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SCRNC 2018）暨 

“城市收缩，中国城市化的另一面”主题会议 

 

 

会议指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 年 11 月 3 日 



会议组织机构 

 

 

主  办：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CRNC）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承  办：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协  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城市实验室(BCL)、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期刊支持：《城市发展研究》、《西部人居环境学刊》、《人口与经济》、《经济与管理研究》、《测绘学报》、《测绘通报》 

媒体支持：国匠城、澎湃新闻市政厅、界面新闻



会议日程 

会议报到 
时  间：2018 年 11 月 2 日 16:00-20:00 

2018 年 11 月 3 日 08:00-11:30 
地  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远楼一层西侧大厅，北京市丰台区张家路口 121 号 

开幕式：11 月 3 日 
9:00～9:15 

主持：姚东旭 教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教授致词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朝晖博士致词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CRNC）发起人清华大学 龙瀛研究员致词 

合影 
9:15～9:25 

合影、茶点 

主题报告一 
 

9:25～11:05 
主持：叶堂林 教授 

 

李诚固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收缩城市的研究展望 

李桂君 
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国内外城市收缩研究：一个文献计量分析 

龙  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导，北京城市

实验室 BCL 创始人和主任 
中国收缩城市的精细化识别与空间表征评价 

陈荣辉 澎湃新闻英文版 Sixth Tone 视觉总监 收缩城市与快手少年 

李  郇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

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珠江三角洲“机器代人”对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影响 

姜  鹏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智慧城市

和大数据研究所，所长 
收缩城市的非典型性研究 



11:05～11:15  茶歇 

自由发言一 
11:15～11:55 

主持：段霞 教授 

戚  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收缩城市与人口收缩区:差异与联系 

程  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城

市规划师 
中国边境收缩城镇：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 

陈雨露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德国小城镇收缩研究-以萨克森州为例 

雷  链 
英国 UCL 规划系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

生 
国外收缩城市的规划应对策略研究 

11:55～12:10 点评 
点评嘉宾：崔功豪教授、安树伟教授、王亚男主编、方志主任、魏小奋主任 

12:10～13:30  午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燕泽轩餐厅 

主题报告二 
13:30～15:30 

主持：李诚固 教授 

曾  卫 
重庆大学、国家外专局外籍专家教授，博士生导

师 
环境地质灾害影响下的山地城镇衰落研究 

宋小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强度城市化地区空地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 

吴  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 
国土空间中的增长区与收缩区 

李  鹤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

员、硕士生导师 
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刘  洁 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副主任 
基于人口守恒定律的东北地区收缩城市资源优化配置

研究 

李  昊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拓展总

监 
何以弥留——收缩城市的文化意向与品牌重构 



15:30～15:50 茶歇 

自由发言二 
15:50～16:50 

主持：龙瀛 研究员 

张  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高级项目数据分析师 
减量规划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趋势分析 

高舒琦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中国收缩城市的空间失序研究：感知、识别与解译 

杜志威 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0 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化与影响因

素 

焦林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硕士 
精明收缩与乡村振兴视角下平原乡村的收缩特征与优

化策略：——以豫东农区为例 

宋俊健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 
收缩城市的识别界定及其时空成因分析 
——以四川省县域城市为例 

孙  青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城市收缩类型及复兴 

16:50～17:40  点评与互动交流 
点评嘉宾：崔功豪教授、安树伟教授、王亚男主编、方志主任、魏小奋主任 

17:40～17:50  闭幕式 
主持： 吴康 副教授 

18:00～20:00  晚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燕泽轩餐厅 

11 月 4 日 学术考察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介绍 

城市人口的收缩由来已久，德国政府资助项目（Shrinking Cities）已经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 100 万的 450 个城市地区，

总体上失去了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德国学者近几年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发表在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B 上），以居住

人口作为评价指标已成为共识。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于，（1）全球化背景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转型，

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和产业资本外流；（2）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郊区化、战争、自然或人为灾害、老龄化或低生育率，

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 

在中国，收缩现象还为增长的主流所忽视，规划实践上人口必须增长的桎梏观念还鲜有突破。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

加工工业的衰退和国内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都使中国城市增长的条件发生变化。龙瀛和李郇博士 2014 年开始关注收缩城市的

研究，例如龙瀛博士从三个尺度（小区、乡镇和城市）对中国局部收缩现象进行研究，李郇针对珠三角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性研究。国

内 关 注 收 缩 城 市 研 究 的 学 者 ， 于 2014 年 11 月 共 同 发 起 了 “ 中 国 收 缩 城 市 研 究 网 络 ”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5-shrinking-cities/），将持续跟踪收缩城市方面的国际研究并开展国内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工作，目前网络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按参加顺序）：龙瀛，李郇，吴康，杨东峰，朱玮，张学良，李志刚，崔功豪，黄鹤，

周江评，冷红，姜鹏，刘合林，刘行健、叶信岳、周恺。 



 

 

 

 

 

 

 

• 2017年1月20日，北京市科委发布了《2016年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名单》，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正式入选。 

• 重点实验室依托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首批首都高端智库&北京市2011协同创新中心），并与清华同

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建。 

• 重点实验室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首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对于推动整合城市与区域科学的理论研究及智库公共决策具有重要的

支撑作用。 

• 现有校内外研究人员近20人，学科背景覆盖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城乡规划与管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

学等，是一支跨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 

 



 

 

博远楼第 2报告厅 

燕泽轩餐厅 

（第三餐厅三层） 



主要参会人员名单 

（截止 10 月 30 日报名，按单位音序排列）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张淑清 安徽财经大学 

梁军辉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李绍辉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余婷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杨钦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康碧琦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曾荣俊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刘杨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谢盼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曾卫 重庆大学/国家外专局外籍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西部人居环境学刊》主编 
陈雨露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陈嘉伟 电子科技大学 

姚媛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艺凡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刘洁 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副主任 
李诚固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艳军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周国磊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马佐澎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伟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付苗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佟瑶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轼博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颖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段利鹏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夏婧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启萌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刘昕哿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谭思晗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付慧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徐惠孝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孙宏日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 
胡语宸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李倩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陈立雪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高舒琦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杜志威 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何昊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助理城市规划师 
张苏 贵州理工学院大数据学院教师 
彭智育 贵州理工学院教师 
姜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所所长，中国城科会城市大数据专委会委员 
李彤辉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学生 

汪潇 河南农业大学 

朱俊成 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蒋凯 华夏幸福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 



蒲劲秋 华夏幸福都市圈研究中心研究员 
时二鹏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高喆 华中师范大学讲师 
闫桂花 界面新闻编辑 
王茜茜 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 
崔功豪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资深教授 
阿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 
陈荣辉 澎湃新闻英文版 Sixth Tone 视觉总监 

龙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特别研究员/博导，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创建人与执行主任，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雷链 英国 UCL 城市规划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生 
方奇 清华海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孙青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研究生 
曹璐 上海麦卡克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矫姝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 
刘玉博 上海社会科学院 

宋智勇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负责人 
倪超军 石河子大学副教授 
杨开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姚东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叶堂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段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城市群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安树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吴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高超 唐山师范学院讲师 
周玲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 
邓化媛 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高级规划师 
焦林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助理工程师 
宋俊健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学生 
刘捷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陈宁歆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汪琳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李晨晨 云南大学学生 

刘朝晖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城科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李昊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拓展总监，智慧城市高级专家 
袁俊军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编辑 
宋小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心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读硕士研究生 
王姝苓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 
温彦平 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 
杨洋 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洪顺发 中国海洋大学 
王颖 中国海洋大学 
胡亚萍 中国海洋大学 
程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城市规划师 
戚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李鹤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 
温佳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李郇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伟攀 中山大学 
秦小珍 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生 

李桂君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科研处处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大

学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廖建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师 
金浩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霍思伊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时政组记者 

王亚男 CSSCI 期刊《城市发展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方志 CSSCI 期刊《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魏小奋 CSSCI 期刊《经济与管理研究》 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