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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北京建筑大学穆钧教授团队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设计奖”

“伦理视域下的城市发展”第七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第七届中国责任地产高峰论坛召开

《杭州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理论务虚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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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 2018 年 2 月 8

日上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

部长圆桌会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副部长倪虹应邀出席并讲话。

倪虹副部长说，本次论坛是“人居

三”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城市

论坛，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

史意义。作为人居大国，中国一直是

全球人居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积

极参与者、推动者和贡献者 , 特别是

近年来中国在人居领域积极落实联合

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

城市议程》，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持续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推动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截 至 2017 年 末，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达 

58.52%，城镇人口达 8.1 亿人，城市

数量达 661 个，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改

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城

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发展带动了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不仅解决了 

13 亿人的温饱问题，还努力解决了 

13 亿人的住房问题。中国在推进自

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人居领域国

际交流与合作，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2013 年中国同人居署等有关方

一道，推动设立了“世界城市日”，

倡导各国人民更加关注和参与城市的

发展。世界城市日已被确定为推动《新

城市议程》全球落实的重要举措。

倪虹副部长指出，中国城镇化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持续发展的任

务依然艰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中国将继

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文明发展

道路，让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

活。面向未来，中国将推动《新城市

议程》在中国的有效实施。

一是提升城市规划水平，科学谋划城

市发展蓝图。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

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

规划全程，充分发挥规划对城市发展

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深入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

乡统筹全域覆盖，划定生态控制线和

城镇开发边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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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城市议程》在
中国的有效实施

城市设计通讯

倪 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

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二是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筑牢城市发

展硬件基础。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城

市工作的突出地位，按照绿色循环低

碳等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划建设城市交

通、能源、供水、供热、污水、垃圾

处理等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系统性。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着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全面

推动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大力

发展绿色建筑，推进建筑节能，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

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三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全面增强城

市软实力。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体系

智能化建设，推进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

务融合，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保障城市安全，形成全天

候、系统性、现代化城市运行安全保

障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

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推

动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形成多方

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管理格局。

倪虹副部长最后说，中国愿继续支持

人居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致力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实施《新

城市议程》的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城市

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合作、能力建

设等方面的友好合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文章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 管全面、管长远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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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讲意义、定思路、定任务、

定政策、提要求。与以往相比，今年

的文件有两个重要特点——管全面、

管长远。

 

以往的中央一号文件讲农业问题、讲

农村经济发展讲得比较多。今年的文

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

作了全面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

农”思想的重要行动。 

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

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

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

是乡村全面的振兴。

二十字总要求的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

整体、不可分割，应注重协同性、关

解决“钱”的问题，关键是健全投入

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

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

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解决“地”的问题，关键是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要素城

乡平等交换机制，加快释放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的红利。 

解决“人”的问题，关键是畅通智

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创新乡村

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发挥科技

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

村建设。

 

4.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

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政策问题。

文件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部署了

许多重大改革任务，如部署完善农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按照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

联性、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

其一不顾其他。

 

2. 三个阶段性目标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是

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既是攻坚战

也是持久战。文件按照“远粗近细”

的原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

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这三个目

标任务分别是：到 2020 年，乡村振

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

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

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3. 如何破除障碍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这是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必须抓住“钱、

地、人”等关键环节，破除一切不合

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

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

城乡均衡配置。障碍怎么破？结合中

央一号文件内容有三个关键：

政策法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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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

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

方向，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

这项改革不是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置

地，而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流向农村，使农民闲置住房成为发

展乡村旅游、养老、文化、教育等产

业的有效载体。

5. 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

 

乡村振兴讲究的是实干。文件谋划了

一系列重大举措，确立起了乡村振兴

战略的“四梁八柱”。 有国家战略

规划引领。文件提出，制定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 年）。

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

至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2022

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

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有党内法规保障。文件确定，研究制

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

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

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 

有一系列重要战略、重大行动和重大

工程支撑。如，制定和实施国家质量

兴农战略规划、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等，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制定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指导意见、实施产业兴村强

县行动等，以及建设一批重大高效节

水的灌溉工程、实施智慧农业林业水

利工程、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

产等。

 

有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给作保障。文件

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职

业农民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

补偿机制、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

村振兴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

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6. 关键小事全面部署

文件对农民关心的关键小事也做出全

面部署。如，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

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废弃农膜回收、病虫害绿色防控，在

村庄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点，集中清

理上级对村级组织考核评比多、创建

达标多、检查督查多等突出问题，推

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等。

 

7. 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在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方

面，文件提出一系列新要求：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

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

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

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

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

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推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建立市县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绩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

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在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方面，

文件也有“实招”。如：建立选派第

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

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

组织派出第一书记。把到农村一线工

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

重提拔使用实绩优秀的干部，形成人

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旗帜。必

须夯实责任，做到认识一致、步调一

致，把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真正落到

实处。

（文章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政策法规解读城市设计通讯 URBAN DESIG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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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我国
城市设计的实
践与研究

吴良镛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
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1. 中国古代城市设计具有优秀的传统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是统一

的，进行城市布局的同时，也为建筑群的布局奠定

了基础。无论城市或建筑群布局，既有一定的体系、

形制（例如以方格形为基础的街道网体系，以四合

院为基础的建筑群体系等），又可随机变化，即在

具体技术方面，例如选址、辨方正位、确定轴线、

拟定路网、公共建筑定点等，都能因地制宜，参差

变化，做到了规划与建筑的统一，功能与艺术的统

一，人工建筑与自然的统一，建筑、雕刻、绘画、

园林的结合等。

在世界城市史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可惜

在这方面系统的理论总结非常不够，就连相当于《园

冶》那样总结园林设计经验和理论的城市设计专著

都没有，这是非常可惜的。

到了近代，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西方近代城市规

划的传人与中国城市传统形制的解体，总的说来，

基于我国近代城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对在城

市建设方面古代的优秀遗产，也并没有很好地继承

和发展（这是需要一个去粗取精和再创造的过程）。

对近代西方城市规划的经验，缺乏系统介绍。建国

后我们接受了苏联的一套方法，习惯于城市建设的

三阶段做法：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修建设计，并

且到今天仍然基本在沿用着。

城市设计这个环节，经验较缺乏，力量很薄弱。当

然这不是说我们对此毫无实践或全然没有人才，老

一辈的规划家、建筑家在一些城市中做出了卓越的

工作，中年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正在投身于新的

探索。但从全国来说，完整的系统的研究，十分成

功的创作成果仍然显得单薄，这样提出问题，并非

妄自菲薄，而是为了说明城市建设的实际和积极提

倡城市设计的迫切性。

同时还应认识中国现实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例

如众所周知的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反映在城市

设计工作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人口密度与建筑密度问

题。即以北京旧城来说，有些居住街坊的居住面积

竟超过 1.5 万平方米／公顷，我们的高密度与西方

一些高密度几乎不是一个概念。而机械地简单套用

高层建筑的方式，后患无穷。

如何发挥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都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至于城市建设各种法规的制定，规划设计工

作的群众宣传与社会参与问题，就更多了。所有这

些，国外的经验需要借鉴，教训应引以为戒。我们

还应当立足于创造。

2. 从提高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质量，看发展城市

设计的必要性

目前全国各城市的总体规划进展很快，全国有 289

个市，其中大城市 48 个，l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20 个（1984 年资料），现在这 20 个城市的总体规

划都已经完成，属于报国务院审批的 37 个城市已

批准了 29 个，据我所知，今年（时为 1984 年）各

地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有的待批）。

现在非常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工作质量，一方

面从宏观上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包括从经济、社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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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建设的发展战略研究等）。今年（时为 1984 年）

年初，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了，希望逐步开展

多学科的研究工作。

但从另一方面看，需要开展下一个层次的规划与研

究工作，如有些城市在从事分区规划，我个人认为

分区规划还属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对大城市

来说，相当于次一级的城市总体规划，是对城市总

体规划的充实、增订和深入。尽管对此看法还不一

致，但这种工作还是有益的。

至于如何开展详细规划工作，这就很值得商榷，我

看到某些城市的详细规划作法，对一些规划目标和

指导思想等问题，研究或表达得并不深透，竟将整

个地区的房子都排列出来，是不是很必要？令人怀

疑。因为一旦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有了变化，就未必

能按原规划进行，以后就全乱套了。

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详细规划，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规划程序。但是城市设计却是

个灵活而较广泛的学术概念，既可以是大范围的指

导性方针原则，为较小范围的设计提供依据，也可

以是很具体的规划设计。

它是多层次的——区域的、城市的、街区的，等等，

不同层次的城市设计其详细程度不同，内容也无需

一致，关键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城市设计工作如

果能够得到加强，也会有助于建筑设计质量的提高

和建筑创作的繁荣。当前的建筑设计理论或实际问

题都很多，思想也比较活跃。

建筑风格的多样化问题，继承发扬民族传统问题，

历史名城与文物建筑的保护问题，现代化问题，

风格的地方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等，我想，我

们如果能把建筑的概念从个体建筑中解放出来，而

从城市的整体来考虑，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考虑，

从人文方面来研究城市形态，从社区与城市设计的

角度来提高生活质量和城市美学质量等方面考虑的

话，那么我们的共同语言就多了，解决以上这些问

题的途径（包括建筑思想上与设计技巧上的途径）

也许更宽广了。

城市设计的工作是承上启下的，承上——它把上一

层次的规划更好的落实、具体化，城市发展的战略、

土地利用的战略、公共绿地、交通的政策、公共投

资政策问题能够更进一步地得到落实；启下——它

为个体建筑设计提供条件，有助于整体地考虑设计

问题，井启发构思。

因此它是提高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质量的重要环

节。当然，美好的城市的形成，还是要由具体的优

秀的建筑设计与园林规划设计去完成。这是不言而

喻的。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一个好的总体规划方案（无论

城市或一组公共或居住建筑群），甚至是很有特色

的规划方案，如果没有精湛的个体建筑设计去实现

它，也是落空的，缺乏神采的。

这好比一幢好的建筑设计如果细部粗陋，同样会令

人感到乏味。因此当我们强调城市设计时，不能降

低好的建筑设计的作用，应当强调的是，城市建设

的各个环节都非常重要，需既从战略上，又从战术

上，将关键的问题把握好。

至于在规划实际工作中，城市设计工作由什么单位

来做，城市规划工作程序如何进一步加以修订和完

善，在建筑教育中如何加强这方面的修养，积极培

养专门的人才，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我

们的建设实践已步入新的阶段，促使一些重大问题

尽早得到解决，已经刻不容缓了。

（文章来源：《城市设计》2014#0 节选）



从城市规划到健康城市规划

尹 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自有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或者说现

代城市化运动以来，人们就没有

停止过对理想城市或者说美好城

市的探索。当前出现的绿色城市、

生态城市、海绵城市、花园城市、

森林城市等概念，都是对于城市

物质化的形容词，是从某一项物

理性的指标去阐述城市。而健康

城市是以人的切身感受为出发点

来谈城市问题，即物质环境改善

后，人的健康状态、真实感受是

否发生了改善，以及指标改善的

同时是否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一、回归城市规划的初衷

回想到城市规划建立之初，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后，

大城市高度聚集、工业化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财

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因为人口聚集、人口拥挤、工

业阶级贫困化等原因对人类基本健康产生影响的问

题。现在回过头来看，200 年前的发生的事情，绝

大部分属于公共卫生问题，最终也推动了围绕着改

善工人阶级住宅基本环境条件的立法工作。那些立

法之所以能够被推动，是因为恶劣的居住环境、过

度拥挤且缺乏公共服务设施支撑的公共环境，直接

损害了人的基本健康问题。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

健康城市的提出是一个历史轮回，又回到了城市规

划的初心和初衷。

过去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造城市，改善城市

的各种物理指标，究竟为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我觉得这是城市规划重回初心的一种反映，不

是为了物质而物质，而是为人去改善物质环境条

件。越来越多的疾病、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不健康

的生活质量都能在物质环境改善当中找到它的相关

因素。那么，物理环境跟人的实际健康实际感受之

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二、健康城市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国际卫生组织强调，“健康城市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增量变化的过程，不是为

了简单的否定或强化，而是以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我

们对原有物质环境的认知，使得这种改善跟人所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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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生活质量的提升、精神需求质量的提升等建立

起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健康城市核心的一点。

健康城市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得到国际卫生组

织认可后逐渐稳定下来，但是它的外延还在不断的

发展当中。以人为视角的核心理念确定以后，它经

历了不断的知识调整和汇集的过程。新的视角、

基本方法已经确立，但是要找到真实的科学证据，

逐步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还需要漫长的过

程。建立知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随着科学

基础原理的认知，到基本机制的认知而逐渐推进，

向更有利于促进全民健康、全民幸福、全民快乐的

角度发展，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三、回归社会属性与商品属性平衡的城市状态

健康城市是人民城市中很核心的一项内容。众所周

知，城市经历过不同因素主导的发展时代，最早是

以权力为核心的建设。例如，中世纪以前的欧洲更

多地强调与宗教相关的神圣公共建筑，中国古代政

权起主导作用的衙门，这是当时城市的核心。进入

到资本时代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现代城市为社会

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公平发展机会。

资本时代有什么问题？资本时代的规划是不是以人

为本的规划？是不是面对人类需求的规划？它在城

市属性和价值之间的平衡是不是存在某些问题？现

在观察一个城市的时候，人们更多从商品属性的视

角去看待它，而忽略了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最本质

的社会属性。在看待一些人类必需品，看待城市生

活当中必须的物质环境时，也常常忽略掉它的使用

价值而更多的去关注它的交换价值，这是资本时代

最容易产生的问题。

我国正在逐渐强调人民城市的概念，试图校正资本

时代城市发展当中的不良倾向和理念，使城市重新

回到社会属性与商品属性平衡的状态。交换在城市

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是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交

换，而不是纯粹以炒作、牟利为目的的交换。如何

使这种交换回到一个更为正常的、更减少资源消耗

的状态当中，这是从资本时代向人民时代过渡过程

中要考虑的全新的平衡问题。

四、有些东西最终会找到它的科学体系

人不是简单的生物，人们除了对物质本身的需求外，

还会考虑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当下中

国社会远不能满足的，即所谓的不充分。不是说物

质极大丰富，社会就好了，人们会进而关注自身健

康、社区健康、城市健康，关注社会是否让人觉得

更加美好。健康城市最早的关注点集中在相对狭窄

的卫生问题，但现在在逐渐放大领域。一个健康的

城市，或者说追求一个健康的城市规划，这样一个

“设计全民福祉”的概念，并不是局限于的某一个

部委的领域，它会向更广的空间去拓展。

健康城市的趋势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之所以在欧洲

先产生，与欧洲规划大领域当中的人文主义初心有

很密切的关系。欧洲社会在进行了大批技术改良之

后，开始反思整个 20 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以及

面向未来的后工业时代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参考国

际实践经验，健康城市并没有高度成熟的顶层设计，

而是需要从底层设计着手，或是从某个专业的特定

领域着手。

以人为核心，这场实践运动已经开始不断的汇集诸

多小目标，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全新的相对稳定的

城市标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机理和实践过程会

对总论进行不断的丰富，来稳定总体概念的基本架

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地方实践来深化得出一些

全新的具体操作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在一个概

念刚出来的时候，就急迫地给它下定义，着急建立

所谓的评价体系。但其实，无论是宏观原则的达成，

还是具体做法的成熟，都要经历时间考验。时间也

会证明有些东西最终会找到他的科学体系，有的东

西最终也会被证明是一个谎言。

（文章来源：清华城镇化智库节选）



历史城市的价值 

（1）东方的哲学思想。平遥古城作

为中国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充分体

现了中国“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

同时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

观的处理方面则又体现出对“天人合

一”理想人居环境的追求。丽江古城

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

贸易集镇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在大

的格局上首先充分利用了山、水等自

然要素，并形成了看似无序实则有机

的城市形态，但是随着后期中央政府

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

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2）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共生。平遥

商帮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累积了无数

的财富和经验，城市的繁荣带来了文

化和宗教的传播，同时能工巧匠云集，

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丽江古

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

和重要的“茶马古道”。世代居住在

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

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

明。澳门历史城区是 16 世纪中国对

外的一个窗口，随着传教士、商人的

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

学西传，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

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

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约法三章，人类

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

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

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

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

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

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又重续旧好。

在平遥，自古以来民间自行组织捐助

保护古城，维修文物等公共设施，代

代相传，蔚然成风。在“文化大革命”

初期，文物管理机构瘫痪，但是平遥

古城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居民想方设

法冒风险保护文物，使得城墙、市楼、

文庙大成殿、清虚观等古建筑和传统

民居免受大的破坏。

（2）保护古城，建设新城（1980 年

代城市规划的创新实践）。如果说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外的零星建设

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

1980 年代平遥与丽江在新的城市大

发展阶段及时采取了“保护古城，建

设新城”的城市规划理念，并且按照

规划逐步实施，从而避免了历史城区

的建设性破坏，避免了“千城一面”

的命运，有效地保存了独特而又完整

的古城风貌，因而在 1997 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3）整体保护，和谐发展（新时期

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新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世界遗产城市面临新的问题，更需要

强调双重目标：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保

护居民的利益。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学刊公众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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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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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甬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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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3）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历史城市

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

然、社会和经济等背景下形成的城市

型聚落，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体现。历

史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

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

的状态。其内涵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

方面的杰出表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

济文化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在人类的

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技术史等

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借鉴意义

（1）乡规民约与居民自发性保护的

重要性。乡规民约往往是中国历史城

市智慧的体现，其重要性亟需得到重

视。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

（整个自然界化身的超自然精灵）本

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

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砍

滥伐，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

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

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

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



URBAN DESIGN REPORT

中国城市设计面临两个重要机遇

吕斌：您在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方面，

特别是在中国特色城市设计方面有很

多重要的观点。您在报告当中也讲到

城市设计的四代范式，听后非常受启

发，这不仅仅是对我国，乃至对全球

城市设计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王建国：城市设计古已有之，人类聚

集起来都是基于把环境建的臻于完美

的朴素诉求。城市设计从最早的以视

觉、建筑学方面的几何控制为主，到

今天有更多更复杂的多重尺度的设计

驾驭和控制，其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

化。过去几千年的城市设计基本上是

基于建筑学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是

因为当时的城市发展各方面是渐进

的，比较缓慢的，应对的城市人口在

20% 以下。而今天却面临着更大的

规模，所以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和扶

持对象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城市设计四代范式中，现代主义就把

应对城市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如发

展动力，包括宏观尺度的空间布局和

品质提升，和城市规划密切结合起

来。过去规划也是以物质空间为主

的，到了 60 年代以后，生态方面有

了觉醒。一些环保主义者、景观方面

的专家，对于城市作为自然过程的重

新关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城市，

都希望建构一个城市在认知当中的形

态整体。

近些年，我认为中国城市面临着两个

特别好的机遇：

第一，面广量大。我国快速城市化进

程中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却催生

了应对大尺度问题的城市设计，并实

现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有效结

合。在法定规划之间的结合、城市设

计和规划之间的借力或是同向发力方

面，中国做的最好。

第二，我们处于数字技术、AI、移动

互联网突飞猛进的时代，所以在技术

支撑方面，我们与国际城市设计处于

同一起跑线上。

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双重推动，中国在

城市设计方面有着比较大的进展。这

表现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城市

设计是在跟跑国际，而 20 世纪 90 年

代到 2000 年的十年中，开始并跑。

新时期城市设计发展趋势

可以说，住建部特别重视城市设计，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没有关于城市设计的表述，但各地

政府、专业人员都认识到城市设计在

城市规划各个层面上都包含重要的内

容，对城市规划是一个非常好的补

充。

到了 2010 年以后，数字技术突飞猛

进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机遇。我们团

队在 2003 年第一次用 GIS 做城市高

度控制，受益匪浅，这在过去是没有

的，过去大家比较偏重于因人而异的

个性化阐述和感官感觉上的判断。

前些年看到全世界有一张城市化的地

图是用灯光展示的，灯光的强度反映

城市化的程度。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

新的方法工具，就有可能改变很多认

知。这些年我们团队在不同城市做大

尺度的城市设计，都根据实际需要不

同程度地使用了 GIS、GPS，甚至是

POI 的大数据，解决了一些以往不能

被认知的问题。在规划衔接方面，数

字技术也促进了与当地政府的对接及

认同。

吕斌：多年来您和您的城市设计团队，

在城市设计理论，特别在技术和实践

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符合这次年会的

主题“理性规划”，以前城市设计包

括建筑设计都特别强调意向的表达。

王建国：其实我做的是理性化的城市

设计，特别大尺度的。

城市设计要从大尺度转向中微观尺度

吕斌：我们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

的快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也

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大尺度的城市设

王建国 1、吕 斌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1，
北京大学教授、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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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会远比国际上的多。城市规划

一方面要与法定规划、整个国家的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与生态

结合起来，以大数据、数据库为支撑。

数据实际上是尊重需求，特别是社会

的需求、不同阶层人的需求，对理性

城市设计或者成为一种所谓的公共政

策和推进城市真正落地建设有非常强

的指导性。

现在的城市设计不仅仅是增量的大规

模新区开发，存量的内容也开始多

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双修”，

特别是“城市双修”中的城市修补，

而城市设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

段。既然是城市修补，就不可能大拆

大建，当然也不是历史空间简单的保

护传承，还有修复、完善、延展功能。

在城市可持续再生或有机更新过程

中，城市设计实际上还有一个社区设

计的内容。城市修补不仅是物质空间

的修补，还有社会空间的修补。既然

有社会空间的修补，就需要社区设

计。当然这个社区设计不是纯粹的社

会学管理、治理意义上的设计，要结

合空间，有三个维度的内容：

第一，公众参与机制，这个主体是

谁？第二，资金筹措机制的设计。第

三，场所营造，而不是简单的空间设

计。基于人的行为，大数据支撑就是

人的行为的反映。要将场所应用在城

市设计，特别是在城市修补过程中，

这一点特别重要。

王建国：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城市在

总体规划修编中的理念和定位都会改

变。这个过程中，大尺度的、偏向于

总体城市设计的量会越来越大。针对

这种情况，我曾提出过“二八开”的

概念，即：大尺度城市设计，八分是

为管理做设计、为规划服务，两分是

自己独有的东西。

一个城市，总体规划要管 30 年或者

是 50 年都可以，但是城市设计尤其

是总体城市设计确定的山水格局，比

如说文化传承的内容可能 100 年甚至

更长时间都不变。今后大面积增量性

的城市设计工作会逐步减少，因为我

们不可能做那么多的新区，不可能做

那么多开发区，而要转向中微观尺度

的“城市双修”、城市更新改造、历

史文化的再生。

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没有僵化界限

吕斌：建筑和城市规划中的城市设计，

在规划的层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

同的地方。在这方面谈谈您的观点？

王建国：我认为城市设计归属城市规

划还是建筑学完全不重要，都归住建

部管，都是为了人居环境的改善，所

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总体来讲，我认为在控规尺度上，规

划的内容要多一些，因为引导、管控

的成分多一点。但是也要保留一些活

力，给城市生长自发完善的机会。另

外一方面，在场所营造方面，城市空

间的营造需要大量的建筑师来做设

计。他们通过有城市设计意识和观念

的建筑设计，提升建筑设计的品质。

吕斌：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师，到一定

时候也都从建筑走向城市了。

王建国：从法定规划的角度来看，规

划是主要的。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关联

度建立可能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

无数的以开发商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

建设中，建筑师一定是主体。城市设

计和建筑设计其实也没有大的分别。

城市设计要关注到一个路牙的大小和

高低，关注到一个具体花坛怎么摆

放，可塑性、宜人宜居性怎么样。

谁在这有过一次互动，就留下了他的

印痕，这个印痕在岁月流淌的过程

中，会激发起后人对这件事情的某种

追怀和追忆，通过这个载体来认识社

会文化发展的丰满度和历史厚度，这

是非常关键的。

在城市修补中，要修补过去城市发展

中建的不够合理的，还有因为升级转

型换代而发生区位变化的。在这里城

市设计的作用太大了，伦敦、汉堡的

码头区，包括天津的河西、广州的天

河等等，都是通过城市设计来实现旧

城更新改造的。

吕斌：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没有特别

僵化的界限，大家要融合。在不同尺

度上相互之间承担的内容可能会有所

不同，或者是多和少的问题，但是总

体上是融合的。城市设计不可能都是

大尺度的结构性的，还要把场所活力

提升的支撑条件创造出来，所以建筑

师、城市设计师都有用武之地。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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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案例URBAN DESIGN REPORT

设计公司：AECOM

项目地点：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功能定位： 社区景观规划

荣获奖项：2011 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分析规划类荣誉奖

项目概况

名为“共生”的设计方案在栖息地整

合竞赛中荣获优胜奖。该竞赛由波特

兰市政府出资，旨在推广具有可持续

性的建筑理念，以此来保护太平洋西

北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该设计重新定

义了当前的环保标准，倡导在保护和

发展中取得平衡，最大限度保留生物

多样性，并保护水体资源，在提升人

们生活品质的同时留给后代一块拥有

蓝天碧水的土地。

项目说明

该设计从客观条件和政策框架两方面

入手，解决了将橡树栖息地与已建单

一的邻里空间整合在一起的挑战。解

决方案尊重原有社区生活体验，并以

此为基础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而

达到逐步改变的目的。一系列规划蓝

图体现出旧有的社区生活与规划之后

的差别，能更为直观地让人认识到建

筑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一切

都是通过图片故事的方式来体现的，

以易于不同人群的接受和理解。

基于土地的解决方案需要政策的支

持，包括鼓励恢复栖息地的投资，鼓

励兴建低污染的排水系统、自然的景

观，鼓励使用可替代能源等。

（文章来源：谷德设计网）



A Definition of 
Value in 
Urban Design

Alain J. F. Chiaradia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re are these two young fish swimming 

along and they happen to meet an older 

fish swimming the other way, who nods at 

them and says ‘Morning, boys. How’s the 

water?’ And the two young fish swim on 

for a bit, and then eventually one of them 

looks over at the other and goes, ‘What the 

hell is water?’” said David Foster Wallace. 

This is Water, (2009).

The clueless young fish are not, as one 

might suspect, our students. Instead, they 

are all of us e urban design practitioners 

who deploy ‘value’ instrumentally day 

in day out and are immersed in it within 

every decision we make. Yet we do not 

sufficiently reflect on what value in urban 

design actually means, and what the 

implications of deploying value arguments 

are. This paper is about what the hell value is.

The process of scaffolding our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insights that they have 

thrown back at us allow us to address 

the objectives for this paper. Firstly, to 

(re)define what value could be in urban 

design; that is, to develop a definition of 

value that is relevant to urban design. 

Secondly, to derive a corresponding 

definition of ‘urban design’ itself, in terms 

of value.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former, 

an ‘urban-design-relevant’ definition of value.

The Development Appraisal is an urban 

design-sensitive value appraisal. It seeks 

to bring into explicit 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s of ‘to whom value accrues’ 

whether private and public, ‘what the 

function of value is’, ‘whether it is value 

in exchange or in use that is  being 

considere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urban 

desig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ources of 

value from amongst possible urban design 

features’.

In fact, the three Parts, A, B and C of the 

Development Appraisal were structured 

around the trio of concepts of societal 

value (Graeber, 2001) discussed in Section 

1.5. These three value concepts underpin 

the types of values created/destroyed by 

doing urban design (see Table 1) and are 

therefore value concepts that designers 

should be conversant with if they are to 

deploy them.

In the first column from the left, the 

three concepts of value e net benefit, 

meaningful difference, moral principles 

recategorise the aspects of societal value 

with which urban design may have any 

conceptual interaction with.

T h e  s e c o n d  c o l u m n  d e s c r i b e s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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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ation of this type of value in 

urban design practice and sets out those 

values that urban design activity typically 

affects, and with which urban designers 

need therefore to be concerned. One 

c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se values are 

associated wi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urban design outputs, or the processes of 

designing.

The third column maps who these types 

of values typically accrue to, and whether 

this can constitute private value, or public 

value (Kelly et al., 2001; Moore, 1995; 

Talbot, 2008). This is a fundamental issue 

because arguably, there can be no value 

without someone to which that value 

would be valuable; knowing who the 

beneficiaries are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equity of a given value configuration.

The fourth column identi f ies  those 

instances when the urban design-specific 

value concepts might be useful. These 

are classif ied according to common 

concepts in public economics, primarily 

arou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value 

in exchange, value in use, or more exotic 

types such as non-use value or existence 

value (CABE, 2006).

The fifth column simply states where in 

the Studio 1 processes this value is in 

play, respectively, Parts A, B and C. As 

already discussed, in Part A, we introduced 

students to the idea of value in exchange 

via ‘developer’s value’. In Parts B (added 

value of urban design) and C (public 

good), students were asked to make 

explicit in monetary terms, values which 

usually remain un- articulated (Biddulph, 

2007).

The sixth column is about what, as a result 

of having considered this value in the 

valuation exercise, the student ends up 

focusing on in their design.

This table demonstrates how value can 

be used as a central instrumental concept 

to help ensure site-specific urban design 

responses. A ‘value’ approach starts with 

who the stakeholders are, what value 

and what forms of value accrue to them, 

how do they apprehend that value, and 

what do they do with valuable assets, and 

stakeholders are always site-specific. Thus, 

the three definitions of value in the first 

column and top row headings are general 

questions applicable anywhere, but the 

table content in Columns 2, 3 and 4 would 

be context-specific. The urban designer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system that 

governs the rights to benefi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the typ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interest in those benefits, about 

its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how value transfers between stakeholders 

in such a system, and the role of physical 

configuration in this system.

The highly coherent and plausible multi-

way triangu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value, stakeholders and 

purposes of value, based on non-urban 

design-specific literature (Graeber, 2001), 

urban design specific literature (British 

Council for Offices, 2006; CABE, 2006), the 

authors’ own investigations into values in 

the Barbican sub-market that underpinned 

t h e  V a l u a t i o n  H a n d b o o k  a n d  t h e 

pedagogic design of the Studio, and the 

reflection on student work and student 

experience gives us confidence that this 

framework is robust.

For urban designers and valuers chugging 

along in the middle-range concept of 

‘value as net benefit’, the links to the higher 

level concepts of ‘value as meaningful 

difference’ and ‘value as moral principles’ 

should inform everyday practice. Given 

that urban design is often dependent on 

property development, given its status as 

a ‘public art’ (Marshall, 2015), its influence 

over social goods and its political nature, 

all three conceptualisations of value are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for a concept 

of value in urban design. 

(Source: DESIGN STUDIES VOL.49 NO.C 

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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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ree conceptualisations of value in society and in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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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大学穆
钧教授团队荣获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17 年度亚
太地区文化遗产
保护“创新设计奖”

第九届世界城市
论坛在马来西亚
首都吉隆坡举行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无止桥慈善基金

联合推动，北京建筑大学穆钧教授牵头

负责的住建部“现代夯土农宅示范与推

广”项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

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举行了该项目的颁奖

与成果座谈会，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总经济师赵

晖，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人、全国及云

南政协委员纪文凤，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部负责人 Himachuli 

Gurung，无止桥慈善基金主席许正宇，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公室主任傅小慧等

嘉宾出席。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爱林、

副校长张大玉以及建筑学院穆钧教授团

队主要成员出席座谈会并接受奖励。

（文章来源：北京建筑大学新闻网）

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13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这是“人居三”大会通过《新城市议

程》以来第一次有关城市发展问题的

全球性大规模活动，本次会议的主题

是“城市 2030，人人共享的城市：实

施《新城市议程》（Cities 2030, Cities 

for All: Implementing the New Urban 

Agenda）”。

我国政府派出了以倪虹副部长为团长的

住建部代表团参加本次世界城市论坛，

他们将出席论坛开幕式、部长圆桌会议

和世界城市日专题论坛等重要活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派出了高级别专家代

表团参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副理事长、同济

大学副校长吴志强院士，学会山地城市

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毛其

智教授，学会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室

副主任何永。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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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城市发
展战略研究》理
论务虚会召开

“伦理视域下的
城市发展”第七
届全国学术研讨
会召开

第七届中国责任
地产高峰论坛召开

2018 年 2 月 2 日下午，《杭州市城市

发展战略研究》理论务虚会在钱塘江畔

召开。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分院院长郑德高主持，特邀崔功豪、

李晓江、吴志强、王缉宪、张京祥五位

专家，市规划局张勤局长、杨明聪总规

划师及规划局系统相关处室单位参加。

与会专家围绕城市定位、区域关系、

创新发展、城乡关系、治理体系等问

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从方法论、趋势判

断、空间分析、政策研究等层面为杭州

2050 愿景展望和战略研究提供了思路

和启示。

2017 年，杭州市规划局完成了对现行

总规的实施评估，组织大量调研，深入

检视城市发展情况，摸清家底、查找问

题、总结经验，形成总规实施评估报告，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杭州市城市发展战

略研究》和多个相关专题研究，对城市

发展目标和定位、区域协调、人口规模、

产业发展、空间结构等关乎城市发展重

大事项进行系统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规划中国公众号）

由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主办的“伦理

视域下的城市发展”第七届全国学术研

讨会近期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北

京先进文化之都建设。会议由北京建筑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法学院联合承

办。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

主任张庆玺、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

张启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北京建筑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法学院、建筑学

院的教师、研究生参加了大会。会议分

别由孙希磊教授和李志国教授主持。本

次会议围绕主题开展广泛交流和深入研

讨，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次再学习、

再宣传、再贯彻。

（文章来源：北京建筑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2 月 5 日，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

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中国建设报社

与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举办了“质量发展 

共筑美好”第七届中国责任地产高峰论

坛，同时创立了“中国美好生活创新平

台”。

通过整合政企研学媒优质资源，共同从

产品力的提升到服务运营的升级，从科

技、健康、人文、环保等跨领域合作到

全产业链的业态布局，实现老百姓对住

有所居、美好人居的向往，面向世界展

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自信的美好生活

典范，并发起“美好人居”相关国家课

题，为实现住有所居、享有美好生活贡

献力量，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致敬。

（文章来源：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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