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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和我国发展方

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基于绿色屏障、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是我国区域

发展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在推动区

域科学理论与方法创新、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面临极佳的发

展机遇。为此，召开“双碳目标引领下区域创新发展模式”研讨会。 

会议主题：双碳目标引领下区域创新发展模式 

会议内容： 

（1） 区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2） 区域“双碳”时间节点与测算方法 

（3） 城市群低碳发展与创新驱动的互动机制 

（4） 区域创新系统与城市更新 

（5） 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 

（6） 区域创新与产业发展 

（7） 长三角创新共同体与区域一体化 

（8） 其他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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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要日程 

9 月 18 日（星期六） 

时间 内容 地址 

08:10-8:30 大会开幕式 

线上：腾讯会议（708761277）； 

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会议室 

08:30-12:00 大会学术报告（1） 

12:00-13:00 午休 

13:00-15:00 大会学术报告（2） 

15:00-18:45 

分论坛 1 
线上：腾讯会议（467705500）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会议室 

分论坛 2 
线上：腾讯会议（711513551）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会议室 

9 月 19 日（星期日） 

时间 内容 地址 

08:30-12:15 分论坛 3 
线上：腾讯会议（345819193）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会议室 

08:30-12:10 
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

学者论坛（1） 

线上：腾讯会议（806176228）； 

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会议室 

12:10-13:00 午  休 

13:00-17:00 分论坛 4 
线上：腾讯会议（771891875）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会议室 

13:30-17:00 
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

学者论坛（2） 

线上：腾讯会议（806176228）； 

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会议室 

17:00-17:30 大会闭幕式 

线上：腾讯会议（589808331）； 

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线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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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详细议程 

大会开幕式 

 

时 间：9 月 18 日 上午 08:10－08:3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708761277）、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主持人：滕堂伟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

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候任理事长李国平教授致辞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刚教授致辞 

 

大会学术报告（1） 

 

时 间：9 月 18 日 上午 08:30-12: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708761277）、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主持人：曾 刚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终身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30-09:30 王缉慈，北京大学教授 为什么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产业集群 

09:30-10:00 
张召堂，中国开发区协会副会

长、教授 
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田园综合体 

10:00-10:30 
仇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

长、教授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动态演变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10:30-11:00 
赵作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

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技术革命圣地由谁建立：再回首硅谷 

11:00-11:30 
吕拉昌，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教授 
创新-产业-环境耦合范式与机理 

11:30-12:00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 

环高校创新圈发展与规划---以南京高校创新

圈为例 

12:00-13:00 午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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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学术报告（2） 

 

时 间：9 月 18 日 下午 13:00-15: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708761277）、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主持人：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3:30 

陈明星，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

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地理所研究员 

碳中和的缘起、实现路径与科学问题 

13:30-14:00 

朱晟君，教育部地表过程与模

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大

学城环学院研究员 

城市内和城市间网络与区域产业发展 

14:00-14:30 
郭建科，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

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国际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

以大连为例 

14:30-15:00 
刘逸，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

管理与规划系主任、博导 

战略耦合影响下的区域经济演化：产业升

级、创新与韧性 

分论坛 1：区域创新与产业发展 

时 间：9 月 18 日 下午 15:00-19: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467705500） 

主持人：曹贤忠  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评议人：林  兰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00-15:15 
陈秋玲，上海大学大数据中心

主任、教授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15:15-15:30 
朱贻文，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副教授 

临时性集聚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来自中国汽

车配件制造和酒店用品设计展会的实证证据 

15:30-15:45 
宓泽锋，浙江工业大学副研究

员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

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15:45-16:00 
赵彩云，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知识为基础的城市发展和创业的关系研究——

以中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为实证分析 

16:00-16:15 
陈广平，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

院博士研究生 

长三角地区创业水平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

因素 

16:15-16:30 
鲍涵，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区域知识多样性与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演化研

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16:30-16:45 
戴尚泽，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

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跨国知识转移与中国城市技术进步偏向性—

—基于空间和规模异质性视角 

16:45-17:00 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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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朱贻文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评议人：王承云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7:00-17:15 
汪涛，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副院长、教授 

基于竞合关系演化的中国集成电路本土企业市场

渗透率研究 

17:15-17:30 
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高

级经济师 
苏锡常都市圈转型创新的挑战和对策探讨 

17:30-17:45 
李钰，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助理

研究员 
距离还重要吗：数字通信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 

17:45-18:00 
石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研究生 
知识型创新走廊的内涵、特征及规划探索 

18:00-18:15 
于英杰，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

究生 

中国城市知识创新职能的评价——以中国 182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18:15-18:30 
黄骏，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创新网络、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以

张江示范区企业为例 

18:30-18:45 
狄子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

士研究生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集聚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研究 

18:45-19:00 集中讨论 

分论坛 2：科技创新与低碳发展 

时 间：9 月 18 日 下午 15:00-18:45   地 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711513551） 

主持人：何金廖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评议人：涂建军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00-15:15 窦文章，北京大学教授 
科技创新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机理探索——以南

海区农业示范片区为例 

15:15-15:30 
石庆玲，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副教授 

The Impact of A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rogram 

on Ai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Shanghai 

15:30-15:45 
陈芳，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

授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安徽发展机遇研究 

15:45-16:00 
章屹祯，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高铁网络、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及

异质性影响——基于多源遥感和统计数据的

实证研究 

16:00-16:15 
杨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展望 

16:15-16:30 
冉丹，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

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

基于“本地-邻地”效应视角 

16:30-16:45 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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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石庆玲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评议人：赵建吉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6:45-17:00 
涂建军，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 

城市群演变过程中碳排放特征及因素贡献——以

成渝城市群为例 

17:00-17:15 
尚勇敏，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策略 

17:15-17:30 
钟章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

教授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化与区域间碳排放转移：

一个基于 agent 模拟的研究 

17:30-17:45 
胡森林，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17:45-18:00 
辛晓华，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绿色创新的空间格局研究——

基于中国 337 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实证分析 

18:00-18:15 
翁宗源，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

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网络演化及要素分析

——来自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证据 

18:15-18:30 
严天露，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

际经贸学院研究生 

以儆效尤还是法不责众？——来自国家重点监控

废气排放企业的证据 

18:30-18:45 集中讨论 

分论坛 3：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时 间：9 月 19 日 上午 08:30-12:15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345819193） 

主持人：司月芳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王  琛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理与空间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30-08:45 段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粤港澳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及创新合作策

略研究 

08:45-09:00 
古恒宇，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

资源管理学系副研究员 
地方品质、人才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 

09:00-09:15 
朱妮娜，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博士后 
中国大陆范围内旅游圈适度规模测度 

09:15-09:30 
张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基于QCA 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09:30-09:45 
张馨芳，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

究所研究生 

City size, innovation and 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09:45-10:00 
金卓，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 
长三角扩容能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10:15-10:30 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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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曹贤忠  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评议人：胡  艳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30-10:45 
司月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副教授 
在德中资企业创新网络的理论与实践 

10:45-11:00 朱成科，合肥学院讲师 长三角一体化的研究热点及路径演进 

11:00-11:15 
叶雷，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讲师 

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网络的空间演化与影响因

素 

11:15-11:30 
员彦文，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

士研究生 

交通可达性与转型期地区工业发展：来自历

史铁路网络的证据 

11:30-11:45 
袁荣，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重点实验室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与

影响因素 

11:45-12:00 吴丹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城市棚户区改造的驱动

因素与引导策略研究 

12:00-12:15 集中讨论 

12:15-13:00 午  休 

分论坛 4：技术关联与区域发展 

时 间：9 月 19 日 下午 13:00-17: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771891875） 

主持人：滕堂伟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议人：千庆兰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3:15 
李迎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中国城市技术邻近性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13:15-13:30 
马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 

技术关联性、知识复杂性与区域多样化：来自中

国地级市的证据 

13:30-13:45 
赵雅楠，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跨境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以深港

跨境地区为例 

13:45-14:00 
哈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Regional eco-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14:00-14:15 
王玥，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硕士研究生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14:15-14:30 冯典状，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国企改革与区域绿

色发展研究 

14:30-14:45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关联演化与驱动机制 

14:45-15:00 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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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司月芳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经济地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评议人：陈  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00-15:15 
滕堂伟，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内外部合作创新网络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 

15:15-15:30 
钟韵，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对外创新联系与影响机

制研究 

15:30-15:45 
贾文星，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红利”还是

“制度红利”？ 

15:45-16:00 
陈敏，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研究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定位是否有助于加速城市

绿色发展？—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合肥例证 

16:00-16:15 
马铭晨，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

境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风险投资影响城市技术创新研究——基于产

学研合作的中介作用 

16:15-16:30 
唐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硕士研究生 

供应链视角下的上海大都市圈创新关联网络

研究 

16:30-16:45 
孙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创新型人才流动的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高被引华人科学家成长轨迹分析 

16:45-17:00 集中讨论 

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论坛（详细议程附后） 

 

时 间：  9 月 19 日  上午 08:30-12:10，下午 13:30-17: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

校 区 地 理 馆 301 室 ； 线 上 会 议 号 ： 腾 讯 会 议 （ 806176228 ） 、 B 站 直 播

（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大会闭幕式 

 

时 间：9 月 19 日 下午 17:00-17:3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2 室；线上

会议号：腾讯会议（589808331）、B 站直播（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宣布优秀论文名单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刚教授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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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论坛议程 

举办单位：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 

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网络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召集人： 

何金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曹贤忠，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会议议程： 

时 间：9 月 19 日  上午 08:30-12:10，下午 13:30-17:00 

线下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地理馆 301 室 

线上会议号：腾讯会议（806176228）、B 站直播

（https://live.bilibili.com/22432590） 

  



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 2021 年会 

9 

 

 

主题一：文创空间与城市转型（主持人：朱华晟）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30-8:50 汪明峰，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

区域科学学院，教授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空间的生产

与演化 

8:50-9:10 戴俊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

济研究院，副教授 
文化消费空间特征与发展动向研究 

9:10-9:30 孟召宜，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

绘与城乡规划学院，教授 

文化引领下江苏大运河多元价值空间

重构的战略思路与实践路径 

9:30-9:50 姜辽，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

院，副研究员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修复的过程

与机制 

9:50-10:10 李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

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基于 ICIG 框架的城市创新空间规划研

究与指标设计 

10:10-10:30 武文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与社会福

祉 

 

主题二：文化创意与旅游（主持人：汪明峰）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30-10:50 文嫮，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

院，副教授 

电影企业社会资本网络对其生产网络

构建的影响 

10:50-11:10 张旭，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

工程学院，副教授 

基于国际电影节视角的世界城市文化

影响力对比研究 

11:10-11:30 胡培培，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博士后 

从创意城市到创意乡村：中国乡村旅

游创客的身份、动机与景观实践 

11:30-11:50 邓涛涛，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

域科学学院，教授 

发展旅游业有助于收缩城市复兴吗？

——以中国收缩城市为例 

11:50-12:10 马仁锋，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

息技术系，教授 

宁波文创港建设：地方性与业态融合 

12:10-13:30 午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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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区域创新与产业发展（主持人：戴俊骋）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马海涛，中科院地理所，副研

究员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认知与布

局设想 

13:50-14:10 朱华晟，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部，教授 
乡村会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集

聚区域吗？ 

14:10-14:30 赵继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

市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尺度重组视角下北京城市副中心产

业发展思路分析 

14:30-14:50 李仙德，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

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临海工业地带产业转型之路：以上

海市金山区为例 

14:50-15:10 王丰龙，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研究员 

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创新地理学议

题展望 

15:10-15:30 胡晓辉，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院，副教授 

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动态与经济地理

学展望 

15:30-15:50 曹贤忠，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副教授 

跨界创新网络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研

究 

15:50-16:10 何金廖，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

展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合作网络与采购

格局研究 

主题四：内部会议——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网络建设讨论

（主持人：何金廖 16: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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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简介 

李国平，理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二

级教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首都高

端智库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候任理事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

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为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产

业转移与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研究》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和规划项目百

余项，发表《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网络化大都市——杭州市域

空间发展新战略》、《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实践)、《首都圈一结构、

分工与营建战略》等学术专著和 200 余篇学术论文，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教学

奖励十余项。 

 

曾刚，1992年 7月获德国 Justus Liebig-University 

Giessen 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终

身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曾刚

工作室首席专家、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院长、城市与

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津贴，兼任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及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以及《经济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副主

编以及《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等刊物编委。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

家自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等重大项目。近年来，先后在国外出版

著作 6 部、国内出版著作 12 部，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在生态文

明与区域发展模式、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与技术扩散等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先后荣获上海高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上海

年度教育新闻人物提名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

一等奖、上海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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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人简介（1） 

王缉慈，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区域创新环境、

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的相关研究。1968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地质地理系。1980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讲

授“工业地理学”（本科生课程）和“技术与区域发展”（研

究生课程），1985-1986、1990-1991、1995-1996 分别在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任访问学

者，2011 年退休。曾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 21 世纪发展

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于 1992-2012 年连任国际地理联合会

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执委。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编著，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魏心镇、王缉慈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

域发展》(王缉慈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

的理论与实践》(王缉慈等著，科学出版社，2010 年）《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

(王缉慈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修订

版》》（王缉慈等著，科学出版社，2019 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近 200 篇。 

 

张召堂，中国开发区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

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级访问

学者，东京商船大学管理学硕士。曾任 13 年国有企业厂

长经理；22 年的省级国家级开发区的书记主任，以及河

北省商务厅副厅长等职。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了个人专著《中国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首都圈发展研究》，并在

《理论前沿》《经济导刊》《改革开放》《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决策》《新东方》

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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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湖

南省优秀教师、湖南省自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湖南省

高校学科带头人、湖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湖南省高校青

年骨干教师、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湖南省

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

开放经济、技术进步与区域创新。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湖南省自科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近 20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其中

合著 1 部）。获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排 2）等各类奖励 20 余项。兼任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市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经济

学学会理事等。 

 

赵作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

授，公共政策学博士（美国乔治梅森，George Mason 大

学，2004），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1990）。现任中国

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曾任德国马普（Max Planck）

学会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

副会长、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国土规划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是产业集聚政策、创新政策、经济空间转型和空间统计

分析。研究成果为国务院 2017 年发布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和工

业和信息化部主导的《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成果在管理世界、新华文摘、中国软科学、经济地理、经济学动态、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Geographical Analysis 等中英文杂志

上发表。中文专著《空间格局统计与空间经济分析》于 2014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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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拉昌，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北京城市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注册城市规

划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

主要从事创新地理、城市地理与规划方面的研究。主持与

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基金、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研究类项目 10 多

项，发表研究论文 180 多篇，20 多篇被 SSCI、SCI、EI 等收录或转载，出版《中

国大都市的空间创新》、《创新地理学》、《广东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等学术

专著 8 本，三项成果获省级奖励。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注册规划师，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可持续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

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

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

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城市经济

学会副会长兼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

江苏省城市规划研究会产业园区与创新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张江集团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从事区域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战略规划、产业园区

规划、区域与城市创新空间发展与规划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超过 100 余

项科研项目和规划设计项目，其中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各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级外专项目各 3 项，江苏省社

科重点基金项目 2 项等。在创新空间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

目和南京江北新区产业空间、创新空间规划、高校创新集聚带规划及南京和唐山

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江北校区创新圈空间规

划等。先后入选第五届全国优秀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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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人简介（2） 

陈明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国科学院区域

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所技术委员

会委员，主要从事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发表学

术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提交咨

询建议 20 余份，为新型城镇化、中部崛起等重大规划或

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撑作用。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

青、青年地理科技奖、《地理学报》创刊 85 周年最具影响

力论文奖、吴传钧人文与经济地理优秀论文一等奖、城市地理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等，兼任中国科协科技报道专家库专家成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等，兼任

《PLOS One》、《热带地理》、《世界地理研究》等期刊编委。 

 

朱晟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导，博雅

青年学者。兼任教育部地表过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经济地理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兼青年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SSCI 期刊 Growth and Change 共同主编，中文期刊《热带地

理》、《世界地理研究》和 SSCI 期刊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编委，剑桥大学出版社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系列丛书共同主编。主要关注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产业转

型和产业升级，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等。已发表中英文论文 90 余篇，其中英文

论文 50 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 3 本，相关论文发表在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Stud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Urban Studies, 

Geoforu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等英文期

刊，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地理科学》、《经济地理》

等中文期刊。入选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青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项

目。获得黄廷方/信和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地理学会科学技术奖-青年科技奖等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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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科，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

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百层次、辽宁省高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大

连市青年科技之星。主要从事交通运输与港口航运网络、

区域海洋经济、城市空间组织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

任中国海洋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及海洋经济

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自然资源学会世界资源

分会常务理事。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

课题 1 项，主持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辽宁省基金项目 10 项，

大连市科技计划项目 3 项，主持中央部委和地方横向课题 20 多项。在《Cities》、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Chinese Geography Science》、《地理学报》、《地

理研究》、《地理科学》、《经济地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含 SCI /SSCI 

6 篇），出版学术专著《经济地理学视角的港城关系》、《中国海港空间效应》2 部，

参编学术专著 2 部，荣获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大连市社科进步二等奖、大

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励多次。在省市党委政府内参撰写咨政建议 10 多份，

获得省级领导批示 4 次。 

 

刘逸，中山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旅

游学院旅游管理与规划系主任，区域研究协会（RSA）会员，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经济地理专业组成员，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成员。师承新加坡国立大学杨伟聪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关系经济地理、全球生产网络与产业升级、

旅游经济地理与大数据。至今与期刊《地理研究》、《Regional 

Studies》和《Tourism Management》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文

章逾 40 篇。主讲国家精品课程《旅游地理学》、《全球化与

经济地理》、《旅游规划实务》和《旅游商业模式》。2020 年

评为“旅游教育杰出青年教师”。2017 年获文化与旅游部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旅游局面上规划项目、省

哲学社科研究项目、国际研究项目（西班牙坦桑德银行资助）等。2014 年起，加

入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可持续发展观测与管理中心（MCSTO），担任大数

据技术负责人，同时为开封监测站负责人，完成中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西

班牙、日本、以色列等多份中国游客旅游情感可持续研究报告。被多个地市聘为

城市与旅游规划顾问专家，2020 年受聘为珠海市香洲区旅游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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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是为适应新时期学科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于 2013 年 10 月组建的跨学科、开放型、国际化的综合性实体研究机构。上

海市副市长陈群、上海市原副市长胡延照担任研究院理事长，原华东师范大学党

委副书记罗国振、东方房地产学院院长张永岳担任副理事长。研究院首任院长为

胡延照，现任院长为曾刚。 

研究院遵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原则，旨在创建跨越校内外、国内外各单

位界线，学界、政界、商界融合互动的城市研究“学术共同体”，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城市发展高端智库，成为富有活力、

机制创新、资源汇聚、专家集萃的城市发展协同创新平台。 

研究院融合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

高校智库“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曾

刚工作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

划研究院等校内外研究机构，与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泛华集团、悦心健康集团、

新东苑国际集团、上海绿地集团以及美国纽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国高

师集团、德国汉诺威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国内外单位合作，组建了由高校、

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集团、知名

人士等组成的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 

研究院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安全等领

域入手，近期聚焦城市演变与中国城市特色、城市

体系与创新合作互动、城市安全与社会治理等重大

理论与应用问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建设中国城市科

学学派，并为国家及各地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城市发展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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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城市中心”）是 2003 年为适应新时期中

国城镇化和交叉学科快速发展而设立的城市研究基地，2004 年入选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城市中心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国

家重点学科以及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重要学科，致力于打造一流

城市学科、国家高端智库、城市协同创新应用平台。城市中心设有城市地理与城

市规划、城市社会与城乡人口、城市经济与历史、城市管理与社区四个研究室，

拥有专职研究人员 25 名，兼职研究人员 36 名。城市中心主任为曾刚。 

回眸既往，“十三五”期间，城市中心对标国际城市科学前沿以及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在支撑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方

面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在多中心城市空间组织理论、中国城市全球-地方创新网

络理论探索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共取得 661 项论著科研成果，其中 71 篇 SSCI 论

文和 138 篇国内权威期刊论文；在 Springer、Edward Elgar、人民出版社、科学出

版社等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 66 部；城市中心集刊《中国城市研究》已连

续出版十六辑。2016 年城市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2018 年入

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前 10%），获评 A 类等级，蝉联中国

智库索引 CTTI 城市领域 PAI 总分第一。 

放眼未来，城市中心将结合自身定位和学科

特色，将城市协同创新发展作为未来的主攻方向，

计划围绕“城市群落之间协同”、“城市子系统之

间协同”及“人与城市之间协同”等重大问题与需

求，开展联合攻关，力争在城市科学中国学派建

设以及服务国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与长江经

济带发展国家战略、上海全球城市建设方面取得

新的突破。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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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网络简介 

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网络是由来自人文地理、城市规划、文化研究

等领域的青年学者自发形成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旨在为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领域

的青年学者提供开放、包容、高效的交流平台，网络自从 2018 年创办以来，先

后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

中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

院、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等支

撑平台，连续举办了三届“城市创意

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论坛”，会议成

果分别通过学术专刊或合作论文的

形式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

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首届“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论坛

（2018）” 

 

第二届“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

论坛（2019）” 

第三届“城市创意与产业创新青年学者

论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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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征稿启事 

2019 年 3 月，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全国最大官方互联网媒体澎湃新闻三方强强联手，瞄

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联合推出了长三角议事厅线上专栏、线

下沙龙系列活动，旨在汇聚全球各地专家学者智慧，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

展示一线调研报告，提出务实政策建议。 

作为全国首个由高校智库与媒体智库共同打造的时政类栏目，长三角议事厅

主要论述战略背景、解析科学依据、提出政策建议、指出多方参与途径，为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服务。线上专栏重点展示长三角一体化研究成果与务实

建议；线下沙龙 2019 年聚焦长三角国家战略部署，2020 年聚焦一体化示范区建

设，2021 年关注新市镇发展。长三角议事厅入选“2019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实践

案例”，荣登全国 2019 年度优秀案例榜单。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长三角议事厅已发表线上专栏文章 133 篇，举办线

下沙龙 22 场，出版《长三角：一体化与高质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1

月），截至 2021 年 8 月发行量已超 3 万册。中央、地方党委和政府、人大、政协，

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以及企业领导、专家学者、市民百姓对栏目平台好评如潮，

阅读量“200 万+”文章频现，多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新华网、学习强国、《改

革内参》等重要媒介转载。 

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长三角议事厅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我们诚邀致力于

城市及城市群研究、关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您不吝赐稿！请将您的文稿

（3000 字左右，媒体首发）电邮至易臻真副教授（邮箱：zzyi@iud.ecnu.edu.cn），

我们将在两周内反馈稿件处理意见。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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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研究》征稿启事 

《中国城市研究》创刊于 2008 年，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综合性城市

研究学术集刊。本刊主要刊登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地理、城市政治与管理、

现代城市史等各个领域的论文和经验研究论文，自创刊以来获得了国内外城市研

究领域的广泛关注，被多所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收藏。 

《中国城市研究》设论文、综述和书评等栏目，论文栏目主要发表原创性的

理论研究和案例剖析论文，文章篇幅以 1 万字以上为宜；综述栏目主要发表反映

最新学术动态的综述性论文；书评栏目主要发表重要城市科学著作的介绍和评论，

中英文均可。 

为了增进中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推进城市科学中国学

派的建设工作，编辑部恳请海内外学术同仁不吝赐稿！请将您的大作发至《中国

城市研究》编辑部邮箱：office@iud.ecnu.edu.cn。联系人：宋艳姣博士。请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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