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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 年下半年，研究院学术交流及课题研究工作逐步恢复，在这

个阶段我院获批第四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 2020 年杭师大第三

批新型智库（项目），成功申报市咨询委委托课题、市教育局委托课题、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课题及青岛市商务局委托课题等 6 种，其中市咨询委课题

《世界城市排名变化与杭州城市发展对策研究》研究成果获浙江省委常委、杭州

市委书记周江勇肯定性批示，在服务社会领域，工作成效显著。 

 

工作动态  

我院新型智库建设项目“城市发展与战略研究”验收成功 

我院（前身：城市学研究所）于 2016 年 6 月申报的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振兴计划项目新型智库建设项目“城市发展与战略研究”建设期满，项目负

责人张卫良教授于 5 月 27 日在杭师大仓前校区行政楼 614 会议室进行了汇报，

经过专家会审考评，智库项目通过考核并验收成功。三年建设期间，根据智库申

报目标与计划，围绕城市国际化、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等

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科研成果颇丰。提交研究报告或政策咨询报告 27篇以上，

受省市领导批示的决策建议稿有 14 项以上；出版专著、编著、译著 12本以上，

其中，出版杭州城市国际化年度蓝皮书 2 本，包括《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

（2017）》《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9）》；发表到国内外期刊论文 34

篇以上；承担课题达 41项，其中杭州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22项，以及其他来自

国内外及省内外政企部门课题 19 项以上；举办、参加会议和开展调研活动等学

术交流活动达 141 次以上；举办讲座 13次以上，其中邀请来自罗马尼亚、法国、

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外专家开展的专题学术讲座达 10 次；举办有影响力的会议

多达 20 次以上。智库内部运行与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建立了跨学科、跨学院乃

至国际化协作与共享机制，并与服务对象单位建立了紧密对接和交流制度，并不

断丰富杭州城市国际化图书和信息资料库，完善运行基地官方网站和微信群公众

号等。在项目合作、学术交流和推广宣传中，智库在国内外影响力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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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调研西溪湿地 

7月 17日，我院张卫良院长课题组就 2020杭州市决咨办委托课题“杭州西

湖、西溪景区公共服务设施规范管理机制研究”对西溪湿地进行调研考察。本次

调研受到了杭州西湖、西溪景区管委会的热情接待，课题组通过实地走访西溪湿

地公园，与管委会负责人进行座谈，进一步了解了西湖、西溪景区的发展现状和

发展痛点难点。 

 

我院课题组参加 2020 年度杭州市决咨委合作研究课题进度推进会 

7 月 30 日，我院课题组参加 2020 年度杭州市决咨委合作研究课题提纲讨论

及进度推进会。本次会议在市民中心举行，参与会议的有浙江财经大学社情民意

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院、杭师大城市国际化研究院、

杭师大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市委党校的课题组以及杭州市决咨办领

导。我院课题组成员在会上汇报了课题提纲，交流课题进展情况，并讨论了后续

调研及研究方向。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8/03/7594028.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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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调研良渚遗址管委会 

8 月 10 日，我院课题组赴良渚遗址管委会调研杭州市决咨委课题“杭州历

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路径问题研究”。本次座谈就良渚遗址历史文化遗产数字

化建设进展、相关数字化产业发展以及运作难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市咨询委领导来我院做城市国际化专题调研 

9 月 3 日上午，市咨询委领导伍彬副主任、市咨询办沈金华主任和城市发展

研究中心决策咨询处左银宝处长来我院做城市国际化专题调研，学校科研院陈礼

珍副院长、人文学院刘正平副院长和院长助理林航出席，我院张卫良院长、黄宝

连副院长、徐海松研究员和科研助理魏燕萍参加，张卫良院长汇报了我院的发展

情况，展示了我院研究成果，并就杭州城市国际化发表了看法。市咨询委领导高

度肯定了我院这几年来所做工作，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了进一步加强

合作的方向。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8/18/7594413.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9/08/7595795.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9/08/75957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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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第六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 

9月 5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杭州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城市

国际化研究中心协办，为期两天的第六届世界城市史论坛在我校顺利举办。来自

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上海纽约

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山西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杭州国际

城市学研究中心和杭州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等 30 余位专家学者与

会。 

 

据了解，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自 2010 年起

首届圆满举办后，已坚持举办十年。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

论坛，引导并推动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进入该领域，为我院学科水平提升和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的世界城市史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开幕式由人文学院院长助理林航教授主持。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致辞，

对参会者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人文学院和历史系的整体情况，希望世界史

专业借此论坛进一步凝练特色和方向，以取得更大进步。随后，历史系主任周东

华教授介绍了历史专业及其论坛的基本情况，寄语世界城市史论坛有新发展。 

本次论坛围绕“文明互鉴：全球城市史研究对话”主题展开，既有传统欧美

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有近年来新兴亚非城市史的研究，拓展了

世界城市史的研究领域。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9/08/75957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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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朱明教授、湘潭大学胡强教授、浙江大学乐启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李海峰教授和我院张卫良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内容分别涉及欧洲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巴勒莫、英国伦敦穷困阶级与贫民窟、法国 19世纪 40年代工

人调查以及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宗教管理体制等问题。 

分组讨论环节，专家学者交流的内容涉及古希腊城市、中世纪的列日城，也

有威尼斯、汉堡、波特兰、伦敦等世界名城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和近代中国和

东亚地区城市发展的特征与路径；还包括了伦敦汤因比馆、伦敦地下空间、南非

种族隔离、美国城市公交、女性小脚与全球城市时尚、南亚和东南亚的城市更新

规划等话题。 

 圆桌会议环节，与会学者就我国世界城市史研究趋势和研究范式展开了热

烈的交流，并提出了思考和观点。 

我院参加浙江“重要窗口”建设与城市治理创新主题论坛 

张卫良院长于 9月 9日参加了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浙江“重要窗

口”建设与城市治理创新主题论坛，并与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博士及博士后

进行了座谈。与会专家就“重要窗口”建设与城市治理创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张卫良院长结合疫情影响与城市国际化问题发表了有关看法。 

我院课题组召开杭州哲学社会科学基地申报讨论会 

10 月 13日，我院课题组围绕第四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

工作召开专题讨论会，院长张卫良、院长助理林航、课题组成员魏燕萍等参加，

会议围绕申报书进行逐项梳理，讨论了后续研究项目的具体内容与方向。 

我院参加市人才工作处有关南京市委人才办考察组一行座谈会 

我院于10月22日上午在市人才办参加市人才工作处有关南京市委人才办考

察组一行座谈会，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处重点了解杭州人才发展“十四五”规划

和人才码、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系统建设的情况。张卫良院长就人才发展“十四

五”规划情况做了基本的介绍，并与来访嘉宾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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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人员参加“独具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建设暨《杭州的世

界名城之路》编纂研讨会 

10 月 27日上午，我院院长张卫良以及研究员黄宝连、徐海松参加了“独具

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建设暨《杭州的世界名城之路》编纂研讨会。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罗卫东校长主持论坛 

本次会议由杭州市决咨委主办，与会人员包括市决咨委领导、市决咨委委员

以及专家、课题组成员。与会专家就杭州世界名城建设以及《杭州的世界名城之

路》编纂方案提出了建议和思考。会上，我院张卫良院长提出要明确编纂的目的

和类型，同时也要注意应用型成果的时效性和引领性。黄宝连研究员对杭州城市

国际化方面提出了相关见解，徐海松研究员则就杭州的文化历史、旅游会展等方

面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8/7606930.jpg


 

7 

 

 

我院张卫良院长论坛发言 

 

我院黄宝连研究员论坛发言 

http://zcms.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8/7606933.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8/76069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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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徐海松研究员论坛发言 

我院长久以来致力于研究杭州的城市研究以及世界名城比较相关研究，并已

有丰富的成果，此次研讨会为我院进一步参与杭州的世界名城建设之路并为之提

供智力服务拓展了基础。 

我院参加学校 2020 年服务杭州工作会议 

10 月 28 日下午，学校召开 2020 年服务杭州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陈春雷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校长胡华主持会议，党委委员姜建忠参加会议。学校各职能

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部）服务杭州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及 2020 年服务杭州工

作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8/7606932.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9/76070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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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院长参加会议，并作为人文学院代表围绕平台建设的重要性、我院服

务杭州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建议等方面作了主题发言和交流。我院负责的 2020 年

杭州师范大学服务杭州工作有《杭州教育国际化示范校创建研究》《杭州未来社

区建设研究》等项目，目前均按照既定目标，进展顺利。 

 

 

张卫良院长作主题交流 

陈春雷书记作大会总结发言，他对近年来服务杭州所开展的工作给予肯定，

并指出要谋划好明年的相关工作，久久为功，把服务杭州工作高质量延续下去，

更好地服务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为杭州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9/7607054.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0/29/76070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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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召开决咨委合作研究课题报告完善讨论会 

11 月 2日晚，我院课题组围绕 2020 年度杭州市决咨委合作研究课题报告在

学校恕园 23 号楼 702 会议室召开完善讨论会。院长张卫良、副院长黄宝连、院

长助理林航、研究员张建春、研究员孙超、研究员魏燕萍等参加，会议围绕我院

研究员完成的《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对策建议》《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杭州样板建设的对策建议》《关于推进杭州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

对策建议》《杭州西湖西溪一体化及其保护管理问题的对策建议》《杭州引导小

镇消费，激活小镇经济的对策建议》等 5篇报告初稿进行逐项讨论，明确了各项

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方向。 

  

张卫良教授参加杭州市咨询办的课题评审工作 

11 月 12日下午，张卫良教授参加了市咨询办的“加快提升杭州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的城市形象软实力研究”、“对标五大国际时尚之都，高质量发展杭州时

尚产业路径研究”和“杭州市发挥三大世界遗产综合效应，探索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杭州模式’”的评审会议，在听完课题介绍后，各评审专家做了发言，并就

有关问题做了热烈讨论。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05/7608487.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05/7608488.jpg


 

11 

 

我院杭州市咨询委员会委托课题通过评审 

11 月 18日下午，由市咨询办主办的委托课题评审会在我校行政楼 212会议

室顺利举行，我院承担的《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项目的 8个子课题

通过评审并顺利结题。 

 

我院组织杭州市第五批教育国际化示范校专家评审会 

2020 年 11 月 19-20日，受杭州市教育局委托，我院组织了杭州市第五批教

育国际化示范校专家评审会。张卫良院长主持了此次评审，本次国际化示范校评

审首次以线上申报-审核制举行，评审组由杭州市各中小学知名教育国际化专家

以及杭师大教育国际化专家组成。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23/7616850.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23/76169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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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杭州市第五批国际理解教育示范项目专家评审会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受杭州市教育局委托，我院组织了杭州市第五批国际

理解教育示范项目评审会。张卫良院长主持了此次评审。 

 

我院参加 2020 江干区第二届中小学教育国际周活动 

12 月 8 日下午，张卫良院长参加了 2020 江干区第二届中小学教育国际周

—“杭州韵味杭州亚运”国际理解教育课题展示活动，并对课堂展示做了点评。

这是继去年第一届中小学教育国际周以后的又一盛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澳大利亚南桑利小学、江干区教育局、江干区教育国际交流指导中心和江干区相

关教师参加了会议。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23/7616954.pn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2/11/7621961.jpg


 

13 

 

我院研究人员参加《杭州的世界名城之路》研究提纲讨论会 

12 月 16 日，我院研究人员张卫良、黄宝连和徐海松参加了由市咨询委组织

的《杭州的世界名城之路》课题研究讨论会，听取了浙大城市学院幸福城市研究

院院长吴红列教授关于《杭州的世界名城之路》课题研究提纲的汇报，其后，莅

会专家进行了讨论，我院研究人员发表了相关意见。 

我院与青岛国际城市战略推进中心展开联合课题调研 

12 月 14 日--12 月 18 日，我院与青岛国际城市战略推进中心展开了为期一

周的联合课题调研。 

12 月 14 日，联合课题组赴天水街道办及湖滨街道办调研杭州国际化街区建

设以及夜间经济相关情况。课题组走访了杭州大厦、国大城市广场、武林广场、

湖滨步行街等国际化街区及夜间经济样板，并和街道办举行了座谈会，深入了解

街区打造及夜间经济建设情况。 

  

天水街道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2.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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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街道 

12 月 15 日上午，联合课题组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调研西湖、西溪

等景区智慧停车相关情况，并通过座谈详细了解西湖景区智慧出行系统以及智慧

停车建设。 

  

西湖景区 

12 月 15 日下午，联合课题组赴杭州钱运社区调研国际社区建设情况。通过

对钱运社区的实地走访和周边情况考察，与钱运社区管理方沟通座谈，了解杭州

优秀的国际社区运营方式以及建设路径。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4.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5.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6.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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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运社区 

12 月 16 日上午，联合课题组赴杭州火车东站及杭停公司调研智能停车场。

课题组首先来到杭州火车东站实地调研了火车东站的地下智能停车场，听取了管

理部门的情况介绍，随后赴杭停公司座谈，了解杭州智能停车厂建设的情况，以

及城市大脑与智能停车联动情况。 

  

火车东站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8.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9.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0.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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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停公司 

12 月 16 日下午，联合课题组赴杭州大厦 501 调研 Medical Mall。通过实地

走访 Medical Mall，考察调研国内首家健康医疗型购物中心、未来医疗市场的“拓

荒者”。 

 

medical mall 

12 月 17 日上午，联合课题组赴杭州文鼎苑社区调研国际社区建设情况。2016

年 12 月，文鼎苑社区被评为杭州市首批国际化示范社区。经过几年发展，社区

国际化建设已有显著成效。课题组通过座谈，了解文鼎苑社区的国际服务水平打

造以及丰富的社区文化建设情况。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2.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3.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4.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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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苑社区 

12 月 17 日下午，联合课题组赴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调研国际化医院建设。

浙大一院党委以及筹建办领导出席了此次座谈，介绍了浙大一院余杭院区的建设

和国际化医院打造情况。随后，课题组实地走访了浙大一院总部余杭院区，考察

了医院的实体建设情况。 

  

浙大一院 

为期一周的调研和座谈为联合课题组对城市国际化课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案例依据。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7.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8.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09.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9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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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  

我院获批第四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根据杭社规【2020】19 号文件公布，经专家评审，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批准，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中心）等 10 家研究机

构为第四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我院连续第二次成功获批杭

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院将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

署，按照《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杭社规〔2020〕9号）

要求，全面落实基地建设任务，积极开展基地工作，努力在全市社科领域发挥“思

想库”、“人才库”、“信息库”和科研示范带动作用，为服务于杭州经济社会

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杭州社科关于公布第四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通知：

http://www.hzsk.org.cn/portal/trans.aspx?id=4706&from=groupmessage&is

appinstalled=0 

我院获批 2020 年杭师大第三批新型智库（项目）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关于继续推进 “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工作的若干

意见（2015—2020）》、《杭州师范大学服务对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方案》（杭

师大发〔2016〕13 号 ），经个人申报、学院审核、科研院复核、校外专家评审、

校人文社科振兴计划领导小组审议、校长办公会同意、网上公示等程序，杭州城

市国际化研究院获批 2020 年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智库建设资助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网关于公布我校第三批新型智库（项目）建设的通知：

https://rwskc.hznu.edu.cn/c/2020-12-10/2493476.shtml 

立项课题  

6-12 月份课题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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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课题组在 6—12 月份期间，成功申报并完成的项目有市咨询委委托课题

《杭州城市发展系列问题对策研究》《世界城市排名变化与杭州城市发展对策研

究》项目及市教育局委托 2020 年杭州市教育国际化相关工作共 3 种。成功申报

并正在开展中的项目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课题《杭州市“十四五”人

才发展规划研究》，青岛市商务局委托课题《青岛市推进“国际化+”行动计划》

案例评估项目及《青岛市国际化示范点对标案例课题咨询》共 3 种。 

结项课题  

6-12 月份结项的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有： 

2019SKZD1  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 

2017JD24    世界名城参与式治理比较研究：以巴黎和华盛顿为例 

2018JD27  “后峰会、前亚会”时期杭州市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现状调

查与规范化研究 

2018JD28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研究 

2019JD25    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9） 

2019JD30    杭州“夜间经济”发展状况研究 

学术交流  

我院史利剑主任出席绿城管理集团未来社区专项设计沙龙 

6 月 30 日，我院史利剑主任出席绿城管理集团“未来社区专项设计沙龙”，

主讲 “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未来社区范式研究”。参与沙龙主讲的还有 GAD 杭

州副总鲁华、浙江东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SEA 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洪田芬。绿

城管理集团本级产品研发中心设计管理线全体人员和绿城乐居集团本级产品中

心设计管理线全体人员参与了现场会议，绿城管理集团、绿城乐居集团产品系统

人员和绿城体系内设计院设计人员参与了线上视频会议。本次沙龙聚焦绿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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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建设，为打造具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提供了

思路和参考。 

  

我院研究员参加全市统战部长会议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推进会 

7 月 16 日，我院研究员参加了杭州召开全市统战部长会议暨网络人士统战

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杭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市

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交流经验做法，部署工作任务，进一步推动全市统战工

作提质增效、争先创优。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润生，杭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陈新华出席会议并讲话。杭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志强主持。会上，滨江

区、西湖区、江干区和无忧传媒作工作交流发言。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网络大

咖·同心荟”、江干区“直播达人·同心荟”、拱墅区“运河·同心荟”新媒体

新青年联盟、西湖区“艺创小镇同心荟”、杭州高新区（滨江）“中国正能量网

红·同心荟”、余杭区“AI·同心荟”等 6家单位被授予“杭州市网络人士统战

工作实践创新基地”。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7/02/7590778.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7/02/7590780.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7/21/7593706.jpe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07/21/7593707.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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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给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汉南区）国际理解教育发展培训班授课 

 11 月 4 日下午，张卫良院长给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汉南区）国际理解教育

发展培训班授课，讨论题目“疫情常态化下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与实践”，主要介

绍了全球疫情流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变化、共同战疫以及杭州国际理解教育

的实践，课程内容受到学员的好评。 

 

张卫良教授参加英国史理事会会议 

11 月 7-8 日，张卫良教授作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赴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校区参加了英国史理事会会议。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是全国一级学会，会员人数

多达数百人，已有 40年的历史，对中国英国史研究与海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届理事会讨论修订章程，并酝酿换届选举的问题。会上，确定了今年的英国史

年会举办问题。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05/7608485.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16/761488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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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加第五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学术专场 

11 月 9 日，我院张卫良教授参加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国际城

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和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与城市治理创新》学术专场，并做了“疫情常态化下的

城市社区治理新问题与对策”，提出了疫情常态化下的城市社区问题，是否需要

建立应急管理体制的常态化，重塑城市空间与管理主体，建立信任、简单、自由

和安全的社区生活。 

 

我院研究人员应邀讲授“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型研究：以

未来社区为例” 

11 月 12日，我院城市更新研究室主任史利剑应邀为上市房企金地商置讲授

“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型研究：以未来社区为例”。史老师以

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型研究为主线，就未来社区的本质、发展

规划及实施案例等方面展开分享。 

浙江省自 2019 年提出“未来社区”建设以来，“未来社区”这一新概念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那么“未来社区”到底是什么呢？史老师提出，未来社区

是一场没有先例的实验性城市更新运动。切入点是“流量”，核心意义是要为城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16/761488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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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造未来，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课程以伦敦、柏林、新加

坡等国外未来城市为背景，依据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型，深度剖析了未来社区、特

色小镇等城市更新范式，并分享了他对未来社区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最后，史老师与金地商置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并为公司未来社区拓展方向

提供了新思路。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16/7614938.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16/7614939.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0/11/16/76149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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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传播学院一行来我院座谈交流 

11 月 26日下午，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何苗、非遗研究

所所长薛亚军、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刘曦一行 3人来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

研究院交流调研，我院院长张卫良、研究员尤东进、科研助理魏燕萍等参与座谈

交流。张卫良院长首先介绍了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工作开展，随后双方交流

了城市核心品牌打造、两宋文化研究及城市国际化课题等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并

探讨今后合作发展的可能。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0.jpg
http://urban.hznu.edu.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1/02/08/76288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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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获杭州市委书记批示 

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承担的杭州市咨询委员会课题《世界城市排名变化与

杭州城市发展对策研究》研究成果被 2020 年第 18 期《杭州信息·决咨专报》采

用，并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获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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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际化开启区域经济发展新时代：杭州城市国际化中长期战略研究》

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院研究员黄宝连所著的《城市国际化开启区域经济发展新时代：杭州城市

国际化中长期战略研究》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 2020年 10 月出版发行。该书撰

写获得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建设经费及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

院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本书基于推进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实际工作者和城市发展研究者的双重视角，

从综合战略、专题战略、政策战略、区域战略和城市大事记等多个维度，透视杭

州城市国际化中长期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