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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正式通过
《新城市议程》

2016北京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召开

“全国城市设计培训班“三地陆续开课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委会 2016南京会议
顺利召开

住建部城乡规划司举行城市设计新技术应用工作座
谈会

《共通城市框架：对于中国开发导向型城市的再思
考》在京发布

第四届中国城乡规划实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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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塑造城市风貌特色，推进城

市设计工作，完善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开展城市设计管理

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作定位）

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通过城市设计，从整体平面

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

貌，体现城市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第四条 （工作原则）

开展城市设计，应当符合上位规划和相关标准；尊

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保护自然环境，

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特色，优化城市形态，节

约集约用地，创造宜居公共空间；根据所在城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和管理需要，因地制

宜，逐步推进。

第五条 （职责划分）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设计工作的

管理和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设计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总规阶段）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设立专门章节，确定城市

风貌特色，优化城市形态格局，明确公共空间体系，

建立城市景观框架，划定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如

有必要可开展总体城市设计。

第七条 （重点地区划定）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重要的更新改造和

开发建设地区，以及城市中心地区、交通枢纽地区、

重要街道和滨水地区等能够集中体现和塑造城市文

化、风貌特色，具有特殊价值、特定意图的地区，

应当被划定为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

第八条 （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要求）

重点地区应当开展城市设计，塑造景观特色，明确

空间结构，组织公共空间，协调市政工程，提出建

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控制要求，并作为编

制该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依据。

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的城市设计，应当

根据相关保护规划和要求，整体安排空间格局，统

筹塑造风貌特色，明确新建建筑和改扩建建筑控制

要求。

开展重要街道、街区的城市设计，应当根据城市生

活和公共活动需要，统筹交通组织，合理布置交通

设施、市政设施、街道家具，拓展步行活动和绿化

空间，提升街道活力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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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重点地区范围以外地区的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范围以外地区在编制城市控制

性详细规划时，应当因地制宜明确景观风貌、公共

空间和建筑布局等方面的要求。

第十条 （编制组织）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本行政区域内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

第十一条 （成果审批）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

组成部分上报审批，单独编制的总体城市设计和重

点地区的城市设计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二条 （公众参与）

编制城市设计时，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通过座谈、论

证、网络等多种形式及渠道，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

意见。审批前应依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日 。

城市设计成果应当自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通过政府信息网站以及当地主要新闻媒体予以公

布。

第十三条 （实施要求）

在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大型

公共建筑项目，以及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城市设计要求应当纳入规划条件。

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景观、市政工程方案设计

应当符合城市设计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建筑设计

方案审查和规划核实时，应当审核城市设计要求落

实情况。

第十四条 （编制经费）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

设计所需的经费，应列入城乡规划的编制经费预算。

第十五条 （新技术应用）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

用新技术开展城市设计工作。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建

立城市设计管理辅助决策系统，并将城市设计要求

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第十六条 （监督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开展城乡规划

监督检查时，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城市设计工作情况。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对各地的城市设计工作和风貌管理情况进行

检查。

第十七条 （评估和考核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开展城市规划

实施评估时，应当同时评估城市设计工作实施情况。

第十八条 （技术导则制定）

城市设计的技术要求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另

行规定。

第十九条 （地方配套）

各地可根据本办法，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与技术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建制镇）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的镇可以参照本办法开展城

市设计工作。

第二十一条 （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文章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政策法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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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未来性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建筑的

未来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事物

的发展变化谈起，任何事物在现

实世界中都会沿着时间轴形成它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这过程中，有些事物发展变化不明显，在一定的

时段内甚至觉察不出它的变化。而有些事物的发展

变化比较大，有着明显的前后差异。

我们需要再深入地观察与判断，有些事物是依照自

身客观发展规律演进的，比如自然事物皆是如此。

而对人为事物，比如汽车、建筑、城市的发展衍变

都是受到人为主观思想影响而演进的。那么对这种

受到人的主观影响而形成的未来结果，才可称之为

这种事物具有“未来性”。

让我们再来解读与定义一下事物的“未来”与“未

来性”。通过对“事物未来性”的理解与认识，可

以认为“人”是“未来性”的关键要素，没有人的

主观因素之影响，就谈不上“事物的未来性”，那

只能是事物的一种未来状态。

因此，“事物的未来性”既激发人类应站在当下思

考未来，又可使人类跳到未来，而思考现在，这是

“事物的未来性”带给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

思维不仅仅是顺向的，也可以是逆向的，不仅仅是

立足现在，也可以是立足未来。

以这种思维方式与方法来判断，建筑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顺着建筑发展，结合当前环境与条件做立足

“现在”的建筑设计，这类建筑师占大多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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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建筑师着眼于未来，密切关注与应用新材料、新

设备、新技术，这类建筑师可以称为具有“未来性

思考”的建筑师。

从古到今都有这类建筑师，他们的创作成为建筑史

上的宝贵遗产。“未来性建筑”不仅仅是指现在或

未来形成的建筑，历史上早已出现过“未来性建筑”，

即以往有过重大观念突破与技术突破的建筑，都可

称为“未来性建筑”。

早在 1914 年，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就发表了《未

来主义建筑宣言》，他那时主张用新观念、新材料，

面向未来进行建筑设计，至今对当代建筑师都有着

深刻的影响。其后又有一些具有“未来性思考”的

建筑师，创作了一批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建筑作品，

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再比如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是未来主义重技派的又一

个代表性作品，当时是香港面临回归的背景下，产

生了建筑需要模块化装卸的意向和需求，整栋建筑

都是工厂加工，现场装配，这是那个时期对传统建

造工艺的一种重大突破，也是建筑师未来性思考的

创作成果。

从过去原始简单的穴居建筑到工艺复杂的哥特式建

筑；从静态的石头建筑到充满动态要素的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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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被动建筑到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智能化建

筑，都能体现动态性的重要，因此，可以说动态性

是未来建筑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于未来建筑和城市的探索，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

展，未来城市与建筑必将会跨入具有革命性的奇点

时代，这个所谓的奇点建筑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

是“人机合一”，当未来世界实现人机合一的时候，

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到那时候，城市与建筑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将不是

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

不是人工的，而是智慧的；不是机械的，而是生命

的。我们可以大胆畅想一下，奇点建筑将成为人机

合一的空间延伸和尺度放大，到那时候，城市与建

筑都将不再是一个独立体，而是地球乃至宇宙超巨

生命体的细胞和器官！

（文章来源：根据 2016 北京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发言

整理，未经作者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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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越
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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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

思考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经历了一系列演变

过程：传统城市公共空间和内向的大

院文化（等级／礼制／监控／管理）

日渐消亡以及现代主义技术至上造成

的消极空间。

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个体建筑设计条

件如日照间距、建筑密度、绿地率、

建筑退线、建筑高度、容积率等间接

控制公共空间；

与此同时，人口膨胀、现代交通工具

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形态和公共空间都

发生了变化，汽车使城市巨大化，同

时产生了很多消极的空间和非人的尺

度；

另外，城市规划决定城市的样貌，而

后下分至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以及工

程建设，不健全的设计流程也带来了

更多弊端；

同时，权利运行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

决定也占有很高的权重。

许多中小城市会模仿例如天安门的尺

度，事实上大型的广场空间和轴线，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需要。我们需要

反思尺度感的问题，如城市中心的曼

哈顿化、CBD 化，到底是不是一座

城市的现代化需求？ 

通 过 卡 米 洛· 西 特 的 著 作《CITY 

P L A N N I N G  A C C O R D I N G  T O 

ARTISTIC PRINCIPLES》（以艺术的

原则规划城市）以及他的设计，可以

得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

的思考：

1. 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评价（与

阶层有关）需要做到四个要素：可达

性、活力、舒适以及社会性；

2. 主要的问题是：对人生活的漠视、

快速城市化、传统的缺失、专业缺少

话语权和当代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3. 策略：“普通城市”（个性，历史，

中心，规划）：城市公共空间是精心

设计的，不是被动形成的，城市公共

空间的设计需要满足功能需求，城市

公共空间的设计应更多的体现人文关

怀，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好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应该遵循必要

的设计原则。

目前，城市整治更关注于城市的宏伟

场面，忽视了原有生活的氛围。对空

间和城市生活的漠视需要引起警醒，

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与人们的生活结

合在一起，城市应该为人服务。

（文章来源：根据 2016 北京城市设计国

际高峰论坛发言整理，未经作者本人确认）



1. 回归人性的城市设计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我在电脑面

前设计的时候，触摸的是键盘还是真

实的城市？我的设计是为生活而设

计，还是只是为设计而设计？人有五

感“形、声、闻、味、触”，我们对

于生活、对于设计的所有感受其实都

来自于这些最基本的感观。每一个城

市都有不同的质感，通过色彩、声音、

食物、温度甚至是味道表现出来，这

些独有的质感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

他地方的特色所在。

对城市关心到某种程度，对城市的掌

控将变得强大，城市应该让我们更深

刻体会。通过五官、五种感官，加上

我们通过脑子对时间和历史的感受，

构成我们对城市的感受。

2. 公共性与可识别性

建造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城市形态的转

变，但是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需

求却从未因此产生本质上的改变。自

城市文明出现，公共空间如讲坛、议

事厅、街市、庙宇、祭祀场所、驿站

等就应以人性的需求而被创建。然

而，无论其形式、功能如何转变，公

共空间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本需求从

未改变，公共空间所必备的要素也从

未消失。

首先，公共空间应当促进人与人之

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接触和沟通，

并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此外，公共

空间在视觉与感知上需要提供足够的

活动诱因，能够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

共生活。同时，一个好的公共空间还

需要真实地反映所在地区的文化与历

史。再者，公共空间不应是孤立的场

所，而应是与周边城市活动相联系的

必然节点。人们在使用公共空间的同

时，也需要为公共空间提供妥善的维

护。最后，在承载各类城市功能的同

时，公共空间还需要为城市提供独特

的识别性，成为城市文化生成与对外

交流的开放窗口。

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生活模式虽然

会随社会变迁和消费方式而改变，物

理性的城市形态仍会在变迁中留下其

社会肌理与文化脉络，积累出一座城

市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空间辨识性。

作为一个城市活动的触媒与载体，也

是城市人文的映射与资产，公共空间

的“公共性”正是定义城市之所以为

城市的核心要素，公共空间通过其空

间形态、活动内容、运营模式等忠实

地传达了城市的性格与风貌，具备必

然的可辨识性。

3. 城与市

在古代，城的主要功能是防卫和保

护，市为人们进行市井生活的地方。

随着社会发展，城的含义发生了变

化，主要是指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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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中的公共

空间与人文思考

方。在城市化加速的发展中地区，城

市设计也越来越侧重于对“城”的规

划，逐渐忽视了生活空间的创造。然

而，一个优秀的城市规划应该使两者

得以平衡发展。

城市设计应该有更深远的思考，活动

与场所、商场与市场、交通与交流、

车道与街道，这些相似的词汇，却表

达了不同的空间概念。观念在前，科

技在后。相对于一个为人们活动而设

计的人性空间，更应该提供一个增加

人们交流机会，舒适且便利生活的友

善场所。特色的城市文化就像一张名

片，增加了城市的识别度，其他城市

无法复制，而城市文化的独特与否与

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及场所的

创造密不可分。

4.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建议重点

在中国城市特有的发展进程下，审视

其公共空间所遭遇的挑战，思考城市

环境在经济消费激增而人文发展孱弱

的空间现状，我们尝试指认出具有文

化与社会可辨识性以及经济与设计可

操作性的公共空间发展方向。

（1）街道：中国城市文化属性的线

型公共空间；

（2）市场：中国市井文化的核心场

所；

（3）邻里公园：打破小区藩篱的空

间催化剂；

（4）公交节点：引导交通走向的交

流新触媒；

（5）人文空间：提领城市品位的高

辨识度场所。

（文章来源：根据 2016 北京城市设计国

际高峰论坛发言整理，未经作者本人确认）

学术研究

刘泓志
美国 AECOM 公司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北京通州旧城
区城市更新设
计研究

汤羽扬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1. 项目背景

由于北京“摊大饼”式的弊病以及中心城区非首都

功能的疏解，需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来统

筹谋划副中心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将

通州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带动

非首都功能疏解；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带

动周边地区城镇化；建设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示范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在新城的建设之际，同样需要关注旧城更新与发展。

其中运河核心区 16 平方公里，东起六环路、南临

运河西大街、西至新华南北路、北靠运潮减河。核

心启动区规模 7.64km2, 东起滨河中路、南临运河

西大街、西至杨庄路、北至新华西大街。

2. 城市更新中的价值选择

旧城更新中的留、改、拆、建均建立在我们的价值

观和目标取向：选择（确定需要什么）；传承（引

起共鸣和认同）；更新（承上启下的创造）。

（1）从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察、选择，

即站在时间的角度审视自然现象，以及利用自然产

生的文化特征赋予区域的价值，站在时间的角度审

视和评价社会行为社会现象；

（2）从城市文化景观的角度观察、选择，即站在

时间的角度审视人文及社会环境组成的景观；

（3）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观察、选择。

由此得出，通州旧城为多时代城市记忆的叠加，具

有不可复制性，旧城依旧是通州城市之根，通州旧

城文脉的活跃性、生活的丰富性、空间的多样性带

来城市的延续。

3. 通州旧城更新的总体策略

“千秋故城，和谐新居”将通州故城作为通州城市

之根进行发展，消解大规模建设、提高区域品质是

对通州新城建设最大的贡献。通州旧城将成为一个

更多的为本地人，同时也接纳新人的生活区域。

4. 专项研究

专项研究设计从用地功能整理、道路系统研究、公

共空间研究、景观绿地研究、南大街片区更新、九

棵树节点城市空间整理、日化二厂再利用七个方面

展开具体。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尤其是那些既承载了厚重

的历史文化又要担负当代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功能的城市，无时不刻都在做着价值的选择与传

达。然而，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的城市，都应

当是为人而存在的，生态宜居、文化传承、技术领

先才是城市发展的目标。

（文章来源：根据 2016 北京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发言

整理，未经作者本人确认）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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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  

北京大望京中央商务区
概念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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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北京大望京中央商务区概念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

设计公司：SOM

项目位置：中国北京

项目进度： 在建

用地面积：1,050,000 平方米

项目面积：1,600,000 平方米

项目类型： 商业 + 办公、酒店、综合功能、住宅

这个高密度的综合功能区，地处距离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1 公里处的策略

性位置，将成为中国首都面向全球的

新门户。该规划项目将分期建设，要

求打造地标性办公和住宅大厦、文化

场馆及开放空间。面对日益迫切的

减少碳排放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需求，

SOM 方案的一大亮点就是以中央公园

的形式建立一个“可持续性引擎”，

通过地热交换助益商务区的被动式采

暖和冷却。

SOM 的设计概念制定的一个目标是让

80% 的居民和上班族通过公共交通、

自行车或步行方式出行。拟建的地铁

M15 线中转站可以让乘客快速便捷地

前往机场，而自行车道的综合网络则

会降低机动车流量，并缓解交通拥堵。

此外，有轨电车系统将把各个区域连

接起来。

（文章来源：SOM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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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aces 
for a Changing 
Public Life

Jan Gehl
Director, Centre for Public 
Space Research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Fine Arts, 

Copenhagen

1.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 – There is 
a Choice! 

The life or lifelessness of public spaces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quality of the 

spaces and whether they are welcoming 

to likely users, to walk, stay, sit or otherwise 

enjoy the spaces. Surveys from existing 

city areas, as well as new towns and new 

city districts and developments, have 

shown striking differences concerning life 

and lifelessness. 

Everything points to the quality issues 

being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nd the 

evidence likewise points to the need for 

a more systematic and careful treatment 

of the public realm in order to secure 

good quality and to ensure spaces are 

welcoming to users.

2. Roles of Public Life in Present-day 
Society? 

Faced with the empty public spaces 

in many new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the more or less abandoned mistreated 

existing city streets, one may well ask 

if access to public space as a meeting 

place for people is at all meaningful in 

the present day electronic and privatized 

societies with people liv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part using still more square meters 

per person, and in smaller and smaller 

households. 

Would not the abandoned and deserted 

public realm be a logical and acceptable 

answer to these new challenges? Can 

the digital, indirect world substitute the 

direct contact to other people and to the 

surrounding society? The multifaceted use 

of any public spaces of good quality will in 

itself be a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The 

universal finding is that whenever quality 

is provided people come. Access to other 

people, to possibilities for experience 

and recreation among others are in 

high demand, and these opportunities 

have important roles for upholding or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policies for 

friendly, humane, open, democratic and 

safe societies.

3. The Character of Public Life in the 
Present Society Situation 

Comparing street scenes from the turn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with present-day 

street scenes, an obvious change in the 

volume and character of public life stands 

out. In the bustling street scenes from 

around 1900 nearly all people are engaged 

in some type of necessary activitie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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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resen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regardless of whether quality is provided 

or not.  Use of public space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daily life, and the spaces 

were filled to overflowing with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in the process, the public 

spaces also functioned as meeting places 

for people. These types of streets scenes – 

filled with people using public space out 

of necessity – are still to be found in many 

countries with less developed economies.

4. Inviting Public Life – In Existing City 
Areas 

The quality offered for pedestrians in 

existing city districts is in many cases 

appalling. Narrow pavements, obstacles, 

pavement interruptions, curbs, difficult 

street crossings, fences and so on make 

for an uninviting environment. Places 

for sitting or enjoyment are scarce. A 

method for improvement, pioneered in 

Copenhagen and now used widely, for 

example in Central London, is to record 

systematically how people use the city, 

thus making the people using the city 

visible. Books such as Public Space – Public 

Life and Towards a Fine City for People, 

London 2004, describe in detail how such 

a method can be applied and which tools 

to use. Public Space – Public Life also 

describes the amazing increase in the use 

of public spaces in Copenhagen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following the many 

quality improvements.

5. Inviting Public Life – In New City 
Areas

 Most New Towns and new developments 

are planned with the explicitly stated aim 

of creating a lively, attractive and safe city 

or district. Nearly all of them appear to fail 

in this aim. Many factors combine to make 

it ver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o achieve 

active public spaces in new areas – the 

population is spread out, densities are 

low, functions are segregated even where 

integration has been attempted, with 

each building frequently only housing one 

function, and concern for active ground 

floors is generally absent. Added to this 

is the haphazard forming of the spaces 

between buildings and the general neglect 

of climatic considerations and disregard 

for existing knowledge concerning human 

behavior. There is no careful invitation for 

life and activities to be found here! People 

hurry through the spaces, if they venture 

outside at all, and a general emptiness 

becomes almost automatic.

It must be observed that life in present-

day public spaces is a very fragile species. 

Only if conditions are right will walking 

and lingering be commonplace. Thus the 

planning of the public spaces must be 

done extraordinarily carefully. The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It can be done; 

several outstanding examples like Aker 

Brygge, Oslo, Skarpnäck, Stockholm and 

Almere, Holland can be found next to the 

many failures.

Traditionally, new developments have 

been planned based on the formula; first 

buildings, then spaces, then (perhaps) life. 

In present-day planning, this formula must 

be turned about, and the questions should 

be – in said order – what kind of life do 

we want here, what kind of spaces will be 

needed for this life, and finally, how can 

the buildings in this area be placed and 

formed to support these spaces and the 

life in this area? In short, the formula must 

be; first life, then spaces, then buildings.

REFERENCES

Gehl, J. (1996) Life Between Buildings 5th Edition. Copenhagen: 

Danish Architectural Press, http://www.arkfo.dk.

GEHL-Architects (2004) Towards a Fine City for People – 

Public Spaces – Public Life, London 2004. London: Transport 

for London & Central London Partnership, http://www.

gehlarchitects.dk/ )

(Source: TOPOS -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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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hanging role of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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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大会正式通过《新城市
议程》

2016 年 10 月 17 日 -20 日，联合国第

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

“人居三”）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

20 日下午《新城市议程》正式获得通过，

人居三完成了所有的议程，圆满落幕。

下午三点，大会闭幕式从在基多文化中

心举行。首先由六个高端圆桌会议的召

集人就论坛的讨论情况进行汇报，这六

个圆桌会议的主题分别是：让所有人分

享城市包容与繁荣，生态、气候变化及

灾害韧性城市，经济适用的住房，综合

的空间规划与管理，各级各方面共同实

施《新城市议程》，为可持续城市发展

提供资金。

 

参加这些圆桌会议的代表高度认同《新

城市议程》的内容，并且强调了“所有

人的城市”这一基本理念，为了建设更

为包容、安全的城市，必须系统地研究

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采取综合规划的

手段，改变部门规划的思路，开展城市

与区域规划，要为所有人，特别是弱势

人群提供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基

础设施。要积极开展不同层面的互动与

合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要提高决

策者和领导人对于城市问题的认识水平

和责任感，积极推动创新和改革。强化

监测与监督，建立数据系统，推动社会

参与城市规划与管理。随后合作伙伴大

会（GAP）、提案委员会分别汇报了有

关讨论的情况。四点三十分，会议主席

宣布《新城市议程》获得通过。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克洛斯博士做了

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感谢各成员国和各

方为这份重塑城市未来的战略文件所做

的卓越努力，感谢所有专家参与专题报

告、政策文件和《新城市议程》的研究

与起草，认为这份文件为世界城镇化发

展揭开新的一页。

他希望各成员国、国际组织、民间团体

积极参与到实施《新城市议程》的行列

里来，要把这份纸质的文件变为具体的

行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各自承担

应尽的职责，并加强合作与创新。他强

调，制度与法律、良好的城市规划设计、

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是城镇化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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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16 北京城市
设计国际高峰论
坛召开

2016 年 10 月 14 日 上 午，2016 北 京

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建筑大学

西城校区隆重举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易军、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司长江小群、北

京市教委副主任郑登文、中国建筑文化

中心副主任李吉祥、中国工程院院士孟

建民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亚美尼亚等国外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

等共计 600 余人出席论坛。

北京建筑大学领导王建中、张爱林、何

志洪、张启鸿 、张大玉等出席，论坛

开幕式由北京建筑大学校党委书记王建

中主持，学术报告由副校长张大玉主

持。本届论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

北京建筑大学、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北

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共同主

办，是北京建筑大学 80 周年校庆系列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幕式上，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北京市副市

长隋振江共同为“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

精尖创新中心”揭牌。北京建筑大学张

爱林校长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论坛

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希望各

位专家依托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的五大研究方向，服务好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

市设计的理论体系，为北京城市发展建

设重大需求提供好科技支撑。

在学术报告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深

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孟建

民、美国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罗伊·斯

特里克兰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

美国 AECOM 公司亚太区资深副总裁刘

泓志、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汤羽扬等先后做主题报告。

在最后总结时，北京建筑大学张大玉副

校长强调，“2016 北京城市设计国际

高峰论坛”是借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

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和校庆 80 周

年的契机，围绕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未来、

城市公共空间、旧城更新改造等问题举

行的国际高峰论坛。未来城市设计高精

尖创新中心建设的宗旨就是要整合和吸

纳国际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到这个平台

上来，共同围绕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本次国际高

URBAN DESIGN REPORT

峰论坛仅仅是交流研讨的开始，将来创

新中心将逐步建立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度

融合、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紧跟世界

城市设计前沿及国家和首都重大需求，

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为国内外专家学

者提供交流研讨平台，为中国乃至世界

城市的发展献计献策，为尽早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理论体系和设计方

法作出积极贡献。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全国城市设计
培训班“三地陆
续开课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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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在全力推进城市设计

工作，并将加强城市设计管理和相关技

术人员培训、培育和建立城市设计队伍，

作为近期的重要工作。

培训班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组织举办，

培训紧扣时代特征、突出问题导向，以

继承、创新、发展的精神，结合国内外

大量翔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引述、讲解

城市设计的思想、理念，政策、理论，

新技术等多项内容。第一期培训班于

11 月 17 日在西安、第二期培训班于

11 月 26 日在昆明已圆满结束，最后一

期培训班将于 12 月 6-8 日在杭州举办。

（文章来源：住建部城乡规划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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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城乡规划
司举行城市设计
新技术应用工作
座谈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城市设计学委
会 2016 南京会
议顺利召开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

快城市设计新技术应用推广，推动建立

城市设计辅助决策系统，依托新技术提

升城市设计和管理水平，2016 年 11 月

11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

在北京举行了城市设计新技术应用工作

座谈会，会议由城乡规划司司长孙安军

主持，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深圳、

厦门规划管理部门代表以及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部规划管理中心、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委员会，以及清华

同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华正三

维、洛阳众智软件、北京伟景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单位和技术机构代表

应邀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介绍了相关工作进展、行业发

展，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情况，并对下一

阶段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据了解，目

前即将出台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和城市

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对新技术应用提

出了明确规定。本次会议，旨在听取意

见，研究完善下一步工作计划，促进合

作，引导应用，加快推广，提升水平。

（文章来源：住建部城乡规划司）

2016 年 11 月 19 日 -20 日，以“制度

与创新”为主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

市设计学委会 2016 年年会在南京东南

大学顺利召开。会议议程分为主旨报告、

城市设计项目考察和自由论坛三部分。

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

划师、主任委员朱子瑜主持，江苏省城

市规划协会及学会理事长张泉、中国工

程院院士孟建民、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叶

斌、东南大学副校长吴刚受邀致辞，南

京市规划局局长叶斌、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建国、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

发表了主旨报告。

11 月 19 日下午、20 日上午，与会专

家分别对南京老城及河西新城城市设计

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参观与

讲解，感受南京城市设计实践的成果。

11 月 20 日下午，学委会在东南大学举

办自由论坛，围绕“制度与创新”议题

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嘉宾学者均对城

市设计法定化的必要性表示赞同，并对

建构城市设计制度及如何创新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和思考。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

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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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城乡
规划实施学术研
讨会在深圳举行

《共通城市框架：
对于中国开发导
向型城市的再思
考》在京发布

2016 年 11 月 19 日 -20 日，以“共建

共治、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

城乡规划实施学术研讨会暨城乡规划实

施学会委员会 2016 年年会在深圳市龙

岗区举行。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

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

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实施学委会）、深

圳市城市规划学会 / 深圳市城市规划协

会承办。实施学委会委员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 300 多位同行参加了本次大会。

大会开幕式由实施学委会主任委员、山

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李锦生主

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

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会长司马晓、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俞滨洋

（门晓莹处长代）分别致辞，都强调了

规划实施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规划实施

学术交流的价值所在，充分肯定了深圳

在探索规划实施方面的成就，赞其为“中

国城市规划界的灵感创意之源”，也指

出了规划实施今后的任务和努力方向。

开幕式后，大会举行了“深圳规划实施

实践与探索”主题论坛。11 月 19 日下

午，大会举行了《规划实施评估》、《规

划实施与公众参与》、《农村和乡镇规

划实施》、《生态宜居城市规划实施》、

《新型城镇化规划》五个平行分论坛。

11 月 20 日上午，举行新型城镇化论坛

和深圳青年规划师论坛。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6 年 11 月 10 日，综合性全球基础

设施建设公司 AECOM 与哈佛大学设计

学院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基于研究成果的

报告。

这份名为《共通城市框架：对于中国开

发导向型城市的再思考》的报告，以哈

佛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李带领

学生开展长达三年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研究针对厦门、澳门和郑州这三座城市

展开，并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进行

交流。

报告汇集了三年研究中三个为期 16 周

的 STUDIO 项目，加上关于三个城市各

自文化、政治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论文，

为开发导向型城市和近年来中国飞快的

城市化提出了中肯的反思。

哈佛设计学院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表

示，中国发展的惊人规模和速度为城市

规划人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通过何种

方法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改善

人们的生活质量，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AECOM 亚太区总裁乔全生表示，十分

看好未来二三十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领

域的发展机遇。这次研究只是一个起点，

希望它能够为决策者、城市规划人员、

建筑师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在寻求解决未

来城市发展问题的途径时带来灵感。审

视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难题，既有挑战

性，也能引发思考。虽然无法为城市规

划专业人士遇到的日常挑战找到快速的

答案，但重要的是能够持续集思广益。

（文章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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