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 :
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
Guangdong Provincial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日期 2016 年 9 月 23 日 ( 星期五 ) ( 研討會 ) 時間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日期 2016 年 9 月 24 日 ( 星期六 ) ( 技術考察 )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半
地點 原•區或環保園或科學園

粵港澳可持續發展研討會於二零零二創辦，由廣東省、香港以及澳門三地的資深工程師組
成的委員會合力主辦。是次第八屆會議由香港承辦；承辦單位分別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環
境分部及土木分部。而合辦單位為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及澳門工程師學會。今年研討會的
主題為「一帶一路下大灣區可持續發展機遇與挑戰」。「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對內發展的重
要戰略。
「一帶一路」倡議所秉持的理念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和互利雙贏。
本屆研討會將會按“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及共享發展”的理念，就
「一帶一路」設立七大範疇並加以探討，包括﹕一帶一路大灣區未來發展趨勢及思路；珠江
三角州在十三五計劃的未來發展路向；世界國際于大灣區發展與機遇；可持續發展總體規
劃及挑戰;各地面對的可持續發展和合作機遇與戰略;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交通、物流、訊
息/智慧城市、人流、環境及綠色發展（空氣，水，綠色建築）、能源供應及使用;及氣候變
化的機遇與挑戰、社會文化發展以及邁向可持續國際化的標準與管理。目的是加強各界對
「一帶一路」的認識，為將來的機遇與挑戰作出準備。
主禮嘉賓

黃錦星先生,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

早鳥優惠

HK$90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000

（包括技術考察）

一般註冊費

HK$99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100

（包括技術考察）

（*早鳥優惠需於8月23日前報名）
研討會查詢

備註

研討會秘書處
許善雯小姐 / 王思惠小姐
電話： +852 3159 2908 / +852 3159 2932
電郵： hkieconference@creativegp.com
研討會網頁： http://gdhkmsdf8.hkdevx.net/

-

研討會會以廣東話及普通話為主。
（即時英語傳譯）
是次研討會之 CPD 時數為 8 小時；而技術考察之 CPD 時數為 3 小時。
註冊費包括兩個小休茶點、一個午餐及一本研討會小冊子。
主辦單位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取消或更改研討會程序。
費用一經繳交將不獲退還。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秘書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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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流程表
日期：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時間

項目
研討會

8:30-9:00

與會者登記

9:00-9:05

籌委會主席致歡迎辭
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主席區偉光工程師

9:05-9:10

主禮嘉賓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G.B.S., JP

9:10-9:15

香港代表致辭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蔡健鴻工程師

9:15-9:20

廣東省代表致辭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李台然先生

9:20-9:25

澳門代表致辭
澳門工程師學會理長黃承發博士

9:25-9:30

大合照

主題演講

演講方向：一帶一路下大灣區可持續發展機遇與挑戰

9:30-9:50

主題演講1 －粵港澳合作推動大珠三角綠色智慧城市發展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主席盧偉國議員博士工程師（香港）

9:50-10:10

主題演講2 －“十三五”時期粵港澳區域合作趨勢與策略研究
中山大學港澳珠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教授（廣東）

10:10-10:30

主題演講3 －澳門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澳門科技大學環境研究院王志石教授（澳門）

10:30-10:50

主題演講4 －省港澳之於“一帶一路”
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趙雅各工程師，OBE, JP（香港）
小休

10:30-11:00
11:00-11:20

主題演講5 －工業新動向－工業可持續性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教授工程師（香港）

11:20-11:40

主題演講6 －廣州城市軌道交通的可持續發展
廣州地鐵集團副總工史海歐先生（廣東）

11:40-12:00

主題演講7 －待確認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溫日明講師（澳門）

12:00-12:20

主題演講8 －從香港城市規劃策略的區域視角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署長淩嘉勤先生，JP（香港）

12:20-12:30

致送紀念品主題講者及贊助商
午餐

12:30-1:30
專題演講

演講方向：智能城市

1:30-1:45

題目：協調政策和實踐以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及區
題目：城鄉生活圈規範與建設方法芻議
域韌性和可持續發展
中山大學劉雲剛教授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吳兆堂教授
中山大學教授╱中國地理學會副秘書長╱
廣東地理學會副秘書長╱中山大學地理學院城市與區域 及博士後研究員徐軍
規劃系系主任╱國家註冊城市規劃師╱廣州市政府重大 （香港）
行政決策諮詢專家（廣東省）

演講方向：可持續的基建發展

1:45-2:00

題目：智慧、綠色及韌性基礎設施規劃
奧雅納工程顧問莊宏曦先生
（香港）

題目：
“十三五”粵港澳合作的主要領域與合作機制建設
毛豔華教授
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教授╱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廣東省）

2:00-2:15

題目：對廣東省交通運輸業增加值和碳排放脫鉤指數的 題目：Eco-city developments to meet future needs of
the PRD Region
分解分析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趙 莫特麥克唐納部門董事程明錦先生
（香港）
亞蘭博士
（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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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30

題目：
「一帶一路」發展下香港國際機場面對的機遇和挑
題目﹕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y Area under 戰
香港機場管理局企業發展執行總監馮永業先生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香港）
澳門聖若瑟大學利天佑教授
Francisco José Bernardino da Silva Leandro
（澳門）

專題演講

演講方向：環境Built Environment,綠色發展綠色建築

演講方向：可持續的能源及水資源供應與使用及氣候變
化的挑戰與機遇

2:30-2:45

題目：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獨特優勢及國際經驗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董事陳永康工程師
（香港）

2:45-3:00

題目：綠化節能一體化現澆輕質混凝土牆體施工工藝研
究
廣東省建築科學研究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建材事業部主
任李建新博士
（廣東省）

3:00-3:15

Topic: Sustainable Substation: Green and Climate
Resiliency for Sustainable and Reliable Supply to
Hong Kong
Mr. Keith Chan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3:15-3:30

題目：建築佘泥渣土受納場建設管理技術調研
廣東省建築科學研究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工室主任助
理、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許燕祿
（廣東省）

題目: 香港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水務諮詢委員會主席
漢臻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陳漢輝博士工程師
題目：氣象變化背景下廣東近10年冷冬頻發成因分析
廣東省氣象局氣候中心郝全成工程師
（廣東省）

小休

3:30-3:45
閉幕主題演講
3:45-4:05

題目：以“兩山論”為指導“探索編制自然資金源資產負
債表
葉有華博士高級工程師
深圳市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所所長╱
深圳市自然資源資產核算與評估中心主任
（廣東省）

演講方向：可持續的環境及綠色發展（空氣，水，綠色建築）
閉幕主題：粵港澳珠江口紅樹林濕地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徐向榮博士研究員
（廣東省）

4:05-4:25

閉幕主題：由可持續發展邁向生態文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女士, JP（香港）

4:25-4:30

致送紀念品主題講者

4:30-4:35

下屆主辦單位交接儀式

4:35-4:50

閉幕致辭
香港工程師學會環境分部區偉光工程師

*研討會之廣東話及普通話演講將設有即時英語傳譯服務。

支持機構：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Pantone Logo

Building Servic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ecutives Society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476C

107C

185C

HKILA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香港園境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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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註冊表格
第八屆粵港澳可持續發展研討會 －「一帶一路下大灣區可持續發展機遇與挑戰」
參加者資料：
研討會

技術考察

日期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地點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原 • 區或環保園或科學園

時間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半

費用

早鳥優惠
HK$90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000（ 包括技術考察）
（*早鳥優惠需於8月23日前報名）
一般註冊費
HK$99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100（ 包括技術考察）

聯絡人姓名：
（教授╱博士╱工程師╱先生╱女士╱小姐)
公司╱機構名稱：
職銜：
電話號碼：
電郵：

註冊費用（請在合適選項 3）
*註用費包括兩個小休茶點、一個午餐及一本研討會小冊子
*技術考察費用包括接駁巴士服務

類別
早鳥優惠（*早鳥優惠需於8月23日前報名）
HK$90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000（ 包括技術考察）
一般註冊費
HK$990（ 不包括技術考察）
HK$1,100（ 包括技術考察）

 原•區

 環保園

 科學園

 原•區

 環保園

 科學園

報名詳情及付款方法
1. 支票付款，支票枱頭請填寫“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 Environmental Division”。
請將此回條連同支票交回以下地址
第八屆粵港澳可持續發展研討會秘書處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302-8號集成中心1106-08室
創思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許善雯小姐 / 王思惠小姐收
2. 秘書處收到回條後，會發出確認信及相關跟進事項。

研討會查詢

備註

研討會秘書處
許善雯小姐 / 王思惠小姐
電話： +852 3159 2908 / +852 3159 2932
電郵： hkieconference@creativegp.com
研討會網頁： http://gdhkmsdf8.hkdevx.net/

-

研討會會以廣東話及普通話為主。
（即時英語傳譯）
是次研討會之CPD時數為8小時；而技術考察之CPD時數為3小時。
註冊費包括兩個小休茶點、一個午餐及一本研討會小冊子。
主辦單位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取消或更改研討會程序。
費用一經繳交將不獲退還。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秘書處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