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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开创学会工

作新局面 ——学会五届二次理事

会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3月25日下午，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扩大

会议在北京举行。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出席

会议并讲话，五届理事会理事参加会议，

学会二级组织、地方学会相关人员列席会

议。此次会议应到理事254人，实到197

人，符合《章程》规定。 

第一节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张泉主持。会

议第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学会五届理事会

理事长和常务副理事长。住建部人事司副

司长王立秋宣布部党组决定孙安军为理事

长候选人、石楠为常务副理事长候选人。

随后参会理事进行了无记名投票，监票人

杨保军宣布两位候选人获得赞成票数均超

过五届理事2/3，选举有效，孙安军同志当

选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长，石楠同志当选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第

五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 

学会副理事长赵万民、施卫良、吴志强、

何兴华、王建国、张泉、石楠、周岚、樊

杰、尹稚、赵燕菁、吕斌分别汇报了2016

年度分管工作情况。 

新任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孙安军对住建部对

规划学会的始终如一关心指导和帮助、各

位理事的信任和支持、前任各理事长的带

领和贡献表示感谢，表示要在各位副理事

长和理事的帮助下，努力做好学会工作，

开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工作新局面。 

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对孙安军同志当选为学

会理事长、石楠同志当选为学会常务副理

事长表示祝贺，并发表讲话，她对学会的

各项工作表示肯定，希望规划行业各单位

多支持学会的工作，共同为中国城乡规划

事业贡献力量。 

学会理事长孙安军主持第二节会议，会议

审议了一系列事项。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常

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关于中共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党委组成方案、2016年学会财

务报告、2017年度学会工作计划要点；审

议并通过了学会《二级组织考核办法》和

《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等工作报告，审

议并批准了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关于理事

调整与增补方案；审议并批准了四川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武汉市城市规划协会、武

汉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成为学

会单位会员；听取并通过了学会常务理

事、《城市规划（英文

版）》副主编毛其智教授关

于《城市规划（英文版）》

国际合作事宜的报告。在听

取了学会常务理事、东莞市

副市长张少康代表东莞市人

民政府提出的举办2017中国

城市规划年会的申请以及相

关筹备情况后，会议决定

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东

莞市举办，并举行了2017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承办权授旗

仪式。<<more 

http://mp.weixin.qq.com/s/DJthL6-43Np8-vcOOZ0k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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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访谈

（2 ） 

部长寄语  

黄艳：发挥学术组织平台作用，弹

奏城市规划建设交响曲
 

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在学会第五届二次理事

会扩大会议中讲话表示：做好规划工作需

要交响曲、大合唱，要充分发挥学会平台

的重要作用。发挥好学会的作用，有利于

调动全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利

于推动规划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有利于

扩大规划的社会影响力，促进全社会认识

规划、理解规划、支持规划。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大形势下，更需要发挥学术组织跨

学科、跨地区、跨部门的优势。 

黄艳强调，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

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需要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加以落实，探索规

划工作的新实践。首先，要围绕中心工作

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要针对问

题，讲究实效，把加强学科建设作为核心

任务，调动资源，组织专家，把规划学科

做实。其次，要把人才建设作为中心工

作，让优秀的规划人才脱颖而出，把更多

中青年规划师推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其

次，要做好向全社会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以及城市规划知识的工作，做好科学普

及，让老百姓学规划、懂规划；让各级决

策者重视规划、尊重规划，提高全社会的

规划意识。要加强国际交往，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系统总

结我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扩大我国在

国际规划领域的话语权。最后，要加强自

身建设，增强凝聚力、公信力，增强服务

意识。<<more 

两会期间，学会记者独家采访了一批城市

规划建设领域的人大、政协代表，请他们

就行业内人士关心的“两会” 热点问题谈

谈看法。 

沈瑾委员：京津

冀区域协同发展

的三个视角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残

奥会组织委员会规划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部

副部长沈瑾从文化、水源保护、绿色能源

利用三个方面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发表了看

法。 

在谈到京津冀区域文化时，沈瑾委员说，

加深对区域“文化一脉”的理解、建立区

域文化认同具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他

鼓励以“一轴两带四廊多点”为线索，开

展跨行政区的合作研究，重点加强对长

城、大运河、京承御道、京张驿道等线性

遗产、文化线路的共同研究、协同保护与

联合执法，建立起统一的保护管理制度和

利用导则，形成遗产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

机制。 

在信息共享等基础性工作方面，他建议尽

快开展三地合作的文化遗产信息整合、资

源摸底、挖掘研究等基础工作，搭建至少

涵盖国、省、市级别文化遗产分布及相关

属性的 GIS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在提高

社会整体认知方面，他建议充分发挥三地

名城保护主管部门、学会、高校、研究机

构等主体的作用，通过定期召开研讨会的

形式将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分享，并共

同开展面向公众的宣教活动，深化社会各

界对区域遗产价值的整体认知，建立文化

认同。 

京津冀属资源性缺水区域，供需缺口很

大。长期以来北京用水的50%-60%来源于

上游水源地，沈瑾建议建立京津冀水源涵

养协同管理机制，领导机构应有规划、环

保、水利、林业、农业等多个部门共同参

与，三地应抽调规划、环保、水利、林业

等方面的专家，成立综合专家组，为京津

冀水源涵养提供技术支撑，提出政策建

议。 

在谈到绿色办奥这一理念时，沈瑾委员向

记者详细介绍了京津冀及周边的环境现

状，分析了绿色能源发展面临的现实问

题，并针对绿色能源发展问题从“加大绿

色能源供应能力”、“加快推进输电通道

建设”、“推进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改

革”、“推进创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

和“夯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工作”五个方面

提出了建议，实现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

展。<<more 

游庆仲委员谈如

何化解城市群交

通规划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江

苏省交通运输厅厅

长 游 庆 仲 指 出 ，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新型

城镇化，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发展，

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研究解决城市

群交通规划的问题显得很迫切。 

就城市群交通规划的问题，游庆仲委员从

三个方面向记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城市群发展要突出交通规划建设先

行，引导城市功能疏解、空间布局优化。

他建议抓紧组织开展城市群综合交通专项

规划编制，以利协调好城际铁路网等重大

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的战略布局关

系，引导城市与交通走廊、枢纽协调互动

发展。他提出从四个方面转变提升交通运

输规划理念，引导交通运输科学发展、与

城市群协调发展，包括：从设施网络规划

向运输物流系统规划转变，从单方式（专

项）规划向综合规划转变，从区域规划向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887
http://m.planning.org.cn/zx_news/6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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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转变和从交通布局规划向土地资

源利用控详规划转变。 

最后，他提出加快推进城市群交通集约化

发展，伴随着人口城镇化，城市群地区国

土空间城镇化快速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是发

展中必须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more

赖明：创新规

划思路 关注城

市“内质” 

全国政协常委、提

案委副主任，九三

学社中央副主席赖

明就我国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

畅谈了想法。 

他认为，在城市工作中，城市规划起到了

对城市建设管理引领、规范、约束的龙头

作用。创新城市规划的工作思路一是突出

城市规划的法律权威，决不能“一任市长

一个规划”； 二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作用，让群众参与到城市规划工作中

来，真正做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人民管”。 

赖明介绍，九三学社中央和九三学社界别

向全国政协提交了85件提案。其中涉及到

城市发展的有《关于提升城市抗震减灾能

力的建议》、《关于加大城市更新和既有

住宅改造力度的建议》等。他表示，这些

建议所关注的不是城市的“显绩”，而重

在关注城市的“内质”。 

对于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他提出要在

“多规合一”和“智慧城市建设”上着力

推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城市建设工

作重在落实，重在推进扶贫攻坚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一是切实防止城市大拆大建；

二是棚户区改造要坚持规划先行；三是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编制科

学的海绵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

规划；四是加强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五

是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要抓好资源

整合；六是积极推进建筑产业化和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more 

许进：如何化解

城镇化进程中两

大核心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九

三学社中央委员、

清大筑境规划建筑

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许进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日益

严重的土地供需矛盾以及建筑垃圾所导致

的种种矛盾逐渐成为当今城市发展需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 

许进委员不无担忧地说，我们要反思城市

粗放式发展的教训，集约节约地利用城市

土地，发展紧凑型城市，将提升质量作为

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内容，使新型城镇化

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以最小的土

地、能源和水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人口承

载。 

许进委员指出，城镇化的目的是充分高效

地共享和利用土地、基础设施等各种资

源，最大程度地分摊和降低建设成本。

“所以，我们要转变发展理念，使城市建

设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许进委员说

到，“城市的创新水平将决定城市的发展

水平，决定了城市的未来。我们要推动城

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现代化。” 

当前，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高， 

他建议道，要将建筑垃圾这个涉及城市发

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纳入城市规划当中。

我国现行与建筑垃圾处理相关的《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循环经济促

进法》和《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

律法规主要关注建筑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

及其对市容市貌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建

筑垃圾的循环利用等问题。所以，许进委

员认为，制定相关政策，像监管报废汽车

那样监管建筑垃圾的流向。制止偷倒、乱

倒建筑垃圾的行为。重罚违法倾倒建筑垃

圾的企业，包括罚款和停止参加招投标的

资格；同时，他指出，要尽快完善建筑垃

圾再生建材的质量标准体系。在质量标准

体系尚未完善之前，采用普通建材的质量

标准暂时替代并以住建部通知的形式公

布。不能让标准成为建筑垃圾再生建材进

入市场的障碍。<<more 

揭新民委员谈农

村危房改造与无

障碍环境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

古住建厅副厅长揭新

民关注社会问题，针

对农村危房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两方面

提交了提案。 

揭新民委员以内蒙古为例，分析了农村牧

区、边境贫困地区房屋造价成本问题。他

指出，尽管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部

门出台了涉农资金整合、贴息贷款、建设

集体公租房、控制建房面积等一系列保障

措施，但由于条件限制，并不能帮助最困

难群体解决住房安居问题。 

他在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基础上提出了三

点建议：一、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

准，实现对特困户政策兜底；二、将边境

一线地区其他贫困户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

围；三、加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投入力

度。 

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他提出的解决办

法：首先，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制

定完善；其次，各级政府应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成

多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应建

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财政对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 

揭新民委员希望设立“无障碍环境日”，

让全民关注支持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事

业。<<mor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3974&idx=1&sn=0f17b758205e219e3931be513f5bfb83&chksm=877f3c0bb008b51d98e57c2c5e21101e4cec4a34cdb0d1460266080d2e45981c33835fdcc2f8&mpshare=1&scene=23&srcid=0316Lmifg5hFRnZjjkAYbCGm#rd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6338&cid=15
http://m.planning.org.cn/zx_news/6320.htm
http://m.planning.org.cn/zx_news/62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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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学会发布实施《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的要求，促

进城市规划领域标准化工作健康发展，以

满足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为出发点，加大

城市规划领域标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

决标准缺失滞后问题，根据《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培育和发展工程建设团体

标准的意见》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会标准是指由学会批准发布、服

务于城市规划工作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的团体标准，与现行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协调配套或者填补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空白，具体形式包括标

准、规程、导则、指南和手册等。学会标

准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立项、编制、发布

与出版、实施和复审等。 

第三条 学会标准的管理坚持公开、透明、

协商一致的原则。 

第四条 学会标准化有关工作由学会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负

责。标委会的日常工作由学会标准化工作

办公室（以下 “标委办”）承担，标委办

设在学会秘书处。 

第五条 学会标准为自愿采用的标准。具备

竞争优势的学会标准，可以被全文或部分

引用作为强制性标准的组成部分，具有强

制效力。                                    

第六条 学会标准编制所需经费纳入学会预

算，鼓励标准编制单位提供资金支持。 

第七条 学会标准的著作权、商标权归学会

所有。 

第八条 标委办建立学会标准的档案管理制

度，并负责保管所有的档案文件。 

第二章  立项 

第九条 学会标准的立项需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一）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迫切需要、具有

相应研究积累和应用实践； 

（二）有利于我国机构或企业参与国际城

市规划、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市场竞争； 

（三）鼓励适宜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的地

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转化为学会标准； 

（四）国外先进标准的本土化。 

第十条 标委会根据市场需求，提出须制定

学会标准的事项，由相关专业委员会提名

主编单位，立项编制学会标准。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相关机构可申请学会标

准立项，标委会对各单位报送的立项申请

进行审查论证，通过论证的正式立项。 

第三章  编制 

第十二条 学会标准的编制包括四个阶段：

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和报批。 

第十三条 学会标准的编制周期根据实际情

况而定，一般不超过 6 个月。 

第十四条 学会标准的编制应遵循公开、公

正的原则，重要技术问题应在标准编制组

内达成一致。 

第十五条 主编单位应对标准编制过程中各

阶段的质量、技术内容和进度负全面责

任。 

第十六条 标委会对标准编制的进度、质量

及与相关学会标准的协调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学会标准的编写应当符合国家标

准的编写规则，同时编写编制说明。 

第十八条 学会标准编制全过程的相关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会议纪要、标

准过程稿、研究报告等；含电子文件）报

送标委办存档。 

第四章  发布和出版 

第十九条 标委办负责学会标准的编号和发

布。 

第二十条 学会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

学会英文缩写、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

成，格式为：T/UPSC ××××-****。如：

T/ UPSC 0001-2017，指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 2017 年发布的第 0001 号标准。 

第二十一条 学会标准经编号后在学会官方

网站全文发布并出版。 

第五章 实施和复审 

第二十二条 标委会负责学会标准的宣传、

培训工作。 

第二十三条 相关单位和个人可向标委办反

馈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四条 主编单位负责标准技术内容的

解释工作，对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反馈意见

进行研究论证，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五条 标委会适时进行学会标准实施

效果评价。 

第二十六条 学会标准实施以后，应当根据

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由标委会组织进行

复审，确定继续有效、个别条目修订、局

部调整、全面修订或废止。复审周期一般

不超过 5 年。 

第二十七条 学会标准个别条目可适时进行

修订，由主编单位报标委会审定后发布。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经第五届二次理事会通

过，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发布。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标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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