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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 2017 年 9 月 26 日在河北雄安

新区调研规划建设有关工作。

张高丽到京雄高铁雄安站规划点，了

解雄安新区交通枢纽规划情况；前往

容城县植树造林规划点，考察新区森

林城市专项规划情况；到雄安新区文

物保护展示馆，了解文物普查保护情

况；到光启军民融合创新中心，考察

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情况。26 日下午，

张高丽在安新县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

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高标准高质量组织规划编

制，有计划分步骤推动新区建设。河

北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专家咨询委员会、京津两市等有

关方面密切配合、主动作为，新区规

划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取得

积极进展。

新区规划编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300 多名一流专家参与规划编制，优

选 12 个国内外顶尖团队提出城市设

计方案，反复比较论证，充分吸收各

方面意见，总体规划框架正在深化细

化提升，22 个专项规划基本成型。

新区已组建精简高效统一的管理机

构，起步运作良好。改革开放政策

设计工作有序推进，土地、住房、投

融资等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逐步深化。

生态环境治理扎实推进，白洋淀流域

上游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启动实

施。管控工作科学有效，社会保持和

谐稳定。

张高丽强调，牢牢把握河北雄安新区

功能定位，按照顺应自然、尊重规律、

平原建城的要求，体现中西合璧、以

中为主、古今交融城市风貌特色，努

力编制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国际一流

的新区规划。

要抓紧研究启动对接工作，积极稳妥

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加强与

周边地区的统筹协调，努力实现错位

发展、协同发展、融合发展。

要加快推进交通体系规划建设，促进

新区和北京直连直通。要充分体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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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高质量编制
雄安新区规划

城市设计通讯

张高丽
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然风貌，编制好白洋淀环境治理、成

片植树造林和生态保护规划，确保新

区蓝绿空间占比 70% 以上。

要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新区规

划建设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

合、相得益彰。要继续做好管控工作，

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保持新区

社会和谐稳定。

要抓紧研究先行启动一批符合新区定

位和规划方向、现实急需且条件成熟

的重点项目，争取在交通基础设施、

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文化保护等领

域率先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张高丽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协调配合，狠

抓工作落实，全力做好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文章来源：新华通讯社）



政策法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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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历史建筑保

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要保护

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

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护古代建筑，

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

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历史建筑的保护

和利用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保护历史建筑重要意义

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

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

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

物的建筑物、构筑物，是城市发展演

变历程中留存下来的重要历史载体。

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工

作，有利于展示城市历史风貌，留住

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是践行

新发展理念、树立文化自信的一项重

要工作。

二、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一）做好历史建筑的确定、挂牌和

建档。各地要加快推进历史建筑的普

查确定工作，摸清家底，多保多留不

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要注

重改革开放前城市近现代建筑遗产的

保护，做到应保尽保。

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清单和历史建筑档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海南省规划委员会，直辖市规划局（规划国土委、

规划国土局），新疆建设兵团建设局：

案，对历史建筑予以挂牌保护。

（二）最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

值。支持和鼓励历史建筑的合理利

用。要采取区别于文物建筑的保护方

式，在保持历史建筑的外观、风貌等

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丰富业态，

活化功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

充分发挥历史建筑的文化展示和文化

传承价值。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历史建筑的保

护和利用。鼓励各地开展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试点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同时探索建立历史建筑保

护和利用的规划标准规范和管理体制

机制。

（三）不拆除和破坏历史建筑。各地

应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严格保护，严禁

随意拆除和破坏已确定为历史建筑的

老房子、近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不

拆真遗存，不建假古董。

（四）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建

高层建筑。在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其他

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禁止在对其

历史风貌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建设高层

建筑和大洋怪的建筑。新建建筑应与

历史建筑及其历史环境相协调，保护

好历史建筑周边地区的历史肌理、历

史风貌，严格按照保护规划要求控制

建筑高度。

 

各省（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主

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2017

年底前将本通知落实情况报我部，我

部将适时组织督查。

（文章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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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规
划供给改革

王 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

一、发展转型的背景与内涵

经济转型是客观存在的。自 2011 年以来，中国经

济增长率持续走低，2011-2016 年 GDP 增长率分

别为 9.5%、7.7%、7.7%、7.3%、6.9%、6.5%。

为此，连续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多项新思

想，2013 年提出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

2014 年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 年进

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

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

目的是满足需求。

其实，小城镇发展也是一样的，认识、适应、把握

经济新常态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从长期来看，经济

发展从高到低是一般趋势，如何认识不同阶段的发

展特征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和方针是关键。

所以说，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受到两个方面

的影响，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经济进入了新

常态；二是城镇化的趋势即新型城镇化。

二、规划供给的历史回顾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源于工业化的推动是

一个基本共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基本遵循这一规律。

中国在 1949 年到 1978 这 30 年的城市发展史中，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是其重要特征，工业发展是城市

发展的基本动力，工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基本经济

单元，城市规划是“计划的延续和具体化”。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规划有很大的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沿海开放战略，促进沿海城

镇的大发展；1992 年“十四大”出现了转折，加

之邓小平南巡，加快了全国范围内的以开发区为核

心的一系列城市开发活动；从 2000 年起，以提高

城市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主要中心城市开展城市空

间发展战略研究，加快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新区

新城将空间蔓延至区域。至 2016 年，各级各类国

家级开发区近 3000 多个。

所以说，以开发区为起始，新区新城为特征的空间

拓展，是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来城市发展的主要特

征，城市规划的核心是以发展为主线的空间供给。

三、转型时期的规划供给

考虑世界银行过去 10 多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的变化速度，预期在 2025 年前后，中国有望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未来 5 到 15 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过去的“出口导向、消费和投

资驱动”的模式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更多地依靠

服务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的模式转变，这给

城市规划工作方式带来了冲击性的影响。

未来，消费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量，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服务业比重将快

速上升，农业、工业比重持续下降。

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

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

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

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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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发展重在补短板，而短版恰

恰在品质、环境、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大城市

是过度肥胖，小城镇是营养不良，在这些方面还有

许多需要探索的内容。

2014 年中央城镇化会议已经明确，新型城镇化是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消化“人口存量”是重点；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建设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实现“和谐宜居”是关键。

这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结构性的调整，一定要盘活存

量，保证质量。

而如何做到具有特色呢？国际先进经验表明，要以

长远眼光谋当下行动。无论是美国纽约的区域规划

还是新加坡的概念规划都表明，环境品质是城市的

核心竞争力；伦敦 2062 规划的目标是健康，塑造

更利于健康、适宜锻炼的城市形态；苏格兰第一大

城市格拉斯哥 2061 规划中强调繁荣、友善、文化

多元，这些都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有重要启示。

乌镇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依托稀缺资

源构建“景区型小镇”，成为国际互联网大会永久

会址（互联网 +），创办乌镇戏剧节（文化 +）。

2012 年接待游客 600.83 万人次，非门票收入超过

50%。中国的城市空间与世界的现代经济相结合，

这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上海崇明岛的建设发展，表明生态是生产必不可少

的环境，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深圳总体规划

表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武汉在研究长远发

展时，不单单强调经济的发展，更关注交通枢纽、

滨水城市，对于城市的改造，强调回归人文，实现

繁荣；长沙挖掘其有底蕴的历史文化，打造有活力

的现代文化，营造更加浓郁的国际文化都会气息；

三亚强调“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苏州昆山强调

文化与生态的融合。

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案例表明，根据城市发展的不

同阶段，结合不同时期的需求，无论是新空间，还

是存量空间，规划的供给都有无限的创新空间。

在这一背景下，就应该回归城市发展的普世价值观

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加注重宜居、文化、绿色，

这也是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以说，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发展在认识上，要摆

脱“速度情节”和“换挡焦虑”，要有定力；规划

在方法论上，要认清城市发展的动力转换，识别城

市空间的结构性变化，厘清发展趋势；规划技术上

要摆脱不适应新形势的规划供给，着力创新，互联

网 +，生态 +，文化 +，创新 +，服务 +…有无限可

能；规划理论上要回归城市规划的本源，以人为本，

宜居建设为核心，发挥城市教育人、陶冶人、培育

人的基本功能。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节选）



解读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石 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

中国的城镇化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经济增长也不像过去保持高速增

长，一系列城市问题已经摆在决

策者面前，所以规划才变的特别

重要。规划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

经济管理等方方面面管理的一个

抓手，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

手段。抓住了空间治理这个抓手，

就会引发或者触动整个国家治理

方面的改进。北京说起来是一个

城市，但更重要的是国家首都、

大国首都。诸多现实问题倒逼北

京重新思考新时期城市的战略定

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

引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具示范作用

首先，这版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回答了习总书记“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建设首都的问题”，提出

坚持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其次，这版城市总体规

划也是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一个“回应”，城市

问题、城市规划问题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必须要面对

的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另外，北京作为大国首都，

城市总体规划的引领示范作用尤为重要。全国正面

临着新一轮的总体规划，原来城市总体规划基本上

都是到 2020 年，有的可能已经达到了发展的目标，

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2020 年的发展目标，人口规

模、用地规模都有可能超过了。不管是中央审批、

国务院审批、还是地方审批的城市，都面临着规划

要重新编制，需要一些带头、示范、典型性的案例，

北京作为首都，示范作用毋庸置疑。

定位：强化首都核心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2 月视察北京时强调：“要

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

能。”北京过去几版城市总体规划中“首都意识”

不是特别强，这版总规中明确提出了“四个中心”

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这也是在继承过去几版总规的基础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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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性质、战略定位有很多的功能。北京作为大

国首都，在提出“四个中心”的同时也提出了“四

个服务”，即为党政机关、国际交往、科技创新、

人民生活做好服务。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首都核心区”是落实北京战

略定位的关键。所谓的“一核”就是首都的核心功

能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这四大中心职能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空

间载体。核心区是集中体现首都职能的空间载体，

是体现北京这版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战略定位最主

要的地方。作为核心区来讲，明确地提出来要营造

良好的政务环境，要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优化布局

提供条件，增加国事活动的场所，并且专门提到了

北京市将来要优化九类国际交往空间。作为大国的

首都，北京要承担起国际交往的责任。

目标：建设现代化的宜居城市

北京是一个城市，但更重要的是首都，作为代表中

国的窗口在全球的城市体系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全球范围以内来讲，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在资

源、市场、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而人才和文

化这两个因素在全球城市发展历程中始终处于最核

心的驱动因素。

在全球范围之内，城市之间的竞争最核心的就是对

于人才的竞争。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来讲，肯定会有大

量的人才需求。想要吸引人才，城市就必须是一个

宜居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宜居城市是现在很多世界

城市共同追求的目标。

首先，这个城市宜居宜业。人在城市里不是为了享

受，人在城市里要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有各种发展

的机会。城市是不是有利于创业、就业，是不是有

这方面良好的产业支撑、政策支撑、环境支撑，能

够让各类创新型的人才真正在这找到自己发挥聪明

才智的地方，安居乐业。这版总规里专门有这方面

的安排，三个科学城的安排，几个创新基地的建设

等等，都给这些高端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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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是相吻合的。

其次，文化要多元性，城市要有包容性。不管是纽

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多

元、包容。能够让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收入阶

层的人群都有一种归属感。这版总规里也非常强调

共建共享共治，让所有的居民能够共同参与到城市

规划和建设的过程当中来，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是

北京人，我是中国首都的主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吸

引人的地方。

第三，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北京来讲这也可以

说是一个补短板。北京做了很多的安排，通风廊道

的建设、绿化隔离带的划定、郊区的湿地、生态公

园等等，建立蓝绿的网络体系来保证生活环境质量

的改善。

第四，建设一个安全的城市。这不仅仅是指城市职

能的安全，也包括其他安全，比如食品安全、交通

安全、政治安全、反恐等等。

从全球来讲，都在追求的城市应该是多元的、包容

的、韧性的、可持续的、安全的、宜居的，这版总

规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很全面的部署。

疏解：减量规划提质增效

由于“城市病”的困扰、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疏

解”成为此次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发点和总体思路，

只有职能的疏解才可能带来人口的疏解，才能让整

个城市摊大饼、城市病、拥堵、环境污染这些问题

解决，所以本次总规的亮点就是“减量”、“提质”。

“减量”不是经济总量要减多少，空间规模缩小多

少，着眼点是在“提质”，要通过疏解职能来疏散

人口，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品质。如清理北京城乡

结合部、郊区的大量非法建设用地，提高土地使用

效率。总量要减少，质量要提升，使用效率要提高，

体现出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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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控制性详细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是以中国当

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系框架为背

景，在传统详细规划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和独立出来

的，笔者认为这是为适应城市土地市场化的建设环

境所采取的一种“改良”措施。而且这一“改良”

是以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规划院为主导进行推动和

探索的，以鲜明的“规划思维”为特征，是对传统

详细规划方法逐渐改革、修正的过程。

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区划技术为源

头，其革命性变化是摒弃了当时详细规划“摆房

子”的空间形体规划与设计方法。虽然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过程中也涉及到形体设计环节，由形体

设计再过渡到抽象的平面图则和控制指标表，但是

控制性详细规划更多关注在总体规划体系下将其作

为土地利用管理的工具，而忽略了对美国区划技术

中空间形态控制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如街墙（street 

wall）、曝光面（sky exposure plane）和退界（setback）

等基本概念在历次控制性详细规划演变过程中都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控制性详细规划也是创造性极强的规划与设计

工作，但是受城市规划惯例的影响，“编制”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理念远远大于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设

计创作”，往往侧重于关注二维的土地利用和“单

个地块”的土地出让条件，如地块划分、市政设施、

控制指标等等，对三维的空间整体形态的构想和探

索等空间、行为与特色等“设计含量”高的内容显

得比较薄弱，城市空间碎片化现象凸显，城市空间

往往成为由一个个各自为政的“烛台式”街坊地块

组成的城市景观。

从对城市物质空间设计层面上分析，目前编制控制

性详细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城市空间作为生活

与活动、景观与特色方面的研究不够，控制指标的

科学依据不够充分。一些控制指标仅凭经验或套用

规范条文，有的指标甚至凭“拍脑袋”得出，在三

维空间、城市形象、风貌特色和行为活动等方面，

显得力不从心。

2. 关于城市设计

在美国，城市设计概念最早是建筑师提出来的。美

国伊利尔·沙里宁最初的城市设计人才培养计划，

是设想把城市设计纳入建筑教育计划，通过灌输城

市设计思想，把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密切联系起来。

2002 年以后美国城市设计人才培养计划的共性之

一是要求城市设计硕士研究生须具有建筑学、景观

建筑学或与设计学相关的本科学位，其教学计划中

设计课被作为了核心课程。因为与建筑设计比较起

来，除了城市设计的空间尺度比较大以外，城市设

计项目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面临着更多的复杂因

素，城市设计师要具备建筑师或景观建筑师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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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还应具备城市设计的专门知识和职业能力。

鉴于城市设计的复杂性，当下西方城市设计教育有

两个比较明确的体系：一是高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

教育体系，二是行业协会主导下的跨行业职业继续

教育体系。以澳大利亚为例，自 1996 年澳大利亚

建筑设计专业委员会提出“国家城市设计教育战略”

后，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依托介于大学和政府管理

部门之间的再教育机构，建立了以工程实践需求为

核心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UDEP）。把城市设计

继续教育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景观建筑师，扩

展到了测量师、土木工程师和交通规划师。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设计一直被定位在“渗透于

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在教学体系中被视为城市

规划专业的一个特别方向。城市设计的工程项目、

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一直偏重在城市规划的学科框

架内。因此，在中国城市设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学科的参与程度和发挥

的作用极不均衡。网络问卷调查发现，有 90 .15%

的建筑师很少做过或者没做过城市设计项目，而

89.72% 的规划师表示做过城市设计项目，其中包括

相当数量的理学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的人员。显然

这是由于中国的城市设计项目基本上都是由“规划

院”承担造成的，因此一些城市设计项目往往局限

于“规划思维”，其实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对城市

空间整体性与连续性的考虑，造成了“只见建筑不

见城市”的碎片化空间状态。

美国城市设计学科虽然衍生于区划技术，但是其发

展演变始终由“设计思维”所主导，无论城市设计

成果中的控制性内容和引导性内容，都是基于对从

三维空间角度城市空间格局的整体考虑基础上形成

的，从而保证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如旧

金山总体城市设计。

3. 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比较分析

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案例研究整理，从中可以明显

看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有诸多的相同

点和不同点，而且这些相同点是内在的、本质的，

不同点则是外在的、主观的。由于其在本质上的同

质性，两者才可以在实施阶段殊途同归，“绑定实

施”。此外，由于两者都在不同的角度持续地学习

和借鉴美国的区划法和城市设计，所以许多学者都

指出：现在城市设计越来越像控制性详细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也越来越像城市设计。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把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出来

的区划技术，同计划经济下衍生出来的中国传统详

细规划结合起来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规划类型，

并不是一个学科。中国当下的城市设计概念是学习

和借鉴产生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的美国城市设

计概念，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本土化研究与探索形成

的一个二级学科和成熟的设计类型，完全具备了承

担城市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桥”作用的学科

与职业层次。

4 结 论

就目前城市设计成果必须与法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绑定实施”的现状来看，在城市设计成果转译的

过程中，城市设计概念和意图都有不同程度的衰减，

导致城市设计之“桥”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业

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设计实施的关键问题，同时也

影响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

鉴于中国特色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完成了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应急工具”的使命，取

而代之的应该是“规划思维”和“设计思维”共同

作用的“城市设计”。“要让城市设计有用”，就

应将其纳入法定的中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让

城市设计“提供一种机制”，从而使城市设计思想

能整体协调各个相关专业的设计与建设。因此，及

时修改城乡规划法很有必要。

（文章来源：《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7 年第四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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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国际上已有研究证明，欠发达国家的

城市体系在初级阶段倾向于首位分

布，而经济高度发展国家的城市体系

倾向于位序 - 规模分布。在城乡一体

化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理应

进一步整合，互相分工和协调发展。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方针已经明

确：一是强调城市群的作用，“以城

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二是重提控制特

大城市规模：即特大城市要适当疏解

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

型加工业向外转移；三是重视中小城

市的作用，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

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四是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推动小城镇发

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

合、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与服务

“三农”相结合。

据六普，我国城镇人口中的 40%（约

2.6 亿）住在建制镇镇区（含县城）。

2000-2010 年间，跨省人口流动数据

实际上仅占人口流动总量的 30% 左

右，而其余 70% 左右则为省内流动。

跨省流动人口在主要流入地主要表现

为“进入 300 万以上大城市（即特大

城市，下同）”，导致人口流入地区

的“强市弱镇”格局逐渐强化；而在

主要流出地省份内部的流动人口则较

多“就近（本县市区内）进入县城和

镇区”。这一“就近城镇化”及“小

城镇发展”的态势不容忽视，背后定

有其成因机制。

关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

在城镇化水平将会持续提高这一点上

是有共识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城市发

展的规模问题，即是否应该秉持“市

场决定论”或“规模效益论”，亦即

存在着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

之争。前者的理论基础在于新经济地

理学提出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集聚效

应、规模收益、分工深化、经济扩散

效应等；后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国情

论，即认为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分散

型”城镇化模式具有速度快、成本低、

就近服务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等多方

面的优势。

实证研究表明，迄今的大规模人口流

动主要是向城镇体系两端集聚。但是

两端地区——3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与县镇地区，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意义

很不同，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后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
小城镇发展

者则是关系到国家的基层治理。其

中，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

的持续发展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意

义主要在于提高国家整体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水平，并形成具有竞争

力的区域性、全国性和世界级中心。

而县城和镇的健康城镇化，除了一般

的经济社会意义外，主要在于“国家

治理”的落实；尽管县镇层面的城镇

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行业分工水平

等均不及大城市，但这一层面的城镇

发展可兼顾“安居、乐业”等多方面

的目标，同时还可服务广大的农村地

区，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抵御周期

性经济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主要在城镇体系“首末两

端”上集聚的空间特征，是与流动人

口的“经济家庭”理性选择有关。即

每个农村家庭趋于将其劳动力置于最

佳的市场配置——希冀实现家庭收入

最大化；同时，经济家庭的行动逻辑

还在于最大化家庭资产和效用，并最

小化风险。人口流动的“经济家庭”

理性选择，既导致了一定时间内有相

当规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高等级城

市集聚，而在流出地则主要集中在县

域和乡镇地区的情形；同时也形成了

流出人口在目的地的不稳定“异地流

动型城镇化”与留守在家乡的“就近

兼业型半城镇化”的不同态势。

由此可见，治理策略的制定既要把握

发展的宏观态势，也要基于对个体

“经济家庭”的真实诉求和比较利益

的深刻认识；而对迄今的“农民工市

民化”等政策目标则是有必要加以深

刻反思。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节选）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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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boll and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哥本哈根暴雨应对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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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公司：Ramboll and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地点： 丹麦哥本哈根

功能定位： 战略性暴雨规划

项目面积：14 平方公里

2011 年的一场倾盆暴雨让哥本哈根

蒙受了将近十亿美金的损失，也使针

对当前气候变化的缓解性措施成为了

城市下一步发展计划的重中之重。这

场殃及各个管辖领域的洪灾促使规划

师、工程师、经济学家、普通市民、

设备供应商、政治家与投资人展开了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领域合作，协力

将气候适应性方案整合入控规之中。

哥本哈根暴雨应对行为准则正是诞生

于这次合作之中。这套以可靠的投资

策略为基础，结合了城市规划、交通

系统与水力分析的蓝绿系统将能够灵

活的应对因气候变化而愈发频繁出现

的极端暴雨、洪涝灾害，进一步优化

城市居住环境与质量。

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以

一片 10 平方公里集水区为例的成本

效益分析显示，相比单独依靠排水管

道系统应对暴雨灾害，将地表面引入

到策略中作为排水系统的其中一个环

节将节省超过 2 亿美金的投资经费。

这种雨水下渗的处理方式在城市内超

过 300 个先行项目中先后实施，当地

开发商将雨洪管理设计准则整合入设

计要求之中，同时哥本哈根暴雨应对

行为准则的普适性也在欧、美、亚各

地的设计方案中得到了验证。

（文章来源：谷德设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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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from 
Places, as One 
of the Tasks of 
Urban Design

Michele Bonino
Professor, Politecnico di Torino, 

Italy

Keywords: 
Place, East-west comparison, Sense of 
community, Urban practices, Urban 
design tasks

Beijing lends itself to observation for its 

comprehensive urban elements: the grid, 

axis, infrastructural rings, the large zoning. 

In this essay, we will look at it in part, 

considering a specific place.

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me 
and Factory

In Europe, starting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urban practice of building 

residential areas near to the factories 

was developed: the goal was mainly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workforce. These settlements, created on 

an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 were located 

in extra-urban areas or were welded to 

the city fabric as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both cases maintaining specific autonomy 

regarding the context.

Observing its spatial structure, we can still 

today recognize a department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s and a symmetrical 

and closed spatial set up, typical to the 

industrial DANWEI of the new Republic. 

ChaoYang Road divides the productive 

area, made up of offices and workshops, 

from the residential fabric, made up 

of homes and welfare facilities such as 

schools and hospitals. 

The mixed fabric is divided along the 

sides of the north south central axis, along 

which the main gates of both functional 

un i ts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 ive 

building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nd 

the auditorium) are set up. The walls 

alo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DANWEI, still 

present in part, show an introvert and 

independent character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 but indirectly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place.

The product ive area has  a lso been 

subject to great spatial and social change 

following the abandonment of the factory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Between 2009 

and 2011, the factory was reconverted 

into new sites for creative activities: 

the regenerated site of the Textile was 

occupied by a new community, without 

however building up interactions with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residential part to the 

north of the road. 

2 . T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e e n 
DANWEI and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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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the No. 2 Cotton Textile Factory 

stood in a completely suburban area to 

the East of the Capital, called Ba Lizhuang. 

Its location outside of the city was not 

a problem, in that the “Textile city” as 

a DANWEI was distinguished by a full, 

functional autonomy, which only needed 

to be close to a waterway and railway in 

order for its industrial activity to develop. 

Due to rapid urban expansion, soon the 

city incorporated the industrial complex.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ANWEI 

in the urban area was a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part of the city.

The regenerated areas were still not ver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despite the 

introduction of numerous semiprivate 

activities, some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with the 

urban space initially promoted by the 

requalification project. The landscape 

design — which was never completed 

— in fact planned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park in order to encourage citizens to 

enter.The dormitories and canteens were 

rented to citizens coming from other 

areas of the city. Even the functions along 

the district’s borders tend to change 

and services were subject to a gradual 

integration with the public spaces outside 

of the area. The rich articulation of the 

functional and social fabric of the industrial 

DANWEI allows integration with the urban 

space at the fall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arriers that still define it.

3. T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e e n 
Heritage and Memory

In 2009, the requalification project of 

the productive area of the No. 2 Textile 

was commissioned to Kengo Kuma, 

who would provide a concept that was 

then developed by a local Institute, 

whose realisation of the concept was 

never  recognised by  the  Japanese 

architect. The masterplan divided the 

uniform configuration of the factory into 

46 independent units from 300m2 to 

5,000m2, broken up by pathways and 

gardens: in the large slab of sheds, a 

number of passages have been engraved, 

created a sort of internal “blocks”, giving 

the idea of a new piece of the city.

The complete use of the areas confirms 

that the requalification intervention was 

successful, also guaranteed by the area’s 

proximity to the centre of Beijing. The 

project offers an alternative scenario 

to demolition and becomes an explicit 

model for other urban renovation projects 

in China.

4.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akeholders in Trans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No. 2 

Textile Factory industrial area was l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eijing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and the Beijing 

Textile Holding Company, the Beijing 

Guotong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and the Beijing Jingmian Textile Group 

constitute a joint venture, known as 

the Beijing Guomian Cultural & Creative 

Development Company, to start up the 

project to renew the abandoned factory.

More than preserv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place, the transformation 

aims to contribute to developing the 

Capital’s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new 

cluster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 ies  of  creat ive industr ies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Corridor, 

promoted by the ChaoYang Distr ict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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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o. 2 Textile Factory, Beijing. Axonometric view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in 1957, 1987, an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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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次现代生
土建筑主题展览
暨国际论坛在北
京建筑大学举行

2017 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城市更
新学委会年会在
上海召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生土建筑、
文化与可持续发
展”教席落户北
京建筑大学

2017 年 9 月 16 日，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无止桥慈善基金主办，

北京建筑大学承办的“土生土长”生土

建筑实践京港双城展开幕式暨现代生土

建筑国际论坛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

隆重举行。本次展览是我国首次以生土

建筑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住房和城乡建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指

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

员会主办，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

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和上

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7 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年会

暨“2017 城市更新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

主题：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从战略

2017 年 9 月 16 日，在“土生土长”

生土建筑实践京港双城展暨现代生土建

筑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代表、法国国际生土建筑中心副主席

Jean-Marie Le Tiec 先生与北京建筑大

到策略的转型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城市治理

研究院院长姜斯宪、学会副理事长，同

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学会理事、城

市更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阳建强分别在开幕式上发

表致辞。开幕式过后，研讨会进入主题

报告环节。分论坛主题分别为：城市更

新与城市治理和中心区更新与修补。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设部村镇建设司卢英方副司长，全国及

云南省政协委员、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

人、义务秘书纪文凤女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生土建筑教席资深专家 Martin 

Rauch 先生，国际生土建筑中心副主席

Jean-Marie Le Tiec 先生，北京建筑大

学副校长汪苏、党委副书记张启鸿、副

校长张大玉，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

中心、科技处、建筑学院及展览策划与

创作团队成员，来自法国、奥地利、日

本和国内生土建筑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以及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

报、北京晚报、中新社、凤凰网、中国

网等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与学校师生等共

计 2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展览的宗旨是希望通过互动参与、亲身

体验的方式，展示中国传统生土建筑与

文化、生土材料应用的科学原理、现代

生土建筑实践与探索，以及首届国际现

代生土建筑大奖的优秀案例等内容。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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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orkin
教授受聘未来城
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国际咨询
委员会委员

2017 年全国城
乡规划实施评估
学术研讨会成功
召开

2017 年 9 月 22 日， 北 京 建 筑 大 学

在西城校区举行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Michael Sorkin 教授聘任仪式，校长张

爱林、副校长张大玉出席仪式。北京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筑景工作室主任尹荦

懿，我校建筑学院田林教授、范霄鹏教

授，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办公室、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

京北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负责人

及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聘任仪式。

Michael Sorkin 教授现为美国纽约城市

大学深资建筑学教授、城市设计系主任，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

座教授、纽约城市研究所主任，迈克尔

索金事务所和 Terreform（非盈利城市

规划公益组织） 总裁。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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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编

制和实施管理，充分发挥规划对城市发

展的战略引领和刚性调控作用，以“创

新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为主题的

“2017 年全国城乡规划实施评估学术

研讨会”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在山西

省太原市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主办，并由学会城乡规划实

施学术委员会——城乡规划实施评估学

行业动态URBAN DESIGN REPORT

学副校长汪苏共同举行了北京建筑大学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生土建筑、文

化与可持续发展”教席的授牌仪式，使

北京建筑大学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生土建筑、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教席。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教 席 计 划

（The UNITWIN/UNESCO Chai rs 

Programme） 是 由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于 1992 年正式发起，旨在通过扶

持相关领域学科带头机构，建立国际

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网络，以促进各

学 科 方 向 的 研 究、 教 育 与 发 展。 其

中，“ 生 土 建 筑、 文 化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教 席（UNESCO Chair/Network in 

architecture constructive,  cult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由法国国际

生土建筑中心于 1998 年牵头成立，目

前全球已有 46 个高校或研究机构加入

其国际研究网络，其中亚洲仅 8 所机构。

鉴于北京建筑大学研究团队近年来在生

土建筑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广受业界肯

定和国际关注的科研与实践成果，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支持下，今年 7 月北

京建筑大学与该教席的牵头机构法国国

际生土建筑中心签订协议，作为成员单

位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土建

筑、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教席，纳入其

全球合作研究网络。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组、山西省城乡规划学会、山西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承办。开幕式结束

后，七位专家基于自身的研究与实践分

别进行了主题报告。最后沙龙环节，各

参会代表积极提问，会场气氛热烈，互

动场面精彩纷呈，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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