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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同志谈科普信息化要善于调

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11 月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出席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工作

座谈会并作讲话。 

李源潮提出，党中央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

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为科协工作包括科

普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抓住难得

时代机遇，推进科普事业特别是科普信息

化加快发展。要抓住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机

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

线上线下（O2O）等传播方式异军突起，

互联网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带

来革命性的变革。科普不能光靠政府和群

团干，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全社会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more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谈全国城乡规划

改革要发挥社团组织作用 

11 月 25 日，全国城市设计现场会暨全国

城乡规划改革工作座谈会在深圳召开。住

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集体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倪虹认为，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将面临一次深

刻的转型和变革，城乡规划工作要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着力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

威性，把规划编起来、把基础强起来、把

试点抓起来、把执法严起来、把制度建起

来，有效破解“城市病”。 

倪虹认为，规划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

要动员全系统的力量，借助社会力量，形

成改革的强大合力。推进规划改革，要发

挥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作用，也要用好

规划院、大专院校等技术力量。推进规划

改革，还要加强舆论引导，通过对规划法

规、政策的宣传解释，引导群众理解、参

与、监督。会议还专门研究了全力推进城

市设计工作，指出要挖掘和提升城市价值、

协调处理空间矛盾并尽快建立起一支高素

质的人才队伍。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鼓励城市设计领

域观点碰撞 

11 月 25 日，倪虹副部长谈到为什么要开

展城市设计。他说，一些地方、一些专家

对于城市设计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

城市设计应当贯穿于城市规划始终，是城

市规划的重要方法和理念；有的认为，城

市设计不同于城市规划，建议与城市规划

分开；有的担心城市设计对建筑设计干预

太多，影响了建筑创作；有的对城市设计

的工作重点有不同认识。有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同志

们在干事，也在想把事干好。这些观点的

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城市建设

的更美好，为了使城市规划设计得更加科

学合理，使城市的风貌特色更加鲜明，功

能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舒服。下一步

工作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抓紧开展试点

示范；跟上互联网时代步伐。特别强调注

重考虑公共空间和便民服务设施。 

学会专家分析“短命规划”症结 

11 月 12 日晚，CCTV “新闻 1+1”栏目

播出以“天桥短命，规划任性”为题的报

道，发出“规划任性？”的质疑。学会对

此特别邀请了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学

会副理事长尹稚，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孙施文，学会理事、城乡规划实施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叶裕民，

中山大学中国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

任何艳玲从学术角度解析“短命规划”的

症结所在。<<more 

聚焦改革 

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88/16800506.html#rd?sukey=fc78a68049a14bb29c9ad708f8dd6aa6255266c32517dbfaf1c04a8b5bd9bc802c326ecc938ef02141836910cf16c9f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3409&cid=0


UPSC NEWSLETTER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简讯 

 

  

2     
2015年第 12期 

 

学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胡序威提醒行业

从业人员警惕“十三五规划”编制

误区 

 

胡序威认为，在当前编制《十三五规划》

进程中，应避免进入以下几个认识误区:  

不能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来限制和禁止这些

地区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对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有重要意义，应该认真贯彻执行。但

在规划中划出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主要指对开发当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和禁

止，不能以此来限制和禁止当地的城镇化。

 

不能把设市的市域都看成城市。我国的行

政区划自实行地市合并以市管县的体制以

来，好多市都爱把自己管辖的地域范围都

说成城市。其实许多市辖县都还是很落后

的农村地区，所以不能只重视发展城市经

济，不能以全市人均 GDP、人均收入的平

均值来掩盖市域内客观存在的巨大城乡差

别。 

不能把精准扶贫只简单地理解为有针对性

地帮助各家贫困农户发展效益较好的农牧

生产。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就近城镇化，为

当地的贫困户就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

位，也应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 

不能把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解为要

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均等分摊到所

有农村；不能在农村地区搞脱离城镇化的

城乡一体化。<<more 

学会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周一星认

为战略重点应转向关注城镇化的质

量，不宜继续加速推进城镇化 

 

1982 年 ， 周 一 星 教 授 首 次 将 Ray M. 

Northam 城镇化的 S 形曲线引进中国，他提

醒城镇化过程有规律可循，但是不能绝对

化。现实中有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把 30％

和 70％当作三阶段的拐点而被绝对化。二

是把描述宏观状况的 S 形曲线任意套用在

很小的地域空间，甚至市域县域。 

他认为，城镇化不可能一直处于加速状态，

具体到国家或区域，以前说的城镇化中期

阶段，实际上包含中期加速和中期减速两

个小的阶段；当城镇化水平达到饱和值的

一半时，城镇化速度最快，此后，正常情

况下就会减速；知道城镇化速度最快时的

城镇化水平，可以大致推断出城镇化的饱

和值。对一个已经基本实现了城镇化的城

市地域来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几个百分

点已经无关紧要，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层次

应该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应该用各项城

市现代化指标来衡量。<<more 

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举办自由论坛，

热议“城市设计怎么做？” 

11 月 1 日，“城市设计怎么做？”的自由

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学工委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

主持。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段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

长李振宇教授、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伟强分别作主旨发言。 

讨论环节，学会城市设计学委会主任委员

朱子瑜、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孙一民和周剑

云、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富

海、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委会副主任委

员袁奇峰等多位专家参加自由讨论，一连

串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如“城市设计应该

是作为贯穿城市规划各阶段的一种理念和

思想方法，还是应该成为独立、具体的一

类规划形式？”、“城市设计应该是由建

筑师主导还是规划师主导？”“ 城市设计

学术争鸣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3410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3468&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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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规划还是设计？”、“城市设计到

底能管控什么？能控制得住建筑的形式

吗？”、“城市设计是以理性思维还是感

性思维为主导？”等等，就“城市设计”

的学科定义、工作主体、控制要求等诸多

方面展开了观点争锋。 

学会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淮安 

10 月 31 日，学会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

会在江苏省淮安市召开了以“多规合一视

角下的城市总体规划”为主题的年会。本

次会议由淮安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承办，参会人员包括来自全

国各地的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和教育机构

的代表。淮安市曲福田市长和学会副理事

长、江苏省住建厅副厅长张泉参加会议并

致辞。 

长沙市规划局总规划师王慧芳、武汉市规

划局副局长刘奇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所长张永波、淮安市规划局局长何

流分别作了题为“多规合一环境中的城市

总体规划——可持续的空间框架理论模型

及案例分析“、“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 20

年回顾“、“住建部市县“多规合一”工

作情况介绍“、“淮安市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的若干问题思考”的学术报告，与会代

表热烈讨论了学术报告和当前城市总体规

划编制的技术进展与政策环境，并参观考

察了淮安市的城市建设。淮安市是“全国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国土部“土地使

用制度改革试点城市”、国家发改委“多

规合一”试点城市，其规划编制与实施管

理具有一定特点。 

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

2015 年会@景德镇                         

11 月 7-9 日，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

委员 2015 年会在景德镇隆重举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俞滨

洋、景德镇市长颜赣辉致开幕辞。大会主

办方还邀请到法国文化部遗产司原总监阿

兰先生等一批国外专家。 

学会理事、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杰主持主题报告环节。

围绕“历史城市保护的探索与创新”主题，

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学术委员会顾问、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ICOMOS）副主席郭旃以及学会理事、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

兵作主题演讲。随后举行了“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利用”两场自由论坛，参加本次会议

的专家、学者、管理工作者和规划设计人

员共 260 余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鸣。学

会官网专题报道<<more  

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深圳，

创新热议 “城市设计—有序无界” 

11 月 26-27 日，学会城市设计学委会就

“城市设计—有序无界：深圳的城市设计

历程与经验”展开讨论，学委会委员及深

圳代表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住建部

城乡规划司城市设计处汪科处长、深圳市

规划国土委员会陈一新副总规划师等致辞，

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子瑜

主持会议。 

【城市设计-有序】由副主任委员杨保军主

持。副主任委员吕斌认为，整合空间秩序，

形成价值观共识，是城市设计可以直接有

作为的地方。副主任委员徐苏宁认为，协

调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关键是要

合理安排顺序、程序、秩序。副主任委员

王引认为，有序和规则、秩序密切相关，

尤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要法律层面的相

关规则揉进去。副主任委员袁牧认为有序

不应该仅包括单一管制、自上而下，也应

当考虑自下而上多重主体、多元主体按照

权重协调，确立目标，形成一套管理方式。

杨保军总结，管住有限的高大上，放开广

大的其他地区；用开放、进步的理念代替

过去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有序和无序；以人

为本，既要关注显性的秩序，还应该洞察

隐性的秩序。 

【城市设计-无界】由学委会委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

愷主持。围绕“无界”，副主任委员边兰

春认为，设计本身在尊重规则的基础上，

如何尽可能创造最有价值的空间，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王伟强认为，城市设计是利益

相关方的共同决策，现阶段城市空间的塑

造上存在很多矛盾。 

会后学委会整理出多个争论焦点观点，如

“如何理解城市设计有序？”“通过城市

设计，能否让城市更加有序？”“在快速

建设时期，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学习传统

的做法？”等等。<<more  

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年

会@北京 

12 月 11 日，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

委会举办年会，主题为“创新空间规划体

制机制、促进区域全面协同发展”。 

本次年会由学会区域规划学委会和中国地

理学会区域规划分会联合主办，并作为

ISOCARP 六十周年中国活动，是一次跨学

科、跨领域共同研讨新背景下我国区域规

划空间机制体制创新、区域协同发展的学

术盛会。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俞滨洋分别致辞，

总结了近年来国家区域空间发展的新思路

和新要求，并强调专业学术委员会在推动

前瞻性、预警性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对学

委会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 

学委会主任委员樊杰、秘书长王凯分别担

任主持。学委会顾问委员崔功豪、董黎明、

姚士谋、王东研、叶舜赞、徐国弟、顾文

选等参加了学术活动。<<more 

专业年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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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anning.org.cn/zt/chinamc/index.html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mp.weixin.qq.com%2Fs%3F__biz%3DMzAwMDcyMTc3NA%3D%3D%26mid%3D401716921%26idx%3D1%26sn%3D6dc7c3c2baf8a9bd206e122f39d95752%26scene%3D1%26srcid%3D1222eDrtoWtSQ2Gjhe7t9krJ%23rd&skey=%40crypt_c3595671_f8f26cd2173cf5dd7739a6c8e4006c3e&deviceid=e713745147688314&pass_ticket=aWVAaq8Y%252B1N2fCOkMs%252Bg65P0COdPBP8zTgVYXQjQUYBgsAPJCHGei9A3qvOYl85w&opcode=2&scene=1&username=@dcf5b0f41c1b131593195abf97072290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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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科史研究工作会议在南

京召开 

11 月 29 日下午，学会《中国城乡规划学

科史》研究团队部分核心成员在南京大学

召开工作会议。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联合

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系

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梳理，已取

得重大研究进展。 

学会成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

委员会并召开首届学术年会 

11 月 27-28 日，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

学术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大

学召开。 

该学术委员会是学会第 19 个专业学术委员

会，挂靠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委员会由来自国内外相关机构的 40 余名专

家学者组成，张京祥任主任委员，顾朝林、

沈建法、刘国洪、汤放华、赵志庆、文超

祥等六位专家任副主任委员，罗小龙任秘

书长。 

学会副理事长石楠、张泉出席成立大会并

对学术委员会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委

员会成为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并推动

城乡规划学向工学与政策科学交叉融合的

综合性学科转型。 百花齐放，多出成果，

多提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首届学术年会主题为“新城新区：中国城

市空间的生长与治理”。大家一致认为，

该委员的成立，将有力地支撑中国城乡规

划一级学科的发展框架，顺应中国城乡规

划学科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推进跨学科

的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

今后将要进一步加强对城乡治理、城乡发

展政策的研究，推动中国城乡规划事业的

转型发展与创新。<<more 

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第二站

热烈开展 

12 月 5 日，由学会会刊《城市规划》杂志

发起的“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活

动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举行。此次活动为

“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第二期，

本项目入选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

也属于学会“青年托举工程”项目之一。 

主讲由会刊优秀审稿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张京祥和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杨俊宴担任。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

湖南城市建设学院副校长汤放华、湖南大

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焦胜出席讲座活动。湖

南大学及周边高校、规划设计院等单位

300 多位师生和专业人士参加讲座。张京

祥教授以“论文写作心得交流”为题，从

论文功能与质量等 13 个方面阐述规划论文

写作要点，辨析写作要义。杨俊宴教授以

“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为题，从

方法角度，与听众分享了论文写作的科学

方法和若干实用的技巧。<<more 

《城市规划（英文版）》编委会召

开工作会议 

10 月 25 日，《城市规划（英文版）》第二

届编辑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

召开，主编邹德慈、副主编毛其智、石楠

和部分编委出席会议。 

执行副主编毛其智和编辑部主任刘健分别

汇报了本届编委会和编辑部在 2013-2015

年度的工作情况，副主编石楠介绍了通过

国际合作推广杂志发行的构想。主编邹德

慈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城市规划（英文

版）》自 1985 年创刊至今已有 30 年，把

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和区域规划发展的动态、

成就、信息、研究成果等传播到全球，使

中国和全球加强了联系和交流，学习和了

解各自的经验，获得很大收益。他希望，

各位编委和编辑部同仁能够继续努力，把

这份刊物办得更好。 

学会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通

知》精神，学会开展通过中国科协向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推荐 2016 年度候选

项目工作,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普类。符合

条件的项目可以通过学会各二级组织、单

位会员、各地方学会向学会申报，学会将

组织专家评审后推荐至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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