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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院召开研究院建设与课题研究推进的工作会议

7 月 6 日晚，我院于杭师大人文学院恕园 23 号楼 312 会议室召开关于研究

院建设与系列课题研究工作推进的会议，张卫良院长、黄宝连副院长、院长助理

林航、办公室刁盼盼和魏燕萍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首先提出利用本年 8月 25-9

月 2 日期间举行的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暑期夏令营活动契机，

通过“课堂培训学习+室外田野考察活动+举办小型国际合作论坛”的形式， 充

分发挥国际化元素作用，扩大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国际影响力。其次，会议讨论了

杭州国际日活动政策建议与市外办对接、研究院会议纪要内容规范、蓝皮书出版

等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再次，会议提出加快 2019 年决咨办委托的五项子课题

研究进展，争取按计划及时完成任务。最后，就市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杭州进

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课题研究小组成员对初稿内容进行认真阅

读和讨论，通过思想碰撞，提出创新性修改建议，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质量打

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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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杭州市社科联“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杭州世界

名城建设”座谈会

7 月 12 日上午，张卫良院长受邀参加杭州市社科联“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与杭州世界名城建设”座谈会。此次座谈会是庆贺良渚古城遗址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贯彻落实世界遗产公约，以“保护好、传承好、研究

好和利用好”的精神，探讨与世界名城建设的关系。出席座谈会的有杭州市社科

联（院）的领导、相关单位专家，座谈会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座谈会具体内容见 7月 15 日《杭州日报》。

我院就滨江区、余杭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情况调研

为做好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专项委托课题“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

研究”，我院课题组成员于 7月 16 日就“杭州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智慧平

台建设对策研究”课题，对滨江区和余杭区统战部相关处室开展了有关的学习调

研活动，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区域内的新社会阶层规模结构及成员需求、统战

平台建设、运营情况、工作经验和成效以及当中遇到的问题等。上午，课题组成

员张卫良院长、院长助理林航、施华辉博士、办公室主任刁盼盼等人赴滨江区统

战部调研，受到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党委统战部刘伟副部长等

人接待。下午，我院课题组成员在杭州师范大学恕园 23 号楼 312 会议室接待了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统战部党外代表人士科唐中笑科长等人来访，并进行了相关

问题探讨交流。这两次调研活动，使得课题组成员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了杭州市新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情况，为给出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之后拟

计划赴其他行政区就相关问题做进一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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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新社会人士阶层统战工作情况调研

余杭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情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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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市决咨办委托课题《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初稿讨论

会

7 月 27-28 日，我院在湖州德清新雅兰大酒店召开了《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

题对策研究》初稿讨论会。《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是杭州市决咨办

于 2019 年 4 月份委托给我院的研究项目，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防范和化解杭州市网贷平台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杭州夜间经济消费环境，

建立完善杭州市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智慧平台，推进杭州市未来社区建设，

加快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四城区与杭州主城区深度融合。课题组成员对五个

子课题初稿内容进行了细致研讨，并相互指出了修改建议，为进一步完善课题研

究成果，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另外，研究院对暑期意大利大学生夏

令营活动做了进一步的计划调整，并为 8月底拟办的“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杭州－米兰城市”国际论坛制定了初步方案。

我院课题组成员赴瓜山未来社区调研

7 月 31 日上午，基于决咨委课题研究需要，我院课题组张卫良院长、办公

室主任刁盼盼和外联部主任魏燕萍赴拱墅区瓜山未来社区就该工程建设情况进

行调研，受到瓜山社区建设、运营相关负责人包括上塘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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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总工程师、朗诗寓高管的接待。首先，受访人员再施工

现场向调研人员展示并讲解了杭州瓜山未来社区的基本情况、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和重要意义、整体目标、空间布局规划及八大场景设计：建筑场景、低碳场景、

交通场景、创业场景、健康场景、教育场景、邻里场景、治理场景、服务场景。

接着，工作人员又带调研团队参观了已建成样板房的一体化室内装修设计，之后

通过座谈形式，深入探讨了瓜山未来社区建设中的成效、问题以及后期运营方式

和未来展望，张卫良院长通过对比已调研的江干上城始版桥社区、采荷荷花塘社

区、萧山瓜沥七彩社区、萧山亚运社区等其他几大未来社区建设情况，指出了瓜

山未来社区的建设特色，并为其运营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院张卫良院长赴杭州市社科联调研

8 月 7 日，我院张卫良院长赴杭州市社科联调研，杭州市社科联朱学路副主

席、梁坤处长出席会议。会议中，双方就近期举办国际城市论坛等相关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和分析，明确了论坛主题和举办相关事项。同时，此次会面加深了双

方的了解，为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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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成员赴江干区采荷荷花塘社区调研

8 月 12 日下午，我院张卫良院长、史利剑研究员、办公室主任刁盼盼、外

联部主任魏燕萍赴江干区采荷荷花塘社区调研，课题组成员受到采荷街道办事处

主任周展、规划设计负责人洪田芬主任、社区管理负责人钱芳主任、中宸公司负

责建筑设计高管、荷花塘社区代表等人的接待。座谈会上，周展主任介绍了该未

来社区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未来社区试点建设总体方案、推进工作中面临的困

难与挑战，以及下一步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计划。洪田芬主任展示了社区规划设

计的图景和理念，钱方主任讲述了社区运营管理的方案和路径，中宸公司建筑设

计师提出了规划建筑目标和问题，荷塘社区代表概述了老旧更新改造及与未来社

区功能融合计划。最后，张卫良院长和史利剑研究员根据前期调研思考和实践经

验为采荷荷塘未来社区建设提出了针对性建议。通过交流，调研组成员获取了大

量信息和数据，对杭州未来社区建设整体状况和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现

实与未来交汇的别样精彩”、“建筑幸福采荷、筑梦未来采荷”为目标，采荷荷

花塘社区已铺就了宏伟美好的未来图景。杭州未来社区建设即使问题和压力重

重，但相信在试点社区不断试错和摸索中，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在专家指点建议

下，这些试点将成为未来杭州社区功能完善的样板，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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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杭州市决咨委 2019年度委托项目《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

的两个子课题通过评审

8 月 29 日下午，在杭州市民中心 F座 2110 会议室，我院课题组成员参与了

杭州市决咨委 2019 年度委托项目《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的评审会

议，张卫良院长和黄宝连副院长就分别所负责的子课题《杭州营造“夜间经济”

消费环境的政策建议》和《推进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四区与杭州主城区深度融合研

究》进行了汇报，会议由市决咨委沈金华主任主持，评审组成员包括浙江大学建

工学院副院长华晨教授、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姚建华、浙江

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易开刚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执

行院长的张学东教授、浙江泰隆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浙江现代商贸发展研究

院院长 ） 郑勇军等五位评审专家，还有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相关

负责人，武林商圈、湖滨商圈、南宋御街.中山中路历史街区相关管理机构负责

人和市决咨办人员等 20 多人。评审组组长为华晨教授。评审组人员对所研究课

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完善建议，两课题顺利通过评审。

我院课题组赴天水街道武林商圈调研

9 月 4 日下午，为完善杭州市决咨委课题《杭州营造“夜间经济”消费环境



8

的政策建议》研究成果，我院课题组张卫良院长、院长助理林航、办公室主任刁

盼盼和王刚等人赴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调研，就武林商圈夜间经济消费环境打

造问题与相关工作人员作进一步研讨。天水街道办事处伍洲书记、李军副主任、

区域发展中心、国大城市广场、杭州大厦、银泰百货商城等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

议。通过深入研讨交流，课题组获取了更多武林商圈夜间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进

一步了解了这一区域发展夜间经济的资源优势、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政策诉求。

本次调研探讨为课题组进一步完善课题成果，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

政策落实有着重要意义。

我院课题组成员赴湖滨街道进行调研

9 月 6 日下午，张卫良院长、魏燕萍及研究生等一行赴杭州上城区湖滨商圈

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杭州营造‘夜间经济’消费环境”课题的调研，湖滨街道

相关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调研组。在调研会上，湖滨街道朱科长和余主任围绕“杭

州湖滨步行街的改造提升对夜间经济的作用”作了情况介绍。自 2018 年底步行

街提升改造工程启动以来，以“最时尚、最智慧、最人文的新消费示范街区，城

市品质提升的‘醉杭州’样板”为定位，对道路、立面、绿化、亮灯、城市家具

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提升。双方进行了广泛讨论，张院长首先肯定了湖滨街道在建

设步行街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就湖滨街道的业态调整提出了建议。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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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济”有特定的消费对象，切忌盲目追求高端化，政府要注重引导营造可持续

发展的平民消费空间，业态应在杭州文化基础上以休闲娱乐为导向进行调整，努

力营造属于杭州自己的夜间品牌。之后，双方就交通隔离、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

深入交流。讨论结束后，余主任向张院长一行介绍了湖滨智芯实时监控系统，并

通过丰富多彩的展板展示了“步行街展厅”、“文物大厦”、“利星广场”等地

标性建筑，并介绍了湖滨步行街的设计理念和湖滨品牌形象。此次调研，丰富了

课题组对杭州夜间经济的认识，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建议。

我院举办米兰比可卡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2019夏令营开班仪式

8 月 26 日，我院在人文学院成功举办了米兰比可卡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2019

夏令营开班仪式。来自米兰比可卡大学的 32 名师生及我院张卫良院长、林航教

授、刁盼盼、魏燕萍参加了此次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办公室魏燕萍老师主持，

张卫良院长以及米兰比可卡大学的 Farina 教授致词，林航教授给意大利师生上

了中国文化的第一讲。下午，在我院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师生先后参观了章太炎

故居、梦想小镇企业，受到了故居工作人员以及小镇公司管理者们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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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院长致辞

Farina 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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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航教授给学生授课

参观章太炎博物馆

参观梦想小镇并听讲座

米兰比可卡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夏令营在乾潭镇人民政府举办结业式

9 月 4 日，在体验完中国原生态村落——胥岭古村之后，来自米兰比可卡大

学的师生来到乾潭镇人民政府，参加此次夏令营的结业式。乾潭镇副镇长包韩在

结业式上为外宾们讲述了保护原生态村落的重要性，并用生动的案例将中国的农

业与文化概念传递给米兰师生。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处处长阮小波在致辞中表示，

杭师大欢迎国际学生的到来，并期待更多与米兰比可卡大学的合作。 结业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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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包镇长、阮处长以及我院院长张卫良共同为参加夏令营的米兰比可卡大学学

生颁发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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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赴银川市开展关于银川都市圈建设协同发展等课题调研

受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委托，我院承担了银川市“十四五”前期研究课题采购

项目，包括《银川市建设西北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思路和路径研究》、《银

川市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思路和路径研究》和《银川都市圈建设协同

发展实施方案（银川市）》三个课题，因研究需要，9月 15-18 日，我院课题组

成员包括张卫良院长、院长助理林航、办公室主任刁盼盼、科研秘书魏燕萍、研

究助理王刚等人赴银川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和现场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有关问题调

研。

调研期间，由银川市发改委牵头，调研组与宁东管委会经发局、吴忠市发改

委、石嘴山市发改委，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中关村双创园、阅海

湾中央商务区、银川公铁物流服务中心，市发改委、市交通局、市工信局、市水

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投资

促进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网信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及其他县（市）区经发局等 20 多个相关部门代

表围绕银川市建设西北地区现代化服务中心城市、银川市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

济试验区和银川都市圈建设协同发展实施方案等方面进行了座谈。并在银川市发

改委刘炳炳副主任、银川市发改委经济综合科兰文娟科长、银川市发改委经济综

合科纳颖杰、 银川市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康兴旺等人的陪同下，调研组赴银川

中关村双创园、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建发大阅城、银川综合保税区、宁东能源化

工产业集聚区、吴忠市观光美食街、宁夏恒丰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吴忠仪表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石嘴山市的

银和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和宁夏维尔铸造有限责任公司、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共享集团 3D 智能打印有限责任公司和隆基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银川生产基地等

进行了现场调研。每次调研结束，课题组成员都对调研所得进行了讨论、梳理和

总结。

通过结合座谈会、现场调研、调研小组讨论等形式，课题组成员收集了大量

资料和数据信息，对银川市建设西北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建设、银川市打造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都市圈建设协同发展的现状、已有政策、基本优势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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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等有了充分了解，为下一步撰写政策建议方案奠定了基础。

共享集团 3D 智能打印生产基地调研

建发大阅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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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银川生产基地调研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东管委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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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调研

宁夏恒丰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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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三朵八宝茶商店调研

宁夏维尔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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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石嘴山市发改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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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银和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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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光耀美食街调研

吴忠市观光美食街杜优苏羊杂碎餐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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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银川发改委牵头大型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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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座谈会

银川综合保税区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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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海湾中央商务区调研

中关村双创园调研

我院参加杭师大服务杭州第八次工作推进会

10 月 10 日下午，杭州师范大学服务杭州第八次工作推进会在杭师大仓前校

区行政楼 417 会议室召开，胡华副校长、学校办公室、宣传部、发改处、人事处、

教务处、科研院、研究生院、实验室处、计财处、公管处、校友总会秘书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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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管理办公室、基础教育集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部）服务杭州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以及 2019 年服务杭州工作项目负责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

由校科研院顾九华副院长主持，首先科研院汇报了 2019 年服务杭州工作中期完

成情况；接着，丁贤勇、钱波、卢福营、徐伟明等作为合作性科研机构、智库基

地、科研院建设等代表分享了工作经验和心得；最后，胡华副校长对会议作了总

结，并对杭师大 2019 年服务杭州相关机构提出了几点要求和期望：一是凝练特

色，做到“人有我优”，围绕地方政府、企业中心工作和痛点开展工作；二是打

造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注重科研成果的推广复制的同时做好产权保护工作。

我院已顺利完成 2019 年服务杭州工作任务，并将继续立足杭州，服务好杭州、

省内及省外，放眼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我院签署四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未来社区研究中心

11 月 27 日下午，我院张卫良院长与史利剑研究员在万华控股会议室参加了

“合作共建未来社区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会议，会议就杭州城市国际化

研究院、杭州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投融资协会、中机联合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组建运营“未来社区研究中心”的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及相

关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进行商讨，并最终达成一致，签署了《未来社区研究中心战

略合作协议》，确定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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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更新，包括未来社区、特色小镇、产业园区、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等，研究范围贯穿项目“投、建、管、运”全生命周期，提供

全过程咨询服务，具体涵盖：未来社区建设课题研究、城市国际化研究、政策咨

询、区域规划策划、EPC、商业园区运营等，旨在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学术支撑和智力服务。

我院张卫良院长到富春高中关于教育国际化进行现场考评

12 月 5 日上午，我院张卫良院长、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任建华校长，考评

组两位专家，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何彩珍的陪同下，来到富春高中进行现场考

评。张斌校长陪同实地考察了校园。考评组一行来到学校美术展览馆、崇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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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广场上，观看了创建教育国际化的系列展板，对于富春高中整洁的校园

环境，良好的教学氛围表示充分的肯定。随后，考查组一行来到学校小会议室，

听取了王伟平副校长的创建汇报。

我院组织杭州市第四批国际理解教育项目评审会

12 月 7 日，受杭州市教育局委托，我院组织了杭州市第四批国际理解教育

项目评审会。张卫良院长主持了此次评审，同时参与评审的还有：原杭十四中校

长邱峰，文澜实验学校校长王怡芳，钱江外语实验学校副校长杨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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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市社科院召开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

新时代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12 月 11 日上午，张卫良院长参加市社科院召开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新时代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围绕杭州

全力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和“平安中国示范城市”展开讨

论，就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了发言，认为社会治理应该在教育体系

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例如学生个体所掌握的对社会的认知与学校给予他们的认识

有差异；城乡学生之间在综合能力上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如何解决是值得深究的。

我院举行银川都市圈文稿讨论会

12 月 15 日，我院在杭师大科技园举行了银川都市圈文稿讨论会，张卫良院

长主持此次会议。与会专家还有我院研究院黄宝连、林航，以及杭州市工程咨询

中心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杜泽俊、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陈柏辉。此

次会议就我院撰写的银川都市圈系列文稿进行进一步专家论证，进一步完善、修

改了文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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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衢州西区科创未来社区建设讨论与沟通会

12 月 21 日，我院院长张卫良、院长助理林航、办公室魏燕萍赴上海城市空

间记忆研究院进行调研。我院调研人员受到了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的热情接

待。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万勇院长、上海市社科院马学强教授等出席了随后

的座谈会。此次调研增进了我院与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的了解和认识，双方

都期待能有进一步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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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衢州西区科创未来社区建设讨论与沟通会

12 月 26 日下午，我院在万华控股公司 310 会议室参加了衢州市西区科创未

来社区建设讨论与沟通会，座谈会围绕衢州市西区科创未来社区规划方案和投资

模式进行了讨论与沟通。会议参与人员包括衢州市西区管委会考察团，以及杭州

城市国际化研究院、浙江省投融资协会、中机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城

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代表人员。会议由浙江省投融资协会副会长徐海滨主

持。首先，未来社区研究中心史利剑院长详细阐述了衢州市西区科创未来社区规

划设计方案；其次，万华控股公司总经理祝志贤就该公司产业运营成果进行了介

绍；接着，我院张卫良院长对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及未来社区建设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了介绍；之后，衢州市西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俞根君、衢州市西区

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忠、衢州市未来社区专班专职副主任李韬、衢州市资规局西区

分局副局长曾建等人给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最后，徐海滨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进一步强调了联盟优势，表达了建设好衢州西区科创未来社区的信心和愿望，并

提出下一步工作推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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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课题

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 2019年度杭州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根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公布 2019 年度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地立项项目的通知》（杭社规[2019]13 号）文

件，经基地组织申报、专家评审，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9

年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共立项

6项，其中重点课题 2项，一般课题 4项，公示如下：

2019年度杭州市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

级研究》

我院于 2019 年 4 月受杭州市社科联委托，承担了 2019 年度市社科联重点委

托课题《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课题编号：2019SKZD1）。

该课题由张卫良院长牵头，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完稿并结题。该课题研究成果获得

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获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批示（批示件 14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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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杭州市决咨委委托项目《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

我院于 2019 年 4 月受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承担了 2019 年度决咨委

项目《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包括《防范和化解杭州市网贷平台金

融风险》《营造良好的杭州夜间经济消费环境》《建立完善杭州市新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智慧平台》《推进杭州市未来社区建设》《加快萧山、余杭、富阳、

临安四城区与杭州主城区深度融合》五项子课题。其中，两项子课题《杭州营造

“夜间经济”消费环境的政策建议》和《推进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四区与杭州主城

区深度融合研究》于 8月 29 日已通过评审并结题。其他子课题项目稿件也已及

时完成并提交。

2019年度杭州市教育局委托项目《杭州市教育国际化相关工作》

我院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期间，完成杭州市教育局委

托的关于推进杭州市教育国际化相关工作的项目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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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我院张卫良院长、黄宝连副院长出席第六届浙江城市治理论坛

8 月 24 日，我院张卫良院长、黄宝连副院长出席了由杭州城研中心举办的

第六届浙江城市治理论坛的下午场“未来社区与城市高品质”分论坛，参会人员

包括政府相关部门、高校、研究院、企业、社区等工作和管理人员。张卫良院长

对上半段主题报告“站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看国际未来社区”、“全球化未来社区

及浙江模式的浅析”、“杭州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新路径研究”、“高质量推进杭

州市未来社区建设思路”等分别进行了精彩点评，探讨了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

指出未来社区规划建设中应注重的问题，强调“以人为本”，整合资源，循序渐

进，做好长远规划，保证建设运营的可持续性，以及做好试点与超出边界的社区

间居民心理平衡等。在研讨交流阶段，黄宝连副院长就“未来社区钱、地、人、

手续问题如何破解”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指出未来社区是一个动态概念，可利

用未来社区理念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我院与杭州市社科院联合举办 2019杭州-米兰城市论坛

8 月 30 日，为推进打造“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世界文化遗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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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杭州市社科院于杭州市民中心联合举办“杭州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推广：

杭州-米兰城市论坛”。此次论坛由杭州市社科院主办，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

心承办，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余杭区社科联协办。杭州市社科院领

导、杭师大领导、杭州市政府领导出席了此次论坛，此外，论坛还邀请到良渚遗

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园文局以及运河综保中心的专家，探讨杭州三大世

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米兰比可卡大学 Valentina 博士也在论坛上分享了米兰的

工业遗址再利用等案例，并就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建议。参加论坛前，来自米

兰比可卡大学的师生参观了良渚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学习考察中国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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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张卫良院长参加中国大运河·江北水城文旅大会暨第五届运河论坛

10 月 18 日，我院张卫良院长、科研助理魏燕萍赴山东聊城参加中国大运

河·江北水城文旅大会暨第五届运河论坛。本届运河论坛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民进山东省委、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聊城市委市政府主办，聊城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聊城大学等承办。本次大会以“保护、传承、融合、创

新”为主题，旨在推动聊城运河文化带、旅游带建设，打响“江北水城运河古都”

城市品牌。 运河论坛中，山东省委原常委、原山东军区政委、少将、运河研究

专家南兵军，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教授、水利专家李殿魁，山东省交通规划设

计院高级工程师刘韬，江苏省扬州市运河文化旅游专家姜师立，聊城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做《试论大运河齐鲁文化高地的形成、精髓和价值》、《文旅

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等主题演讲。下午举办了第五届运

河论坛分论坛，来自各地的运河专家将举办理论研究、通航研究、文旅研究、遗

产研究四个分论坛，从不同角度阐述对运河发展的建议。我院张卫良教授在分论

坛中论述了大运河文化带浙江段建设保护与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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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连副院长受邀参加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小区大事》栏目研讨会

10 月 22 日上午，我院黄宝连副院长受邀参加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小

区大事》栏目研讨会，阐述了社区治理现代化与国际化思路，提出在坚持“民生

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将《小区大事》栏目应高起点谋划，

站在展示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样本和窗口的高度，形成新时期的“枫桥经验”，贡

献大城市社区治理杭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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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杭州市社会科学届第五届学术和咨政年会

11 月 20 日，我院办公室主任刁盼盼在杭州华辰国际饭店四楼 3号会议室参

加了杭州市社会科学届第五届学术和咨政年会。会议由杭州市社科联、杭州市社

科院、杭州市决咨委办公室、杭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办，由杭州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协办。参会人员包括：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社科联

领导、市决咨办、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党校、市各高校等有关部门领导；

区、县（市）社科联负责人；市委党校、市属高校科研处、社科联、市属社团、

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各部门负责人；市社科优秀青年人才及市社科联、市社科院

全体人员。会议由市社科联朱学路副主席主持。

会议第一部分为领导发言与颁奖仪式。首先，杭州市社科联主席、社科院院

长卓超致辞；其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鲍一飞宣读了关于表彰咨政年会论文获

奖名单，并与浙江省社科联谢利根副主席、决咨委办公室沈金华主任、市社科联

卓超主席和朱学路副主席、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何建华向年会获奖论文代

表颁奖；之后，浙江省社科联谢利根副主席发言。会议第二部分为专家讲座，上

午场，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何建华研究员作了题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宏观背

景与发展机遇》的讲座；下午场，浙江大学公管学院社会学系毛丹教授作了题为

《我国社会样态的变迁：过程与特征》的讲座。至此，会议获得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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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航博士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参加德国汉学会 2019年会并作报告

11 月 15 日至 17 日，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院长助理林航博士受邀赴德国

海德堡大学参加德国汉学会 2019 年年会（XXX. Jahrestagung der DVCS 2019），

并在大会作了题为《知识和权威间的博弈：晚明举业用书中的副文本》

（Negotiating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Paratexts in the Examination Books

of the Late-Ming）的会议报告。

该次会议为德国最大规模的中国学研究专业学术会议，由来自德国 、英国、

瑞士、中国等国家的 60 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期间，林航博士就书籍印刷、城市

文化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与海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张卫良院长应邀参加双城暨大湾区都市文化研究博士论坛

11 月 30 日，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

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双城暨大湾

区都市文化研究博士论坛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举行，主题为“比较视野下

的深、杭及大湾区的都市文化研究”，张卫良院长在会上做了“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浙江段保护与创新的若干思考”的报告，并在下午第二段会议中做为评论人对

相关报告做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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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我院客座研究员 Valentina Anzoise题为“地方相关利益者对大规模城市开

发的叙述：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权威期刊《城市研究》在

线发表

我院客座研究员、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Valentina Anzoise 题为“地方相关利

益者对大规模城市开发的叙述：杭州未来科技城”（Local stakeholders’

narratives about large-scale urban development: The Zhejiang Hangzhou

Future Si-Tech City）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权威期刊《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19 年 3 月）在线发表。这一成果既是中欧伙伴合作项目“中国中等

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MEDIUM）的成果之一（张卫良院长为 MEDIUM 项目中

方负责人），也是作者在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三年访问研究的成

果。

作者认为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景观。但是，关于受其规

划和实施影响的人们对这些变化的看法，我们知之甚少。为了了解这个问题，作

者对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研究基于对该地区环境和社会经济

状况的实地研究、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居民、工人和政府代表）的半结构化访谈。

作者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并通过结构主题模型（STM）进行数据

建模，以确定人们针对高科技工业园区发展提出的最重要问题。该研究的主要发

现是，人们有一种明确的共同看法，即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随之而来

的就业和商业机会带来了经济的日趋繁荣。利益相关者还强调了该地区景观质量

的改善。尽管如此，利益相关者还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对文化

认同的威胁、农业用地的减少、以及城市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减少。在

他们看来，这些担忧恰好会有助于构建未来科技城建设的未来阶段。在文中，还

配有不少有关未来科技城的建设图片。在论文致谢部分，作者特别感谢了张卫良

院长及有关学生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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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与合作的欧盟重大项目《中国中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电子

书出版

中欧合作的欧盟重大项目“中国中等城市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新途径”最终成

果在欧洲出版，并放置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科学之家网站。该项目获得了欧

盟委员会的计划项目资助，杭州师范大学为中方合作单位，张卫良院长系中文首

席专家，该项目为期三年（2015 年 9 月-2018 年 8 月），后在杭州、珠海和大同

开展学术交流和研究活动。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欧洲年轻研究者对中国城市

的认识，促进中欧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科学合作。为此，采取了包括在中国开展研

究的中期流动计划、与中国大学联合举办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等多种多样的手

段。除了科学合作之外，该项目还开展了一项试点实验：培训中国学生（或大学

生）主导利益相关者应用城市规划的工作坊，以期组织涉及目标城市区域用户的

咨询活动。

电子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杭州、大同和珠海为例》，概述

了在《中国中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项目框架内开展的研究工作。其中前

三章内容主要关于杭州和浙江省，第一章是“演进中的规划风格：以杭州梦想小

镇互联网村为例”，第二章是“在中国做多场域的田野调查：认识论的机会和方

法学的挑战”，第三章是“浙江省 GDP 增长的空间统计分析”。该书的出版既是

中欧合作项目“中国中等城市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新途径”的成果，也是中欧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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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间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该项目活动推进了双方研究者、相关利益者

和研究生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了解，并提供了有益的观点与建议，为推进城市可持

续化发展以及杭州城市国际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研究中心林航研究员等译著《假如威尼斯消逝》出版

研究中心林航研究员和胡泽霞共同完成的译著《假如威尼斯消逝》于 6月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纳入《城市学编译丛刊》，其中张卫良教授为主

要编委成员。该成果受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

心重点课题以及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支持项目资助。原著为意大利著名

历史艺术学家萨尔瓦多·塞提斯（Salvatores Settis）书写的《If Venice Dies》，

此书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影响，先前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译著封

底对该书做了很好的评价：威尼斯的价值何在？这座城市的财富属于谁？这部由

国际著名历史艺术学家萨尔瓦多.赛提斯书写的雄辩之作急迫地提出了这些问

题，极大地引发了对“亚得里亚海皇后”和文化遗产的新争论。威尼斯人正在不

断地放弃自己的家乡，现在每 140 名游客对应着 1名威尼斯居民，而“到此一游”

型游客正把地标性的城市环境变为购物广场和主题公园。威尼斯脆弱的命运已经

成为每一座吸引游客并从中获利的历史名城的未来象征。赛提斯用专业立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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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识和锐气书写，试图抵抗现代性的冲击，保卫威尼斯的灵魂。思考历史城市，

也意味着思考人类社区、工作权利和拥有城市的权利。林航研究员将该书翻译成

中文，无疑为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卫良院长在杭州市委机关《杭州》上发文《精准对接大上海的路径思考》

张卫良院长撰写的《精准对接大上海的路径思考》一文被刊登发表在杭州市

委机关刊物《杭州》（2019 年 8 月刊）。该文就杭州围绕一体化，服务借力大

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打造长三角南翼的核心增长极的具体路径提出了思考。

文章指出，杭州要加快沪杭基础设施链接，提升长三角世界级亚太地区重要国际

门户的枢纽地位；要加强产业衔接，进一步推动创新创业；要加强与上海金融机

构的合作，拖进钱塘江金融湾建设，形成错位互动的发展新格局；要加快对接上

海会展旅游业，挖掘杭州秉赋与文化资源，共同打造世界遗产旅游品牌；要加强

沪杭名院名校所协作，形成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共筑高端人才基地；要积极借鉴

上海公共服务经验，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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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推进杭州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获省

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批示

日前，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推进杭州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执笔人：张卫良、刁盼盼）被市决咨办 2019 年第 33 期《杭州信息·八面来风》

采用，并获得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作肯定性批示。

文章概述了杭州发展“夜间经济”的背景和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先进国家和

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经验，在大量调研和收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杭

州“夜间经济”消费环境现状，指出了目前杭州发展“夜间经济”所取得的成效

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杭州“夜间经济”消费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

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开展顶层设计，打造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示范

区；二是尽快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打造杭州“夜间经济”的新标杆；三是创新“夜

杭州”消费环境，打造世界级的“一街区二中心”；四是谋划三大世界遗产夜空

间，打造“夜杭州”文化消费品牌；五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夜间经济消费

环境的柔性管理；六是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夜间经济消费环境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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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 获杭州

市委书记批示

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委托的重点课题《杭州进一步

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课题编号：2019SKZD1，课题组成员：张卫良、

黄宝连、林航、刁盼盼、魏燕萍）研究成果，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获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批示（批示件 1495 号），建议该成果由市相关领导及部门

阅研。

研究成果首先分析了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的背景和形势；其

次，对杭州城市国际化能级进行了总体评价，指出杭州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城市

综合能级大大提升，世界城市地位不断提高。然而，根据国内外比较权威的城市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城市排名，指出杭州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有着较大提升空间。

接着，研究具体分析了杭州城市能级表现中的短板和问题：一是城市国际化综合

能级不高，对外连通度较低；二是大都市区融合度差，城市区域发展不均衡；三

是城市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四是城市国际化服务设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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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软环境仍亟待优化；五是生产生活成本持续攀升，过早进入“大城市病”。

为进一步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统筹推

进杭州“世界遗产群”品牌建设，丰富东方文化交流重要城市的文化内涵；二是

统筹区域均衡发展，打造上海虹桥至杭州火车西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带”；

三是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形成数字产业集群，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四是以跨

境电商综试区为抓手，与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联动，打造全球跨境电商中心；

五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携手港澳高端服务业，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六是

以举办 2022 亚运会为契机，加快实施城市品牌战略，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影

响能级。

徐海松著《北廓山水千古魂：杭州皋亭山文化》，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三辑，

杭州出版社，2019年.

本书摘要：自古以来，在杭州地方文献中被归属于“郭北三山”之一的皋亭

山脉，曾经是横亘于杭州古城北部的一道屏障，自西向东由半山、黄鹤山、佛日

山等山峰绵延相联约 10公里，并以最高峰皋亭山为诸峰统称。千百年来，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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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集聚了杭州祖先的智慧，从原始文明的发祥地，发展为扼守城北门户的要塞；

既是出入都城的交通要津，又是接待使臣往来的朝廷关卡；既有皇家名宦的遗踪，

又有文艺名流的足迹；更是南北交流和中外汇聚的文化的节点和纽带。该著是作

者基于杭州皋亭山历史文化研究学术专著（未出版）基础上的简写通俗版。本书

该著首次系统梳理了皋亭山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内涵和遗产价值，重点揭示了皋

亭山区独特的运河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名人传说，尤其对皋

亭山下作为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江南运河杭州段主干道“上塘河”的历史变迁

和文化遗产多有补缺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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