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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0－11 日 中国·上海

2009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二
08:30－09:00

中法专家联合主持会议并介绍来宾

潘海啸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Jean-François JANIN，法国生态、能源、可持续发展及海洋部（MEEDDM），智能交通负责人

同济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辞

陈小龙 同济大学副校长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致辞

马捷利（Thierry MATHOU）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巴黎高科代表致辞

Philippe CARDAEC，巴黎高科驻华主任

《中法可持续发展城市协议》领导小组
09:00－09:30

Marc GUIGON

集体照、茶歇

主题 1 : 总报告
主持人: 潘海啸 Jean-François JANIN

09:30－11:50

打造 “低碳城市”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浅析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
陈茜 主任 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住建部代表）

2030 年城市项目和波尔多市的生态交通

Didier CAZABONNE, 波尔多市副市长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努力构建“公交城市”
公共交通发展中服务的营销

王兆荣 研究员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Christian CODDET 副主席，SMTC Belfort

中国低碳城市的土地利用和交通策略
潘海啸 教授
法国的高服务水平的交通：在市区建造中的相关事项和选择过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Jean-François JANIN, 智能交通，MEEDDM

中欧社会论坛与城市专题小组对话
12:10 – 13:30 午餐（
午餐（三好坞餐厅）
三好坞餐厅）

于硕 教授, 中欧论坛总协调人

主题 2: 城市交通政策
主持人: 郭春安 Damien NAVIZET

13:30－15:30

上海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 2010 年世博会交通
法国发展署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陆锡明 所长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Yves GUICQUERO, 中国项目协调人，巴黎法国发展署（AFD）

交通网络密度对道路容量的影响
有轨电车对可持续机动性的贡献

15:30－15:50

孙立军 院长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阿尔斯通（中国）Wu Yuhua 经理

欧洲的联运与城市发展——从 P&R 停车换乘到低碳枢纽
中国的交通、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Damien NAVIZET,
茶歇

主题 3

顾希 博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
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巴黎法国发展署

公共交通优先体系

主持人: 关宏志 Jean-Jacques HENRY

15:50－18:00

北京交通需求政策实施与监控
孙壮志 总工程师
交叉口公交优先体系的服务质量和条件：如何在上海建立高效体系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Jean-Jacques HENRY, ITS JU; LIN Zhengyi, SODIT
ZHU Hao, 上海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由 ZHU Hao 和 LIN Zhengyi 演讲

驾驶员视认性的实验研究
关宏志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学院
智能技术武装高品质 BRT/有轨电车：面向运营商和乘客的全新服务
孔繁璐 法国泰雷兹中国集成中心业务发展经理

北京轨道交通发展展望
上海 ITS 系统建设
18:00 晚宴（
晚宴（地点：
地点：中法中心地下白厅）
中法中心地下白厅）

郭春安 总工程师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一 主任 上海建委交通信息中心综合部

2009 年 11 月 11 日周三
主题 4: 交通项目、
交通项目、车辆和未来基础设施
主持人: 关智超

08:30－09:50

Serge DRUAIS

汽车共享发展研究
惠英 讲师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城市物流的挑战：法国和中国城市的比较（北京、上海、深圳、巴黎）
Michel SAVY，教授，东巴黎大学、南京大学

交通、城市环境和健康

陈长虹 总工程师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数数数数态数数数数数统数数数综数数数： 构构构构、 能能能环能能能能数协能数能环能能
杜思奇博士（Dr. Serge DRUAIS） – 法国泰雷兹集团亚太区研发总监

09:50－10:10
10:10－11:50

茶歇
引入实时动态信息的城市交通规划决策支持技术研究
关志超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

智能车辆(Cybercar)：对大运量交通的一种补充

Michel PARENT, Professeur, INRIA
Ming YANG, 上海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技术在世博会的整合集成应用与展望
薛美根 副所长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未来的城市车辆：新能源车的新理念
Yves BOUTIN 标志雪铁龙（中国）总经理

制定机动化政策和土地利用的可用指标
Laurent DEZOU, MOBIGIS 技术经理

Herve PHILIPPE 艺术之桥总裁

12:00 – 13:30 午餐（
午餐（三好坞餐厅
三好坞餐厅）
餐厅）

主题 5: 信息的作用与交通体系
主持人: 杨晓光 Jean-Jacques HENRY

13:30－14:50

14:50－15:10
15:10－17:10

法国多模式交通的信息支持
公共交通的信号优先
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中型带状城市 BRT 规划研究
茶歇
客运服务的动态信息

Roger LAMBERT, 智能交通, MEEDDM
杨晓光

教授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Marc GUIGON,

DIACT 委员会

邹智军 副教授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Gerald LEE,Orange 集团

基于量化融合的交通系统智能化
董德存 教授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换乘枢纽中的智能交通体系和新技术
汤钧, 中国总工程师、建筑师，法国 AREP 公司
信息交流平台：将交通运行机制运用于可持续新能源车的管理的新理念
Jean-Jacques HENRY SODIT 总裁;

会议总结

～ 会 议 闭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