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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红线意识，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切实把安全

发展作为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落实完善城市运行管理及相关方面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全社会治

理格局，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

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

全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

水平，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发生，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

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基本原则。坚持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

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严

格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城市安全生产防

范措施落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的安全感。

（三）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城市

安全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建成一批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在深入推进示范创建

的基础上，到 2035 年，城市安全发

展体系更加完善，安全文明程度显著

提升，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

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

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

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

全发展型城市，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二、加强城市安全源头治理

（四）科学制定规划。坚持安全发展

理念，严密细致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城市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等专项规划，居民生活区、

商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以及其他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要以

安全为前提。加强建设项目实施前的

评估论证工作，将安全生产的基本要

求和保障措施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各个

领域、各个环节。

（五）完善安全法规和标准。加强体

现安全生产区域特点的地方性法规建

设，形成完善的城市安全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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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市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综

合交通枢纽、隧道桥梁、管线管廊、

道路交通、轨道交通、燃气工程、排

水防涝、垃圾填埋场、渣土受纳场、

电力设施及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的

技术标准，提高安全和应急设施的标

准要求，增强抵御事故风险、保障安

全运行的能力。

（六）加强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要坚持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严格把关。有序推进城市地下管

网依据规划采取综合管廊模式进行建

设。加强城市交通、供水、排水防

涝、供热、供气和污水、污泥、垃圾

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过程中的

安全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强化与市政设施配套的安全设施

建设，及时进行更换和升级改造。加

强消防站点、水源等消防安全设施建

设和维护，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特勤消

防站、普通消防站、小型和微型消防

站，缩短灭火救援响应时间。加快推

进城区铁路平交道口立交化改造，加

快消除人员密集区域铁路平交道口。

加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

市路网和交通组织，科学规范设置道

路交通安全设施，完善行人过街安全

设施。加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和危

房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监督管理，严格

治理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

（七）加快重点产业安全改造升级。

完善高危行业企业退城入园、搬迁改

造和退出转产扶持奖励政策。制定

中心城区安全生产禁止和限制类产业

目录，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治理

整顿安全生产条件落后的生产经营单

位，经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要依法实施关闭。加强矿产资源型城

市塌（沉）陷区治理。加快推进城镇



人口密集区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

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

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

区或依法关闭退出。引导企业集聚发

展安全产业，改造提升传统行业工艺

技术和安全装备水平。结合企业管理

创新，大力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健全城市安全防控机制

（八）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对城市安

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评估，建立城市

安全风险信息管理平台，绘制“红、橙、

黄、蓝”四色等级安全风险空间分布

图。编制城市安全风险白皮书，及时

更新发布。研究制定重大安全风险“一

票否决”的具体情形和管理办法。明

确风险管控的责任部门和单位，完善

重大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对重点

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较高的大型

群众性活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建立

大客流监测预警和应急管控处置机制。

（九）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城市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健全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重大危

险源辨识、申报、登记、监管制度，

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加快提升在线

安全监控能力。强化对各类生产经营

单位和场所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情

况的监督检查，严格实施重大事故隐

患挂牌督办。督促企业建立隐患自查

自改评价制度，定期分析、评估隐患

治理效果，不断完善隐患治理工作机

制。加强施工前作业风险评估，强化

检维修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盲板抽

堵作业、高空作业、吊装作业、断路

作业、动土作业、立体交叉作业、有

限空间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以及

塔吊、脚手架在使用和拆装过程中的

安全管理，严禁违章违规行为，防范

事故发生。加强广告牌、灯箱和楼房

外墙附着物管理，严防倒塌和坠落事

故。加强老旧城区火灾隐患排查，督

促整改私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线路

短路、线路老化和影响消防车通行的

障碍物等问题。加强城市隧道、桥梁、

易积水路段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

排查治理，保障道路安全通行条件。

加强安全社区建设。推行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经理人或楼长制度，建立自我

管理机制。明确电梯使用单位安全责

任，督促使用、维保单位加强检测维

护，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加强对油、

气、煤等易燃易爆场所雷电灾害隐患

排查。加强地震风险普查及防控，强

化城市活动断层探测。

（十）提升应急管理和救援能力。坚

持快速、科学、有效救援，健全城市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管理体系，加快推

进建立城市应急救援信息共享机制，

健全多部门协同预警发布和响应处置

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

城市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水平。完善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实现政府预案与部

门预案、企业预案、社区预案有效衔

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各类专

业化应急救援基地和队伍建设，重点

加强危险化学品相对集中区域的应急

救援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

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建立完

善日常应急救援技术服务制度，不具

备单独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中小

型企业要与相邻有关专业救援队伍签

订救援服务协议，或者联合建立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救援联动机

制，强化应急状态下交通管制、警戒、

疏散等防范措施。健全应急物资储备

调用机制。开发适用高层建筑等条件

下的应急救援装备设施，加强安全使

用培训。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和现场应

政策法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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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技能。根据城市人口分布和规

模，充分利用公园、广场、校园等宽

阔地带，建立完善应急避难场所。

四、提升城市安全监管效能

（十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落实

城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安全生

产工作的领导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及时研究推进城

市安全发展重点工作。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落实各相关部门安全生产和职

业健康工作职责，做到责任落实无空

档、监督管理无盲区。严格落实各类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主

体责任，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

管理。

（十二）完善安全监管体制。加强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之间的

工作衔接，推动安全生产领域内综合

执法，提高城市安全监管执法实效。

合理调整执法队伍种类和结构，加强

安全生产基层执法力量。科学划分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

风景名胜区等各类功能区的类型和规

模，明确健全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机构。完善民航、铁路、电力等监

管体制，界定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职

责。理顺城市无人机、新型燃料、餐

饮场所、未纳入施工许可管理的建筑

施工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职责，落实

安全监督检查责任。推进实施联合执

法，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的“城市病”。完善放管服工作机制，

提高安全监管实效。

（十三）增强监管执法能力。加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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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监管执法机构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移动执法终端、

电子案卷等手段提高执法效能，改善

现场执法、调查取证、应急处置等监

管执法装备，实施执法全过程记录。

实行派驻执法、跨区域执法或委托执

法等方式，加强街道（乡镇）和各类

功能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加强安全

监管执法教育培训，强化法治思维和

法治手段，通过组织开展公开裁定、

现场模拟执法、编制运用行政处罚和

行政强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提高安

全监管执法人员业务素质能力。建立

完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

接制度。定期开展执法效果评估，强

化执法措施落实。

（十四）严格规范监管执法。完善执

法人员岗位责任制和考核机制，严格

执法程序，加强现场精准执法，对违

法行为及时作出处罚决定。依法明确

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

设施或设备，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

用爆炸物品，查封、扣押、取缔和上

限处罚等执法决定的适用情形、时限

要求、执行责任，对推诿或消极执行、

拒绝执行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

炸物品的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下达

执法决定的部门可将有关情况提交

行业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作出处理。

严格执法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执法监

督和巡查考核，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未依法采取相应执法

措施或降低执法标准的责任人实施问

责。严肃事故调查处理，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五、强化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十五）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制定

完善政府购买安全生产服务指导目

录，强化城市安全专业技术服务力量。

大力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突出事

故预防功能。加快推进安全信用体系

建设，强化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明

确和落实对有关单位及人员的惩戒和

激励措施。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

致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纳入安全

生产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管理。完善城市社区安全网格化工作

体系，强化末梢管理。

（十六）强化安全科技创新和应用。

加大城市安全运行设施资金投入，积

极推广先进生产工艺和安全技术，提

高安全自动监测和防控能力。加强城

市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安

全生产监管与市场监管、应急保障、

环境保护、治安防控、消防安全、道

路交通、信用管理等部门公共数据资

源开放共享机制，加快实现城市安全

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深入推进城

市生命线工程建设，积极研发和推广

应用先进的风险防控、灾害防治、预

测预警、监测监控、个体防护、应急

处置、工程抗震等安全技术和产品。

建立城市安全智库、知识库、案例库，

健全辅助决策机制。升级城市放射性

废物库安全保卫设施。

（十七）提升市民安全素质和技能。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的查询、解读、公众互

动交流信息平台。坚持谁执法谁普法

的原则，加大普法力度，切实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法治意识。推进安全生

产和职业健康宣传教育进企业、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进公共场所，推广普及安全常识和职

业病危害防治知识，增强社会公众对

应急预案的认知、协同能力及自救互

救技能。积极开展安全文化创建活动，

鼓励创作和传播安全生产主题公益广

告、影视剧、微视频等作品。鼓励建

设具有城市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体验

基地、场馆，积极推进把安全文化元

素融入公园、街道、社区，营造关爱

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六、加强统筹推动

（十八）强化组织领导。城市安全发

展工作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统一

组织，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在职责范围内负责具体工作。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

强领导，完善保障措施，扎实推进本

地区城市安全发展工作，不断提高城

市安全发展水平。

（十九）强化协同联动。把城市安全

发展纳入安全生产工作巡查和考核的

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和单位

的职能作用，加强规律性研究，形成

工作合力。鼓励引导社会化服务机构、

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推进城市安全

发展，完善信息公开、举报奖励等制

度，维护人民群众对城市安全发展的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二十）强化示范引领。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负责制定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评价与管理办法，国务院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制定评价细则，组

织第三方评价，并组织各有关部门开

展复核、公示，拟定命名或撤销命名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名单，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名义授牌或

摘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和政府负责本地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建设工作。

（文章来源：新华通讯社）



规划师的人文素养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所谓人文素养，就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

神。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关怀，它推崇人

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象力和生活多样性；它

主张思想自由，以人的价值、人的感受和人的尊严

作为万物尺度，对抗任何试图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

简言之，它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因此，规划师要端

持规矩、慎划方圆。要提高人文素养，对于理工科

出身的规划师来说，主要应着力在文、史、哲三个

方面的修养。文为眼、史为基而哲为魂。这三个方

面修养越高，人文关怀就越深厚，从而价值判断就

越准确。

文为眼

先说文学艺术。龙应台在《百年思索》一书中以“使

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来诠释文学艺术的功能。许

多东西看不见不是眼盲而是因为心盲，文学艺术就

主医“心盲”。

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思考、一种提炼再表

达，它好比火种的导引，引导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

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人的直觉顿悟。用心灵

去观照客观世界，得到的“投影”往往更加真实，

这就是一种艺术思考方式。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东

西是相通的，电影《一代宗师》里就描摹了习武的

三大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只能

说是高手、见天地可成为大师，真正到了见众生的

境界，才能称为宗师。

通过文学艺术的熏陶，个人的修养方面才能得以不

断提升，最终成为领域内的大师甚至宗师。回到我

们的专业，现在都谈城市化，我们已经有了物质现

实的城市化，却忽略了人的城市化，忽略了人的心

理感受以及人文关怀，比如“乡愁”。习近平说“传

统的耕读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就很具有人文高度。

我们家国情怀是否得到传承，是否得到人的认同？

规划在这些方面还差得很远。

史为基

众所周知，知识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横向引进；第

二是实践探索；第三就是历史借鉴。以史为鉴可以

知兴替，当了解一件事物的起点、了解了背后的线

索以及它的演进脉络后，对当代事物会作出更准确

的价值判断，这就是史学观的重要性。

例如，中国的历史脉络不同于西方，我们的封建制

度是自上而下的“家天下”，西方是自下而上的契

约关系。当参考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时，必须基

于对东西方历史文化差异的认识，否则即成邯郸学

步，甚至削足适履。我们做城市规划的时候，经常

会接触到城市的历史、人文古迹，如果不了解历史

和背后的掌故，将难以胜任这些工作。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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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城建史，但没有规划史（中国最早的规

划师是谁？《诗经· 大雅 · 公刘》中记载了周的

先祖公刘带领族人迁徙、选址、营造聚居地的功绩 ,

公刘就是最早的规划师）。中国的城建思想有两个

来源，一个是周礼，一个是相天法地、因地制宜。

这就需要了解历史上的思想状态、了解观星历法、

了解山川形胜等历史文化，用以提高史学修养，才

有可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规划中谈保护、谈

传承，如果连历史文化的脉络和精华都不了解，何

谈什么保护。

哲为魂

哲学到底是什么？哲学就是指引你走出迷宫的明

灯。规划师把城市指向哪里？也需要有哲学的思维。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的技能提高很快，但人类的智

慧似乎没什么进展。智慧就是要懂得处理好四个方

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

系；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四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的关系。

先看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的方法是主客二分，所

以把自然叫自然界。而中国叫“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这是道家的思想。现在看来，至少在人

与自然关系认识上，还没有人超过老子。道教名山

武当，建筑群落与山体形势浑然天成，堪称典范。

再看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处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提倡“仁者爱人”、“将心比

心”，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和谐社会。至于

人与自我的关系，释迦牟尼解决了心安的问题。心

安就是内心平静、平和。最后一个是昨天、今天和

明天的关系，就是可持续发展。

知与行

规划师应该在文史哲三个方向提高人文素养，需要

不断地去修炼。人文素养不是人文知识，学到了知

识，做的却是另一套，就只能叫知识而非素养。素

养要将知识融汇入本体，浸润到血液与思想中，要

身体力行，做到知行合一。

所以需要我们内外兼修，学到的外在的工具方法越

多，力量就越强大；力量越强大社会责任和抱负就

越大，就越需要内在的修为才能保障做事的正确轨

道。《论语· 为政》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古人认为北斗是天地间的枢纽，但却不求站在显要

的位置上；人也要安守本分、修养道德，呆在合适

的地方，做合适的事情，才能得到拥护。《易经》

六十四卦，吉凶参半，好坏不一。但有一卦只有好

的，没有不好，就是“谦”卦。满招损、谦受益，

所以大家在当今物欲横流、浮华纷繁的社会中，谦

和一点没有坏处。

当今社会，规划成为显学，规划专业成为一级学科，

规划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同。规划师面对日益复杂

的社会现实和业务挑战，不仅需在传统专业知识领

域积极拓展与更新，还需要人文素养的不断涵养和

提升，才能真正肩负起新发展形势下的职业责任和

历史使命。为能胜任，书要杂读，业宜精钻。前路

漫漫其修远兮，愿与同仁，尽心协力，上下而求索！

最后以七律诗一首共勉：

图画江山苦费心，滔滔浮世每愚人。

千秋家国欣怀梦，九土城郭恨失仁。

技术立身难自弃，诗书养性可相亲。

乡愁一缕深深记，城道悠悠笃志行。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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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的现实背景与面临问题

从国际背景看，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大会（简称“人居三”）通过了《新城市议程》，

指出了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从国内背景看，党的

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城镇化

从数量向质量、从外延向内涵的转变。尤其是党的

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在这样一个时期，城市更新要做什么，要建立什么

样的核心价值，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到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其实都在为我们指明方向。国务院出台了

相应的棚户区改造、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城市双

修”等指导意见，这些都构成了新时期的顶层框架。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各个城市做了很多探索，更

新模式可以归纳成五个类别：

① 以重大事件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的整体式城市更

新：像上海世博会之后，带来了整个片区的转型，

而且提出绿色低碳的大方向；

② 以产业结构升级和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为导向的老

工业区更新再利用：在老工业区发挥创造性探索，

营造出很多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③ 以历史文化保护为主题的历史地区保护性整治与

更新：对历史建筑做了大量的改造，形成了吸引游

客的旅游点；

④ 以改善困难人群居住环境为目标的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这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大家也在做多模

式的探索；

⑤ 突出治理城市病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城市双

修：“城市双修”概念已经深入到各个城市，但如

何开展，怎样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还需要我们再

思考。

在实地考察中，会发现城市仍然有很多问题：像城

市病、资源紧张等问题日益突出，还有一些城市更

新缺乏整体考虑、布局混乱，在历史街区存在大拆

大建等现象。这说明我们仍然没有理清楚城市更新

的核心价值。如何来理解城市更新的本质内涵，如

何认识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如何提高它的科学性

和操作性，如何走向持续健康和谐发展，这些都需

要学界和业界一起讨论。

现代城市更新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城市更新是当今话题，它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早期的重建、复苏、更新、再开发、再生到城市

复兴，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城市会呈现不

同的类型。像伦敦老街区原本的卫生条件非常窘迫，

走向持续的城市更新

阳建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到了二战之后开始重建，从技术上、交通上解决问

题。当时的重建以建筑师为主，所以他们的思维更

多是从物质空间上考虑。在当时，他们提出大胆的

设想，对推动城市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经过物质更新改造之后，仍然有一些社

会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有比较温和的规划，

像比利时布鲁日历史中心的保护，还有大家所熟悉

的美国纽约高线公园，都带动了整个片区的转型。

这些案例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规划，还包括在建设过

程中的社会参与。从这些现代城市更新运动的发展

演变，可以看出四个方向的趋势：

① 城市更新政策的重点从大量贫民窟清理转向社区

邻里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邻里活力的恢复振兴乃

至城市中心的整体功能提升；

② 城市更新规划由单纯的物质环境改善规划转向社

会规划、经济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相结合的综合性

更新规划，城市更新工作发展成为制定各种不可分

割的政策纲领；

③ 城市更新方法从急剧动外科手术式的推倒重建转

向小规模、分阶段和适时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强调

城市更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更新过程；

④ 城市更新组织从市场主导、公私伙伴关系转向公、

私、社区多方合作，更加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公平

的城市更新管制模式。

城市更新基本特征属性的再认识

城市规划必须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需要由物质决

定论的形体主义规划思想转向协同理论、自组织规

划等人本主义思想。

早期以建筑为主的规划解决了大量居住需求，在城

市空间方面提出了很多好想法，也延伸到了现在的

立体化交通、嵌入绿地以及采光形式，但这些仅仅

解决了物质空间上的问题。后来，沙里宁的思路更

宽广一些，他为缓解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

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

从空间现状来看，它就包含复杂的权属、空间和功

能。此外，在使用状况、更新目标、涉及学科、规

划编制和规划实施各个环节都涉及到复杂的要素，

这些要素共同交织成为一个复杂系统。

现在又出现倡导式、协作式的规划，这是在弥补物

质空间决定论的局限性。还有后结构主义的学者，

从资本、社会等更大的视野思考城市问题。

近几年，城市更新研究的热点词汇有住房政策、邻

里复兴、影响评价等。这说明国际上普遍认为，城

市更新需要从多维的尺度、多维的价值思考问题，

涉及到城市社会、经济和物质空间环境等诸多方面。

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新城市议程》的城市规划价值体系有三个方面的

内容：针对要素的基本价值观，包含自然、文化、

经济等要素；针对人的基本价值观，包含个体要素

和社会要素；此外，还有针对过程的价值观。这为

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

况，有核心的价值，贯穿规划、管理、实施的整个

过程，最后打造以人为中心、持续发展的城市品质

和空间。

在内容上，我们应该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指导思

想，以提高群众福祉、保障改善民生、完善城市功

能、传承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提高城市活力以及构建宜居环境为根本目标，实现

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多维价值的协调统一。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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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的“精英”逻辑批判

李 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

城市化根本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

城市人口由不同的人组成，既有

原来的城市居民，也有新来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治理城市，与

传统的治理户籍人口有很大区别。

将来还要有 5 亿人口进入到中小

城市和大城市，城市给他们什么

样的公共服务，他们能给城市带

来什么、做出什么贡献，这是城

市政策要关注的。解决农村问题

的根本办法就是减少农村人口。

只有中国 8 亿农民中相当多的一

部分转移到城市，提高农村的劳

动生产率，农民才可能致富。进

城的农民进入到服务业工作，这

是解决城市化短板的关键。

城镇化进程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农民进城，城市

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补短板，不是锦上添花，要

给进城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要走低成本的过程，

不能拿城里人的要求来面对刚进城的农民、小城镇

的人和外来人口。要按照实际发展规律，解决他们

进城之后生活、就业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

“高大上”，大学生即便是博士，刚毕业留在城市

里也会面临一个低成本的就业和生活过程，不可能

马上就是“高大上”的成功人士。

治理“穿墙打洞”、“清理天际线”、清理“中低

收入人口”、“清理基础服务产业”等问题都与城

市治理的“精英”逻辑有关。所谓“精英”逻辑与

政策决定者是什么人有关。中国城市的政策决定者

是政府官员。在大的背景下，他们是调动频繁的。

全国县长、镇长的平均任期大致是三年，地市级一

般是五年，实际上经常也不到三年，有的时候上任

不到半年就又调走了。频繁的调动会使官员们把长

期行为变为短期行为。

第二类“精英”是“海归”，包括国内的规划官员

和学者。他们的特点是以西方的城镇化的结果为参

照系，主观上希望城市更好、更“高大上”。其中，

政府官员主观的要求是短期内城市要实现跨越式发

展，来超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海归”的第二

个层次代表了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

要求和想象、目标和设想。



09

城市设计通讯

“精英”逻辑的背后有体制的背景。体制决定了官

员的行为，一定要有政绩。现实上讲，三年内要提

拔，做“地下”的事情难入领导眼界。看得见的东

西就要有眼球效应，从上海到地方上的乡镇，一方

面是看经济发展指标数字，另一方面是城市建设。

那么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派头，搞大广场、大公园、

植被、漂亮的大楼等等。这就是现在的“精英”逻

辑，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好看，领导来了也会觉得好。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土地财政制度支撑了

政府官员可以做政绩工程的财政效应，大量进行土

地开发项目可以形成能够支配的财政收入。这种能

够调动资金来实现城市想要成为的面貌，也是只有

在中国才能做到的。第三类是可以通过做各种城市

规划来提高政绩。

产生“精英”逻辑的原因

第一大原因：计划经济。传统的规划师、设计师，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是不考虑成本的。临港距离上

海市区 75 公里，是“产城融合”的，面貌很漂亮。

但深究这里的城是和什么样的产融合，漂亮的房子

和工业蓝领、小摊贩能否结合，答案恐怕都是尴尬

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考虑的主要是视觉效果、功能

效果，没有想到市场自然生长。

第二个原因：“海归”做规划的思维逻辑。现在国

内大大小小的规划项目请了很多国外设计师，还有

一些“洋买办”打着国外旗号请国内设计师。一些

大学按照国外逻辑复制的规划样板，这种洋逻辑无

法和我国城镇化的逻辑相吻合，差距非常大。按照

规划标准想象出的城市，与和政绩相结合创造出的

城市，在国内比比皆是，各种新城新区成风。

第三个原因：以房地产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大城

市的房子很紧张，价格也很贵。房子要能卖出好价

钱有两个因素，一是地段，二是设计。配合地段，

有好的景观设计。在全球上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不是以人的城镇化为主的，是以物的城镇化为导向

的。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丧失了实体经济发展

的空间，还有让城市能够低成本发展的空间。当形

成这种城市景观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现实的排他性，

形成了“城市洁癖”。

“精英”理念在当前城市治理中的结果

第一是很多城市好看但不中用、不方便，各种公共

设施没有用处。比如共享自行车，政府搞的不如摩

拜和 ofo 方便。政府都是按他们设想的方式做的，

摩拜和 ofo 是随便用户怎么骑，到家就行。当然共

享单车也给市容带来很多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能花

钱去搞共享自行车，完全可以花钱对市场进行补贴。

这就是思维的反差。第二，城市病严重，交通拥堵，

拥堵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大院太多。第三，排斥人口

和传统产业影响服务质量提升，当人们永远作出短

期行为、承受高成本的租金时，任何一种服务业都

会往服务质量下滑的方向走。第四，城市成本过高，

严重影响到基础设施的维护并形成债务负担。第五，

中央的城镇化大战略难以实施，户籍改革进展缓慢。

最后一点是债务严重，面临城市转型危机。

建议

一是加快改革，减少体制成本，遏制城市执政者的

短期行为；二是矫正城市发展思路，把人的短期行

为变成长期行为，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对人口

和产业要增加包容性。城市总是要高端产业，北京

上地大量的 IT 产业园为例，规划制定者没有意识

到这属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城市一边排斥“中

低收入人口”，一边又需要这么大量的劳动者，一

个厂房里就有成千上万人工作，说不清算是包容还

是排斥；四是建立财政约束机制，控制城市的投资

和盲目新城建设，减少资源浪费；五是对城市管理

者和规划师队伍要加强培训，建立尊重城市发展规

律和市场规律的城市治理观。

未来可持续发展，解决中国的基本现代化，要补的

不是长板，比如加快技术进步之类，重要的是补短

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治理问题。补短板不是

赶，是容，是怎样扶持，让人在城市建立长期就业

行为。城市治理的“精英”逻辑必须要调整。

（文章来源：城市中国杂志微信公众号节选）



10

URBAN DESIGN REPORT

一、特大城市开展城市设计工作

对任何城市来说，开展城市设计工作

都是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次，

一般可分为总体城市设计、区段城市

设计、地块城市设计等。对于特大城

市来说，我想着重强调一下总体城市

设计的重要意义。城市设计比较容易

和微观空间结合，这点毋庸置疑，各

个城市也一直在开展这个层次的城市

设计工作，并卓有成效。但对于特大

城市的空间秩序和布局结构，在规划

中往往只出于功能角度予以考虑，强

调效率，而恰恰缺少了从城市设计的

角度来制订城市整体的景观框架、 

形态格局和公共空间体系。对特大城

市的城市设计工作来说，我觉得关注

宏观空间格局的总体城市设计工作需

要得到足够重视。

二、城市设计管理

第一，明确城市设计技术定位，完善

规划技术体系。之前的规划体系当中

是缺少城市设计的明确定位的。希望

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使城市设计在

我国的规划体系当中有明确的技术定

位，明确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工作的

重要内容，城市设计工作应当贯穿于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第二，确立城市设计管控地位，完善

规划管控机制。过去的管理工具主要

依靠控规，关注功能合理性和开发强

度。现在应引入城市设计作为管理工

具，关注空间环境的形态和风貌，在

管理体制当中给予城市设计法定管控

地位。

第三，加强城市设计专业补位，完善

建设工作平台。城市设计不是“百事

通”，但可将百事通起来。作为综合

性较强的专业，城市设计是融合建

筑、景观、规划、市政等多专业的工

作平台。尤其对于重大建设项目，牵

涉多个专业和工种，但是缺少综合实

施和协调。

城市设计则可以很好地起到这个工作

平台作用。比如在天津文化中心的规

划设计工作中，成立了城市设计小

组，通过对建筑尺度、退线、风格、

色彩、材质进行控制引导， 对建筑

设计过程进行动态把控，实现了建筑 

群“和而不同”的整体性以及理性的

风格特色。

浅谈城市设计实践

三、建筑师在城市设计工作中的角色

总的来说，从规划的角度，希望建筑

师在城市设计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和

希望规划师在城市设计中所扮演的角

色是一样的。城市设计关注的核心内

容，一是空间组织，二是场所营造，

三是景观的艺术化表达。建筑师的工

作和这三个方面内容存在相通之处。

城市设计对建筑设计的要求是得体。

第一，形式符合功能。王瑞珠院士曾

经举例谈到罗马小体育宫。在当年它

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建筑，结构露在

外面，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它是

奇奇怪怪反而被奉为经典？就是因为

它的形式和功能是高度统一的。

第二，形制符合身份。这一要求在古

代更容易理解。在清明上河图中，从

形制上就可以很清楚分辨出皇家园

林、官宦之家以及民居。但在我们现

在的生活中，很多建筑形制与其身份

却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将法院建成翻

版“白宫”，将政府建成山寨神庙，

成为奇奇怪怪的建筑。

第三，形象符合角色。一个城市中有

大量的建筑单体，如同舞台上的演

员，只有通过城市设计这个“导演”

来分清建筑各自的角色，突出重点和

主体，明确配角和背景，城市才会形

成整体性、统一性。

第四，形态融于环境。这个“环境”

概念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建成环

境。自然环境是本底的环境条件和要

素，设计应结合自然，应对其尊重和

充分利用，体现建筑的地域性。

（文章来源：《城市设计》2017（2）节选）

朱子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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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works+MASSLAB

阿维亚波利斯街区城市设计



设计公司：Mandaworks+MASSLAB

项目地点： 芬兰赫尔辛基

项目类型： 公开国际竞赛共同一等奖

项目面积：240000 平方米开发区域（包括 1500 个住宅），15.6 公顷用地

阿维亚波利斯（Aviapolis）是芬兰通

向世界的门户。至 2020 年 , 赫尔辛基

万塔机场航空交通枢纽将拥有 2 千万

乘客 , 机场枢纽将为万塔带来丰富的

文化交流 , 成为当地生活方式与国际

趋势相融合的核心。同时 , 这种丰富

性带来的后果是机场的空中交通产生

的大量垃圾将对当地环境带来威胁。

设计师针对 Aviapolis 第一阶段开发的

设计方案能够提高区域的文化和生活

方式交流 , 同时通过创新的循环和收

集系统解决产生的环境问题。

从城市网格到社交原子

作为当地文脉的延续 ,Aviapolis 将拥

有一个高度密集的城市网格系统。设

计方案结构将大尺度的平面空间划分

为更细致的、具有人体尺度和步行友

好的城市街区。共享功能和活动组成

社交原子，并通过一系列工作和居住

功能建筑构成密集网络。

建筑多样性

街区鼓励多样性结合建筑高度、类型、

配置和不同功能 , 形成一个有质感、

并且居民可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居住

社区 , 高层建筑将提供观赏城市景观

的优美视野 , 而低层建筑将拥有完美

的私人花园。

（文章来源：谷德设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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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logical 
Urbanism and the 
Idea of the City

Christopher C.M.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Practice 
of Urban Design at Harvard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co-founder and 

principal of Serie Architects

Typology and the Urban Plan

The coupling of the concept of type as 

idea and model allows us to discuss its 

instrumentality in the urban context. 

The word ‘urbanism’ means ‘of, living 

or situated in, a city or town’, but it was 

I ldefons Cerdá – a Catalan engineer 

and the urban planner of the Barcelona 

Example – who first invented the words 

‘urbanism’ and ‘urbanization’ in his Theory 

of Urbanization (1867). 

For Cerdá, urbanism was the science that 

manages and regulates the growth of 

the city through housing and economic 

act iv i t ies .  He understood the word 

‘urbs’ at the root of ‘urbanization’ 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notion of the city, 

proposed that its focus was not the 

(historical and symbolic) city center but the 

suburbs. Thu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evitably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a 

diversity of inhabitants, and a scale beyond 

that of a single building incorporated in an 

urban plan. This inclusive urban plan has 

to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masterplan 

predicated on singular authority and 

control. 

The  inst rumenta l i ty  o f  type  in  the 

process of envisioning, regulat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urban plan lies in its 

ability to act as a pliable diagram, indexing 

the irreducible typal imprints that serve as 

the elemental parts to the plan. 

The diagrams of type, however, are not 

mere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urban 

plan, but embody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precedent types that are then developed 

into new design solutions. The function 

of the diagram hereby is both diagnostic 

and projec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ers 

to the irreducible structure of the types in 

question.

In ‘Type, Field, Culture, Praxis’ Peter Carl 

clarifies that ‘types are isolated fragments 

of  a  deeper and r icher structure of 

typicalities’, attempting to relate the 

architectural object to human situations. 

Typicalities, says Carl, are ‘those aspects 

common to all ’ ,  exerting a claim on 

freedom, while this freedom depends in 

turn on that which is common to all for its 

meaning.

A number of further projects by OMA, 

Toyo Ito, SANAA and l’AUC provide a 

second reading of how a recourse to 

typology is necessary when dealing with 

the urban context. In the Penang Tro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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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2004) by OMA, distinct building types 

are grouped together to form ‘islands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 as yet another 

enactment of Koolhaas’ idea of the ‘Cities 

within the City’  developed with OM 

Ungers in 1977. 

Toyo Ito’s project for the Singapore Buona 

Vista Masterplan (2001) develops the 

use of prototypical elements – albeit in a 

more ‘fluid’ manner – that bears traces to 

his preoccupations with the problems of 

collective form that typified the Metabolist 

movement of the 1960s in Japan. In 

Ito’s proposal, the city is envisioned as 

aggregating into a continuous whole, 

fusing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open spaces 

and services into an integrated piece of 

architecture. 

l’AUC pursues a re-representation and 

proje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conditions 

through typological intensifications of a 

super-metropolitan matrix in the Grand 

Paris Stimulé (2008), which attempt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city-making. 

Perhaps the most unusual inclusion is the 

21st Century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2004) in Kanazawa, Japan, by SANAA. 

This projec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other projects such as the 

Moriyama House in Tokyo (2005) and the 

recently completed Rolex Learning Centre 

in Lausanne (2010), which rethink the 

building as a piece of city fabric through 

the mat-building typology.

Type and the City

If urbaniza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ettlement driven 

primari ly by economics,  the city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consolidated,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that precedes 

the urb. 

It is usually demarcated by a city wall and 

a point of concentration for people and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that is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and 

politically divided. This city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and centered on the civic and 

symbolic functions of human settlement 

and coexistence. 

As cities owe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 

to geographical  and top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are always linked to other 

cities by trade and resources, they tend to 

specialize and form a distinct character. It 

is this distinct character coupled with the 

need to accommodate differences that 

gives rise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collective 

meaning for the city. 

This meaning changes over t ime in 

response to its evolving inhabitants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but its history is 

often formali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buildings and landmarks that express 

a common identity. These ‘elements of 

permanence’ in the city are exemplified 

by town halls,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It is through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are proposing that the idea of the city 

can be embodied in these dominant 

types, communicating the idea of the 

city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From Barcelona 

with its Cerdá housing blocks, London with 

its Victorian and Georgian terraces and 

New York with its Manhattan skyscrapers, 

cities can be understood, described, 

conceptualized and theorized through 

their own particular dominant types. 

Through Rossi, we learn that a building 

as an element of ‘permanence’ is able 

to act as the typological repository of a 

city’s history, construction and form. For 

Rossi, type is independent of function and 

therefore pliable. To understand these 

types is to understand the city itself.

Typological Urbanism, in conclusion, 

brings together arguments and projects 

that demonstrate a commitment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architect to 

once again utilize his or her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t is a re-engagement with architecture’s 

e x t e r i o r i t y  a n d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experimentation governed by reason 

and (re) inventions underpinned by 

typological reasoning. It is an insistence 

on architecture that not only answers the 

didactic question of ‘how to?’ but also the 

meta-critical question of ‘why do?’.

(Source: ARCHITECTURAL DESIGN 2011#8 

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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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未来城市设
计高精尖创新中
心巴西建筑学术
周开幕

北京未来城市设
计高精尖创新中
心理事会召开

2018 年 1 月 8 日，由北京未来城市设

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建筑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建筑学报、有方、

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会、中拉青年学术

共同体协办巴西建筑学术周在北京建筑

大学西城校区开幕。 

开幕式及主题讲座由建筑及城市规划学

院党委书记田林教授主持，副校长张大

玉教授致开幕词，对巴西建筑学术周的

举办表示了祝贺及支持。《建筑学报》

执行主编黄居正、高精尖中心办公室主

任李雪华主任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两

场主题讲座，建筑学院师生和对巴西建

筑感兴趣的各界人士与会。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6 日，北京未来城市设计

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理事

会会议在西城校区科研楼 110 会议室召

开。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

大学教授王建国，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代表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

副部长仇保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肖绪文，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中心国际

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美国 AECOM 设计

集团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刘泓志以及中心

理事单位代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朱子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张宇，北京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党委副书记程晓青以及邀

请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中心理事长、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王

建中，中心执行主任、校长张爱林，中

心副主任、副校长张大玉以及中心监督

委员会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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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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居环境，
发展人居科学”
暨第七届人居科
学论坛在香山饭
店召开

上海市委、市
政府举行《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
实施动员大会

第一届风景园林
与小气候国际研
讨会召开

2017 年 12 月 19-20 日，香山科学会

议第 617 次学术讨论会“优化人居环境，

发展人居科学”暨第七届人居科学国际

论坛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

授 , 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唯佳教授、

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北京大学马蔼

乃教授共同担任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

科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

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

大学、西安建筑科技科学、西北大学、

江苏省住建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钱学森研究中心等单位的

52 位专家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针对

当前我国人居环境优化提质与人居科学

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8 年 1 月 15 日，上海市委、市政

府举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 年）》实施动员大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作工作部署，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宣读《国务院

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上

海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薛潮、李

逸平出席，副市长时光辉主持会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是党的十九大后国务院批复的第

一个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城市总体规划，

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发展的要求，为上海市城市发展及规

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8 年 1 月 27-28 日，受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重点项目《城市宜居环境

风景园林小气候适应性设计理论和方法

研究》（No.51338007）资助，以“兼

收并蓄”、“缜思畅想”、“意在前瞻”

为科学研究宗旨，以课题组 4 年阶段性

研究成果为平台，第一届风景园林与小

气候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召开。

国内外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建筑

学、生态学、地理学、气候气象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

者和实践者围绕着风景园林空间形态、

结构、要素与小气候，风景园林小气候

物理、生理、心理适宜性评价，居环境

小气候适应性规划设计理论方法三大议

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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