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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建筑师新疆行系列学术论坛暨展览 
（9 月 5 日-8 日 · 中国新疆）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新疆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时间：2018 年 9 月 5 -8 日 

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媒体支持：乌鲁木齐电视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建筑学报》 《建筑创作》 《住区》 《建

筑技艺》 《华建筑》 

 

1 论坛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进入 21世纪以来的一件有重要意义

的事件，对于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心的新疆而言，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新疆仍处在大规模建设时期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

推进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基础设施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等问

题。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联合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2018 中国建筑师新疆行系列学术论坛，聚集建

筑行业内的优势资源，邀请若干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全国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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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设计师代表齐聚新疆，针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建筑师职业能力、建筑师的

角色与未来、人居环境建设、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进行深度交流探讨，以期

为新疆的发展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 

 

2  论坛及展览主题 
论坛： 
(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主题：新时代背景下的建筑师职业能力 
(2) 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可持续设计论坛 
主题：建筑师主导下的可持续设计 
(3)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人居环境论坛 
主题：1）养老建筑与设施；2）建筑装配式 
(4) 2018 年度 3+X 建筑创作交流会 
主题：建筑师的角色与未来 
3+X：3 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华建集团，X 为新

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展览： 
(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2014、 2016 年金奖作品展 

(2)  “共生——环境/城市/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国际巡展中国新疆站 

 

3 论坛总体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地点 

9 月 5 日 12:00-24:00 参会代表报到 
兵团大饭店

一楼大厅 

9 月 6 日 

10:30-19:30 3+X 建筑创作交流会 
新疆院顶层

多功能厅 

10:30-19:30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人居环境论坛 
新疆院 4层报

告厅 

10:30-14:00 主动式建筑论坛 
新疆院 17 层

报告厅 

22:00-23:00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长会议 
新疆院时代

广场会议室 

9 月 7 日 

10:30-20:00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暨中

国建筑学会注册建筑师分会成立大会 

新疆院 17 层

报告厅 

20:00-22:00 建筑师之夜欢迎晚宴 
兵团大饭店 6

楼宴会厅 

9 月 8 日 09:00-19:00 新疆当地新建筑观摩 吐鲁番 

9 月-10 月 

（1）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2014 及 2016 金奖作品展 

（2） “共生——环境/城市/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国际巡展中国

新疆站 

新疆院顶层

多功能厅 

特别提醒：受地理位置影响，新疆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2 个小时，以前时间安

排均按照乌鲁木齐当地作息时间安排，请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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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览介绍 

（1）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是国内建筑创作优秀成果的最高荣誉奖之一，自启动以来，得

到了广大建筑设计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建筑设计领域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

响力，对于鼓励广大建筑设计人员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提高建筑创作水平，推进我国建

筑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次论坛同期将展示 2014 年和 2016 年的

金奖获奖作品。 

 
（2）“共生——环境/城市/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国际巡展中国新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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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环境/城市/建筑”展将建筑与文化再次提升到艺术层面，旨在尊重人性和历史的

前提下呼唤多元化、包容、有活力的城市生态系统，寻求城市文化、社会、空间多层面的共

生。这也是建筑与城市秩序、历史与文化脉络的异质合体共生。在“共生”的主题之下，展

览从内容结构上分作“院士文献展”、“建筑与文化展”、“平衡建筑展”、“文旅建筑展”、“城

市更新展”、“新探索展”和“建筑语言展”共七个联合板块，以求深入探究环境/城市/建筑

之间的关系。 

 

5 出席及演讲嘉宾 

(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王小东，中国工程院院士 
仲继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 
邵韦平，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李兴钢，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倪  阳，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左   涛，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薛绍睿，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陈国亮，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陈自明，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张  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晓东，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刘   淼，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2) 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可持续设计论坛 
郭卫兵，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建筑师 
刘   艺，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宋晔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技术研究所所长 
刘   恒，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绿色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祁   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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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欣，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绿建中心总工程师 
郭成林，中国建筑学会主动式建筑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 
 
(3)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人居环境论坛 
刘晓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屈培青，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陈一峰，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朱鸿寅，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绿建设计院院长 
唐浩文，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六院总建筑师 
李   俐，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罗文兵，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总建筑师 
黄晓东，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张立建，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叶   炜，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 
 

6 建筑参观：9 月 8 日，吐鲁番当地生土民居和维吾尔古村落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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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坛费用 
论坛费用：参会代表需缴纳 2200 元/人的参会费。 

可享受：论坛资料（包括会议手册、资料等）、论坛期间用餐（9 月 6日午餐、晚餐，9 月

7 日午餐、晚餐，9 月 8 日午餐）、4 个论坛的参会、茶歇、9月 8 日参观。 

往返新疆的交通和住宿费自理。 

 

8 报名方式 
登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官网（http://www.china-architect.org/）主页页首或活动

栏目，下载填写会议回执表，填写完毕后点击报名将报名表上传至该网站。会务组将在 3

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报名成功，如未收到回复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请务必提前缴纳会议

费以保证参会名额和酒店住房。 

 

 

 
付款信息如下： 

开户户名：乌鲁木齐雪莲联博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大西门支行 

汇款账号： 6511 00 8520 1815 0060 957 

开户行号： 301 881 0000 42 

汇款用途：新疆论坛+参会人员姓名 

特别提示： 

请尽量采用银行汇款（柜台转款、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均可）形式，不推荐使用支付宝汇

款。 

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8 月 25 日！ 

  

9 住宿安排 

因 9月为新疆旅游旺季，会务组预定了兵团大饭店标准间作为主要住宿地点，请

报名时务必填写住宿信息 ，以便会务组统计。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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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兵团大饭店 

酒店地址：乌鲁木齐 沙依巴克区 友好南路 551 号 ，近扬子江路、红山转盘 

费用：标准双人间约 500 元/间/天（含双早餐） 

豪华单人间约 600 元/间/天（含单早餐） 

 

特别提示： 

因 9 月为当地旅游旺季，住房十分紧张，请需要预留房间的参会代表务必尽早

提交报名表和汇款缴纳参会费。会务组仅负责安排提前交纳参会费代表的住房，

并按缴费先后顺序预留房间，订满为止。未及时报名参会代表不保证兵团大饭店

住宿房间。 

 

10 会务组 

郭 蓉：13609953373，邮箱：57228663@qq.com（新疆院） 
徐潇沂：15160882702，邮箱：124125776@qq.com（新疆院） 
焦春艳：18899160990，邮箱：770956308@qq.com（新疆院） 
仇利军：13609927825（会务公司） 
于   萍：17799151052（会务公司） 
邵   红：19990317250（会务公司）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秘书处 
2018.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