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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国两会召开、李克强总理

作《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3 日在北京开幕。 

此次两会是一个在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盛

会。站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

局的历史关口，两会重点探索如何按照中

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挖掘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 

3 月 5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

工作报告》，回顾 2015 年工作，介绍“十

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及

2016 年的工作重点。《政府工作报告》中

列出的 2016 年目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

业率 4.5%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4%

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报告强调要“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

松”、“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

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求贯彻好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落实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

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

托底“五大政策”，实施好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

任务”，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两会同期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ore 

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 

3月，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着眼

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

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在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方面，《意见》把理

顺政府、市场、社会、用人主体关系，明

确各自功能定位，作为改革重点，着力加

以推进。在改革人才评价方面，《意见》

提出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制定分类推进人

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突出品德、

能力和业绩评价。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

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

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发挥政府、市场、

专业组织、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价主体作用，

改进人才评价考核方式，加快建立科学化、

社会化、市场化的人才评价制度。注重引

入国际同行评价。加强评审专家数据库建

设，建立评价责任和信誉制度。适当延长

基础研究人才评价考核周期。在强化人才

创新创业激励机制方面，《意见》强调加

强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出台职务

发明条例，研究制定创新成果保护办法。

鼓励和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高校、科研院

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在科技型

企业兼职并按规定获得报酬。允许高校、

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引

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兼

职。<<more 

学会发布专题 2016 全国两会特别

报道——“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新开

局” 

近年来，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被提到了引领

国家发展的位置。《政府工作报告》中要

求：2016 年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万

套”、“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2000

公里以上”。学会及时跟踪 2016 全国“两

会要闻”、“政府工作报告”，官网还独

家策划了《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

《棚户区改造大事记》、《一带一路大事

记》、《地下综合管廊——城市生命线》

四个专题。<<more 

聚焦改革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3782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3/21/c_1118398308.htm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79/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80/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82/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82/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81/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81/index.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6/373/index.html#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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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作为职业团体参与“人居三” 

筹备，助推世界城市运动 

为筹备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学会加入

了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

倡 导 形 成 的 伙 伴 联 合 体 (General 

Assembly of Partners，GAP)。学会作为

中国城乡规划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

下设19个专业学术委员会，覆盖全国会员。

学会充分发挥多领域、广覆盖的优势，经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理事会认证，作为职业

团 体 伙 伴 (Constituent Group 

Professionals)与全球70多个伙伴一道助

推 世 界 城 市 运 动 (World Urban 

Campaign)。 

3-4月，伙伴联合体为“人居三”大会筹备

撰 写 了 《 新 城 市 议 程 (the New Urban 

Agenda)》社会团体部分，学会邀请六位

长期参与工作的专家和学会秘书处工作人

员一道对《新城市议程》相关部分提供修

改意见，现已提交“人居三”伙伴联合体

秘书处。<<more 

学会代表参加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人居三”筹备系列咨询会 

4 月 25 日，“人居三”大会筹备咨询会在

联合国总部开幕，为期五天的咨询会议旨

在介绍十个政策小组半年多来形成的政策

文件、各个区域主题会议的成果，听取成

员国、国际组织的意见，共同携手缔造

《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推

动 实 现 全 球 2030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克洛斯

致辞。我国常驻人居署副代表李喆出席会

议。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参会并主

持第六政策小组讨论，学会推荐专家、山

地城乡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毛其智教授 

参与第一政策小组讨论。<<more 

美国纽约时间 4 月 28 日下午 3 点，学会和

意大利规划学会共同主持第六政策小组会

议，重点讨论城市空间战略：土地市场和

空间分异(Urban Spatial Strategies: Land 

Market and Segregation)，议题涉及城

市规划、土地市场与空间分异等，来自美

国、韩国、南非、秘鲁、捷克和比利时的

嘉宾参加讨论。这是我国规划行业第一次

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也是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首次在联合国总部主持有

关活动。<<more 

 

联合国人居署《城市与区域规划国

际准则》(IG-UTP)中文版发布 

2013 年起，联合国人居署启动制订《城市

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旨在为完善全球政

策、规划、设计和实施进程提供框架，建

设更紧凑、更包容、更和谐和相互连通的

城市与区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学会作为正式成员

单位，代表我国参与了《准则》的起草和

修改，提供了最终中文正式文本的校译服

务。<<more 

国际语境下的城市规划                -

从IG-UTP到NUA：重新认识规划 

2016年10月17-20日，在厄瓜多尔首都基

多将举行“人居三（Habitat III）”，探讨可

持续的城市化和我们现有城市的未来。 

继千年发展目标(MDGs)后，联合国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2030), 指引

世界转向可持续与韧性发展的轨道，并制

定了“人、地球、繁荣、和平、合作伙伴”

5大维度17大发展目标的169个子项目。

“人居三”的目标包括：更新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政治承诺；评估1996年《人居议程》

的实现情况；应对贫困，识别并应对新的

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达成《新城市议

程（New Urban Agenda）》,衡量可持续

的城镇化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程

度 ， 并 设 立 包 括 城 市 繁 荣 指 数 (City 

Prosperity Index）在内的系列实施检测

指标。 

“人居三”大会 

 

https://www.habitat3.org/the-new-urban-agenda/the-general-assembly-of-partners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cid=1&id=742
https://www.habitat3.org/bitcache/856cc55eb21725eec5f54437644110eb3ad66e75?vid=577324&disposition=inline&op=view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mp.weixin.qq.com%2Fs%3F__biz%3DMzA3NTE1MjI5MA%3D%3D%26mid%3D2650762677%26idx%3D1%26sn%3D12563e05007134d4c7c727f663d6ecee%26scene%3D1%26srcid%3D0503MRvNOrUkC8cp4OWc2cV8%23rd&skey=%40crypt_c3595671_55f1cd561249346ad7b19f40a8b5716a&deviceid=e955037586623803&pass_ticket=undefined&opcode=2&scene=1&username=@e067e6bf6828a211f1cdf47c57edc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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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城市:首期中德城市规划联合

工作坊第二组在重庆举行  

3 月 25 日，学习型城市：首期中德城市规

划联合工作坊第二组联合研究与教学终期

汇报在重庆大学举行。学会副秘书长曲长

虹出席并致辞。 

该项目是在全国低碳生态城市大学联盟框

架下进行的国际性联合教学、实践和研究

活动。在教学方式上，采用联合设计工作

室、学术讲座以及答辩互访等多种方式，

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成果。活动分为两组，

第一组由东南大学联合埃森-杜伊斯堡大学

承办，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启动。 

本次联合教学由重庆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

联合承办，同时得到重庆渝中区政府、重

庆市规划局大力支持。中德两国学校各选

出 18 名研究生混合编成 6 个项目团队，针

对重庆市渝中区三块棚户区地段进行更新

改造设计，在学习、交流、碰撞中提出旧

城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模式。答辩会上，来

自各高校、渝中区政府和规划局的专家对

各组汇报进行了详细点评。6 月份中方成

员还将赴德国杜塞尔多夫继续考察交流和

进行工作坊，相关成果将整理出版。 

 

世界银行副局长拜会学会 

3月18日，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配

业务副局长卡门诺奈女士一行4人拜访学

会。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介绍了学

会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与世界银行进行过

的合作，来访专家介绍了世界银行目前正

在开展的有关低碳城市、城市更新、区域

规划、城中村改造等领域的项目情况，希

望与学会在这些领域展开进一步合作，并

提出希望学会推荐中国的业内专家参加世 

 

界银行的相关技术会议。石楠表示，学会

愿意与世界银行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

作，分享中国在城市领域的经验，同时欢

迎世界银行在9月沈阳召开的2016中国城

市规划年会上发布最新出版物和研究成果。 

学会组织接待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奥

委会副主席一行访华 

4月5日-6日，受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

和我国外交部委托，学会接待了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奥委会副主席弗图尔季耶夫率领

的代表团。 

代表团一行四人考察了曾经作为2008年北

京奥运会训练场馆的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

田径场和游泳馆，大兴区芦城体校自行车

训练场以及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等北京市

重点体育项目类设施。学会还协调安排了

代表团访问广州事宜。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国

土资源规划委员会协助安排有关考察。 

2015 年 5 月，学会专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了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筑建设委员会以及相

关规划机构，双方商定加强合作交流。此

次活动即是学会和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合作

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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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 2016 年

学术交流年会@成都 

3 月 18-20 日，以“规划六十年——变化

中的城乡”为主题的学会城市影像学委会

年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由王新哲秘书长主

持。学会尹稚副理事长、学会曲长虹副秘

书长致辞。 

主任委员王伟强作工作报告，学会委员们

围绕 2016 年工作、特别是“双城记”课题

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年会学术交流环

节，马向明介绍《城市规划在英中演变的

观察》，何兵通过报告《你可能没看过》讲

述了“512”汶川大地震后城市空间、城

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改变；陈荣委员

的《从佛教艺术解读中古亚洲人文地理》

以历史、地理与影像语言，阐述中古文明

佛教艺术的传播；徐健的《城市边缘——

水与火》，通过影像对北京 721 大雨和

2014 海淀城中村大火两个案例来实证、反

思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的问题；刘刚的

《上海石库门历史肌理》从上海历史沿革

的视角，展现了石库门建筑的演变和其中

居民的生活，希望通过摄影引发更多历史

纵深和社会纵深的内容研究；王伟强的

《两代规划师，对话都江堰》以影像记录

为线索，从专业的角度探讨开放式街区—

—壹街区项目的建设经验。 

专题：城市更新学术研讨会@南京 

4 月 9-10 日，由学会和东南大学主办、东

南大学建筑学院承办的城市更新学术研讨

会在东南大学举行。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学会原副

理事长陈为邦、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资深教

授吴明伟、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国院士致辞。 

会议分“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

更新与规划实践”以及“城市更新与制度

建设”等三个主题展开研讨。会议就目前

国内外城市更新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梳理，

对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

武汉、青岛等主要城市的更新实践经验和

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并研

究了今后组织开展城市更新学术研究和交

流的战略思路。研讨会主题广泛、角度多

样，涉及城市更新中的产业、文化、土地、

空间、政策、体制、法律等各个层面。 

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委会委员、同济

大学副校长伍江，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

学委会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

系主任阳建强，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学会理事、

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边兰春等

专家分别作报告，从人性活力、城市发展

的自我调节机制、“轨道+”引领、存量资

源的制度设计等角度畅谈城市更新。学会

原副理事长陈为邦作总结发言，认为城市

规划需要研究政府动力、市场动力、社会

民间动力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城市更

新时期的基本功加大对法律的研究、对学

科综合能力的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网全程跟踪报道了城市更新

学术研讨会专家报告内容。<<more 

第三期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

在成都举行 

3月26日，由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

支持的“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在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举行。这是

继去年哈尔滨、长沙后，此次活动的第三

站，也属于学会“青年托举工程”项目之

一。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武廷海老师用风趣幽默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为大家指出论文写作中的重点

难点。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东

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傅舒兰从国际的视角分

析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并传授给同

学们国际投稿的经验。此次活动获得现场

300多名师生及线上讨论者的热烈响应。 

学会成功向中国科协推荐三名“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候选人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七届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

通知》（科协办发组字〔2016〕8号）以及

学会《全国优秀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评选

表彰办法》精神，学会近日在全国城市规

划系统范围内组织了第七届“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和第四届“全国优秀城市规划

科技工作者”评选推荐工作。 

经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研究，四届十七次

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授予同济大学副校

长吴志强、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涛、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冯长春、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副院长李和平、武汉市国土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刘奇志、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创琳、深圳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司马

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宋

小冬、广东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

少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院长袁昕等10位同志“全国优秀城市

规划科技工作者”称号，并推荐吴志强、

杨保军、赵万民3位同志作为第七届“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上报中国科协，

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 吴志强、杨保军、

赵万民3位同志已作为入选者公示。 

学会将在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对获得

本届“全国优秀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的

10 位同志进行表彰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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