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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筹办

打造全球规模建筑大赛
这是一份人居城市的全球邀请。
2003年10月，威海市荣获了“联合国人

居奖”，成为当年度全球唯一获奖的城市政
府。为了扩大影响、倡导“人居”城市理
念，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2004年9月威海市举办了全球第一个以
人居为主题的节日——— 中国威海国际人居
节。目前，威海市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威
海国际人居节。人居节这个无形资产和“名
牌商标”，已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2004
年9月1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
任安娜女士在出席首届人居节开幕式时说：
“这既是威海的第一个人居节日，也是世界
上以人居为主题的第一个节日，是威海人民
的一个创举”。2009年9月5日，国际建筑师
协会主席路易斯·考克斯(Louise Cox)女士
说：“人居节的主题鲜明、立意深远、内涵
丰富，从诸多人居指标考量，威海的人居环
境都是最完美的，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山东省政府、中国建筑
学会等上级部门的领导也多次对人居节的成
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纷纷称赞“人居节办
在威海，利在全国，不仅是威海人民的节
日，更是全国人居环境建设事业的盛会”。

基于中国人居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也基于建筑设计师在人居事业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同时也为了延伸人居节创设初衷，
使人居节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打好人居环
境保护与建设的根基，建设一处人居环境研
究、设计的基地。2004年，中国建筑学会、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威海市人民政
府，郑重发起创办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
奖赛。

作为国内首个由城市政府组织的综合性
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
计大奖赛搭建起全球建筑设计师尽展才华和
合作交流的舞台，推进了人居建设事业的繁
荣发展。培育建筑设计师成长的摇篮，打造
国际建筑设计领域的“戛纳”，已成为威海
这座“蓝色休闲之都 世界宜居城市”的不
懈追求。

2017年8月17日至18日，第九届中国威海
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暨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
设计方案竞赛评审会议在威海举行。比赛共
收到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242个建筑设计单
位、191所高等院校的参赛作品2072份，呈现
出参赛范围最广、参赛作品质量最好、境外
参赛作品数量最多、参赛院士和大师人数最
多、参与专家学者层次最高等特点。

8月17日，威海市副市长周永迪在大奖
赛评审会议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威海国
际建筑设计大奖赛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旨在
展示建筑设计精品佳作，打造国际建筑设计
领域知名品牌。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共同努
力，不断提升大奖赛的国际化品牌化水平，
让建筑设计界更多地聚焦威海，让优秀设计
作品更多地出自威海。

8月18日，威海市委书记孙述涛在参观
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暨2017
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获奖作品展时
表示，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不仅为国内外建
筑设计师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
台，也为威海城市规划设计注入了新理念、
新思路。希望广大设计师积极为威海城市建
设出谋划策，将更多前沿的设计理念和优秀
的设计作品带到威海，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
设的层次和水平，共同把威海建设得更具品
位、更富魅力，让威海的宜居品牌更有内
涵、更加响亮。

权威云集

巅峰盛会聚拢业界精英
这是一次大师云集的高端对话。
作为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重要主题活动

的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由中国建

筑学会、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威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为建筑设计师提供
展示综合实力的舞台，使其成为培育建筑设
计大师成长的摇篮。

大奖赛举办9届以来，先后有3名联合国
人居署官员、21名国家两院院士、28名全国
建筑设计大师、8名国际建筑设计大师参加
过大奖赛有关活动。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一刚、吴硕贤、郑时龄、常青，中国工程
院院士关肇邺、何镜堂、马国馨、程泰宁、张
锦秋、戴复东、魏敦山、钟训正、李道增、沈
士钊、邹德慈、王小东、侯立安、江欢成、崔
愷、孟建民、王建国，法国著名国际建筑设
计大师马丁·罗班等，均担任过专家评委或
多次出席大奖赛评审会议、颁奖晚会。

大奖赛的感召力不断增强，参赛作品数
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参加大奖赛的专家学者
层次逐年提高，已成为培养年轻建筑设计师
和展示建筑设计大师成果才华的重要平台。
这9届大奖赛，共收到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
参赛作品7419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
3371份，先后有36890名建筑设计师、19806名
在校大学生参赛，已培养了4351名年轻建筑
师。特别是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数字北京
大厦、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北川文化中心等
获奖项目已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经典之作。
目前，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已成为
国内外建筑设计领域的著名赛事，是全国第
一个由地方政府发起组织、连续举办时间最
长的大型专业性赛事活动，成为威海闪亮的
城市品牌，是威海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8月17日至18日，中国建筑学会、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威海市人民政府在威海
市举行了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
赛暨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评审
会议。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李兴军出席评
审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崔愷，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
师魏敦山，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和多位全国工程设
计大师及知名学者共13名专家担任评委。

在这场国际性的建筑大赛上，专家荟
萃、大师云集，他们聚焦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生态节能的设计思想，与地域文化、民
族特色、时代风貌有机结合，引领了中国建
筑设计的未来。

引领潮流

精彩赛事创新建筑理念
这是一场探讨全球建筑发展趋势的巅峰

盛会。
作为立足建筑设计理念前沿，引领建

筑设计潮流的国际赛事，第九届中国威海
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突出“健康城市·共享
发展”这一主题，探索地域、文化、环境、
生态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旨在促进建筑艺术
的交流，推动建筑创作的发展，展示建筑
设计精品佳作，打造国际建筑设计领域知
名品牌。

此次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的参赛内容
以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居住建筑为主，
含城市设计、小区规划、景观设计等，参赛
对象来自国内外各有关规划、建筑设计企
业，或知名建筑企业的设计人员及大专院校
师生等。

按照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组织规则与评
奖办法以及历届获奖比例，共评出金奖2
名，银奖5名，铜奖11名，优秀奖99名。这些
获奖作品包含中国两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具有立意深刻、构
思巧妙、内涵丰富、技艺精湛等特点，在满
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
生活气息，注重与地域特色、历史文脉、生
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为繁荣建筑创作、提高
设计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和宝贵的借鉴。

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的主
题是“微空间”——— 城乡空间修补设计，参

赛者自己发现和定义一处“微空间”，并提
出设计挑战、制定相应的设计任务书。参赛
对象是国内外各有关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
本次竞赛共收到参赛作品1007份，参赛作品
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意大利米兰理工大
学、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香港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
191所高等院校，参赛大学生3690名。

按照大赛组织规则与评奖办法以及历届
获奖比例，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
赛共评出金奖1名，银奖6名，铜奖15名，优
秀奖123名，“最佳指导老师奖”21名。这些
获奖作品，不乏在校大学生等青年才俊崭露
头角的优秀作品，具有内容丰富、题材广
泛、风格多样、视觉多维等特点，并充满民
族自信心，富有创新精神和挑战精神，在建
筑节能、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都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对坚
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
针，繁荣和发展建筑创作，推动城镇化建设
等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交流合作

宜居威海品牌走向世界
这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威海举办国际人居节，用这样一个舞台

来推动建筑创作行业的繁荣和发展，推动建
筑设计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威海走向世界。
2017年4月20日，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威海期
间，对威海举办的人居节和大奖赛活动给予
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办好中国威海国际
建筑设计大奖赛，打造建筑设计国家平台，
展示建筑设计精品佳作，让更多建筑设计人
才脱颖而出，培育国际建筑设计领域知名品
牌”；陪同李克强总理考察的山东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指出：“威海举办人居节
和建筑设计大奖赛是好事，一定要把好事办
好，省委、省政府将给予全力支持。”住建
部主要领导同志也当场表示：“建筑设计大
奖赛不仅是中外建筑师交流合作的舞台，也
是助推青年设计师成长的平台。住建部一定
会支持威海提升建筑设计大奖赛的层次，打
造建筑设计国家平台。”

8月21日，威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
海波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会议
安排部署了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筹备
工作，要求按照有新创意、新提升、新实效
的原则，精心组织策划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
等系列活动，不断提升人居节知名度和影响
力。要坚持与产业相结合，积极搭建招商引
资平台，促进建筑设计等产业集聚发展。

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主题是“提
升城市设计·繁荣建筑文化”，将重点举行
一个仪式、两项竞赛、三个展览、六个会议
等12项主题活动，威海国际人居节期间的学
术论坛活动和中外建筑设计作品展，成为与
会专家学者交流艺术理念的平台和分享思想
硕果的盛宴。

本届人居节期间，将在威海国际展览中
心举办3个大规模展览，总展出面积8000多平
方米，是国内外建筑设计类专项展览活动
中，展出作品内容最丰富、参展国家最多、
参展范围最广、展出规模最大、展出档次最
高、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其中，优秀建筑设
计作品展主要包括梁思成建筑奖获奖者、何
镜堂院士等代表性作品展；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第二批田园建筑优秀实例作品展；2015—
2017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奖中国获奖作
品展；中外合作设计项目作品展；2017（首
尔）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绿色发
展——— 主动式建筑专题展等12大板块的建筑
作品展示。同时，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
设计大奖赛暨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
竞赛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作品也将在
人居节期间展出。

此外，“贯彻建筑方针，增强文化自
信”——— 加强建筑设计工作座谈会、中国建
筑学会十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第九届中
国威海国际人居节主题报告会、城市健康与
人居环境高峰论坛、国际建筑设计高峰论

坛、学术沙龙等六场会议也将在人居节期间
举行。

2017威海住宅产业博览会将在9月15日至
17日，在威海国际展览中心C馆举行，主题
是“宜居·幸福·创新·跨越”。主要展示威
海的精品住宅及养老、度假、旅游、改善型
楼盘；知名家居建材品牌、家居商场、家装
公司；房产、家居相关链条产业，如绿色建
筑、环保节能和智能化建筑设备企业等。本
届住博会是对威海地级市成立三十年来房产
行业发展及人居城市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
阅，是代表威海三十年住宅产业发展水平典
范楼盘项目的集中亮相，是高新住宅科技、
创新住宅建筑理念的交流碰撞，是威海优质
高端家居建材品牌、前沿家装设计风尚的集
中展示，对住宅产业发展来说，具有承上启
下、促进转型跨越的重要意义。

人居盛典

奏响宜居城市幸福乐章
这是一个人居之城的幸福样本。
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以“幸福人居”为

核心，由内到外，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实
现了人居文化的纵横延伸、广泛覆盖。以节
为媒，威海依托内涵丰富的品牌活动、专家
云集的高峰论坛、精彩纷呈的休闲赛事、全
民参与的互动模式，向世界展示着蓝色威
海、宜居威海、幸福威海的良好形象，唱响
了“蓝色休闲之都，世界宜居城市”产业蓬
勃、文化繁荣、人居和谐的精彩乐章。

从2017年开始，中国建筑学会、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威海市人民政府将结合
建设中国威海建筑设计国家平台，定期举办
两年一届的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
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等活动，不定
期组织国内外建筑创作、城市规划与设计学
术交流、高峰论坛、科普及奖项评审等活
动，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建筑文化，促进中
国建筑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建设和谐人
居环境，将建筑设计融入威海的城市与生活
之中，“宜居威海”的品牌走向世界。

在这里，人们将听到来自全球最顶级建
筑设计师、城市规划专家关于中国设计的最
高端对话，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话题，进
而影响到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从实践层面推
动中国城市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作为人居节重要主题活动的中国威海
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其赛事活动的感召力
不断增强，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
高，参与赛事的专家学者层次逐年提升，已
经成为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影响力的重
要公益性赛事。近年来，还先后举行了5次
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全面倡导‘适
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设计理念，
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生态节能建筑的特点，
立意比较高远，定位比较鲜明，特色比较突
出，既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自
我、互动学习、交流提升的高端平台，也为
大学生走向社会做了重要铺垫。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发掘一批有创意、有思想、有担
当、有自信的青年才俊，逐步将这项竞赛培
育成青年建筑设计师成长的摇篮。下一步，
中国建筑学会将与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威海市人民政府密切合作，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培育具有国际视野、民
族自信心建筑师队伍的重要指示，切实落实
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威海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办好建筑设计大奖赛，进一步发展
繁荣中国建筑文化，促进中国建筑文化与世
界各国的交流，建设和谐人居环境，营造更
加美好、更加和谐的人类生存空间，让中国
威海国际建筑设计之梦把我们带到更加美好
的明天！”中国建筑学会领导同志表示。

人才济济的建筑设计大赛、学术泰斗聚
首的专业论坛、精品荟萃的房产展会、高潮
迭起的文体活动、客商云集的经贸洽谈等活
动，见证了中国威海建筑设计国家平台的建
设步伐，也使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成为融国
际性、专业性、参与性、娱乐性和市场化、
品牌化、特色化、层次化为一体的国际人居
文化盛会。

共襄一座人居城市的全球盛会
——— 中国威海建筑设计国家平台建设纪实

初秋威海，一场万众瞩目的全球人居盛会正
徐徐拉开大幕。

共襄盛会谋发展，奋力崛起谱新篇。这是一
场引领全球建筑发展的巅峰盛会，契合人文与城
市和谐共生的精髓，成就设计与建造的共赢。一
系列国际建筑设计大赛的举办，打造建筑设计的
“戛纳”，培育建筑艺术的“诺贝尔”，威海这
个城市建设建筑设计国家平台的步伐，正加速迈
进……

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于9月15日至17
日举办。围绕“提升城市设计·繁荣建筑文化”
主题，本届人居节将举行第九届中国威海国际建
筑设计大奖赛、2017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
赛、优秀建筑设计作品展、2017威海住宅产业博
览会、建筑设计工作座谈会、城市健康与人居环
境高层论坛、国际建筑设计高峰论坛等活动。

八届积淀，数载提升。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
已成为全球人居领域的盛会，它凝聚了威海城市
发展的科学成果，搭建了全国人居环境领域的学
习交流、开阔视野、启迪心智的高端平台，推动
了全国人居环境事业的全面发展。人居节不仅是
威海人民的重要节日，而且成为展示中国人居环
境事业品牌的形象窗口，也必将见证国际化威海
更幸福的未来。

4届金奖———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作者：赵晓军等 6届金奖———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作者：李立等 6届金奖——— 北川文化中心 作者：崔愷等 6届特别奖———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作者：何镜堂等

6届银奖——— 威海环翠楼 作者：郭黛姮等

7届金奖——— 中国杭帮菜博物馆 作者：崔愷等

8届金奖——— 上海鞋钉厂改建项目 作者：张姿等

8届金奖——— 德阳市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
作者：崔愷等

9届金奖——— 范曾艺术馆 作者：章明等 9届金奖——— 延安大剧院 作者：赵元超等7届金奖——— 园韵：新旧共生 松花江路历史建筑更新改造 作者：何镜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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