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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中国科协

2017年学会改革工作要点》的通

知   

4月25日，按照“抓改革、提能力、促发

展”的工作思路，中国科协对所属全国学

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学会）制定

了《中国科协2017年学会改革工作要

点》，明确了学会改革任务清单，请各学

会结合自身工作落实。 

《中国科协2017年学会改革工作要点》 

1. 建立务实高效、位阶有序的会议制度，

制定科学明确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

事长办公会、秘书长工作会等各级会议的

议事规则，确保学会工作依章依规开展。 

2. 大力发展个人会员，学会个人会员总数

在2016年底的基础上整体增加15%以上；

提高个人会员的会费收缴比例，扩大学会

工作对个人会员的覆盖面；突出个人会员

的主体地位，切实加强与个人会员的实际

联系，不断增强会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

归属感。 

3. 制定适应改革要求的分支机构管理办

法，加强分支机构建设和管理，对长期不

开展活动的分支机构进行清理和调整，规

范分支机构活动开展。 

4. 制定兼职人员行为准则，明确学会理事

等兼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及时调整无故

不参加会议、不能正常履职的理事，确保

学会内部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5. 建立理事会层面的党组织，创新学会党

组织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党

在学会工作中的政治核心、思想引领和组

织保障作用。 

6. 公开发布学会2017年年报，让会员及时

了解学会的发展现状、内部建设、主要业

务活动、会员发展服务及财务状况等，扩

大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7. 推进学会办事机构实体化规范化职业化

建设，建立切实可行的专职工作人员招聘

管理办法及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提升学

会办事机构的服务保障能力。做到办公有

场所，办事机构有专职人员，至少有一名

秘书长级专职工作人员，专兼职工作人员

数量质量有增加。 

各学会在完成年度基本改革任务的同时，

可结合学会自身特色和工作实际，围绕以

下方面积极开展创新服务，提出可监测、

可考核、有突破、有提升的工作目标，做

强工作品牌，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服务能

力。工作包括：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

台；积极参与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积极参

与学会联合体工作；推进学会社会化公共

服务常态化；积极参与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大力服务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积极参与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加强科

技创新智库建设工作；创新拓展科普工作

新内涵；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

与中国科协海智计划工作；推进互联网+

学会工作的建设；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共同

体。 

中国科协将实施学会综合治理改革项目，

作为对学会改革工作的配套奖补项目，依

据年终对学会改革工作的考核结果进行验

收评审，对能够按照要求完成改革任务，

并取得明显改革实效的学会进行表扬，并

按改革成效给予相应的奖补资助。对不能

按照要求完成改革任务的学会将进行通报

批评。<<more 

喜   报 

学会三名成员被提名中国工程院

 2017年院士有效候选人

4月21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7年院士

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其中，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邵益生；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瑞典

皇家科学院院士吴志强；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副理事长，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原院

长赵万民被提名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部有效候选人。（按照候选人姓名拼音

排序）<<more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041423/n17052289/1766489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069&idx=1&sn=8c2ac6b4a1deafa519f2a13f42665e20&chksm=877f3de8b008b4fe5f76ebe16bf0787022a886884ddfd67cf2602b21da908f2d3d8a61bdb470&mpshare=1&scene=1&srcid=0406m9Z2KIZrSg0qKpbrJd6q&pass_ticket=8Bd7f1MziIrsPrSYGd2hS5jxwqJ5yxqhk0AnHAgPae%2F8XlywgEsR2dPLCnpN8Os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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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平台 
2017年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六校联

合毕业设计中期汇报 

4月6日，2017年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六校联

合毕业设计中期汇报于天津大学举行。今

年的六校联合毕业设计由学会提供学术支

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承办，天津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支持。本届毕业设计

以“轨枕之间”为题，选取天津市中心城

区长约65公里的环城铁路为线索，探讨天

津市中心城区铁路环线周边地区的城市更

新目标与规划路径。 

中期汇报首先邀请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

颀院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党委袁大昌书

记和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致

辞。汇报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通过

抽签决定汇报顺序。上半场由东南大学、

重庆大学进行汇报，下半场由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进行汇报。 

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学会城

市影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学会

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引，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刘燕辉、天津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晶涛作为行业

专家参与方案的点评和指导。 

东南大学的团队以“城市双修，轶轨而

解”为题。提出天津的城市系统因铁路建

设而慢慢兴起，但也因铁路的废弃存在问

题。重庆大学的团队以“今津乐道”为

题，在详解历史背景、空间现状、规划指

引后，围绕“乐活”从“乐忆枕轨、乐游

绿景、乐兴产业、乐享生活”四个方面展

开设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团队以“时

连空合”为题，以“识、脉、困、机、

策”为主线，结合深入的调研成果和分析

研究，提出在全民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

构建城市规划运行支撑平台。清华大学的

团队以“绿轨新站，枕河融城”为题，针

对环线东西南北不同的现状特征，聚焦西

部铁路，提出以修建电车绿岛、构建城市

公共活动空间、带动产业升级、完善社区

建设为策略的津西轨道复兴计划。天津大

学团队以“轨解城心，枕活边缘”为题，

拆解环城铁路为“东城心”和“西边

缘”，以铁路为线索，梳理“城心”和

“边缘”不同的属性和面临的问题。点评

专家们对各个团队的特点和解题思路进行

了梳理，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 

六校联合毕业设计是由学会与六所高校联

手搭建的规划教育平台，自2013年首次举

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各校老师

认为，六校联合毕业设计为各校提供了打

破传统毕业教学，立意创新的优质教学平

台，从规划教学质量的提升、规划专业价

值观的树立、规划职业素质的培养等方面

都为学校和学生提供了更高标准的教学要

求。今年“轨枕之间”环城铁路的更新题

目，其问题复杂性、层次丰富性、解答多

元性，为本次六校联合毕业设计带来了新

的教学思考和学习乐趣，道出“在迷茫中

前行，在痛苦中求乐”的真谛。<<more 

2017 “ 京津 冀城 乡规 划 专业

X+1+1 联合毕设” 

4月14日，由学会提供学术支持，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北京

工业大学主办的首届“京津冀城乡规划专

业 X+1+1 联合毕业设计”中期评图大会

在北京召开。京津冀七所高校，包括北京

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方工业大

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城建大学、河北

建筑工程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参加了此次

联合毕设。 

此次毕业设计题目为“北京通州张家湾镇

萧太后河两岸城市设计”，张家湾古镇位

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南部，大运河故道西

侧，萧太后河与凉水河交汇之处，与未来

的北京环球影城隔六环相望。选题以北京

城市副中心规划、大运河遗产价值挖掘、

环球国际影城建设、张家湾片区城市更新

等为主要背景。 

中期评图会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北京林

业大学园林学院王向荣副院长向各校致欢

迎词，随后，按照抽签顺序，七校分别以

“水蕴•张湾”、“红楼遗梦，水运人家”

等为题做了精彩汇报。学会耿宏兵副秘书

长代表专家组成员对中期汇报成果进行了

点评，他认为，各校师生在场地调研、文

脉挖掘、上位规划解读和方案策划等方面

做出了大量详实工作，设计成果已达到中

期考核要求，联合毕设取得了较好阶段性

成果。最后，联合毕设的发起人北京工业

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凤文老师进行了总

结。<<more 

http://mp.weixin.qq.com/s/Ue3HBRrFvmv-h3em_NZpV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210&idx=1&sn=7702a50a8198573463de368e09c3e8bf&chksm=877f3d7fb008b4694bfd0530ce1d9df8c50d98ab034b8b5f7cba155500637abf9e9b5e6e1cf9&mpshare=1&scene=1&srcid=0426JdHdyqhLsgpquvDGXzNy&pass_ticket=xzFEf%2BhePeOfLzPDY095aQvzx517g3%2FvOj8%2FJWpq6inMF92JasQnMCwxcm4i85GJ#rd


 UPSC NEWSLETTER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简讯 

 

 

  
3 

 2017年第 7期  

解读雄安 

 

张高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4月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

理重要批示要求，传达《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讨论

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张高丽强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加

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

水平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京

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

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规划建

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将形成

北京新的两翼，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要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一盘棋”推

进，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我们要认

真学习领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张高丽强调，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扎实

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抓紧制定控

增量、疏存量政策意见的具体实施方案和

配套政策，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继

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

先突破，推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着

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京津

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北京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更加有力推进脱贫攻坚。科学做好重

点区域规划布局，进一步强化土地、房地

产、人口等管控举措。 

 张高丽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入推进实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经过认真、谨慎、科

学、民主的系统决策，作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编制新区

规划，强化体制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将雄安新区建

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

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

区。要合理把握开发节奏，坚决严禁大规

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

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

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

为，为新区规划建设创造良好环境。要以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策划、科学

有序、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茬接

着一茬干，经得起历史检验，向党中央交

上一份满意答卷。 

张高丽表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

有为，扎实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郭金龙、王勇、徐匡迪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more 

学会专家解读雄安新区如何规划建

设 

4月7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就雄安新区如何规划建设进行了解

读。 

李晓江说，雄安新区是一个站在历史新起

点、发展新基础上的新区，雄安新区的规

划应当注重时代的先进性，体现新时期的

规划理念，体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

发展建设的新要求。根据中央部署，雄安

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

划建设要有“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李晓江说，雄安新区

规划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雄

安新区地处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敏感

地区，紧邻“华北之肾”白洋淀，新区开

发建设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全面

实施生态、绿色发展战略。要充分考虑白

洋淀生态水域和当地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

的蓝色空间保护，同时构建陆域生态绿色

空间体系，形成蓝绿交织的生态体系，使

新区的发展融于优良的生态环境之中，建

设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

型新区。 

李晓江说，雄安新区的空间布局形式要为

探索人口与经济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

作出示范。要摈弃形式主义的布局手法，

采用组团式布局方案；要摈弃单纯功能布

局和宽马路、大广场，采用多功能混合，

密路网、小街区的宜人生活空间组织。要

从城市布局上防止“摊大饼”，克服“大

城市病”，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提高

新区发展的灵活度、应变性。 

李晓江说，雄安新区规划要充分体现区域

协同、城乡一体的理念。在区域层面要加

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的协同发

展，发挥各自的区域作用。在地区层面要

加强与雄县、安新、容城三地的协同发

展，在城市布局、交通、服务、基础设施

上高度协同融合，使雄安新区真正成为引

领区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践行新型城镇

化的示范区。雄安新区规划要重视公共服

务发展，发挥新区为河北省公共服务“补

短板”的作用。培育优质的公共服务功

能，建设一流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体系，发展区域型交通枢纽功能。 

李晓江认为，雄安新区规划还要坚持多规

融合，一张蓝图干到底。新区发展需要综

合考虑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多方面的发展规划，

形成引导新区健康、持续发展的一张蓝

图。要吸纳国际机构与人才参与，采纳国

际先进标准与技术。要建立高效统一的规

划建设管理体制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体

系，保障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规划有序

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102&idx=1&sn=349f9e75142c14a27ce9f0d60592cad9&chksm=877f3d8bb008b49dd947984fbea0c21f7e2cdd36a84aed77220313897a4c8b5cc030bfbadd4e&mpshare=1&scene=1&srcid=0426f1nSDkG3hflMfOLuQmPJ&pass_ticket=xzFEf%2BhePeOfLzPDY095aQvzx517g3%2FvOj8%2FJWpq6inMF92JasQnMCwxcm4i85GJ#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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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看到的雄安新区将是一个全

新概念的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模式。”李

晓江说，2000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内将形

成以白洋淀为核心的优良的自然生态环

境；形成以新区起步区、发展区和雄县、

安新、容城三个县城构成的布局科学、品

质优良的组团式新区；同时建设好经济繁

荣、环境优美的广大乡村，保护好田园风

光。雄安新区将为中国新时期的城市发展

和城镇化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成为国家

乃至国际创新发展的成功范例。<<more 

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

会年会@益阳 

4月19-21日，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

术委员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湖南益阳召

开。会议围绕 “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主题

展开，深度探讨区域规划治理的尺度、生

活圈规划、跨界协调规划、京津冀协调发

展规划、区域错位发展和乡村规划等多个

与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规划相关的话题。 

开幕式由学会常务理事、学委会主任委

员，南京大学教授张京祥主持，学会常务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向大会致辞，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书记罗成翼致欢迎辞。 
 

主题报告环节分别由学委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城市学院汤放华教授，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赵志庆教授和长安大学建

筑学院武联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张京祥教授阐述了央-地治理转型

中区域规划演变和对“国家战略区域规划

热”的反思。中山大学刘云刚教授阐述了

日本在快速城镇化后期大都市圈郊区城市

荒芜的空间分布状况和规划应对。学会理

事，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陈

小卉副主任介绍了江苏省在跨界协调规划

和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新探索。下午，杜宝

东、石崧、许熙薇、马双全和范凌云五位

专家也做了精彩的报告。 

同期还举行了主题论坛，南京大学于涛副

教授主持，史怀昱、李辉、刘玉亭、赵

毅、官卫华和盛鸣六位专家分别从新区建

设、高铁带动、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空间

优化等角度探讨了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最

后，学委会秘书长，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罗小龙教授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对

会议进行总结，并感谢湖南城市学院对会

议的大力支持。<<more 
 

2017乡村规划教学圆桌会议@宣

城 

4月21日，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

会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组织召开了乡村规

划教学圆桌会议。来自同济大学、北京建

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上海大学、东南

大学、苏州大学、清华大学的多位委员专

家参会讨论。学委会主任委员张尚武教授

主持会议。 

参会代表就高校乡村规划学科教学与乡村

规划教学竞赛组织方式分别介绍了各院校

的经验、优势与不足，并针对乡村规划教

学与竞赛组织方式提出相关建议。通过交

流讨论，会议最后指出，乡村规划教学仍

处在多元探索阶段，应积极开展多学科、

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学委会继续发挥开

放、共享的交流平台作用，充分支持并服

务各高校组织此类活动。<<more 

  “423”世界读书日-城乡规划书单

4月16-23日，为传播优秀城市规划理念，

普及城市规划科学知识，学会发起为

“4.23世界读书日筹划书单的活动”，邀

请大家为城乡规划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推

荐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书籍。并欢迎作者赠

书至[学会书架]，借此传播优秀城市文化

知识与思想理念，展示和推广相关学术成

果和著作，为作者-读者搭建相互分享交流

的平台。此次活动反响热烈，各位学会理

事、会员，关心城乡规划的同仁纷纷发来

值得一读的好书和阅读感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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