房

参 会 说 明

一、本次会议会务组设在北京中外友联建筑文化交流中心

二、参会费用：4 月 2 日之前报名参会费用为￥3280 元／人；4 月 2 日以后报名参会费用为￥3680 元／人

（费用包括会后资料、会场、主讲人、两天午餐等）

如参加 4 月 18 日项目参观，将额外收取参观费用 1280 元/人（费用包括午餐、用车等）

三、会务组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北京中外友联建筑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帐 号：0200 0648 0902 4563 981

款汇出后请将报名表和汇款底联复印件一并传真至：(010) 6055 8804，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报到通知》，其中将详

细注明参会编号、报到时间、报到地点等事项。

四、因有大量的组织工作需要提前准备和落实，请务必在 4 月 13 日之前报名交款。为保证会务工作顺利进行，恕不接受现场交

款。

五、参会人员如需住宿，请提前一周与会务组联系。会务组将作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报名电话：010-6055 8804、133 1125 7001（同微信） QQ:50428304@qq.com

mailto:504283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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