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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广州奖

奖项设置
广州奖自2012年第一届评奖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评选产生不超过5个获奖城市，每个广州奖获奖

者将获得2万美元奖金、奖杯及获奖证书。 

评奖范围
广州奖面向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评奖，包括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

以及其他城市。

申报条件
1. 项目须是旨在促进城市和地方政府社会、经济和 （或）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独创性活动，包括新政策、

项目、商业模式或实践。

2. 广州奖参评项目须是已经开始实施或于过去两年内完成。

3. 已参评过广州奖而并未获奖的项目，如有新证据或指标表明新的影响或变化，可继续参评广州奖。

评审程序
所有申报项目需经以下三个评审程序：

1. 根据 《评奖实施细则》 筛选符合参评资格的项目。

2. 广州奖技术委员会将由国际专家组成并独立运作，首先遴选出45个专家推荐城市，再从中选出15个提

名城市。

3. 广州奖独立评审团将从15个提名城市中最终选出5个获奖城市。本轮评审包括书面评估和现场答辩

环节。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是由中国广州市与世界城市和地方

政府组织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简称 UCLG）和

世界大都市协会 （World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Metropolises，简

称Metropolis） 共同创立的城市创新领域国际奖项，旨在交流城市创新

发展的先进经验，表彰城市和地方政府推动创新发展的成功实践，倡导

城市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推动全球城市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广州奖
首届

首届广州奖入围城市及项目名单

5个获奖城市及项目

科喀艾里 (土耳其)  

利隆圭 (马拉维)    

维也纳 (奥地利) 

首尔 (韩国)         

温哥华 (加拿大)

首届广州奖基本情况

首届广州奖于2012年举行。广州奖组委会共收到

来自全球153个城市共255个项目的参评申请，覆

盖全世界六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马德

里、墨西哥城、首尔等29个首都城市。2012年10

月15日至17日，由欧、美、亚、非城市的创新领域

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技术委员会，按照既定章程

对255个项目进行了严格、公正的评审，优中选优，

评选出15个入围提名城市和30个专家推荐城市。

2012年11月14日，评审委员会从15个提名城市中

评选出了5个获奖城市。广州奖颁奖典礼于2012年

11月16日晚举行。

未雨绸缪：学会在地震下生活

利隆圭/约翰尼斯堡：城市导师计划 

发展可持续能源管理和污淤处理能源最优化

处理青少年问题并且提高其成果的透明性

理想温哥华: 打造面向全民的宜居可持续空间

10个提名城市及项目

阿瓜斯卡连特斯   

彼尔姆   

达喀尔 

高雄   

库里提巴        

麦德林    

清莱            

萨勒诺   

萨克宁         

锡莱特  

绿线：社会发展全面计划

城市转型：彼尔姆市战略纲要

达喀尔市的路面铺砌

1999高雄万事通

库里提巴绿化地带——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结合

麦德林数字化

都市生物多样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修复能力

可再生能源项目

TAEQ：萨克宁绿色建筑

抗灾的未来：动员社区和机构有效减灾



第二届广州奖基本情况

第二届广州奖的参评得到全球城市的积极关注，共收到来自全球

六大洲57个国家和地区177个城市259个项目注册报名，其中55

个国家和地区159个城市209个项目提交有效申请材料。在项目数

量、涉及领域等方面比上届都有新的突破。内容涵盖城市规划、行

政管理、智慧城市、生态环境、住房交通、社会服务、各方合作与公

民参与、能力建设等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城市重点发展领域。

此外，为提升广州奖评选活动的公众参与度，鼓励全球范围的更多

民众关注和参与城市创新，第二届广州奖新增设3个公众嘉奖城

市，分别为网络人气城市、媒体关注城市和公众推荐城市。

广州奖
第二届



安蒂奥基亚(哥伦比亚)     教育学园-创新教育系统

技术委员会评语

安蒂奥基亚周围建成了由80 个教育学园组成的网络。该网络基于其首府麦德林一个广受

赞誉的实验项目，旨在弥补传统教育系统的不足，彰显年轻人的天赋，发扬主人翁精神。麦

德林教育学园在最穷困的社区建造了图书馆，反映了政府对贫困社区居民和其技能水平

的关注。这些地方教育学园不以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为目标，而是力争吸引当地富有

才华、技能突出的青年人，同时发扬和平理念和公民价值观。

布里斯托尔 （英国）       智慧城市

技术委员会评语

布里斯托尔是一座历史古城，但是这座古城正饱受着交通拥堵、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能

源弹性等问题的困扰。目前布里斯托尔正采取新措施改善这些问题。投票结果显示，布里斯

托尔是英国少数几个采用了强势市长制政府的城市之一。布里斯托尔转型为智慧城市的方

案并非依靠技术，而是以人为主导。该方案有两个主要目标 ：其一，以布里斯托尔2005 年碳

排放量为基准，到2020 年把布里斯托尔的碳排放量减少40% ；其二，把可持续性作为社区

发展的首要原则，确保可持续性成为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必经之路。该战略性方案的运作

以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框架 （此框架为各个城市提供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涵盖19 个战略性

活动） 为指导。该方案还推动了布里斯托尔签署“市长盟约”（“市长盟约”是欧洲官方主流活

动，承诺减少能源使用和排放）。另外，布里斯托尔荣获欧洲2015 年“绿色首都”的称号。

第二届广州奖

5个获奖城市及项目



杭州 （中国）    公共自行车系统

技术委员会评语

长期以来，严重的交通问题困扰着80% 的城市居民和上

班族。在此情况下，杭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自行车系

统，每天为约28 万行人提供服务，一个小时内免费使用，

成为覆盖广泛的城市公交系统的有效补充。新成立的杭

州公共自行车发展公司负责经营管理，代表了一种政府

引导企业的模式。该公司声明要打造世界最大的自行车

共享系统，除了项目运行初期之外，无须政府拨款。除了

收取租车费用（一小时以上需征收费用）外，公司还出售

自行车停靠点广告位置，并以此募集了大量的私人投资。

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和改善建议是一大特色。

基督城 （新西兰）    我们的发展型城市

技术委员会评语

自2010 年起，一系列的地震和余震造成了基督城大量人员伤亡，给基督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其中

1,200 栋商业建筑被摧毁，90% 的居民住宅受到了损坏。基督城利用恢复过程重建社会结构以及提

高应变能力。基督城推出“分享一个想法”运动，鼓励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从社区角度来看，一个宜居

的、充满活力的美好而繁荣的城市开始形成。城市转型计划包括对三个关键领域的支持：康复治疗、归

属感和商业。城市转型计划包括实现长期恢复所需要的元素，比如检验新想法，提高社会应变能力和

创造一个新的城市身份。迄今为止，几百个社区活动已经顺利举行，创意活动也激活了诸多闲置空间。

私营部门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援助和实物支持，社区的志愿时数超过了1 万小时。基督城被列为值得推

荐的旅游目的地，这表明基督城已踏上恢复之路。

达喀尔 （塞内加尔）    市财政计划

技术委员会评语

由于城市人口激增，达喀尔很大一部分人口都在非正规部门就职。因此为街道小贩专设一个中心市

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为顾客创造便捷卫生的购物条件就成了迫切的需要。但是如何为这个计划

提供经费呢？达喀尔决定进入主流资本市场来筹资。这种做法不仅在南非以北撒哈拉以南的城市中

是首创，在发展中国家中达喀尔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缺乏中央政府区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做到这一

点的城市。它获得了来自许多组织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美

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城市联盟。这个项目总共筹集到400 万美元。同样重要的是，现在达喀尔进入了一

个新的经济机制，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目标。这个突破为非洲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先例，当他们在为资

本集约型的项目筹资时，可以取得更低的交易成本并减少投资者的怀疑。



阿布扎比 （阿联酋）                         可持续发展

波士顿 （美国）                                青年引领变革——波士顿参与式预算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创新及创造力合作委员会

埃斯基谢希尔 （土耳其）                 城市记忆博物馆

光州 （韩国）                                   家庭碳银行制度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计划

汉堡 （德国）                                   汉堡国际建筑展及“可再生威廉堡”气候保护理念

雅加达 （印尼）                               重新启用普鲁伊特水库

林雪平 （瑞典）                               2025 碳中和项目

墨尔本 （澳大利亚）                        降温4 摄氏度——通过绿色基建打造具有气候弹性和繁荣经济的城市

里约热内卢 （巴西）                        里约操作中心——用智能系统整合数据、监控公共设施

10个提名城市及项目

网络人气奖
杭州 （中国）   

公共自行车系统

公众推荐奖

安蒂奥基亚 （哥伦比亚） 
教育学园-创新教育系统

媒体关注奖
布里斯托尔 （英国）

智慧城市
3个公众嘉奖城市及项目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
暨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

8场重要活动举办情况

2014

2014年11月28日上午，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暨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开幕式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

举行。邀请了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277个城市和国际组

织的600多名国内外嘉宾出席开幕盛典，包括国家政要，

省部级嘉宾，市长级嘉宾，国内外地方政府代表，国内外专

家学者，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代表，广州国际友好城

市、友好合作交流城市嘉宾，广州奖嘉宾，国外友好省州及

外国驻穗领馆嘉宾等。

第二届广州奖入围城市

答辩会
第二届广州奖入围城市答辩会于2014年11月27日举行。活动聚焦于从近200个城市脱颖而出的15

个入围城市项目。活动根据入围案例的创新领域划分为4组展开激烈答辩，分别为城市危机管理与应

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服务与治理、公民参与和赋权。每个城市分别对案例展开阐述，并回

答包括专家、媒体及评审委员会的现场提问。评审委员会根据各城市案例答辩情况以及材料审核，决

定最终获得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的项目。

开幕盛典



2014年11月28日上午，中国广州市市长、城地组织 （UCLG） 联合主席、世界大都市协会联

合主席陈建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户思社，中国

广州市友好城市－摩洛哥拉巴特市长、城地组织 (UCLG) 司库法塔拉·瓦拉卢，美国国际姐

妹城市协会主席阚玛丽，中国成都市友好城市－澳大利亚珀斯市市长丽莎·斯嘉菲迪，全国政

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

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围绕“友好城市与城市创新”主题进行访谈，突出国家友城工

作、地方友城经验并紧密结合广州市所关注的在垃圾处理、问计于民、三城经济联盟等创新经

验，聚焦了全球城市创新发展的热点问题。

城镇化与智慧城市

论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过程，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的有力支撑。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兴模式，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及时传递、整合、交流、

使用城市经济、文化、公共资源、管理服务、市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各类信息，从而能够极大提高

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能力，让城市发展更全面、更协调、更可持续，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和

谐、更美好。

城镇化与智慧城市论坛于2014年11月28日下午举行。论坛邀请了瑞典南斯莫兰地区委员会主席

罗兰·古世毕，英国布里斯托尔市长乔治·弗格森，俄罗斯索契市市长安纳托利·帕克莫夫等世界不

同城市的政府首脑和专家学者，围绕“城镇化与智慧城市”主题，就“友好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内容进行精彩发言与讨论，为我们展现了不同城市的特点、发展过程和管理经验，并为我们

描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世界城市高端

访谈



企业创新与城市发展

论坛
企业创新与城市发展论坛于11月28日下午举行。广州市市长陈

建华，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

家林毅夫等出席会议并致辞，全联新能源商会会长、汉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河君等企业代表进行创新经验分享，

广州市副市长骆蔚峰等城市市长分别进行城市推介，包括20多

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200多家企业300多名嘉宾出席。

丝绸之路与地方政府合作

论坛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

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

政经版图从容铺展——2013年下半年，由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

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

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

崭新的时代内涵。

丝绸之路与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于11月28日下午举行。中国社科

院、国务院参事室、中山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

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企业和驻穗总领事代表齐聚

一堂，为广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言献策。



2014年11月27日至29日，全国友协会史展及世界城市创新展与第二

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及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暨广州国际城

市创新大会同期举办。展览以我的城市我的梦 （My City My Dream）

为主题 ，具体包括五个展 （区）：全国友协会史展及中国国际友城展、

城市创新展、广州实践展、儿童绘画展、岭南文化展。本次展览展示全国

友协会史，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成果，广州市36个友城的情况简介及

城市风光、重要记事，首届广州奖5个获奖城市项目，第二届广州奖入围

城市 （15个） 项目，广州在城市治理、城市规划、智慧城市、环境保护、

社区服务、产业升级、住房交通、人才发展等各方面领域的内容，以及

广彩、岭南音乐播放、粤剧、毽子、广绣、剪纸、古筝、岭南绘画等岭南文

化，汇聚全球最前沿的城市创新实践范例、概念设想、前沿技术、科研

成果、产业项目等，运用多媒体展示手段，为全球城市的创新智慧提供

展示和分享平台，向国际社会宣传广州奖和全球城市创新的成就。

11月28日晚，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277个城市的2000多名中外嘉宾及

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二届广州奖颁

奖典礼。本届颁奖典礼以“我的城市 我的梦”为主题，隆重、简约、时尚，

用创新的方式将颁奖活动和文艺演出有机结合，令观众领略全球城市

在城市创新的优秀实践，欣赏浓聚岭南特色的现代传统文艺演出。

5个获奖城市分别是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英国布里斯托尔、新西兰基

督城、塞内加尔达喀尔、中国杭州。其中，安蒂奥基亚、杭州、布里斯托尔

同时获得公众推荐奖、网络人气奖及媒体关注奖。

第二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颁奖典礼

全国友协会史展及世界城市

创新展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办公室

电话：020 - 66289390  传真:020 - 66289391

邮箱：info@guangzhouaward.org  uclg_gz@126.com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2号珠江国际大厦3901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微信公众号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国际城市创新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