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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专享           家的问候   总第 15 期          中国城市规划领域唯一全国性学术团体、职业组织、公益机构    2016 年 3 月 31 日 

 

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 

2月21日, 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简称《意见》），这是时隔37

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 

《若干意见》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意见》从

七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重点任务。 

（一）强化城市规划工作。依法加强规划

编制和审批管理，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

肃性和连续性，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严

格依法执行规划，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

要严肃追究责任。（二）塑造城市特色风

貌。鼓励开展城市设计工作。有序实施城

市修补和有机更新，恢复老城区功能和活

力，延续历史文脉。（三）提升城市建筑

水平。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五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加强建筑市场监

管和建筑安全监管，实施工程全生命周期

风险管理，建立安全预警及应急控制机制。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四）推进节能城

市建设。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提高建筑节

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全面推进

区域热电联产、政府机构节能、绿色照明

等节能工程。（五）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到 2020 年，基本完成现有的城镇棚户区、

城中村和危房改造。积极推行棚户区改造

货币化安置。逐步推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

路布局理念。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形成以

社区级设施为基础，市、区级设施衔接配

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形成全天候、

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

（六）营造城市宜居环境。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制定并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作方案。

提高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促进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七）创新城市

治理方式。积极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形成

政府、社会、市民等多方主体参与、良性

互动的现代城市管理格局。加强城市管理

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more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对《意见》

进行了深入解读，他指出，《若干意见》

的出台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

了方向。我们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

领导下，把《若干意见》提出的各项目标

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加快推进城市现代化

建设，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学会官网专设《意见》栏目，针对社会关

注热点，从“街区制≠拆围墙”说起，发起

城市规划的社会启蒙。<<more 

贺学会顾问、城市规划专家、古建

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先生期颐之寿 

 

2016 年农历二月初二是郑孝燮先生百年寿

诞。郑孝燮先生历经百年风雨，主导保护

了德胜门箭楼、平遥古城、卢沟桥、北京

大钟寺、十三陵等全国各地多处文物古迹。

他为中国建筑、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

的保护和世界遗产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

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990 年至今郑先生被聘为学会顾问，2006

年学会授予郑孝燮先生突出贡献奖（终身

成就奖）感谢他多年对规划工作和学会发

展的帮助，祝郑先生健康快乐！<<more 

聚焦改革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67/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68/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670940&idx=1&sn=378ac92621391f9daac0146a80918242&scene=1&srcid=0321pBZkaLllPiCZdenBC0BT&pass_ticket=IyqvnfkRN%2F7Rl4s8Ez7FaE8uKpWbecWC3FzLq3o4RFDir9DVcRNgTggfGxwT%2Bny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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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 60 年”院士专家座谈会在

京召开 

1 月 28 日，“学会 60 年”院士专家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学会名誉理事长吴

良镛院士，学会名誉理事长邹德慈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学会顾问胡序威研

究员，学会顾问赵士修教授，学会顾问陈

为邦教授，学会顾问周一星教授等专家就

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学会 60 周年

以及学会发展建设热烈讨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参加座谈。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石楠主持会议。 

石楠代表学会给院士专家拜年，并向专家

汇报了城乡治理改革新形势下 2015 年的学

会工作。学会在中国科协新一轮“学会创

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优秀科技社团项目

建设”中荣获中国科协二类优秀科技社团，

已成为中国科协创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力

量。2016 年学会迎来 60 周岁生日，将继

续坚持学术导向，强调学术质量、政策建

议和与社会的更多良性互动。 

吴良镛院士回顾新中国以来四次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始末，对党中央、国务院当前对

城市工作给予的高度重视很欣慰，当前城

市工作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大事。他认为应

当充分认识城乡规划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

性，将城市设计、经济地理学、城市社会

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融合，重新思

考专业的定位、方向、重要性和完整性。

他希望借着参与筹备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

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契机，学界认真界定

清楚城乡发展过程中有关概念，注重中西

合璧，弘扬中国特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将官方的外交和科学家的外交结合起来。 

邹德慈院士指出，学会60周年最好的纪念

是总结经验。经过60年的发展，学会已经

逐渐成熟，在国际国内做出了一定成绩。

他希望学会未来能将城市自身的客观规律

作为一个常态的课题来不断研究。进一步

完善规划行业人才举荐机制，从规划设计

大师到院士，进一步提升城乡规划行业的

影响力。 

倪虹副部长代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和

陈政高部长给老先生们提前拜年，并与老

先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认真介绍了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为筹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开展的16个专题研究以及提交的报告。他

体会，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召开城

市工作会议，是将城市工作作为实现中国

梦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抓手，将城

市作为国家发展的载体。国家近期将会多

方面宣传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落实会议工

作部署。他还结合近期部里工作就老专家

们关心的重点问题进行交流，介绍了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在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

规划管理体制改革、评选规划设计大师、

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朱自煊、胡序威、赵士修、陈为邦、周一

星等专家们先后发言，认为学会是科学家

的平台，应该通过学会渠道让科学家发声，

让学会专家来辨析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遵

循哪些基本的规律；应当深入调查研究，

准确界定城乡规划相关的基本概念，并摸

清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应该考虑到城乡

规划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和城市工作相关

领域学会增进合作，递交政策建议，影响

国家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保军副院长和

邵益生书记也亲切慰问了老专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城市设计专

家委员会 

2月29日，根据(建科〔2016〕26号)精神，

为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充分发挥专家在城

市设计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提高我国城市设计水平，住建部根

据相关管理规定成立了由66位专家组成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 

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学

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任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中国工程院

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建

筑师崔愷。委员涵盖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秋、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等城市规

划、建筑学、风景园林领域的顶级院士专

家。<<more 

学会 60 年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3/t20160302_226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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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动态 
城乡规划事业的发展哺育了中国城市规划

学会的成长和壮大，2006年，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吴良镛先生

曾寄语中国城市规划：“通古今之变，识

事理之常，谋创新之道，立世界之林”。

2016年，我国的城乡规划依然需要溯古

追今，总结既往经验，开启未来之途。 

 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办地 

——沈阳 

2015年9月18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四届

十五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表决，决定沈

阳 市 为2016 中国 城 市规 划年 会 承办 城

市。 

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官网现已

全面上线<<more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意

见》）其中第六章“完善公共服务”中明

确提出“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加强街区的

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

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

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

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

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

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住宅小区围墙涉及

民众切身利益，“街区制”被人民日报、人

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

新京报等众多媒体争相报道， 引发了全民

线上线下大讨论。 

学会认为，“街区制”大讨论实质上引发了

一场全面的城市规划科普启蒙运动，学会

官网设专栏分析“街区制”≠“拆围墙”， 

解析居住小区、封闭住宅小区和街区制社

区等学术概念，调查了解民众对小区开放

后的安全、环境、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担

忧。专栏引用权威资料来源对中央文件的

解读，传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

的公开声明，并及时调动学会专家资源接

受各大媒体采访、规划科普、消除误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认为，要正

确理解“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

在理解和落实过程中，一是要认真全面理

解好“逐步”两个字。“逐步”就是要有计

划，要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

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拆围墙”。二是《意见》对这项工作提出

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具体实施中还

要制定细则，特别是各省、各城市还要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在制定办法

过程中，肯定要听取市民意见。三是要实

施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城市，

都会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各种利

益关系，依法依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

居民的诉求，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学会常务理

事杨保军、学会副理事长吴志强、学会常

务理事吕斌、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袁奇峰等多位专家（不完

全统计），积极参与规划科普，通过各大媒

体发声，介绍了建设开放封闭小区，激活

交通“毛细血管”等方面的好处，消除民

众担忧。<<more 

规划科普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规划 60 年: 成就与挑战” 

2016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开局

年，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 60 周年。 

过去 60 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城乡规划在落实国家与区域

发展战略、指导空间合理布局、提升城市发展质量、高效配置土地和空间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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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富和完

善学科结构、建立健全规划法律体系、促进行业发展与人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

列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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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手

段，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创新道路，寻求城乡集约高效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城乡规划工

作和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年会征文工作正式开启，涵盖规划 60 年城乡规划历史总

结与经验传承，城乡规划在理念、价值观和技术方法新趋势等 16 个子领域。在线投稿网

址 http://paper.planning.cn/login     

http://www.planning.cn/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68/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68/index.html
http://paper.planning.c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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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等单位主编《中国城市状况报

告》 

1月7日，《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6-17

版）》（简称《报告》）首次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来自学会、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市长协会、联合国人居署四家主编单

位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并

就《报告》提纲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住房城乡建设部规

划司副司长俞滨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报告》属于系列丛书，每两年编写一次，   

自2010年以来，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

际欧亚科学院、中国市长协会、联合国人

居署四方共同努力下，已编辑出版三册, 已

成为向国际社会推介和评述中国城市发展

的重要平台。本双年度《报告》将以“全

球视野与中国实践：谋划城市的未来”为

主题，共分为城镇化、城乡治理与社会融

合、城市住房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城乡

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面向未来的城

市空间7个章节展开。 

第八届规划理论年聚从“细胞内蛋

白质运输”启发学科跨界思维 

3月4-5日，由著名城市规划教育家、原加

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梁

鹤年教授发起，学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规划理论年聚在

京举行。来自高校和业界的50余位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

楠和学会副理事长李晓江出席了开幕式。 

规划理论年聚已连续举办八届，秉承跨学

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交流精神，旨在促

进跨界思考。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隋森芳作了题为《细胞内蛋

白质运输》的专题报告，结合蛋白质分选

运输过程和转运囊泡介导的胞内运输案例

提出了“将复杂问题简化”、“从不同角

度入手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导大家

打开跨界思维方式，从“运输”的角度来

思考城市。随后，大家以头脑风暴的方式

开展了分组讨论，会议最终确定将“城市

社区自组织的生成、路径与机制”作为未

来一年的研究重点。第二天，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博士陈宏胜、中规院高级工程师孟

鸿雁和武汉大学教授魏伟分别作专题报告，

从不同角度对“城市人”理念进行完善。 

2016 年城市规划信息技术专题研

讨会@贵阳 

3月26日，学会新技术学委会城市规划信息

技术专题研讨会在贵阳召开。近60家规划

管理单位150余位代表参会讨论“城市规划

信息化建设模式”并交流案例。学会城市

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胡海主

持会议。 

会议以“城市规划信息化建设模式探讨及

案例交流”为主题，围绕“智慧城市”、

“遥感大数据”、“三维智慧规划一体

化”、“多规合一”等热点展开。以本次

会议为契机，新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俊、

副主任委员党安荣、副主任委员詹庆明、

副主任委员才睿、副主任委员陈乃权、贵

阳市城乡规划管理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戴义、

重庆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胡源、南京市城

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所长陈波、珠海市城

乡规划编审与信息中心副主任陈真等分别

作“城乡规划廉政风险智能预警防控系统

研发与应用”、“遥感大数据促进智慧城

市规划发展”、“智慧城市发展趋势探

讨”、“三维智慧规划一体化”、“三维

仿真会商”、“多规合一”等报告，从战

略、执行、变革、沟通等多个层面提出

“规划信息化建设之痛”的解决之道。希

望通过本次会议促进全国城市规划信息化

建设模式共享，建立起各省市之间的沟通

平台，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新技术委员会官方网站。  <<more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学会官网采访了一

批奋战在规划一线的女规划师代表们，学

会副理事长王静霞代表学会问候广大的女

规划师们向她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王静霞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 国 务

院参事 

女 规 划 师 具

有 自 身 的 特

点，是具有双重职责的人，既是妇女，更

是规划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女规划

师要充分发挥女性的特点，关注民生工程、

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关注宜居环境创造，

建设“美丽中国”，既要以昂扬的精神关

注城乡规划行业的变革和发展，又要按照

全国妇联的要求做一名具有“四有、四自”

素质的现代新女性。 

各位女规划师，在欢庆节日之际，我们更

应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的精神实质和重点内容，激扬巾帼之志、

凝聚巾帼之力、彰显巾帼之才、唱响巾帼

之音，在贯彻落实城市规划新理念、认清

新视角、研究新对策、创新方法等方面真

抓实干，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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