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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

见》 

新华社1月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意见》共分六个部分，一、总体要求；

二、健全职称制度体系；三、完善职称评

价标准；四、创新职称评价机制；五、促

进职称评价与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六、

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 

《意见》指出，职称是专业技术人才学术

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职称制

度是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制

度，对于党和政府团结凝聚专业技术人

才，激励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加强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服务

发展、激励创新；坚持遵循规律、科学评

价；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推进；坚持以用

为本、创新机制。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重点解决制度体系不够健

全、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评价机制不够完

善、管理服务不够规范配套等问题，使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结构更趋合理，能力素质

不断提高。力争通过3年时间，基本完成工

程、卫生、农业、会计、高校教师、科学

研究等职称系列改革任务；通过5年努力，

基本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

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 

在健全职称体系方面，完善职称系列，健

全层级设置，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统筹研

究规划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框架，避

免交叉设置，减少重复评价，降低社会用

人成本。 

在完善职称评价标准方面，此次职称制度

改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职业属

性和岗位需求为基础，分系列修订职称评

价标准，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

标准相结合，注重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专

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创造性，突出对

创新能力的评价。合理设置职称评审中的

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不将论文作为评价

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对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突出

评价专业技术人才的业绩水平和实际贡

献。 

在创新职称评价机制方面，丰富职称评价

方式。基础研究人才评价以同行学术评价

为主，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评价突出

市场和社会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

评价重在同行认可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打

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

制约，创造便利条件，畅通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申报渠道。推进职称评审社会化。对

专业性强、社会通用范围广、标准化程度

高的职称系列，以及不具备评审能力的单

位，依托具备较强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专业

化人才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

织，组建社会化评审机构进行职称评审。

并加强职称评审监督。 

促进职称制度与人才培养制度、与用人制

度的有效衔接。用人单位结合用人需求，

根据职称评价结果合理使用专业技术人

才，实现职称评价结果与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的衔接。 

政府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进一步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发挥用

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科学界

定、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按照全覆

盖、可及性、均等化的要求，打破地域、

所有制、身份等限制，建立权利平等、条

件平等、机会平等的职称评价服务平台，

简化职称申报手续和审核环节。坚持党管

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党委和政府对职称工

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

势，鼓励其参与评价标准制定，有序承接

具体评价工作；用人单位作为人才使用主

体，要根据本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状况，

自主组织开展职称评审或推荐本单位专业

技术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实现评价结果与

使用有机结合。<<more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8/content_5157911.htm#all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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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恢复成立大会

2016年12月17日，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

员会恢复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

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学者

和高校师生等100余人共同见证学会城市

更新学委会恢复成立的历史性时刻。 

大会开幕式由学会理事、东南大学阳建强

教授主持。东南大学副校长吴刚教授、学

会副理事长伍江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齐

康先生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学会城市更

新学术委员会恢复成立的重要意义。 

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宣读了学会恢复成立

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及其成员

名单，学会副理事长伍江为学术委员会的

委员颁发聘书。全体委员审议并通过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

工作规程》。学委会挂靠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主任委员由学会理事、东南大学教授

阳建强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学会常务理

事、清华大学教授边兰春，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王林，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

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许槟，同济大学教授

沙永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张文忠和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黄卫东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吴

晓担任秘书长，清华大学副教授唐燕担任

副秘书长；委员主要由来自全国各高校、

规划设计单位和管理部门的专家和学者组

成。<<more 

 住建部黄艳副部长贺信

值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

会恢复成立之际，我谨代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

的委员和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和世界城市史上速

度最快的建设历程。这其中，既包括城市

建成区的增量扩张，也包括既有城区的持

续更新。在面临资源环境压力的今天，切

实转变增长方式，改变外延式的城市发展

路径，更多地通过城市更新寻求新的发展

空间，逐渐成为各地的共识。 

城市更新不只是物质空间、基础设施的更

新改造，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过程，涉及

法律法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基础设

施、土地利用、公众参与等诸多领域，是

增强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品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严控增量、盘活

存量、优化结构的思路”，和“有序实施

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的要求，在这个背

景下，恢复成立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对

当前的工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将为学术

研究和交流提供很好的平台。 

早在1987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沈阳召

开了“旧城改造规划学术讨论会”。1995

年，学会在西安召开旧城更新座谈会，决

定筹备成立城市更新与旧区改建学术委员

会。1996年4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旧城改建与城市更新专业学术委

员会”。近年来，学会组织召开多次专题

研讨会，并与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进行

合作与交流，学会在这一学术领域已经积

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专家团队。 

作为委员会挂靠单位的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以齐康院士、

吴明伟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就开始从

事城市更新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队

伍，为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

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真挚希望全国规划界借助城市更新学术

委员会这个学术平台，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和实践探索，加强合作交流，为推动我国

城市更新理论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 

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阳建强代表学委会发表了题为“搭建平

台，促进发展”的学术呈述。他重点阐述

了恢复成立学委会的目的和意义。第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3645&idx=1&sn=f97676c8054ef4e14e8bf0c0803a4e1a&chksm=877f3fb0b008b6a68b9db8e9b8dd89c7194b1dc6891106182e1881db58fc4ce27838f442dac2&mpshare=1&scene=1&srcid=0330w8GJGu7chwIg8osPNqej&pass_ticket=GVQa1NOgW%2FFK%2BnGTONVzFlq6FG1Iud1HmGTdgFzxkyOPeivXrBF9zYJ3Q%2B1uqzWy#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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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盘点 

青年托举 

城市更新对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

进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转型，以及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

二，城市更新涉及物质空间、经济、社

会、政策等诸多方面，恢复成立学委会有

助于加强该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推动我国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深化

和提高。第三，我国城市更新具有特殊性

和复杂性，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

理论体系，有助于完善国家城乡规划学科

布局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第四，城市更

新是解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

展的重要举措，恢复成立学委会对突出以

人为本，促进跨学科、全方位、系统化研

究城市更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会上，学会副理事长伍江、东南大学童寯

讲席教授夏铸九、中国土地勘察规划院副

总工程师邓红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于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

高级城市规划师许槟和深圳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副院长黄卫东分别做了主旨报

告。<<more 

从学会新媒体文章阅读量看2016

城乡规划行业关注焦点 

学会微信公众号是新媒体时代学会的发声

窗口, 是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成果展示、

行业信息分享、学术知识分享的重要平

台，已成为行业内极具影响力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订阅用户约 85000 人。 

2016 年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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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成立的 60 周年。学会微信公众号对这一

年中国城乡规划行业的重要政策、重要会

议以及学术活动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报

道，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行业影响力不断

提升。 

2016 年度学会微信公众号盘点阅读量排名

前十位的文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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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勾画

未来城市发展“路线图”。<<more 

学会常务理事、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保军受邀在 2016 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的“街区的现代意义与发展”专题

论坛上作题为《对开放街区的讨论》的主

题报告。<<more 

最重磅！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会报告

人观点集锦。<<more 

44 所高等院校通过城乡规划专业评估，你

的学校在名单上吗？<<more 

2016 年 9 月 1 日，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在

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全国城乡规划改革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快城乡规划改革，积

极应对新常态。<<more 

2016 年 2 月 29 日，住建部发布《关于成

立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及住建部

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名单。<<more 

2016 年 6 月 26 日，学会、全国高等学校

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

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举

办“城乡规划和公共管理学科融合发展研

讨会”。住建部副部长黄艳：落实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跨学科的融合与建

设。<<more 

2016 年 1 月 15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学会承办的“创新城市工作与多学科

协同共治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教授、学会

顾问周一星：对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

态的商榷。<<more 

2016 年 7 月 9 日，住建部召开城市防洪

排涝有关问题座谈会，专家提出五点建

议。<<more 

2016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的文章：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开创城市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more 

除此之外，学会官网、官微、WAP 手机页

面多终端共同发布的规划 60 年院士专家

座谈会、城市发展规律理论解读、《城市

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第四届“西部之

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2016 中国

城市规划年会、联合国第三次可持续发展

大会、城市十月和《新城市议程》、第五

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论坛、2016 中国青

经过了精心策划和组岩·古镇峰会等专题，

织，力图做到原创度高、时效性强、内容

丰富质量高。<<more 

中国城市规划界甲子回眸纪录片 

60 年前，老一辈规划人开启了新中国城市

规划理论与实践的伟大事业。几代规划师

的求索和奉献，越来越多的规划科技工作

者凝聚到自己的组织——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在这里交流经验、切磋学术、推动创

新、形成共识，他们有共同的梦想和追

求。2016 年正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六

十年，学会精心选题策划、翻阅历史档

案、逐词逐句推敲，认真制作了这部纪录

片。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再次回

顾，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新中国一道跨越

<<more的这不平凡的一甲子。纪录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3705&idx=2&sn=445f4cdbcc6fa1047de545d90e6fac0e&chksm=877f3f74b008b662b48a809d292469bd4d4f158f1dfb35bd27ac1964f3955516926be2526aef&mpshare=1&scene=1&srcid=0330fB8oSSArJZ7bsWrysmTb&pass_ticket=GVQa1NOgW%2FFK%2BnGTONVzFlq6FG1Iud1HmGTdgFzxkyOPeivXrBF9zYJ3Q%2B1uqzW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402409263&idx=1&sn=5721a0c696c719b1bf24ccddd6c134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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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参与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年鉴》获殊荣 

近日，学会获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

鉴》（2016 卷）优秀组织单位，曲长虹、

杨映雪获“十佳优秀撰稿人”荣誉称号。

2016 年 12 月 23 日，学会副秘书长曲长

虹应邀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鉴》全国

学会撰稿人培训班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发

言。 

学会编纂的部分客观反映了 2015 年学会

在服务创新型国家和社会建设、学会能力

提升计划、学会创新发展、科技期刊国际

影响力提升计划、学科发展研究、决策咨

询、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国际组织任职、

学会建设等方面的特色工作和重点活动，

获得了中国科协有关部门的认可。 

追思毕生功绩，郑孝燮先生千古 

学会原理事长、我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

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先生于2017年1月

24日18:05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郑孝燮先生历经百年风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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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做出了重要

的历史性贡献。 

郑孝燮先生1979年起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

规划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前身）副

主 任 委 员 ， 1981 年 当 选 为 主 任 委 员 ，

1990年起担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

2006年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

在此深切缅怀郑孝燮先生。 

郑孝燮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7 年 2 月

4 日上午 10:30 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

堂举行。全国人大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

任、住建部原部长汪光焘，住建部副部长

易军、黄艳，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有

关领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文物学

会、中国建筑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的领

导和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等单位的全国各地的规划、文

物、建筑、风景园林行业的领导、专家学 

------------------------------------------

者参加了追悼会，向郑孝燮先生的遗体告

别。学会和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

员会向郑老敬献了花圈。<<more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简讯 

主编：曲长虹 

编辑：杨映雪  

邮箱： planning@planning.org.cn 

联系电话： 010-58323870 

学会网站： www.planning.org.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北配楼 100037 

  年会动态
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  持续发展、理性规划 ”  

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筹备工作现已全面启动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建

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收紧、文化

品质短板凸显、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等问题，传统的依靠土地扩张和要素投入来推动

城市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要增强规划科学

性、指导性。联合国“人居三”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也强调通过规划更加公

平、更加联通、更加包容的城市来引导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城市规划已经走过 60

年的历程，对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发展条件和

任务面前，如何更好地发挥城市规划在推动城市转型、实现持续发展上的重要的战

略引领作用，是当今规划工作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

最大的忌讳”。规划工作必须“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

新期待”，在“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规划的合理

性，用更加理性的精神、更加科学的思维来进行各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为城市规

划在城市发展中刚性控制作用的发挥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并真正实现“一张蓝图

干到底”的总体部署。<<more 

年会征文在线投稿网址 http://paper.planning.cn，截稿时间：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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