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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2022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建筑大学召开“一带一路”

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

教育论坛。本次大会以线上形式举办，以“筑撷硕果 •

筑联五年 • 筑启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来自 14 个国家 40

余所高校与机构的 200 余名代表参加。记者从会上获悉，

“联盟”成立五年来队伍不断扩容，至今已有 28 个国家

的 74 所院校加盟成为会员。未来，北建大将以“联盟”

为依托，启动“一带一路”教科研共享平台建设。

作为“联盟”主席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北京建筑大

学举办本次纪念大会。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英国、法

国、波黑、波兰、意大利、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希腊、

亚美尼亚、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

斯坦等 14 个国家 40 余所高校与机构的 200 余名代表参

加。与会人员共同回首了“联盟”成立五年来取得的成

果与经验，展望了“联盟”未来发展。

过去五年，“联盟”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完善运行机制，

发布《“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发展宣言》和《“一

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与机构

的交流合作；积极创新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对外交

往新模式，实施“云竞赛”“云暑校”“云展览”等“线

上 + 线下”相融合的系列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 6 届“联

盟”大会暨教育论坛，6 届“一带一路”暑期国际学校，

3 届“一带一路”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计竞赛，2 届

Global Campus- 暑校共享计划，在建筑类人才国际化培

养和科技合作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已将“联盟”建

设成有较高知名度、工作务实的专业类大学国际联盟。

近年来，北京建筑大学以“联盟”为依托，坚持开

放办校，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网络，

已与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所院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学校集聚国内

外优势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创新合作，已构建“一带一

路”城市国际化创新中心和 7 个专题国际创新合作平台，

并与多个国内外学术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

推进建筑类工程教育国际化，拓展高水平实质性交流与

实践，加强师生国际交流，带动学校教师整体能力提升，

营造多元校园文化氛围和国际化育人环境。

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李军锋表示，学校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历经五年快速成长，已成为推动沿线国家建筑工程领域

创新人才培养与科技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明年，“一

带一路”倡议将进入第十个年头，“联盟”将以此为契机，

把握历史性机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积极探索创新型

国际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途径；以创新发展为抓手，

优化“联盟”组织管理，启动“一带一路”教科研共享

平台建设；以互联互通为原则，构建更加开放、融合、

创新的全球建筑工程领域高等教育共同体。

竞赛为媒，提升师生科创能力

2022“一带一路”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计竞赛以“铁

路 - 架起‘丝路’新纽带”为主题，旨在引导各国大学

生以“数字化”思维思考铁路及沿线城市的历史文脉延续、

综合品质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本届竞赛参赛团队数量和作品提交数量创历史新高，

吸引了来自 11 个国家的 45 所高校、650 余名师生参与，

提交参赛作品百余件，最终有 60 件作品获奖。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建筑大学获得数字化建筑设计方向一等奖，

安徽建筑大学获得数字化结构设计方向一等奖，北京建

筑大学获得地理场景建模与表达方向一等奖。

当天，作为竞赛的协办单位和支持单位，中国丝路

集团有限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大势智

慧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丝路国际公益基

金共计捐款 33 万元。

齐聚一堂，共话建筑教育未来

在当天举办的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上，来自武汉大

学、南昌大学、印度尼西亚泗水理工学院、意大利米兰

理工大学、英国东伦敦大学的 6 位专家作主旨报告。

他们围绕“联盟”在促进建筑类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全球疫情下的建筑类高等教育新趋势、建筑类大学治理

体系建设经验、建筑类高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实

践探索以及如何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筑类教育升级

版等开展交流研讨。      

 “联盟”主席，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大玉介绍，自

“联盟”成立以来，各成员高校以“联盟”为依托，推

动各自发展战略与“联盟”合作倡议相互衔接，加大成

员间实质性合作力度，陆续推出了多项国际化品牌项目

并建立了常态化机制，在提升建筑类人才国际化培养水

平和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联盟”

将继续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绸之路精神，深入探索建筑类大学合作交流的机制

与模式，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工程科技人

才的培养实践，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技术支撑和智

力支持，共同铸就“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的

新丰碑！ END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
筑类高等教育论坛北京建筑大学会场。

搭建平台，共促建筑类高校发展

为响应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建筑大学发起成立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

联盟。

五年来，“联盟” 积极开拓推进外联工作，拓展国

际朋友圈。今年，中国南昌大学和哈萨克斯坦赛福林农

业技术大学加入了“联盟”大家庭，“联盟”成员已扩

展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
筑类高等教育论坛会场。

北京建筑大学
党委书记李军锋致辞 2022“一带一路”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计竞赛颁奖现场

获得 2022“一带一路”
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
计竞赛一等奖院校名单

竞赛基金
捐赠仪式

北京建筑大学
校长张大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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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大会媒体传播汇总表
Media Coverage SuMMary Sheet

A

海外媒体传播 国内媒体传播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序号 媒体名称 新闻标题 发稿链接

1 中国新闻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 74 所
院校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
zw/9892765.shtml

2 光明日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
https://app.gmdaily.cn/as/opened/n/5b8c87941fa
c4985b36e40d3cfb738fa

3 经济日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https://proapi.jingjiribao.cn/detail.html?id=428463

4 科技日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队伍不断扩大
http://www.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2211/1
ccb2feaa1404d18858e0ef2e42f8179.shtml

5 中国日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已增至 28 个国家 74
所院校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211/12/
WS636f165ea3109bd995a4f8d9.html

6 人民政协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http://mobile.rmzxb.com.cn/tranm/index/url/www.
rmzxb.com.cn/c/2022-11-14/3239913.shtml

7 环球网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https://lx.huanqiu.com/article/4AQmTRwsROn

8 总台国际在线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s://edu.cri.cn/20221112/fa5baa58-5db6-b578-
93b5-f76f8035c974.html

9 中国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hsqz.china.com.cn/chinanet/index.php/
Home/Index/readcontent/contentid/50682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
zgzx/202211/20221103369053.shtml

11 劳动午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国
http://ldwb.workerbj.cn/content/2022-11/15/
content_120329.htm

12 北青网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20673917112
9838&wfr=spider&for=pc

13 中华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s://m.tech.china.com/
redian/2022/1112/112022_1177164.html

14 科学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
https://news.sciencenet.cn/
htmlnews/2022/11/489309.shtm

15 中国焦点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zgjdnews.com.cn/a/
zhuantizhuanlan/2022/1112/97390.html

16 中华讯闻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52carw.cn/jiaoyu/283631.html

17 中网焦点资讯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152life.cn/jiaoyu/283632.html

18 中国侨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http://www.chinaqw.com/
ydylpc/2022/11-14/344806.shtml

19 中国资讯报道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foodzx.cn/xinwen/283780.html

20 中国信息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hebzxw.com/zixun/20221114/1045183.
html

21 中国经济发展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www.hefeird.cn/zixun/202211/141045184.html

22 中国金融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http://www.financecn.cn/jiaoyu/2022/1115/52531.
html

23 今日头条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s://www.toutiao.com/
article/7164921793235386914/

24 腾讯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s://page.om.qq.com/page/
OpAhwT1KbMNxzDW_m2qf9E6w0

25 凤凰网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kK2NIuRuAzv17yj8f
g6YnSIFq5jzh0y7wdz7MWhW1so__

26 北京商报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校增至 74 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19932992288
2882&wfr=spider&for=pc

27 北京科协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纪念成立五周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60635279811
5305&wfr=spider&for=pc

28
人民资讯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39501538819
6605&wfr=spider&for=pc

29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53490762901
8051&wfr=spider&for=pc

30 网易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https://www.163.com/dy/article/
HM7D7CMP0530QRMB.html

31 搜狐网 五周年，约起！这场盛会再相聚！ https://learning.sohu.com/a/604154140_121124320

序号 媒体名称 新闻标题 发稿链接

1 粤港澳头条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yhkmac.com/lsjs/4383.
html

2 英国富中传媒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khci.vip/whys/4069.html

3 欧洲侨报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eurochinesedaily.com/
zg/9801.html

4 波兰环球周报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plhqzb.com/zg/8046.
html

5 美国新闻网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uscntv.com/plus/view.
php?aid=110324

6 新马传媒网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khcixw.com/kjfz/12264.
html

7 非洲时报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africantimes2005.com/
gnyw/41098.html

8 中国 - 欧洲新闻网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eztv.vip/news/
guonei/2022/1112/11341.html

9 泰亚传媒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njhlxx.cn/China/6094.
html

10
亚太通讯社

Asia Pacific News Center
" 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

http://www.newsglobe.com/
china%20news/4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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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中央媒体大会宣传报道概览
overview of Central Media Coverage

B

媒体名称：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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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中国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媒体名称：人民政协网

发布时间：2022-11-1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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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

媒体名称：中国日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已增至 28 个国家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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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环球网

发布时间：2022-11-11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媒体名称：经济日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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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国际在线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媒体名称：中国科技网

发布时间：2022-11-13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队伍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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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海外报道展示
overview of overSeaS Media Coverage

C

媒体名称：粤港澳头条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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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英国富中传媒

发布时间：2022-11-11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媒体名称：欧洲侨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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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波兰环球周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媒体名称：美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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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新马传媒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媒体名称：非洲时报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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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中国 - 欧洲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媒体名称：德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个国家的 74 所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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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其它媒体报道选摘
overview of other Media Coverage

D

媒体名称：中华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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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劳动午报

发布时间：2022-11-15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国

媒体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布时间：2022-11-21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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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国

媒体名称：中国侨网

发布时间：2022-11-1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5 年来“朋友圈”扩至 2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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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北青网

发布时间：2022-11-11

新闻标题：北建大召开“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媒体名称：中国焦点网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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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今日头条

发布时间：2022-11-12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媒体名称：搜狐网

发布时间：2022-11-09

新闻标题：五周年，约起！这场盛会再相聚！ 

媒体名称：腾讯网

发布时间：2022-11-1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媒体名称：网易

发布时间：2022-11-15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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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建筑类高等教育论坛

媒体名称：凤凰新闻

发布时间：2022-11-1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媒体名称：中国资讯报道

发布时间：2022-11-1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五周年

纪念大会召开

媒体名称：中国金融网

发布时间：2022-11-24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媒体名称：人民资讯

发布时间：2022-11-15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媒体名称：人民资讯

发布时间：2022-11-13

新闻标题：“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朋友圈”增至 28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