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 公布一份
国际通报：这个举措目的是强调在建筑, 工程, 公共管理领域
和现场应用的项目, 战略和成就，能够主动理解紧急情况，预
防，减少风险和管理的复杂问题。
在运营过程中定义单个角色是不可能的。参与人员需要将纯
粹的技术与领土，建筑，管理和风险缓解知识相结合的跨学
科知识。

国际奖项组织者：

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 
费拉拉大学，建筑学系。
www.afterthedam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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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ernational Academy “After the Damages” 
rientra tra i progetti triennali di alta formazio-
ne in ambito culturale, economico e tecnolzo-
gico ai sensi dell’art. 2 della legge regio nale n. 
25/2018 approvati e finanziati con deliberazio-
ne di Giunta regionale n. 1251/2019.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After the Da-
mages” project has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Emilia Romagna Region in the scope 
of the three-year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s 
in the cultur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pursuant to art. 2 of the regional law n. 
25/2018 approved by resolution of the Regio-
nal Council n. 1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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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标说明
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 公布一份国际通报：这
个举措目的是强调在建筑, 工程, 公共管理领域和现场应用的项目, 
战略和成就，能够主动理解紧急情况，预防，减少风险和管理的复杂
问题。

在运营过程中定义单个角色是不可能的。参与人员需要将纯粹的技术
与领土，建筑，管理和风险缓解知识相结合的跨学科知识。

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创造该奖项的目的和期
望是认识到参加灾难性事件各个阶段过程的参与者的重要性根本，
并找出和奖励那些发起了良好进程的私营或公共部门，社会合作社，
机构和组织的计划者与领域社区形成对比，通过项目，已完成和未完
成的工程，国  家和国际合作行动，土地管理经验，技术和管理领域的研
究，对景观和土壤的干预，对现有建筑遗产的干预或新项目。

第一条 -  该奖项的对象
该奖项将每年举行一次。第一版仅包含一个类别:
• 改善且使当地社区受益的项目和建筑工程（完成和未完成的工

程）；
• 预防和监控阶段中用于风险管理的新工具和技术的解决方案；
• 社会领域在紧急阶段传播知识的方法论与方法；
• 在预防，紧急阶段和灾后事件中具有创新价值的大学或初创公司

研究。

第二条 -  被录取参加的科目
可以参加选择:
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专业公司，规划师，公司，公共管理，服务公
司，社会合作社，大学，研究机构，制造公司。
参加者必须按照第4条所述的程序发送材料。随后，评审团将收到的申
请分为不同的类别。

第三条 -  登记程序
必须使用网站www.afterthedamages.com上有关奖金的特定部分
中的表格进行注册。
在这个奖项上，你可以以集体或个人参加。
如果是一个小组，则必须确定组织将与之联系的联系人，以及谁将注
册并提交申请。所有会员的数据必须在注册表中报告。
要参加该奖项，需要支付100欧元的注册费。这笔费用将使机构能够
承担管理档案的技术成本，以及在“After the Damages”网站上发布
相关材料的成本。
必须在提交申请之前通过以下链接进行付款：PARTICIPATION FEE
相对于Consorzio Futuro in Ricerca  (CFR)的网站，不迟于2021年7
月20 日。

注册程序如下：
1. 在奖项的特定访问网站www.afterthedamages.com；
2. 按一下登记费付款程序（直接链接：REGISTRATION FEE 

PAYMENT, 在  
Consorzio Futuro in Ricerca门户网站上注册）；

1. 通过在奖金的清单处填写FORM来完成注册程序；
Consorzio Futuro in Ricerca和After the Damages都会发送一封确
认电子邮件以完成该过程。 
 
第四条 -  将要提交的文件
要参与选择，演示者必须以电子格式提交：
1. 1. 一份技术说明性报告一份技术说明性报告，根据干预/行动/项目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定

义。
说明性的技术说明报告必须以 A4格式显示 –  最大100MB- Arial 
11 pt。
报告不得超过30,000个字符（包括空格），并且必须附有图像和图
形图表。

申请人可选择向委员会提交补充材料，以填写说明性技术报告及其
他文件：
2. 2. 形页面形页面 

不能超过两张A1格式（以水平展示） - 300 dpi，每张最大50MB。
3. 3. 视频视频 

开展活动的插图视频。不能超过500MB。
4. 4. 图片图片（300 dpi）在文件夹中。 

文件总数不能超过1.5 GB，并且必须将材料以.zip格式的单个压
缩文件夹发送到奖项的电子邮件地址： 
award@afterthedamages.com 通过wetransfer 
(hpps://wetransfer.com/）。

秘书处将不会处理错误呈件，也不处理未收到的，呈件，因此建议确保
正确发送材料 

第五条 -  物料交付
根据第4条的规定，文件必须在2021年7月31日12:00（意大利时间）之
前以数字格式交付，用www.afterthedamages.com网站上的表格。
建议不要在接近截止日期时发送，为了不出现逾期的风险。

第六条 -  日程表
该申请征集的公布时间：2021年3月25日。
说明申请的时间：2021年6月18日之前。
支付注册费并同时注册：2021年3月30日至2021年7月20日。
提交文：2021年3月30日至2021年7月31日。
委员会工作：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15日。
宣布获奖方案：到2021年9月25日。
颁奖典礼：2021年9月30日。
对于特殊需要，可以修改上面的程序。 

https://www.afterthedamages.com/international-award/
https://www.afterthedamages.com/international-award/
https://convegni.cieffeerre.it/logi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3fcodConv%3dW-ADIA-BAL-181-21&codConv=W-ADIA-BAL-181-21
https://convegni.cieffeerre.it/logi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3fcodConv%3dW-ADIA-BAL-181-21&codConv=W-ADIA-BAL-181-21
https://convegni.cieffeerre.it/logi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3fcodConv%3dW-ADIA-BAL-181-21&codConv=W-ADIA-BAL-181-21
https://convegni.cieffeerre.it/logi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3fcodConv%3dW-ADIA-BAL-181-21&codConv=W-ADIA-BAL-181-21
https://convegni.cieffeerre.it/logi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3fcodConv%3dW-ADIA-BAL-181-21&codConv=W-ADIA-BAL-181-21
https://www.afterthedamages.com/registration-form/


第七条 -  委员会 
评审团将由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Academy 
After the Damages成员和该领域的专家组成。特别是:
• 位主席，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两个建筑师，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两名工程师，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两名土地恢复专家，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四名大学教授，科学管理人员，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两名地区专家，该领域的着名专家；
•  一名秘书。 

委员会的决定将是最终的且不可撤销。
建筑系，例如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将在本公
告发表后准备公布陪审团成员的任命。由组织者自行决定，委员会成
员的类型可以改变。

第八条 -  交流成果
根据日程表，甄选和决定获奖者的结果将于2021年9月在 
www.afterthedamages.com 网站上公布。

第九条 -  出版获奖作品
该奖项的赞助商承诺提高并传播选定的项目。将向这些项目提供最广
泛传播性的讨论会和出版印刷途径 ，以确认辩论的重要性以及思想
和方法的比较。 

优胜者将在“After the Damages”事件之一中获得教学合同 （暑期学
校，研讨会）。获奖者将有机会在由公共行政部门，研究机构，专家和专
业人员组成的国际观众面前传播所展示的作品。 

在完成评奖程序后，获奖者也将有机会在科学杂志上撰写一篇关于该
项目的文章。

第十条 -  授予认购权
通过发送参加比赛所需的文件，获奖者将：
• 它声明自己承担所展示项目版权的唯一和专有所有者，并拥有展

示项目的许可和授权。  
• 接受并承认本文件设定的所有法规。
• 将授权费拉拉大学，建筑系，International Acedamy After the 

Damages，作为奖项的发起人和组织，以纸质或数字格式使用和
传播为全部或部分出版物而发送的项目的内容：为了广告和通讯
的目的，而没有任何要求试探版权的东西。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保证引用源和作者。 

• 保证使费拉拉大学建筑学系(International Academy After the 
Damages)免受与上一点所述的出版物内容和使用的项目内容有
关的任何异议，投诉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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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管理机构保留进行任何有益于更好的生产的更改的权利，并有权
要求对所提供材料进行整合的任何权利。

利害关系方发送的个人数据将按照针对该主题的现行规定和规定进
行处理。作为程序一部分而获得的个人数据将出于与程序的管理和执
行严格相关的目的而被处理。数据控制者是University of Ferrara，建
筑系，International Academy After the Damages。

第十一条 -  澄清请求
到2021年6月30日，所有收到的问题及其答复将在网站上宣布，奖
项部分。答案将成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说明申请的电子邮件是 
award@afterthedamages.com。请在电子邮件的主题中注明以下
措辞：Award After the Damages –  Question about Award。

第十二条 - 语言要求
奖项的语言是英文和意大利文。问题和文件交付必须使用意大利文
或英文发送。

第十三条 -  奖项秘书处
以下是负责以下过程的人员的参考: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errara
Dipartimenti di Architettura
After the Damages International Academy
Via della Ghiara,36
44121 – Ferrara
afterdamages@unife.it
www.afterthedamag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