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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听取重点政策措

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8月26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并听取中国科协关于“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关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

给”、中国科学院关于“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

估报告。 

李克强对这3份第三方评估报告给予充分肯

定，评价为“没经过地方和部门”、“讲

得很实在”、“很真实”。总体看来，上

述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对稳增长、扩就业、

惠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施中仍存在

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协同、措施不配套等

问题。要锲而不舍抓落实，坚决克服不作

为和懒政庸政，对政策落实“精耕细作”。 

李克强总结时强调：采取第三方评估办法，

目的在于掌握更真实的“一手材料”，以

便抓落实更有针对性。紧抓落实，一要紧

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求，加快科技资源

共享、研发税收优惠、拓宽投融资渠道、

鼓励离岗创业和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

收益权改革等政策落实。二要进一步破解

审批繁琐、资金缺口大等问题，加快棚改、

铁路、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设立 PPP 项

目引导资金，扩大有效投资需求。三要根

据精准扶贫要求，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

整合资金和资源，提高扶贫成效。会议要

求，要进一步用好第三方评估这一政府管

理创新举措，为政策落实提供社会支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参与制定《中国科协关

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第三方

评估报告》，学会将发挥专家智库优势，

继续积极参与国家政策方针第三方评估工

作。<<more  

学会在中国科协年会改革工作研讨

会上介绍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工作经

验 

8 月 10 日，中国科协年会改革工作研讨会

在京召开。中国科协学会部、组人部、调

宣部、科普部、国际部及学会服务中心有

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等全国

学会相关负责人，河北、广东、重庆等省

市科协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协年会

办公室主任、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出

席会议并讲话。 

与会人员就年会定位、顶层规划、品牌打

造、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

并针对如何提升年会学术水平，发挥学术

引领作用，发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作用，

发挥全国学会在承办过程中的归属性以及

把握办会过程中的去行政化现象等具体问

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应邀参

加了会议，并介绍了组织召开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的具体做法和体会。 

 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共同召

开境外非政府组织座谈会 

7 月 25 日，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在上

海共同召开境外非政府组织座谈会。国务

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主持座谈会并讲

话。他强调，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境外非政

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欢迎和支持境外非政

府组织来华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中国是

法治国家，将依法引导和规范境外非政府

组织在华活动，依法保障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华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做好境

外非政府组织服务管理工作，努力提供更

多的便利和服务、更好的环境和保障。希

望境外非政府组织深入了解中国国情，自

觉遵守中国法律，根据本组织的章程和宗

旨，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活动。 

座谈会上，世界健康基金会、德国工商大

会、英国英中贸易协会、德国墨卡托基金

会、全球联合之路、香港沪港青年交流促

进会等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和美国、英国、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分别作了发言。 

聚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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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动态 
传承与变革——2015 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在贵阳召开 

9 月 19 日，201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贵

阳市召开，与会者共同探讨新常态下城乡

规划的传承与变革。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主持大会开幕

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

俞滨洋，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慕德贵，贵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

长陈少荣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次大会邀请了国务院参事、学会理事长

仇保兴博士讲解海绵城市（LID）与规划变

革；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

刚介绍新常态下的贵阳市城乡规划转型探

索；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王

军解读城镇化模式之变：从“增量城市”

到”存量城市”；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作

规划问题的大数据路径报告；中山大学中

国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何

艳玲作大国之城，大城之伤报告；清华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介绍台湾社区自组

织与社区营造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员刘守英解析

适应新常态与新型城镇化的土地政策改革；

以及学会常务理事、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杨保军畅谈新时期城市规划的传承

与变革。学会副理事长王静霞、唐凯、张

泉分别主持大会学术报告。 

本次年会收到全国各地的 2856 篇学术论文，

经严格评审，有 206 篇论文在会议 46 个平

行会议上进行宣讲。<<more 

年会主题论坛会场反响热烈 

2015 年 9 月 19 日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的 2015 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主题论坛“新常态：传承与变革”

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层国际会议厅

举行。 

论坛由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与会嘉宾围

绕着新常态下城乡规划需要传承与变革的

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我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的

态势，城乡发展方式及其趋势将呈现新的

特征。深刻认识新常态下城乡规划工作需

要传承和变革的内容有助于认清今后的工

作方向。 

学工委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

兵总规划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

规划发展历程进行了分阶段解读，总结了

37 年以来我国城乡规划的经验和问题。他

提出，我国城乡规划在端正建设指导思想、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理顺空间规划体制、

健全实施保障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增强文化责任意识等六个方面还存在不少

的问题。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蕾奥城

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认

为，现有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对城市认知出现偏差、规划技术存在惰性、

规划定位盲目等方面。需要变革的三个方

面包括：规划体系变革；改变规划成果至

上的状态，注重过程参与；明确规划作用

范围，把规划该做的事情做到位，不要贪

大求多。 

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武廷

海认为城市是一个新常态、再常态、又常

态的过程，应该乐观看待规划转型，这是

对于规划做更长远的思考和定位。我国城

市规划自古便是通过空间治理来为社会治

理提供基础。从广义上讲，规划应该回归

治国、治道工具，但治国是为政府规划，

不是为部门规划；从狭义上讲，规划是空

间治理的工具，应该注重空间规划体系的

构建。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我国的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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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是一个有理想、勤于反省的群体。

一个好的规划师不仅仅是一名工匠，还应

该发挥引领作用。城市发展中，经济像马

达，是动力型的；但文化的作用是方向性

的，属于价值取向。城市发展快一点、慢

一点不是关键，保证方向的正确性更为重

要。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国土

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刘奇志认为有三方面

需要传承：第一，需要统筹城市整体考虑；

第二，必须为城市的长远发展考虑；第三，

规划的目标是建设人居环境、人文环境。

四个方面需要改革：第一，立体化，增强

规划的可视性；第二，动态化，加强规划

可实施性；第三，区域化，加强城市发展

于区域的互动；第四，公众参与，真正为

市民建设城市。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建部规划

司副司长俞滨洋指出城镇体系规划需要解

决以下五个问题：第一，要落实国家新型

城镇化的要求，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第二，要充分发挥城乡规划体系的作用，

使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与相关规划相辅相成、

各有侧重；第三，按照“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的要求推动发展；第四，结

合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整合协调各类设施

网络和生态网络空间的布局；第五，解决

国家和管理调控的问题，即寻找抓手，如

我们管什么？什么管用？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吕传廷主任

认为 30 多年来我们是以经济发展为龙头，

以增长鼓励为主，现在高速增长期已经过

去了，我们应该回到原点，回归匠人心态，

认真做好以下两件事。第一，我们要回到

历史，追溯我们的传统，真正做到人文主

义；第二，合理利用现代技术，减缓生活

节奏，而不仅仅追求高效率、高收益。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

分析了规划师身份地位的演变，未来 15 年

是城市规划转型、大浪淘沙的时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段德罡认为新常 

态是近 20 年来城市规划的疯狂回归理性，

是乡村发展回归理性。从教育角度，认为

需要改革教学培养计划，培养符合新常态

的规划人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教授张松希望新常态下，城市风貌能得

到重视和改善。 

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作为主持人在

听取专家发言后，就规划工作已有成就、

规划的对象以及规划师的主要职责提出了

看法。认为规划师的工作不仅仅是画图，

更应该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基础上，用目标

导向进行思考，谋求城市发展和改革。 

<<more 

学会推荐技术专家入选“人居三”

大会政策小组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根据我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文件、联合国人居署文件和

住建部有关要求的精神，学会向第三届联

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简称

“人居三”）大会秘书处推荐了专家候选

人，参加“人居三”大会政策小组专家的

遴选。8 月，经“人居三”大会筹委会讨

论决定，由学会推荐的 6 位专家分别入选 6

个政策小组（以下依照小组顺序排列）。 

 “Rights to the City, 

and Cities for All”：

毛其智，学会山地城镇

规划建设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博导，人居环

境研究所副所长，多次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包括“人居二”及“人居三”的筹备，以

及世界城市论坛等。 

 “National Urban Policies”：石楠，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

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

副主席，教授级高级城

市规划师、博导，参与

我国城乡规划法、城市

规划标准制定及众多政

策研究与咨询工作，参

与了”人居三”筹备及其他人居署的技术

咨询工作。 

 “Municipal Finance 

and Local Fiscal 

Systems”：胡东升，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

局长、博士，研究员，

长期从事城市财政及开发性金融研究，具

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历。曾任中国国际咨

询公司研究员。 

 “ Urban Ecology and 

Resilience”：何永，学

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研究室 副主

任、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

师。多年从事城市生态、防灾和城市工程

规划领域的研究。 

 “Urban Services and 

Technology”：吴志强，

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

教授、副校长、博导，活

跃于国内外城市规划学界，

曾任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

总规划师。 

“Housing 

Policies”：刘洪玉，

清华大学教授，房地产

研究所所长、博导，曾

先后主持或参加过大量

有关住房、房地产和土 

地市场方面的工作。曾与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合作开展中英住房与城市更新对话。  

国际合作 

青年托举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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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认为，这些专家熟悉我国相关的政策，

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具有丰

富的国际交往与合作研究的经验，将多传

达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为“人居三”筹备

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届和第二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

发展大会分别于 1976 年和 1996 年在加拿

大温哥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两

届会议主要就全球面临的城市和住房挑战

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未来政策进行了讨

论。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

大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在厄瓜多尔多戈举

行，会议主题是 “探讨可持续的城市化和我

们现有城市的未来”。 

 

2015 中国城市

规 划 年 会 开 启

“青年托举工程”
 

学会一直把助力青

年成长的工作视作城乡规划事业和规划专

业传承发展的本源，发挥学会高水平专家

聚集的学科优势和专家优势，注重对青年

科技人员的挖掘、扶持和培育工作，针对

人才不同的成长阶段，建立多层次的人才

评价体系和标准，最大程度的激励成长中

的各类人才，让不同水平层次的青年人才

都有展现自我的舞台，无论在专业研究、

学术理论还是实践应用上都不遗余力地托

举青年人员。 

今年年会首次启动了 “青年托举工程”，

并为该项目设计了专有标识，按照”学会

搭台、青年唱戏、专家助阵”的思路，在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43个平行分会场

中设7个青年专场，包含乡村发展与规划、

城市更新与转型、城市调查与研究、新常

态下城市转型研究、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

规划设计竞赛获奖作品讲评、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青年论文竞赛获奖论文讲评以及港

澳青年规划师对香港城市保育议题的反思

及期望特别论坛，每个专场有4-5位资深专

家作嘉宾，唐子来、邹军、张尚武、赵燕

菁、伍江、施卫良、周俭、张松、许学强、

杨保军、袁昕、张京祥、周一星、顾朝林、

袁奇峰、王凯、陈秉钊、崔功豪、吕斌、

赵民、石楠、孙施文、王培茗、段德罡、

黄瓴、尹稚等专家学者参与本次点评及讲

评，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积极参与策划、

组织实施，委员会罗小龙、武廷海、孙娟、

郑德高、黄建中等分别担任青年专场主持。 

    

年会设青年专场讲评第三届“西部

之光”竞赛获奖作品 

第三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

竞赛于 2015 年 5 月-9 月进行。本次比赛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全国高等学校城乡

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办，获得了承办方

云南大学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 

20 日的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石楠主持。围绕“昨天·今天·明天

——滇池东岸城市边缘滨水空间设计”主

题，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白阳作题为

“‘渡’村入城——一花一世界、一木一

浮生、一叶一菩提”的汇报，西南交通大

学的金彪作题为“非正式社区——公共空

间引导斗南城中村更新”的汇报、云南大

学 的 葛 瑜 婷 作 题 为 “ Block-Based 

Design——时空演替下的智能模块化花卉

产业园区升级改造”的汇报、桂林理工大

学的李稷作题为“复合·媒介·微更新——斗

南城乡活力新空间规划”的汇报。同济大

学教授孙施文、云南大学副院长王培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院长段德罡、重庆大

学副教授黄瓴等多位专家对学子们的作品

进行了点评。 

年会期间专门展出第三届“西部之光”大

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优胜作品，吸引参

会代表的驻足，在业界最高的平台展示西

部学生的作品，极大地激发了西部学生的

学术热情，得到业界的广泛好评。学会通

过多种平台的搭建，让学子们在与权威专

家的指导与研讨中收获与成长，提升了他

们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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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托举 

在大会开幕式颁奖环节，颁发了第二届中国

城市规划青年科技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

年论文奖、第三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

规划设计竞赛优胜奖，托举青年站在行业最

高的平台。仇保兴、唐凯、周一星、徐学强、

陈秉钊、崔功豪、胡序威、陈为邦等颁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07711126&idx=2&sn=69187e183439b3f0970154edba751b39&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