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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简介

“一带一路”城市大会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下简称“工发组织”）和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共同举
办，旨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致力于促进各个城市
政府及利益攸关方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包容及可持续的城市-产业协同发展，打造一个分
享发展成果、应对发展挑战、提高发展能力的城市级平台。

通过高级别政策对话、城市议题论坛、展览、城市对接会和文化表演等众多活动，大会将为与会者提供
建立伙伴关系、交流最佳实践的机会。

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带一路”城市大会不断发展，每年围绕城市发展引入新主题，吸引更多参与
者。与会人数的逐年增长，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城市大会已成为促进城市间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平
台，并且在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案例城市的踊
跃参与充分体现了会议不断扩大的趋势。

第四届“一带一路”城市大会：新工业革命连通城市发展

在以往大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四届“一带一路”城市大会将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标题中的“4.0”象征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此次第四届大会。会议旨在
从多角度探讨城市如何利用先进技术和新工业方案，减少城市碳排放、改善公共服务、创造新的就业机
会以及吸引高技术劳动力，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影响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通过村庄规模经济为
城市化做出了贡献，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电气化则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距
离却随着汽车的使用正在缩短。工厂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加，导致了城市的扩张、拥堵、污染和土地消
耗。然而，城市化和工业化也从总体上改善了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是不平衡和不受控的，这就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环境枯竭和城乡关系不平等等诸多
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改变这种模式，因为工业流程的自动化和计算机的引入，使得便捷的通信甚至远程

www.unido.org/
1st-bridge-cities-event

www.unido.org/
2nd-bridge-cities-event

www.unido.org/
3rd-bridge-cities-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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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届“一带一路”城市
大会的信息:

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城市
大会的信息:

关于第三届“一带一路”城市
大会的信息:

> >

http://www.unido.org/ 1st-bridge-cities-event
http://www.unido.org/ 1st-bridge-cities-event
http://www.unido.org/ 2nd-bridge-cities-event
http://www.unido.org/ 2nd-bridge-cities-event
http://www.unido.org/ 3rd-bridge-cities-event
http://www.unido.org/ 3rd-bridge-cities-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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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为可能。而当物联网、自动化、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被用来影响工业生产时，数据处理和互联网
科技的颠覆性潜力得以爆发，劳动力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被大大提高，从而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
于是，工业化影响城市化转变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通过影响城市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对未来的城市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资源和废
物将被重新利用，为居民提供服务。因此，智慧和可持续城市的概念能否实现，将与这些流程和技术的
应用息息相关。

来源：M源ller Bernhard等 (2014), 先进制造业/工业4.0和城市发展, 波恩：德国国际合作协会 GIZ 有限公司。

第四届“一带一路”城市大会将提供一个讨论这些重要议题的平台，并注重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共享
和连通性，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原则。

1.0 2.0 3.0 4.0

18世纪末

19世纪末/20
世纪初

20世纪70年代初期

现在

工业革命

城市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
在水和蒸汽动力发展下引
入机械生产设施

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电能发展下引入劳动分
工和规模生产

第三次工业革命
使用可进一步实现生产自
动化的电子和IT系统

第四次工业革命
使用信息物理系统

村镇的城市化

城市扩张和功能分化

• 城市扩张

远程办公为偏远地区提
供了新视角
• 生态城市
• 紧凑型城市

复合型土地利用-工厂回
到城镇
• 智慧城市
• 包容性综合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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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念

本章节将详述会议内容及安排。本届大会为期两天，重点聚焦“工业4.0”:

 

A. 全体会议：受邀参加全体会议的发言人和专家组成员将为城市发展利益相关方提供政策建议，旨在实
现可持续的城市-产业发展。每节全体会议都将在城市层面研究一系列与工业4.0相关的具体挑战。

第一节分会议将分析高科技园区和创新中心如何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第二节分会议将探讨数字技 
术在促进循环经济中的作用，第三节分会议将围绕智慧交通及其如何影响智慧城市发展开展探讨。

B. 城市对接会议：城市对接会议旨在向案例城市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关方、市长和决
策者，展示具体的城市工业发展方案和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一个特别议题将聚焦在区域方面，突出区域
城市群之间的相互连通性和相互依赖性。另外两个议题将秉承丝绸之路和大陆丝绸之路的发展理念，注

城市对接会议

• 市长圆桌会议和商业圆桌会议
• 议题1：区域方面
• 议题2：城市对接会议1
• 议题3：城市对接会议2

全体会议

• 开幕式
• 第1节                                                                      
• 第2节                                                                      
• 第3节                                                                      

展览

文化表演

理念

宏观层面 城市层面 大会层面

创新是工业4.0革命性影响
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可以
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何促进城市创新，并创造新的就业机
会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城市-产业
发展？

第一节会议：重新思考城市
创新：高科技园区和创业中
心为城市经济提供动力

先进的工业是节能且环保
的

如何解决城市垃圾（以及因此失去的经
济机会）以及负面的工业溢出效应，包
括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质量降低？

第二节会议：循环经济中城
市的定位：数字技术的作用

工业4.0方案和平台可以面
对各种发展挑战

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更有效地管理
城市交通、市政服务和基础设施？

第三节会议：改变城市交
通：智慧城市的智慧交通

>

>

>

>

>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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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促进建立案例城市之间的伙伴关系。 此外，会议还将组织市长圆桌会议，以促进城市领导人之间的交
流，共同探讨工业4.0和智慧城市领域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具体项目合作等。

C. 展览和文化表演：文化表演将进一步丰富会议内容，展示相关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文化遗产和传统。
此外，会议期间将展出一个关于实践方案和先进技术的展览。

2.2. 会议安排

A. 暂定结构

开幕式 

2019年9月3日

2019年9月4日

结构

展览开幕

1 2

全体会议第1节

3

午餐/文化表演 4

全体会议第2节 5

工发总干事主持的
招待会

7

全体会议第3节

68

市长和大使早
餐会

一带一路”会议闭幕式
及答谢会

14

议题1：区域方面

午餐/文化表演

议题2：城市对接
会议1

议题3：城市对接
会议2

10

11

1312

9

市长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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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议设计及职责

所有会议都将以讨论导向的方式设计（“达沃斯风格”）。为了促进与观众的交流，将在每次会议结束
时为一般性讨论分配更多时间。每个小组会议将包括主持人、主旨发言人和平均三名专家组成员。小组
成员的角色概述如下:

• 主持人：主持人负责会议暖场、介绍小组成员，并主持讨论和观众的参与。主持人还必须确保专家
组成员遵守规定的时间。

在主旨发言人和专家组成员发言之后，主持人将向专家组成员提出问题。主持人将接受观众提问并
转述给相关专家组成员。在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将简短评论，并总结会议讨论的结果。

• 主旨发言人：主旨发言人发表演讲，确定会议主题。

• 专家组成员：专家组成员的主要角色是在会议范围内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在最初的简短陈述之
后，主持人或观众将向每位专家组成员提问。因此，要求专家组成员谨遵规定时限，并与主持人合
作。

               案例城市

案例城市是会议创新设计的核心。案例城市可以面向其他城市和参与者，展示本地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
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在国际受众中获得知名度和关注度。此外，会议将重点推动案例城市之间的相互
联系并协助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将其作为个案对待。

          

              

  3

展览

文化表演

城市对接会议

照片：第三届“一带一路”城市大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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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与合作

会议欢迎各合作城市、组织、公司以现金或实物方式为以下活动提供赞助：

此外，通过宣传、动员发言人和与会者以及确定案例城市来支持活动的组织和公司，也将作为“活动
级”合作伙伴。“活动级”合作伙伴将在所有与活动相关的材料、活动、网站上显示。

               参与和注册

初步估计将有至少650名与会者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市政府、发展银行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部
门、商会、国际组织、城市专家和学术界的代表。

由于会议相关活动的名额有限，参会名额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请有意参会的嘉宾、发言人和展览组
织者关注并完成注册程序，以确保及时办理出入会场的参会证件。会议将于2019年5月在www.unido.org/
bridge上开放注册。

为了您的信息和安全，会议的注册平台将遵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规 (GDPR)。

  5

“一带一路”会议闭
幕式

录音录像

品牌商品

专家组成员机票

展览

午餐

工发组织总干事主持的
招待会

赞助者可获得:

• 工发组织旗舰活动——第四届“一带
一路”城市大会的“活动级”合作伙伴身份；

•  国际曝光度；

•  可见于会议官方网站
 （ www.unido.org/bridge-for-cities） ;

•  可见于会议出版物；

•  可见于会议议程及纪录片；

•  可见于会议宣传材料
（横幅，海报，会议纪念品等）；

•  在工发的社交媒体渠道
（Facebook，Twitter，微信）

上的曝光度。

会议登记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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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语言

英语是“一带一路”城市大会4.0的工作语言。会议将全程提供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同声传译，但具体情况
将视实际需求和预算而定。大会纪要将在会后发布，语言为英文。

                签证要求

与会者需自行安排签证及入境许可，并确保持有需在其他国家转机入境维也纳的相关文件。工发组织和
联合国没有签发签证资格，因此不对因未经许可的旅行和入境而产生的任何法律或政治后果负责。

                     联系方式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官方活动网站： www.unido.org/bridge-for-cities. 

Contact persons:

Mr. Ralf BREDEL 
方案、伙伴关系与驻地统合司, 亚太地区处, 处长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300 
1400 Vienna, Austria 

Mr. Kanishka Raj RATHORE
方案、伙伴关系与驻地统合司, 亚太地区处, 伙伴关系与协调专家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300
1400 Vienna, Austria

胡洁雯 主任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国际合作部

1102-1106, 11/F, Two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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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3 1 26026 3249
网址: www.unido.org
邮箱: r.bredel@unido.org

电话: +43 1 26026 3436
网址: www.unido.org
邮箱: k.rathore@unido.org

电话：+852 5545 6070
网站：www.fc-ssc.org
邮箱：jiewen.hu@fc-s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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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300, 1400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1) 26026-0, Fax: (+43-1) 26926-69
E-mail: unido@unido.org, Internet: www.unido.org

Finance Center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1102-1106, 11/F, 
Two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China
Telephone: +852 3758-2366, Fax: +852 3758-2879
Email: general@fc-ssc.org, Internet: www.fc-ss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