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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主题论坛“规划60年：成就与

挑战” 

9月25日上午，多位规划界的老前辈老专

家齐聚一堂，在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

的主题论坛上畅议规划60年的成就与挑战。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主持会议，学

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先

生作总结发言。 

学会顾问、同济大学陈秉钊教授，学会顾

问、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先生，学会

顾问、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学会名誉理

事、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原沈阳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李国才先生，学会城市设

计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卢

济威教授，原哈尔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王凤山先生，原辽宁省建设厅总规

划师林巧先生，原辽宁省建设厅副总规划

师孔庆融先生等老前辈先后结合自身的经

历和体会，对60年来我国城乡规划取得的

成就和今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学工委委员们也纷纷发言，对各位前辈的

卓越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同时针对论

坛的议题从不同的侧面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与会嘉宾认为，60年来我国的城乡规划在

落实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指导城乡空间

的合理布局、提升城乡发展的质量、高效

配置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维护社会公共

安全和公共利益、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学会在丰富和

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建立健全城乡规划法

律体系、促进行业机构发展与人才队伍培

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

常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城乡

规划在作用发挥、体系构建、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邹

德慈先生在最后的总结中特别强调，“城

市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搞城市规划最重要

的就是要认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more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会报告

 人观点集锦（二）

9 月 24 日，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主任郑思齐教授围绕“对中国若干区位导

向性政策的研究及讨论”作大会报告。她

指出，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国家通过公共投

资、政策优惠和补贴等方式推动地区经济

发展、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政策手段，这

些政策与具体区位“绑定”，让政策与地

方自身的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力资本外溢，从而

带动经济增长。下述条件存在时，区位导

向性政策才能发挥效果：要素配置存在扭

曲，要素流动不充分；存在集聚经济和知

识溢出。通过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区政策、城市内破败地区的更新、保

障房建设四类典型区位导向性政策进行定

量研究，她表示为避免区位导向性政策成

为“扭曲之手”，既要遵循效率原则，把

资源投入到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地

方，也要遵循人口自由流动原则，同时向

没有享受到区位导向性政策好处的地方进

行适度财政转移，改善其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more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828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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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青年托举 

年会51个平行会场精彩纷呈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

城市规划行业影响力最大、学术水平最高、

参与性最强的学术峰会和行业盛会。不同

于一般的商业大会或行业性工作会议，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以学术为核心，以

学术质量为唯一标尺。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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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和教学单位共同参与下，共设立了51

个平行会议，其中包括：1个主题论坛，

28场专题会议，19个自由论坛，1个高端

论坛和2个特别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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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名誉理事长、两院院士吴良镛

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人居科学与

 乡村治理”自由论坛

9 月 26 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

究所和人居科学院承办的“人居科学与乡

村治理”自由论坛在沈阳举行。学会常务

理事、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教

授主持讨论。学会名誉理事长、两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谈到：“十八大”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习近

平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为新形势下的乡村

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面临巨大挑战的

同时，乡村治理也有广阔的天地可供作为。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本身也是乡村治理的重

要手段之一，在未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进

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人居环境关乎

每个人的权利，创建美好的乡村人居环境

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吴良镛院

士还介绍了他领导团队开展的《中国人居

史》研究工作。石楠、陈为邦、李兵弟、

何兴华、赵万民、毛其智、李郇、吴琳、

武廷海、于涛方等多位专家参与讨论。

<<more 

自由论坛：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

有机更新 

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作用因素下，

一批类型多样的城市街区，如解放后逐步

形成的老旧城区和工业区、城中村及其他

除了历史文化街区以外的城市一般地段，

在快速、集中改造中面临着城市特色缺失、

存量资源利用难等多方面的挑战。本论坛

主要聚焦上述这些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有

机更新问题。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常

务副校长伍江教授作为论坛主持人邀请了

石楠、阳建强、王世福、刘健、黄伟文、

王林、刘刚等专家共同对这一议题进行探

讨。 

伍江教授总结到，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更

新一方面不能变成蛮横的大拆大建，另一

方面也不应过于小心翼翼。需要建立以下

三个共识：第一，引导性共识。城市更新

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大拆大建，以渐进式、

小规模、持续不断的动态方式进行。第二，

历史关联性共识。即使城市街区并非历史

文化保护对象，但城市既存的建成城区必

然存在和历史的关联性，因此在其城市更

新的话题中必然要与历史保护有所关联。

第三，时代适应性共识。城市既有街区之

所以面临更新，是因为城市环境需要与快

速发展的城市生活、生产活动互相适应，

因此城市更新需要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求。

<<more 

专题会场：机遇·使命·挑战 

学会城市设计学委会承办的城市设计专题

会议9月26日全天举行，分别由城市设计

学委会主任委员朱子瑜、秘书长邓东主持。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杨保军院长做题为《城市设计新方向》的

特邀报告，他提出对城市设计未来发展的

四点期望：求同存异、肩负使命、和而不

同、宽严相济。城市设计需要不同的声音，

需要包容、宽容的学术心态，因为认识城

市的角度各有不同，应该抱着互补的心态

来面对，只要方向正确，偏差可以在行进

中调整。城市设计承担着历史使命、价值

使命和百姓期望，要回归城市本源，即创

造生活家园、文明载体和创新引擎。应该

包容那些和谐的不同，反对强加的不同。

需要厘清规则和创造的关系，城市设计的

要求不会限制建筑创作，城市设计是规矩

不是枷锁，没有规矩不方圆。 

住建部城市设计处处长汪科结合住建部具

体工作指出，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

住建部将城市设计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包

括抓紧制定各类管理办法、开展城市设计

的试点示范、加快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目

前住建部正在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抓紧

制定《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城市设计

的基本技术管理规定》，研究印发《关于

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发城

市设计的试点示范，加快开展城市设计的

培训。目前的工作重点包括研究建立城市

设计管理制度，完善城市设计实施机制，

培育城市设计的队伍等。<<more 

自由论坛：老工业基地城市振兴 

随着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资源

枯竭型城市转型、“一带一路”、“三去

一降一补”、“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

老工业基地所在地区和城市面临新一轮转

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和巨大挑战。辽宁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辽宁省

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沈阳建筑大学共同

承办了自由论坛：老工业基地城市振兴。

论坛由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副厅长刘志虹主持。 

辽宁省环保厅厅长朱京海从历史、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角度介绍了辽宁老

工业基地城市的前世今生，阐述了大沈阳

都市连绵区和沈阳经济区崛起的必然性，

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必将引领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5215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5209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806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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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对话 

青年托举 

城市崛起这一重要观点。学会常务理事、

沈阳建筑大学校长石铁矛从建设宜居环境、

创造安全居住空间、构建低碳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等方面强调了提升人居环境对吸

引人才和振兴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重要意义。

以上海老工业基地转型为例，学会理事、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敬东

阐述了上海浦东新区和杨浦区的转型案例

和经验，点出了制造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性，为辽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最

后，主持人刘志虹总结了东北地区是我们

国家重要的区域，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振兴，“中国梦”也是一个不完整的梦。

<<more 

自由论坛：“双修”纵横谈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病”也日

益凸显。“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是落实

中央城市工作意见关于“城市规划要由扩

张性规划逐步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

结构的规划”、“提倡城市修补”的重要

抓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了

“双修”纵横谈自由论坛，从理论、实践

等方面展开研讨，学会理事、历史文化名

城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兵主持。 

张兵主任首先介绍了2015年6月至今，海

南三亚市被列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海

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综合试点城市，

自己参与的从规划设计、施工图设计、到

落地、现场驻场服务工作。他总结三亚的

工作为十大战役，包括城市形态、轮廓天

际线、城市色彩、广告牌匾、绿化景观、

夜景亮化、违规拆除等等。从理论上来看，

应当把三亚的“双修”作为一个城市的转

型，转型发展不仅是从增量到存量，还包

括治理城市、管理城市的方法转型。真正

应当引起规划师思考的问题，可概括为六

重价值：重整自然生境、重振经济活力、

重建社会良治、重获文化认同、重育场所

精神、重塑设施品质。沈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局副局长严文复介绍了沈阳浑河“城

市修补，生态修复”的实践，浑河的修补

分为三个阶段，从生态的绿廊，到城市的

客厅，现在已经变成了引领城市发展的银

带。浑河功能提升的规划目的是吸引人都

到河边来进行休闲活动。随着浑河沿线建

设完善，临河空间结合更新改造布局了会

展中心、大剧院，奥林匹克中心、40个足

球场等满足老百姓休闲娱乐需求的场所。

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施文、学会理

事邹兵、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秘

书长李和平等诸多专家参与讨论。 

对中国若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研究

及讨论 

年会期间，学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城市

规划系主任王世福教授采访了大会报告人

郑思齐教授，探讨中国六十年产业政策得

失。 

王世福教授提出了3个问题：1. 如何比较

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产业

政策和产业效率。2. 在区位导向性政策中，

政府的作用很大，它的判断能力、政策供

给能力，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诟病的国土指

标和城市发展资源的投放。请举一些您调

研中觉得比较成功的开发区案例及其可识

别的特征，比较失败的案例及其原因。3. 

轨道跟保障房选址之间是什么关系，保障

房区位的选择到底怎么样最明智？ 

郑思齐教授认为： 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要素

流动市场，因而也无从说是否符合市场规

律。建立市场经济以后，就存在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政府制定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目

的是将政策的优势和区位的自身禀赋，特

别是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

合力，提高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力资本

水平。区位政策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失败，

成功的投入应当是把资源投入到那些有比

较优势、适合规模经济的地方，应该顺应、

符合经济规律的空间指向，而不是反向导

致扭曲。她的一篇文章对中国主要的八个

大城市里的110个国家和省级开发区进行

了实际测算，结果发现大概70%城市开发

区是生产力正溢价，30%是负的；好的开

发区内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产业和周边

的产业相协调，产业内部也比较协调，比

较容易带来正的溢价。开发区政策还和城

市发展阶段有关，可以用零售业和住房市

场来检验了这一点。高铁等区域交通设施

需要很准确的预判能力，而城市新建地铁

网络会增加工工作机会，引发产业和人口

的重新布局。保障房是很典型的区位固定

性的政策。保障房空间布局需要兼顾机会

成本与低收入人群福利，可参考不同收入

水平的人群的区位偏好的重叠部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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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托举 

青年托举 
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协特向学会发来贺

信，对年会的召开和学会成立 60 周年表

示祝贺，肯定了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为新技

术的推广，新理念的传播，新成果的转化

搭建了平台，为科技人才的提高与成长提

供的空间。 

今年，学会继续实施“青年托举工程”，

旨在挖掘和培育更多杰出的青年规划师，

把助力青年学者成长作为城乡规划事业传

承发展的本源。 

在大会开幕式环节，学会副理事长张泉、

樊杰、尹稚为第四届“西部之光”大学生

暑期规划设计竞赛优胜奖师生和 2016 年

国际青年规划师工作坊优秀学员颁发了奖

状。学会今年 5 月与国际城市和区域规划

师学会（ISOCARP）联合举办了 2016 年

国际青年规划师工作坊（YPP）。来自国

内外的设计单位和高校推荐了 20 位青年

规划师，与国际国内的专家展开了为期一

周的工作坊。学会对国际青年规划师工作

坊优秀学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游

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刘

竹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甘惟

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弓进行了表彰，期待着更多青年规划师

参与进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青年规

划师的风采。“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

划设计竞赛是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全国

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联合主

办的公益活动，旨在为西部地区院校的规

划专业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与交流机会。

今年 6 月到 8 月组织的第四届“西部之光”

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共有西部地区

全部 44 所院校的千余名师生参加。一二

三等奖的获奖学生代表和指导老师参加了

本次年会开幕式的颁奖仪式。学会希望全

国规划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共同为

西部地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年会特设 7 个青年专场，27 位专

家助阵青年学子培养 

今年年会，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特别承办

了 7 个青年专场，共邀请了 27 位资深点

评嘉宾助阵青年学子讨论，平均每个会场

4 位点评嘉宾。7 个青年专场分别聚焦交

通改善与规划技术创新、城市设计方法研

究与实践、空间研究与大数据应用、城市

更新与社区改造、乡村发展与规划探索、

区域与城乡发展和第四届“西部之光”大

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优胜奖作品，演讲

嘉宾均为论文在年会匿名审稿系统中脱颖

而出的在校城乡规划专业学生。<<more                                  

交通改善与规划技术创新青年专场上，张

泉副理事长点评到对老龄人的交通关注，

认为出发点很好，应在基本交通条件完善

的条件下，对老城区内部重点地区和路段 

的慢行环境进行优化，以适应老龄化社会

的交通出行需求；划定增长边界应多目标

分析，并基于特定城市特定分析，充分考

虑发展阶段、发展时限、实施条件等要点

的差异。城市设计方法研究及实践青年专

场上，学会青工委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石晓冬总结到，从

国家角度来看，空间规划体系面临重塑，

国家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给城市设计的

改革探索及实践提供了依据；从规划行业

来讲，应让市民、政府管理者都参与城市

设计。他以“将来的规划是玩得转数据的，

也是能进得去社区的，最后还是要 hold 住

政策的”进行了精妙的总结。乡村发展与

规划探索青年专场上，学会乡村规划与假

设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尚武教授认为学

生们在研究视角多样化、定量研究趋向重

视的背景下，对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的界

定需要更加清晰，希望年轻学生的研究持

续关注乡村发展。 

学会搭台、青年唱戏、专家助阵、学会将

继续不遗余力地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研究

和交流的舞台，希望通过权威学者对青年

学者的指导，促进青年学者理论研究和实

践应用水平的提升，从而为新形势下我国

的规划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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