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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

讲话：努力承担新时期城市规划在

治国理政中的新使命  

4月21日，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在福

建省福州市召开，住房城乡建设部黄艳副

部长出席并讲话。 

黄艳同志指出，从2014年2月26日到今年

2月23日、24日习总书记视察北京对城市

规划工作再次做出重要指示，连续几年时

间，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城市规划建

设工作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我国城市

规划工作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

很多挑战。各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全行

业城乡规划工作者认真学习、积极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主动作

为，抢抓机遇，以战略思维、整体思维、

长远思维积极推进城市规划体制机制改

革，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各级

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评价。 

黄艳同志强调，要继续认真学习领会和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

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2017年2月24日视

察北京工作时的讲话精神，继续深入落实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六号文件以及全

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学习，提高认

识，努力承担新时期城市规划在治国理政

中的新使命。要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实现

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要严格实施

城市规划，切实提高城市规划的严肃性；

要加强规划实施过程监督管理，提高城市

规划实施的有效性；要传承发展中华文

化，努力塑造城市独特魅力；要建设和谐

宜居城市，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黄艳同志要求，当前各地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要结合习总书记讲话和中央文件贯彻落

实，今年重点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要科学编制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二是要

积极推进省级空间规划改革；三是继续加

强城市规划实施监管，启动城乡规划管理

信息平台建设；四是要切实提高县城规划

建设管理水平；五是规范新城新区规划建

设；六是进一步做好城市设计、“城市双

修”和建筑设计管理工作；七是要进一步

做好历史名城保护工作，落实地方政府保

护责任；八是结合当前社会需求重点开展

专项调研和专项规划。 

黄艳同志强调，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

城市规划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城市

规划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各级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与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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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的各项

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真抓实干，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法规司、城 

市管理监督局、城乡规划管理中心，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各省、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分管负责同志，直辖市及省会

城市、计划单列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more 

中国共产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委员

会成立 

4月27日，经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批

复，中国共产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委员会

成立。 

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共有理事254名，其中

中共正式党员191名。 

中国共产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委员会设书

记1名、副书记1名、纪检委员1名，其余

委员8名。其中，孙安军为书记，石楠为副

书记，杨保军为纪检委员，王建国、吕

斌、伍江、张 泉、吴志强、何兴华、赵万

民、施卫良担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党委作为功能型党组织，在学会建设中发

挥政治核心，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作用，

不接转组织关系，不重复统计党员信息，

不选举党代表参加上一级党代会，委员任

期与学会理事会任期同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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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理事长孙安军一行赴东莞签约

规划年会承办合同 

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东莞市申

办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申请。4月24-

26日，学会理事长孙安军、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石楠、副秘书长曲长虹一行，赴

东莞调研2017中国城市年会承办工作筹备

情况，并签订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承办

合同。东莞市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

融合发展的典型城市，是探索产业升级转

型和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典型样本城市。我

们共同期待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东莞

胜利召开。 

自去年9月份以来，东莞市积极开展了

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申报工作。获得

承办权后，东莞市迅速成立由市长挂帅的

年会筹备领导小组。近期，东莞召开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动员

会，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开展中。 

学会组织专家对莲花山度假区发展

建设把脉 

受吉林省科协的邀请，籍中国科协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专家

于 5 月 19 日对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

区的发展建设进行把脉咨询。长春莲花山

生态旅游度假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部,属

于长白山余脉大黑山脉中段，规划控制面

积 417 平方公里。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

假区是长春市委市政府直管的五大开发区

之一，拥有独具特色的冰雪、温泉、冷泉

资源，发展生态休闲度假旅游产业潜力巨

大。专家们进行了现场调研，管委会戚勇

副主任介绍了莲花山的现状，学会风景环

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

陈耀华教授等参加座谈。这次把脉咨询活

动，将助力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打

造在国内有一定竞争力的、国际著名的休

闲度假胜地与东北亚国际交流基地。 

@美丽乡村与传统文化再生研讨会

宣城 

4月22日，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

会和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美丽乡村与传统文化再生”专题研讨会

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召开。论坛由安徽省

宣城市人民政府承办，宣城市城乡规划局

和泾县人民政府共同协办。学会乡村学委

会主任委员张尚武教授主持研讨会。 

学会理事长孙安军，宣城市副市长、泾县

县委书记郭金友先生和安徽省住建厅巡视

员吴晓勤先生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学会

乡村学委会顾问李京生教授，全国高等学

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

员、学会总规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唐子来教

授，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委会主任委员李

锦生副厅长，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

委员董卫教授、副主任委员张松教授，学

会乡村学委会秘书长栾峰副教授，学会小

城镇规划学委会副秘书长陶其中院长，以

及多位委员、安徽省城市规划学会和安徽

省村镇规划建设学会领导、各高校代表、

地方政府及规划设计单位代表等共聚一

堂，参与自由研讨。 

论坛主题报告环节邀请了5位专家作报告，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规划师

胡力骏从查济的规划实践分享了活态乡村

遗产的保护方法，并提出要实施乡土特色

管理。宣城市城乡规划局局长许浙安介绍

了宣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划与

实践。学会乡村学委会委员、深圳城市空

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技术总裁唐曦文

讲述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规划研究，介绍

古驿道线路活化利用与管理维护机制、古

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等内容。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历史村

镇学术研究部主任杨开分享了江西湖洲古

村保护实践中的思考，提出要重视研究村

庄宗族脉络、族谱保护，建立村落保护发

展“评估-分类-规划引导”机制等建议。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董卫教授

从乡村研究历史回顾和平遥城乡统筹研究

出发，提出了平遥乡村整合与发展的路径

建议，包括拓展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

建构覆盖县域、关联晋中的城乡网络等。 

自由论坛环节，参会嘉宾们围绕 “美丽乡

村与传统文化再生”进行热烈讨论，并基

于各自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一致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再生需要规划、建筑、风景园

林、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人士共同参与，

乡村规划需要因地制宜、因村制策。最

后，学会理事长孙安军作总结发言并对本

次研讨会的举办表示肯定。<<more 

http://mp.weixin.qq.com/s/tVWvEO3qmjptKY5ja0XD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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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高峰学

@术论坛 保定 

5 月 14 日，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

员会主办的“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 高峰

学术论坛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学会副理

事长、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

斌教授，保定市园林管理局局长马春英女

士，河北省风景园林学会秘书长、河北省

风景园林与自然遗产管理中心朱卫荣主任

先后致开幕辞。来自河北省城乡规划、风

景园林领域的设计、研究、管理以及新闻

媒体 200 余名专家参与讨论。学委会主任

委员、中国园林博物馆馆长李炜民，学委

会秘书长、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世界遗产保护发展中心主任张同升分别主

持上下午会议。主旨报告环节，学会理

事、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主任方创琳对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生态保障机理与

技术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学委会副主任

委员贾建中院长从“风景”和“生态”角 

度阐述了白洋淀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的地

位；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李金路院长介绍了

保定宜居城市和风景旅游建设战略的思

考；天津大学教授王洪成认为城市生态修

复是一个系统工程，园林绿地是生态修复

的基础和前提；学委会委员郑占锋回顾河

北省风景名胜资源和现状问题，分析了未

来河北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学委会委员

凌铿总工介绍了上海东滩湿地公园的修复

与保护经验等。<<more 

“新城市议程”与中国道路高峰论

@坛 北京 

5月15日，由学会协办的“新城市议程”

与中国道路——中国城镇化智库高峰论坛

在京举行。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

主任华安•克洛斯博士应邀参加并作题为

《贯彻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主旨演

讲。 

华安•克洛斯博士的演讲围绕联合国第三次

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新城

市议程》，对未来新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及

今后人类面对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做了全面

的分析和阐释。他介绍，《新城市议程》

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意见，各个国家政

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

城市化方案。未来的新城市规划应该是一

项系统性的工程，包含从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规划设计，投融资以及规划实施的

全过程。高质量的城镇化会促进一个国家

的高层次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是以

工业化支撑城镇化的路径，值得其他国家

借鉴。但是后工业化时代，全球面临不良

城市化率上升、缺少就业等城市问题的风

险，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产生波动性的影

响。因此，未来更需要国家城市化政策的

顶层设计和中央政府参与，规划设计更安

全、包容、可使用的绿色高质量的公共空

间，提高低收入人群住区抵御风险的能

力，建立有效、创新和可持续的财政、融

资框架，实现永续和韧性的城市发展。 

演讲过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

楠，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杨保军，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学会常务

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其智与克

洛斯博士进行了一场精彩的高端对话。石

楠副理事长认为，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镇

化转型，从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到规划师

都面临诸多挑战，应当从国家治理、以人

为本、社会关怀的角度去努力前行。杨保

军院长针对“好的城镇化”提出，未来的

城市变化的最终结果和方向只能是越来越

人性化、越来越自然化和人文化。王凯副

院长提出，未来的新城市化发展并非需要

过去单一的规划，而更多地是多元化，依

托“绿色能源”和“清洁能源”。毛其智

教授认为《新城市议程》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框架， “好的工业

用地”应当关注单位面积产值，“有效的

公共空间”应当关注在整座城市中占多少

比例和使用方式是否有效。<<more 

石   楠：城市影

像，共享与批判 

4月27日，学会城市影

像学术委员会创立

《城市影像与城市文

化》微信公众号，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石楠受邀撰写创刊词，解读城市影像

的功能与研究内涵。 

什么是城市？在很多人看来，城市就是高

楼大厦，就是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就

是立交桥。专家说，不，摩天大楼不是现

代化的标志，拥堵不是繁荣的象征，立交

桥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灵丹妙药。 

专家们进一步解释，城市是一定地域内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确，这是城市

的科学定义，有时候这些学术正确的定

义，并不能让普通民众产生共鸣。科学严

谨，让规划学科显得高大上；百姓无感，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cid=2&id=90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E1MjI5MA==&mid=2650764334&idx=1&sn=be55b3fe65c950fdde8cb4d6954092a9&chksm=877f3ae3b008b3f518a0ad0247f836229f092d444c202036b89901b8e5e058f92c778ac842af&mpshare=1&scene=1&srcid=0521IzLA8msF7mhdPpGGtL17&pass_ticket=67QsjeoDHNRpYaR4AATfP8odmiCpvC7X2MiufGilE8dAF4qAtY2hgscmAESvUw%2B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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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让规划的生存环境变得差强人意。普通

民众、媒体从业者、甚至各级领导，还是

倾向于认为城市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现象，像易学习那样热爱规划图的领导

毕竟是少数。 

其实，城市现象中蕴含着城市本质的全息

基因，我们需要一个城市本质内涵与外在

表象之间的桥梁。城市影像研究正是这样

一个透过现象挖掘本质的工具。 

记录，这是城市影像最基本的功能，人手

一部手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记录城市

成长的过程，记载城市生活的片段和细

节，是每一位普通市民的权力，摄影师这

个职业，已经被手机厂商逼上梁山了。 

然而，当这种“记录”用上“城市研究”

的广角镜后，记录变得更加真实、更加鲜

活、更加有助于诠释城市本质。一旦用上

“城市批评”的透视镜，这种记录就更加

精妙、更加犀利，更加有助于破解城市问

题。因此，批判或许是城市影像有别于城

市摄影的分水岭。 

城市影像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不在于

创作的对象是建筑，还是人群，不在乎用

的是徕卡还是 OPPO，关键在于背后那双

专业的眼睛，那颗充满人文情怀的心，以

及须臾不忘诗和远方的大脑。 

城市影像并不是规划师的专属领地，甚至

不是城市研究人员的专长，广泛的参与

性，并不伤害这一领域的专业特征，反而

折射出城市影像所特有的专业特色。谁能

肯定，下一张最富思想内涵的城市影像作

品，是出于一袭黑衣的艺术家之手，还是

满手水泥砂浆的农民工的瞬间灵感？ 

所以，在城市影像的语境里，城市与其说

是作为一种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不如

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生活在快速城镇化的

宏大背景下，有太多的城市影像题材期待

真实记录，有太多物质环境需要通过影像

手段进行分析研究。开展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领域的学术评论，有赖于城市影

像研究的繁荣，以影像手段，说出那些文

字无法表述的内容，给受众启发，让大家

思考，这或许就是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重

要的使命。 

走出象牙塔和决策圈，城市规划正成为全

体市民关注的话题，城市影像委员会能提

供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平台？我们怀着期待

的心情，衷心地祝福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

世。<<more 

王建国：“城市

影像”随想 

中国工程院院士、学

会副理事长王建国分

管学会城市影像学术

委员会，他从切身感受出发，谈及城市影

像与城乡规划设计的三个关系。 

一、记录真实发生的现实场景。“决定性

的瞬间”虽然更多使用在新闻纪实摄影、

特别是体育、战事、灾害等场景，但是对

于城乡环境所做的历史记录同样是非常有

价值的。 其实，我们在做规划设计工程实

践都少不了通过影像手段来做现场调研。

当然，城市影像也表达了影者眼中对现实

社会的观察和批评，以及引发的公众的思

绪和思考，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用理光 GR

拍摄的黑白影像记录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

一，前些年中国摄影师记录环境污染也曾

经获荷赛大奖。我对影像怀有浓厚兴趣，

除了专业外，阅读最多的是《中国摄影》

和《国家地理》等杂志，上的最多的网站

是蜂鸟网和色影无忌。同时对器材及技术

也有几分兴趣，阅读过《兵书十二卷》及

数次造访广州海印和北京五棵松的摄影城

“淘宝”。我也曾经多次有意识地在一些

即将面临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城市场地留

下了影像记录，希望日后有机会回过来做

一些类似亚历山大教授当年做的“俄勒冈

实验”这样的研究。 

二、记录城乡环境变迁作为研究资源之

用。对于城市研究者而言，通过影像记述

的历史变迁做研究素材是常见的做法。我

曾经购买过包括众多世界名城的“Over”

系列摄影图册以及“Then and Now”系

列同一场景照片对比的摄影画册。我也曾

因为在做城市设计时，发现《老广州》画

册上的五仙门电厂老照片而动议修改原商

业性开发计划，最终保护了这座位于珠江

江畔、海珠广场西侧的广州最早的电厂工

业建筑遗产。 

城市影像除了常见的直接诉诸视觉的地面

场景，还有一种是相对难以日常性认知和

体验的内容，如红外影像、航空摄影和卫

星航片等。我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做得就是与影像相关的研究工作。1990

年，我就“苏南小城市城市形态演变及其

遥感多时相分析”为题申请并经答辩获准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此后，通

过与江苏省地矿局合作，我购买了江阴、

常熟、昆山、太仓、张家港五个城市从

1950年代、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航片

影像，通过电子求积仪解读这些城市在30

多年里的城市水体、绿化、道路和建成区

变化等信息，结合那些年国家城市发展政

策和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再经现场调研

校核，最终初步探寻到苏南发达地区小城

市在后来快速城市化之前的形态演变特征

和规律性认识。 

三、作为艺术审美对象的城市影像。以前

人们常常学习诸如纽约摄影教材来提高摄

影水平，而今天城市影像在数码工具普及

之后已经没有入门门槛。所以城市影像不

仅记录批判性、反思性的内容，其实更多

的是记录城乡环境及其变化之美。所以，

城市影像通过“美”给人以日常性的怡情

养性、分享眼福也很重要，这也可能只是

我这样一位上了一定年纪的“城市影像”

粉丝的认知和体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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