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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沈阳   

共议“规划 60 年：成就与挑战”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 9 月 24 -26 日

在沈阳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与沈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辽宁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协办，沈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局承办。 

2016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国家“十三五”

规划开局年，同时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成立 60 周年。如今，我国城市发展已经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城乡发展方式及趋势呈现新特征，城乡规

划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需要溯古追今，

总结既往经验，开启未来之途。 

会议包括全体大会和平行会场。在第一天

的全体大会上，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

Joan Clos 传来视频致辞，辽宁省政协副

主席薛恒以及沈阳市人民政府潘利国市长

分别致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区域

与城市规划师学会主席特向学会发来贺信。

学会对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筹备工作的单位

以及长期参与学会重要工作的个人进行了

表彰，对学会组织的一系列学术、公益活

动的获奖者以及支持这些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以此推动城乡规划行业和

学科建设，助力学者成长。石楠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主持了开幕式。 

开幕式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

以及来自经济、地理、公共管理、城乡规

划等领域的六位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分

别从城乡规划改革、学科发展、空间研究、

“一带一路”、2016 年中国经济形势、城

市治理、我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等方面就当

前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学会副理

事长伍江、吕斌、施卫良主持了大会报告。 

学会发挥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组织

优势，在全国各地顶尖规划管理、编制和

教学单位的共同参与下，在本次年会上设

立了 46 个平行会议，供参会代表们进行

深入的研讨，涵盖了城乡规划学术研究的

各个领域和行业工作的最新热点、难点议

题，如 “老工业基地城市复兴”、“街区

制”、 “特色小镇建设”、“城市修补、

生态修复”、“乡村规划与治理”、“收

缩城市”等。分会场交流内容涵盖城乡规

划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实践，关注城乡

规划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是城乡规划

界具有前瞻性的跨界交流平台。  

年会得到了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科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际区域与城市规划师

学会等国内外领导的肯定，赢得了全国各

地规划行业专家学者的赞扬和国内外媒体

的高度评价。年会同期还举行了“规划 60

年”主题展览和专业调研活动。 <<more 

9 月 24 日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召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出席并作了

题为“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城乡规划

改革”的大会报告。 

黄艳指出，“十八大”以后，中央对城市

规划改革提出具体要求。现在，城市规划

改革面对两个主要任务：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任务——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

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以人的宜居

为目标，把粗放扩张性的规划转变为提高

城市内涵质量的规划。针对建立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的改革，城市总体规划改革是最

重要的工作，但是目前城市总体规划制度

存在一些突出短板。要实现以人的宜居为

目标，把粗放扩张性的规划转变为提高城

市内涵质量的规划，需要加强城市设计、

提倡城市修补。规划改革需要明确认识、

实现转变。对政府来说，城市规划是公共

政策、是管理规则；对市民来说，城市规

划师是技术人员，更是社会工作者；从自

身的专业角度来看，数据可以改变规划方

式、大大提高科学性。<<more 

年会综述 

年会报道 

黄艳   

http://www.planning.org.cn/2016anpc/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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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梁思成先生创办

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班学生，1950 年毕

业留校执教至今。 

最早将城市设计引进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

学者之一，提倡在城市设计中保护山水格

局、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文化、塑造

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的学科要义，推

行将城市设计贯穿城市规划全过程的设计

要求。在我国三十多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历程中，始终是第一线的呼吁者、实践者、

守望者，通过黄山屯溪老街为代表的一系

列先行探索实践，倡导保护发展的辩证统

一和整体保护的指导原则，提出以建筑和

院落为单位的保护对象分类依据和方法，

成为我国历史地段保护的重要范例和成功

经验。 

为人正直、品格谦和、务实勤勉、海纳百

川，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城市设计和名城

保护领域专业人才。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城

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1978-1993）、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1993-1999），

1999 年起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荣誉理事。

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的创始人。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1941年生于江苏常

州，1959-196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地

理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地理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 

1973年开始接触城市规划，1978年开始

专注于城市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并努力

从城市地理视角参与城市规划工作。主要

进行过城镇化、城市郊区化、城市发展方

针、城市体系和城镇体系规划、城镇人口

统计等方面的研究，提出过一些应用理论

方面的见解。在国际上担任过 IGU 发展中

国家城市化工作组成员、中国城市研究网

络（UCRN）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和

Urban Affairs Review 、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刊物编委， 

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城市地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

长、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

等。代表作商务版《城市地理学》、《城

市地理求索》、《城市规划寻路》。曾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1999-2004）、

副理事长（2004-2009），2009年起任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

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1933年7月出生，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60年前参加主持完成包头、侯马、贵阳

等12个城市的规划；1980年代参与国家

12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之一“城市建筑技

术政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并获“突出贡献者”称号；负责“若干经

济发达地区城镇化途径和发展小城镇技术

经济政策的研究”，获1988年建设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 

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

员（1978-1985），常务委员、秘书长

（1985-199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

理事、秘书长（1993-1999），副理事长

（1999-2004），2004年起任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顾问，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城市规划终身成就奖 

朱自煊  周一星  夏宗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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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精粹  

青年托举 

  

南京大学教授，博导。1934年出生，

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留校任教。

1956-1958年参加北京交通大学前苏联专

家主讲的运输经济学高级研修班。1985-

1986年任美国阿克伦大学访问教授。长期

从事城市与区域研究和规划工作。著有

《城市总体规划》、《中国城镇发展研

究》、《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区

域规划》、《当代区域规划导论》等著作。

曾任南京、苏州、杭州、深圳、南昌等城

市规划顾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苏州、厦门城市

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出访讲学美、欧、

亚十余国，主持第二届亚洲城市化国际会

议和中美合作“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科

研项目。 

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

员（1978-199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

事（1993-1999）、常务理事（ 1999-

2004），2004年起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荣誉理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规划学刊》主编。 

1926年出生，195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

木系市政组。1952年留校后协助金经昌、

冯纪忠教授创办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

历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建筑

系副主任、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 

1958年首次开设《城市建设史》课，并开

始系统调查研究。1980年《中国城市建设

史》作为大学教材由中国建筑工业版社出

版，至今已修订四版，多次获建设部、教

育部和上海市优秀教材奖。1984年在台湾

出版，成为海峡两岸第一部关于中国城市

建设史的学术专著。参编《城市规划原

理》，完成学术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九

十多篇。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1-1993）、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1993-1999）、

《城市规划》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

城市规划分部副主编等。2004年创办的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至今已成

功举办十二届，年逾九十仍工作在学科发

展的前沿。 

 

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会报告

 人观点集锦（一）

9月24日，围绕“规划60年：成就与挑

战”，年会共邀请了7位大会学术报告人，

分别从国家政策、空间研究、经济形势、

“一带一路”、全球化、城乡规划学科发

展、城市治理等方面就当前城市规划工作

中面临的一系列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探

讨。学会副理事长伍江、吕斌、施卫良分

别主持大会报告环节。 

 

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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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题为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的大会报告。他从城乡规划学科构建的本

土文化背景和知识传统、中国城乡规划学

科的形成、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演进

三方面对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进

行总结，并对中国城乡规划学科未来的发

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孙施文教授提出中国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应努力的六个方向：首

先，规划是应用性学科，学科的学理基础

应当是针对问题的知识运用，融贯各类知

识付诸行动是关键；其次，就发展方向而

言，世界各国城乡规划体制不同，学科体

系也各不相同，任何的借鉴和学习都应当

转换与整合；第三，知识生产是学科发展

的关键，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应明辨，普

遍的学理逻辑和学术规范须遵守；第四，

规划学科的知识和成果输出（学科间、国

家间）应当加强；第五，城市研究很重要，

规划研究是根本，要重视规划原理、制度

孙施文  

中国城市规划终身成就奖 

崔功豪

 

董鉴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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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空间效应等的研究；最后，要强化

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more 

 

 

 

 

 

 

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段

进作了题为“空间研究与城乡规划发展”

的大会报告。他从国内城乡规划学界的空

间研究演进、国内地理学界的空间研究演

进、国内建筑学界的空间研究演进三个视

角展示了六十年来的空间研究演进趋势和

特点。他认为，总体上，空间研究有力地

推动了国家城乡发展的空间复兴，为其奠

定了理论基础。当前，空间规划成为国家

治理的重要抓手，空间规划成为规划行业

的重要工作，空间规划成为城乡规划学科

的核心内容，在此“空间复兴”的背景下，

城乡规划要更好地发挥空间统筹的作用，

需要系统地认识空间规律，把握空间规划

技术方法。面向真实世界的城乡规划，需

要把握一个重要的方向——尊重和顺应空

间规律的城乡规划发展转型，在科学性的

基础上加强人文性、关注差异性。要全面

认识城市空间的作用，努力掌握空间发展

的规律并正确运用，让城乡规划在国家

“空间复兴”中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more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助理、

研究员刘卫东作了题为“‘一带一路’：

开启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的大会报告。

他指出，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需要认识

其出现的大背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要以“包容性全球化”为核心概

念来理解“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走向随

着地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

演变不断发生变化；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具

有固定线路的空间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符

号，其当代内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因此，总体来看，共建“一带一路”

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是探索推进全球

化健康发展的尝试，这既符合中国走出去

的需要，也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

区的需要，是在经济全球化机制下促进区

域共赢发展的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

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则，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

共求繁荣、共享和平，是大多数国家的共

同愿望。<<more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作了题为“ 2016 年中国经济形

势分析与展望”的大会报告。他认为，

2016 年，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的持续显现，

中国经济增速换档基本完成，经济增长总

体趋向平稳。他提出当前需要坚持的八项

政策重点调整方向，其中包括：适度扩大

总需求等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

良好宏观环境；落实各项减税降费等措施，

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

施建设薄弱领域；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

资合理增长等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持续

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

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全面落实“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

重点任务，等等。<<more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作

了题为“回应导向的城市治理”的大会报

告。他认为，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看，城

市可理解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的

地理空间。城市治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

使命：一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二是获得

可持续的财政收入，维护和改进公共服务。

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国城市治理形成两种

力量的联盟格局：一是致力于经济发展的

力量形成的增长联盟，另一是社会力量在

自我保护中形成的社群联盟。中国城市治

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增长联盟

和社群联盟之间构建对话平台，更广泛地

听取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增进利益协调，

从而兼顾多方利益。既要支持城市发展，

也要凸显回应导向，增进对话民主，构建

更好的城市制度。为此，需要加强规划师

职业伦理建设；整合城市热线，便于公众

参与；构建联盟对话机制，推进民主治理；

推进整体治理，化解“碎片化”问题；要

改进市政绩效评估，强化自下而上的问责

约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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