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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

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党组书记、部长王蒙徽出席并讲

话，动员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

会议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重大任

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举措。

各地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

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

下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要创新工作方法，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

一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综

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针

对不同县市区、不同村庄提出不同的

整治任务和整治标准。

二是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工作

步骤，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好经验、好做法，以点带面推动全面

开展。

三是充分运用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

“共同缔造”的理念，着力构建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乡村治

理体系，要把党的领导深入到自然村，

把政府服务落实到基层，充分尊重村

民意愿，建立政府、村集体、村民、

乡贤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机制。

四是注重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

面作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形

成工作合力。

五是努力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成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台，推动以县

为单元的就地城镇化，以城带乡、以

工哺农，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坚决打

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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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部署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

城市设计通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

自推动、分管领导统筹协调的工作机

制。

二要强化责任落实，省级党委和政府

对本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负总

责，明确牵头责任部门、实施主体，

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

三要严格监督考核，中央将建立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督导和评估工作制度，

各省（区、市）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纳入本地区政府目标责任制考

核范围，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主持会

议，并通报了各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实施方案编制和备核情况，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会议并提出工

作要求。

湖北省、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交流

了工作情况，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清远市介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经验，中山大学李郇教授作了

专题讲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有关

司局负责人以及各省（区、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牵头编制部门

负责人出席会议。

（文章来源：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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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开展智能光伏建筑
及城镇应用示范

计划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构建智能光伏产业生态体系

为目标，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坚持创新驱动、产用融合，坚持协同

施策、分步推进，加快提升光伏产业

智能制造水平，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与光伏产业深度融合，鼓

励特色行业智能光伏应用，促进我国

光伏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按照计划，到 2020 年，智能光伏工

厂建设成效显著，行业自动化、信息

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智能制造

技术与装备实现突破，支撑光伏智能

制造的软件和装备等竞争力显著提

升；智能光伏产品供应能力增强并形

成品牌效应，“走出去”步伐加快；

智能光伏系统建设与运维水平提升并

在多领域大规模应用，形成一批具有

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智能光伏

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人才队伍基

本建立，标准体系、检测认证平台等

不断完善。

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的开展智能光

伏建筑及城镇应用示范工作中，计划

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城镇建筑屋顶

（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商业建筑、

厂矿建筑、设施建筑等），采取“政

府引导、企业自愿、金融支持、社会

参与”的方式，或引入社会资本出租

屋顶、EMC 节能服务合同管理等多

种商业模式，建设独立的“就地消纳”

分布式建筑屋顶光伏电站和建筑光伏

一体化电站，促进分布式光伏应用发

展。在光照资源优良、电网接入消纳

条件好的城镇和农村地区，结合新型

城镇化建设、旧城镇改造、新农村建

设、易地搬迁等渠道，统筹推进居民

屋顶智能光伏应用，形成若干光伏小

镇、光伏新村。积极在有条件的农村

地区小型建筑、独立农舍推广“光伏

取代燃煤取暖”技术应用。

计划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建立统

筹协调工作机制，密切协作配合，探

索体制机制创新，共同研究解决行动

计划落实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推动行

动计划顺利实施。结合自身职责确定

年度工作目标，确保行动计划各项

任务措施落实到位。各地工业和信息

化、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要高度

重视智能光伏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制

订实施方案，建立地方协调工作机

制，明确各部门资源投入，积极形成

合力，联合开展试点示范，科学组织

实施。

（文章来源：中国建设报）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家能

源局等 6部门联合发布《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8 ～ 2020 年）》。计划分为 5 个方面、17

项工作，其中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开展智能光伏建

筑及城镇应用示范。光伏产业是基于半导体技术和

新能源需求而兴起的朝阳产业，是未来全球先进产

业竞争的制高点。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光伏产业发展

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动能，实现

光伏智能创新驱动和持续健康发展，支持清洁能源

智能升级及应用，6部门联合制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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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城市
发展阶段下的
城市设计转型

边兰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亨利·丘吉尔（Henry S. Churchill） 在《城市即人民》

一书中重申了“城市属于它的人民”这一基本思想，

一座城市的社会和物质状况实际上是她的人民最终

决定的（亨利·丘吉尔，2016）。城市设计应回归

和重申这一概念，倡导城市的“人民性”，作为一

项最能体现城市公共属性，最能反馈市民生活需求

的一项社会实践工程，更应充分体现城市以人民为

中心，城市设计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从“社会 -

空间”视角剖析我国城市设计的发展进程，对城市

设计实践的改善和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

1 转型发展与城市设计核心内容的变化

在我国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城市设计实践工作

重点存在差异。1980 年代，社会从经济总量匮乏

进入到了经济总量增长阶段，城市设计的概念也在

这一时期被引入我国，并较快地得到重视和传播（周

干峙，1981）。1990 年代城市开始了大量的功能

区开发，城乡开始分化，这一时期除了总量增加，

社会需求也产生分化，不同类型的开发区、科技园

区和其它园区纷纷出现，推动了对城市设计方法的

讨论，“总体城市设计”等大尺度城市工作开始兴

起（扈万泰，郭恩章，1998）。

2000 年后，城市高速发展并表现出巨型城市与区

域联动两个特征。城市发展进入了强大的动力催化

阶段，各地新城和新区的开发建设速度规模都在加

快，城市设计成为塑造地方标志和表现区域竞争力

的有利工具。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

些吸引全球视线的城市设计项目先后实施（唐燕，

2015），从城市设计的视角看，其彰显国家崛起形

象的作用被广泛接受。

2010 年代后，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城乡建设环

境的很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补足过去在科学发展，

环境保护，生态认识方面的欠缺，日渐达成共识，

进入了追求美丽中国的阶段。城市设计的讨论开始

深入到具体工作怎么落地，怎么能有法治化的地位

以及怎样实现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产生更大的的影

响等方面（段进，兰文龙，等，2017）。

新时期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应从为国家崛起、区

域竞争和建设城市标志服务，更多地转向到对市民

生活的关注。在我国当下的城市设计转型过程中，

“宏大叙事场景”与“日常生活空间”应该定量齐

观（王建国，2012），在关注城市设计的基本特征，

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应重点讨论多尺度的城市生活

和空间环境特征，切实地塑造出属于人民的城市活

力空间。

2 转型发展与城市设计多维视角的丰富

目前有关城市设计的理解和讨论进入到非常丰富和

多元的阶段，而新趋势下再次思考城市设计定义的

核心内容和城市设计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讨论城市设计的英文表达已经从 Civic Design

（市政设计） 变为 Urban Design（城市设计），

而 现 今 Urbanism（ 城 市 主 义） 一 词 也 被 加 上 许

多限定词来描述城市设计， 比如 New Urbanism、

Streeturbanism 等一些概念的使用。城市设计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蓝图，而是建立在一个多元尺度的实

践、博弈机制平台，同时又是技术工具支持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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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载体，由此决定了 Urban Design 一词在当下

已经不足以来概括城市设计的复杂性和对城市空间

塑造的研究。

迈达尼普尔在《Urban Design, Spaceand Society》一

书中用 urbanism 来描述和扩展城市设计的定义和

内涵，提出连接型，再生型，包容型，生态型和

社会空间型等多种类型的城市主义（Madanipour，

2014），聚焦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城市设计的本质应该是满足与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关

联的社会 - 空间设计，需要考虑很多要素，如规划

要素、政策要素、实施过程要素、策划要素、项目

要素、人的要素等，其内涵必然是不断丰富的。因

此 Urbanism 的概念应该有包含规划的思维，设计

的手段，管理和引导的过程在里面，应是多学科的，

其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融合，都有利于对

城市设计综合的把握和理解。

3 转型发展与城市设计价值导向的评判

城市设计的价值体系，人的认知体系，空间形态的

发展方式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需要统一看待。城市

设计的价值体系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技术等条件下试图以城市设计为手段来实现城

市发展理想模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原则

（王一，2011），需要基于使用功能，行为心理，

视觉美学和历史文化等要素，注重公共领域和私人

领域之间的紧密合作才能促进设计的成功（Barnet，

1983）。

维护公共利益应作为价值评价体系最核心的内容，

但在促进公共空间发育，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和满足

公共生活需求的同时，需要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

城市设计的受益方应是多元的主体，包括投资者，

开发商和使用者，好的城市设计依赖于投资者和开

发商的输入，只有对私人权利有足够的尊重才有可

能在最大程度上推进和实现公共利益，并最终让使

用者受益于更好的空间环境品质。此外，城市设计

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的可行性，通过合理的组

织倡导公众的多元参与，实现社会有序，充满活力

的发展。

城市设计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与

社会服务方面，具体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地

方文化认同，促进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增强多元途径

的可达性。在此价值导向的基础上，一个优秀的城

市设计等于一个系统的规划（Plan），基于公共政

策（Policy） 的有效引导和实施过程（Process） 的

有效控制管理，并在一系列行动策划（Program） 

之后，最后通过实践工程项目（Project） 的形式下

不断实现，而这一过程的核心始终是人（People）。

人的参与，监督和体验是城市设计发展和前进的恒

久动力。

4 总结

新时代我国城市设计实践在转型过程中必须通过社

会与空间的交互过程发挥关键作用，并通过三个方

面的内容来阐释。一是通过对城市认识的分析提出

城市设计的时空特征，即它的过去可以追溯一段历

史时期，现在反映了当下复杂的社会需求，一个理

想城市的特征应当是一个空间弹性有序，充满经济

活力的时空状态，不宜过度追求一次到位的建设结

果。二是结合城市社会需求分析，提出城市设计的

目标不仅仅是空间的塑造，更应是对理想社会生活

的引导。在应对城市化挑战的同时，城市设计所体

现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塑造目标应当被重视。三是对

我国城市设计实践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好的

城市设计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综合了解城

市的发展过程、设计和开发、建设与管理的内在联

系，理解城市的生活是空间塑造最重要的目标。

最后，城市设计在它追求的过程中应该体现出一种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精神。对待

城市发展规律抱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认清城市空间

塑造的内在机制；对待社会人群需求充满人文关怀

的精神，把握城市空间塑造的核心目标；对待空间

环境品质追求文化艺术品位的创造，探求城市空间

塑造的未来愿景。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18#1 节选）



城市设计数字化谱系构建及
要素转译

杨俊宴 1、程洋 2

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学院教授 1，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架构师 2

城市设计成果的数字化谱系构建

是一个包含多种设计目标、基于

不同空间尺度的体系构建过程。

根据城市设计的人文、社会、空

间内涵和要求，数字化谱系构建

的城市设计目标包括以人为本、

文化传承、永续发展、开放空间等。

从这些核心要求出发，以不同的

规划尺度和角度，对一个完整的

城市空间形态进行逐级拆解与组

织，形成多层级、多种维度的数

字化空间网络谱系。

数字化谱系构建

数字化谱系构建的城市设计类型主要包括三个层

面，即总体层面、片区层面和地段层面，其中每个

层面对应不同层次的城市设计并各自包含完整的形

态体系。通过数字化谱系的构建，可以对城市设计

内容进行多维度解构，并将城市设计的空间要素转

译为管理语言。

在总体层面（即总体城市设计层面）主要考虑城市

宏观尺度的整体结构及特色意图区落实，结构性要

素涵盖城市的线性空间、面状空间和点状空间，一

般包括设计边界、道路、轴线、廊道、平面分区、

三维分区、特色意图区、景观点、观景点等（赵勇

伟，等，2010）。空间性要素涵盖城市的形态、功

能、等级、类型，一般包括城市范围地块划分、建

筑标志物、城市重点开放空间、综合交通等。

在片区层面（即片区级城市设计层面）主要考虑城

市中观尺度的片区结构及具体意图区落实，结构性

要素一般包括片区道路、轴线、廊道、特色意图区、

开放空间等，空间性要素一般包括片区地块划分、

片区内部重点开放空间、综合交通等。

在地段层面（即地段级城市设计层面）主要考虑城

市中微观尺度的街道结构及要素落实，结构性要素

05

城市设计通讯



主要包含街道空间、开敞空间及标识节点，空间性

要素一般包括地块内部地块划分、建筑标志、地下

空间、综合交通等。

上述城市设计目标与类型是城市设计数字化谱系构

建的基础原则，它们将保证全面客观系统地构建数

字化谱系，将城市设计成果完整转译为数字化要素。

三个层面互相协调，宏观层面对下级层面起整体指

导与调控作用，微观层面不仅落实上级层面的结构

和要素要求，其空间和结构特征也能及时向上层反

映并使之作动态调整。

结构要素转译

结构性要素集山水骨架、都市骨架、文化骨架于一

体，从城市的线性空间、面状空间、点状空间进行

梳理，并提供宏观、直接的规划引导与管控，有利

于决策者洞悉整体结构、把握重点意图区。三类骨

架包含的要素可转译成各自内部的城市管控语言，

并形成结构体系。

（1）山水骨架要素转译。山水骨架包括城市的山

水格局、生境网络和公园绿地等。山水格局从城市

整体的山水布局出发，将山和水分布特点转译为数

字化平台上的面状要素，形成数字空间上的框架体

系。生境网络包括生物生活的环境，将城市生态系

统中的栖息地如森林、绿道、河流等转译成数字化

平台的面状、线性要素，形成生态的空间体系。公

园绿地体系主要由城市的公园和各类绿地组成，并

将其转译成面状和线性要素。

（2）都市骨架要素转译。都市骨架包括城市的公

共中心体系、骨架轴线体系、道路交通体系、轮廓

眺望体系和空间标识体系。公共中心体系将城市不

同职能与等级的公共中心转译成数字化平台的结构

点要素，并结合线性的发展轴带形成整体网络体系；

骨架轴线体系在公共中心体系的基础上，融合主要

道路、廊道等，形成主要由线性要素组成的网络体

系；道路廊道体系梳理了城市的主要道路廊道以及

重要交叉口位置，将其分别转译为线性要素及点状

要素；轮廓眺望体系从城市天际线出发，将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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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转译为眺望点、观景视廊等坐标要素；空间标识

体系基于城市的可视域分析，由分析形成的逻辑线

和点转译成空间网络体系。

（3）文化骨架要素转译。文化骨架包括城市的文

化风貌体系、游憩活动体系和观览展示体系。文化

风貌体系主要面向城市的文化风貌分区，将分区转

译成面状要素，同时发掘城市的文化纽带并将其转

译成直观的线状要素。游憩活动体系主要由城市的

滨水道路、绿道组成，将其转译成数字化平台的线

性要素，此外城市的各类广场转译成点状要素。观

览展示体系策划或由已有的观览游线转译成线性要

素，由城市的标志性节点转译成点状要素。

空间要素转译

空间性要素聚焦于城市设计的中微观尺度，包括道

路街巷、街区建筑、开放空间三种大类型（简称为

街、坊、场）。三者侧重于城市设计空间形态的不

同方面，又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了城市空间形态的

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细分城市空间形

态要素，形成中类和小类要素。通过这种逐级细分

的层级体系，逐步将城市设计的三维蓝图转译成数

字化管理的基本要素，在提高精度的同时，使决策

者能有直观的感受，从而对街道、界面、形态、边

界等层面进行全方位和全尺度的把控。

（1）街：道路街巷要素转译。道路街巷要素转译

包括临街设施、快慢分区、界面虚实、贴线控制、

绿化景观等方面。

（2） 坊：街区建筑要素转译。街区建筑要素包括

街坊退线、基准高度、街坊色彩、建筑色彩、高层

屋顶和街坊开口等方面，对街区强制性要求和空间

形态建议提出了具体的规划管控。

（3）场：开放空间要素转译。开放空间要素转译

包括出入口、视廊、软硬地、植被等方面。出入口

设置将开放空间的建议位置转译为点状空间要素。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学刊》2018#2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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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制度体系

1、文物分类

Denkmal，在德语中是纪念物的意思，意思等同于

我们所说的“文物”。德国联邦及各州文物保护法

中将文物分为若干类型，其中与历史城市或历史街

区关系紧密的是 Denkmalsemble，即整体性文物，

包括建筑群、突出的街道、广场及景致、突出的街

区肌理、历史公园、历史性生产设施。

德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文

物（ 纪 念 物） 保 护（Denkmalschutz） 和 文 物 维 护

（Denkmalpflege）。文物（纪念物）保护，重在对

本体的保护，以应对偷窃、水火、雷电等人为或自

然的威胁。具体由专业主管机构以及纪念物保护机

构予以保护，主要目标是保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构

件不被损坏。文物维护，重在保持文物正常功能的

维修，比如屋顶、雨水管等的修缮更新。德国文物

保护法中鼓励对于文物的有意义的利用，认为放弃

利用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

2、法制建设

1902 年德国就制定了保护优美景观的法律；1971

年古迹保护的内容也被纳入联邦建筑基本法的框架

中。德国是世界上对文化遗产保护所作法律规定最

严格的国家之一。虽然由各州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在

公布方式、具体命名等方面有所不同，但范畴都涵

盖历史、艺术、科技等方面有突出价值的文物建筑、

历史遗存、自然遗产，同时也涵盖了体现城市重要

公共利益的城镇设施、城镇景观和对于文化遗产存

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等。

3、资金保障

德国有超过 130 万项登录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

建筑群、历史城市中心等，这需要巨大的资金保障

与有效的投资引导。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有：国家

投资、州政府以及国家共同投资、社会资金三个主

要方面。国家投资作为一项文化政策进行实施，投

资主要被用于遗产保护、遗产保护研究、遗产基金

项目、历史城市中心保护等。此外，州政府根据各

州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对登录建筑或者其它各类遗产

的保护要求进行资金支持。除联邦政府每个州和自

治区政府的提供保护资金外，还有很多地区和私人

的基金。联邦政府依据收入税法第 7h\7i\10f 三条，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进行税费减免政策，所得税减免

是调节和促进遗产保护的重要法律手段。

德国历史城镇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

1、具有历史核心区的城镇

1977~1987 年举办的以“谨慎的城市更新”为主题

的柏林 IBA（国际建筑展览会）之后，在联邦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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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下，联邦各州先后提出了本州内“具有历史

核心区的城镇”(Stadt mit historischem Stadtkern) 名单，

并在之后根据各自情况进行增补。

提名标准是：“历史核心区平面清晰可辨，历史核

心区内的建筑绝大多数是传统形式的，并能展现出

一定的历史景观。城镇已经做好准备，对历史核心

区进行保护与整治更新，通过谨慎的更新政策，城

镇的文化肌理或文化关联能够得以保存”。

目前，德国“具有历史核心区的城镇”总数达到

934 个，在每一个城镇进入历史核心区之前都会有

明显的共同标志。联邦及各州对其保护工作提供特

定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历史城镇中心的研究、历

史城镇中心保护项目的资助、历史城镇中心保护教

育与培训的开展等。

2、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

“ 城 市 设 计 类 型 的 文 物 保 护 ”(Städtebaulicher 

Denkmalschutz) 是 1970 年代后文物法中规定的文物

保护类型之一，保护的对象就是上述“历史核心区”

以及其他的片区型的文化遗产。

对于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从联邦政府到各州

在“城市设计基金”（Städtbaufoederung）中都有专

项资金的支持。“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的倡

导者之一，Gottfried Kiessow 教授认为该保护的最重

要目的是：“保护这些城市规划类型文物的平面布

局、与环境景观的和谐，街道广场空间与重要的单

体建筑的整体性”。“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

兴起于前联邦德国，背景就是二战后因为住宅紧缺

而开展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促使社会认识到对成片的

建筑群的保护，当时的提法叫“整体建筑群保护”。

1971 年，在“城市设计基金”及“城市设计基金

法”中予以明确；1971~1973 年，巴登—符腾堡州

（Baden-Wuerttemberg）和巴伐利亚州（Bayern）率

先启动；1975 年，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年里，整体建

筑群的保护政策被大力宣传；前民主德国随后也有

相应的保护政策，1979 年，230 余个被认定具有区域、

国家或世界价值的历史核心区或城市建筑群被提名

保护。

两德合并后，1991 年，新的“城市设计基金”正式

提出“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的联邦——州联

合保护项目（口号是“拯救古城”），该项目的总

体目的是：“保护具有建筑、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

核心区与具有文物建筑的历史地区，并使其面向未

来继续发展”。包括以下重点：

这些具有历史、艺术或城市设计价值的建筑 ( 群 )

的安全性；这些建筑 ( 群 ) 的改善与整修；具有价

值的街道与广场的保护与环境整治；历史城市格局

的保护；区片的复兴；综合性策略的研究与运用；

历史核心区重新成为城市特色地区；

“城市设计类型的文物保护”因为同时涉及到保护

与更新改善的工作，因此从法律支撑上也是主要依

托德国的文物保护法以及建设法典。1991 至 2012 年，

共计 296 个历史城市得到该项目的支持（其中前东

德各州 178 个，前西德各州 118 个），项目中既包

括历史悠久的古城核心区，也包括 19 世纪城市扩

张地区、20 世纪的居住区。2010 年因联邦政府大

部改革，用于该项目的资金支持缩减一半，受到社

会与遗产保护界的严重抗议。从 2010 年之后，该

项目的出资方又引入了城镇地方的行政管理级别，

形成联邦、州、地方各 1/3 的资金补助模式。

从 1991 年该项目启动起，一个由联邦负责组织成

立的涉及规划、建筑、文物保护等不同专业的、来

自联邦与地方、来自政府与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家团

就加入项目，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专家团会

安排专家组在项目所在城市定期召开项目咨询讨论

会，就技术与政策等各种问题提供咨询。

（文章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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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提出，塑造中华风范、淀泊风光、

创新风尚的城市风貌。这意味着雄安

城将有鲜明的“中国面孔”、自然的

“水乡气息”和时尚的“创新范儿”。

新时代城市风貌

城市风貌，表达一个城市的价值取向

和文化追求，是城市的“面孔”和

“气质”，由自然禀赋、形态格局、

设计风格等构成。社会上形象地称之

为“一看树、二看路、三看建筑”。

塑造城市风貌，是新时代文化彰显和

新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未来我国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雄安

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对于新区设立的定

位和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突出“绿色、生态、宜居”发展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风范

“中华风范”体现在多个方面：

“方城”：传承中华传统营城理念，

构建一个布局规制对称、街坊尺度宜

人的“方城”。在我国数千年营城实

践中，“方城”形制一直是平原城市

的主要形式，是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

文明中的代表形制。

中轴对称：以中轴线为核心建立对称

均衡的空间格局，体现山川定位、天

人合一的中华营城理念。城市格局秩

序严谨，空间层次主次分明，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南北中轴线展示历史文

化生态特色，以规划和建筑的语言体

现华夏文明、民族复兴、中华腾飞。

东西轴线结合轨道廊道串联城市组

团，集聚公共交通、公共活动、城市

功能等。

苑囿景观：将城市视作一个大园林，

以大尺度造园手法，形成“北城、中

苑、南淀”格局。起步区“北城”布

局城市组团，营造城中有园、园中有

城的现代化园林城市；“中苑”利用

中部低洼地带，恢复历史上的大溵古

淀；“南淀”，严控临淀建设，利用

白洋淀生态资源和燕南长城遗址文化

资源，塑造传承文化特色、展现生态

景观、保障防洪安全的白洋淀滨水岸线。

平原建城：“平原建城，理水为先”。

新区科学利用场地，灵活建设“台

地”，“台地”之间留作蓝绿空间。

结合雨洪通道、淀边湿地构建生态湿

雄安“中国面孔”
背后的几多奥秘

地网络，组团内部通过滨水空间串联

景观水体，形成城水相依、城淀共生

共荣的特色景观。

城市形态和格局方面，遵循对称、天

人合一、街坊等中华营城理念，形成

轮廓舒展、韵律起伏的城市天际线。

原则上不建高楼大厦，充分体现城市

与自然环境最高境界的协调。

淀泊风光

塑造“淀泊风光”，要开展以下几方

面工作：加强白洋淀生态修复，充分

发挥其生态景观优势，实施退耕还

淀；塑造与淀区相得益彰的城市特色

景观，起步区城市环境景观、特色风

貌要和白洋淀的自然景观相互映衬、

共生共荣；加强对城市建设的管控，

严格杜绝城市建设对淀泊生态环境的

不良影响。

创新风尚

“创新风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尺度适宜的组团式布局，以组团式布

局解决城市“摊大饼”问题；宜居宜

业的城市现代空间，建设优美、安全、

舒适、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蓝绿环

绕的公园城市，建设清风通道，将白

洋淀凉爽空气输送到城市中心；中西

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的建筑风

格，严谨细致做好单体建筑设计和管控。

总之，起步区城市风貌将基于城市建

设特征、自然禀赋等，重点打造“一

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

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特色空间。

（文章来源：新华社）

学术研究

朱子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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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greaves Associates

费城潘兰丁区改造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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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公司：Hargreaves Associates

项目地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功能定位： 综合性的河岸开发

荣获奖项：2015 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规划类杰出奖

概述

景观设计师带领顾问团队，与客户、

相关机构、社区团体密切合作，对宾

夕法尼亚 45 英亩的河岸登陆区进行

城市设计与可行性研究，打造一条统

合总体发展战略、基础设施需求和公

共领域塑造为一体的方案。这一方案

包括整治交通系统、结构性甲板系统，

并打造一个 21 世纪的世界性城市公

园，后者将促进周围 2 百万平方英尺

的综合性的河岸开发，为城市创造总

价值高达 16 亿美元的经济收益。经

过数年的规划，可行性研究第一次提

供了一个为所有相关利益者所拥护的

方案，并为长久以来连接费城市中心

和特拉华河的蓬勃野心的实现制定出

清晰的筹资以及阶段性实施的路线。

团队

为景观设计师提供支持的团队包括：

规 划 师 —— 制 定 发 展 框 架； 工 程

师——为步行桥设计提供支持；市政

工程师——打造绿色基础设施；交通

工程师——合理化所有的动线模型；

结构工程师——确保公路上方向河岸

倾斜的结构足够薄，从而向城市展示

河流景观；经济和市场分析师——评

估项目潜力和影响；以及成本评估师。

（文章来源：谷德设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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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Water 
as a Design 
Element

Cliff Moughtin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lear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obvious function of water for city 

development is sustaining life in the 

cit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city 

depends upon an adequate supply of 

potable drinking water together with water 

for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urposes.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here to discuss this 

aspect of the subject; nevertheles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water 

to sustain large urban centres is expanding 

at an alarming rate. 

It may be some comfort to know that, in 

Britain, our own domestic,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use of water, though wasteful, 

compares favourably with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global terms the result of the 

overindulgent use of this not inexhaustible 

resource could seriously affect water tables 

and water courses in and around the 

world’s great cities. Developing a civilized 

and balanced strategy for the design of 

water areas in cities may require a more 

frugal attitude to the use of this most vital 

of the earth’s resources. The attitudes 

and values necessa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greener city’ are 

discussed more fully in Urban Design: 

Green Dimensions. 

Since the book’s publication in 1996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alarming 

reports and political decis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taken together, paint a bleak future for 

Planet Earth.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 compiled by the UN, prepared by 

1,100 scientists charts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f the last 30 years and looks 

forward to how the world might appear in 

2032. 

The report estimates that unless cultures 

change their  current ‘markets  f i rst ’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then more than 

half the world will be affected by water 

shortages, with 95 per cent of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65 per cent of people 

in Africa and the Pacific, having severe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 for the water 

frontage is one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and people. The 

movement of goods by water transport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heyday of the cana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vertheless,  it  remain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many inland water- 

ways and port cities. Water transport, 

where it is still operating, adds colour and 

life to the canal as in the cities of Bruges, 

Venice and Amsterdam or to the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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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ny great sea ports (Figure1). Clearly 

the movement of people to and from 

work and for other city journeys is and will 

remain largely land based. The relative 

ease of building bridges and tunnels 

connecting opposite banks of major cities 

has reduced the need for and the use of 

ferry crossings. The use of the ferry in cities 

such as Hong Kong, Auckland, or in Britain 

at Southampton and Liverpool,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  for this form of urban 

transport. It endows the city waterfront 

with life and movement, an opportunity 

which can be seized by retaining and 

developing public and private water 

transport.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ctivities 

holds out a viable prospect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redundant docks and for 

sites along canals and rivers. Such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disused water frontages 

are becoming popular for leisure users. ‘A 

direct view of water from the window or 

terrace of an hotel, restaurant or pub adds 

to its attractiveness and hence value. The 

light is better, and often reflected upwards; 

the surface is changeable; there is little or 

no traffic. One may have a more distant 

view, or the glimpse of people in boats.’ 

There are, however, many leisure pursuits 

which can only be associated with a 

waterfront. These specific leisure pursuits 

requiring location close to a waterfront 

include pleasure cruising, boating and 

fishing. Marinas and other facilities which 

serve this expanding water industry are in 

themselves attractions for the public, and, 

along with rowing, canoeing and power-

boating, generate on-shore activities. 

Shops associated with fishing including 

fish sales and aquaria, and museums such 

as the Maritime Museum in Liverpool, may 

also thrive from close proximity to water 

and the activity it can generate. 

For leisure activities to be successful, ‘A 

company or group of companies have to 

be persuaded to create a complex leisure 

business which is large and exciting 

enough to be an attraction . . . and if it is 

not well- designed and well-managed it 

may never succeed. . . So the waterfront 

leisure zones have to be managed and 

must be large and busy enough for this 

to be worthwhile.’ The days, however, of 

the large single-use zone are no longer 

appropriate. 

The movement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ideas about 

making all parts of the city interesting and 

lively indicate the adoption of a policy of 

mixed uses for urban areas. Therefore the 

notion that leisure alone can regenerate 

redundant docklands is an idea requiring 

some qualification.

Regeneration of waterfronts is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if a policy is adopted 

which plan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group of compatible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uses. A function of water not 

so far considered is its aesthetic appeal. It 

is a most attractive setting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A number of recent waterside 

developments have introduced housing 

fronting onto canals and former industrial 

docks. Tividale Quays, West Bromwich is 

an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of this type. 

T h e  B l a c k  C o u n t r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C o r p o r a t i o n ,  n o w  d i s b a n d e d ,  w a s 

charged, in 1987 when it was set up, with 

the regen- eration of a swathe of land, 

25 square kilometres in extent, ranging 

from Darleston in the north down to 

Langley in the south.9 The task included 

the upgrading of the Black Country canals. 

Part of this canal improvement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 of group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designed as frontages along the 

canal; the one at Tividale encloses a large 

water mass (Figure2).

REFERENCES

1 Sitte, C. Der Stadte-Bau, Carl Graeser and Co., Wien, 1901.

2 Kennedy, Maev. Paternoster’s piazzas fit for a prince. In The 

Guardian, 19 November 1988, p.3

3 Krier, Leon and Jencks, Charles. Paternoster Square.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ume 58, No 1/2, 1988, pp.VII–XIII

4 Simpson, John. Paternoster Square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ume 58, No 9/10, 1988, pp.78–80

(Source:  URBAN DESIGN:  STREE T AND 

SQUARE 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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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anding Stage, The Pier Head, Liverpool                                     Figure 2. Black Coun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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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改革办
督察组调研未来
城市设计高精尖
创新中心建设情况

北京建筑大学与
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2018 年 4 月 26 日，北京市委改革办

督察组来北京建筑大学对北京未来城市

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情况开展专项

督察。督察采取现场考察、查阅资料、

听取汇报、交流座谈等方式进行。

来校调研人员包括市委改革办督察组副

组长、市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柳贡慧，督察组副组长、

市人大代表、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

校长刘林，督察组副组长、市委改革办

督察处处长黄克宇，市教委科研处处长

张宪国，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机构与基地

评估部处长柳春，市委教工委、市教委

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副处长杨迪雅

等。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爱林、副校长

张大玉、高精尖中心办公室主任李雪华、

科技处处长高岩、财务处处长孙文贤以

及相关学院主要负责人、科研团队骨干、

博士生代表等参加了座谈。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3 日，北京建筑大学与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在校长张爱林、西城区政府常务副

区长孙硕、副校长李维平、区长助理沈

俊宇见证下，副校长张大玉与西城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司马红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依托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

尖创新中心、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研

究生院等创新创业平台及人才资源，优

化西城区空间布局，推进功能重组，

在旧城保护、片区存量资源优化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和复兴；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在文

化传承及改善公共空间面貌、改善交通

出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等领域开展

广泛合作，推动西城区政务环境优良、

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

区建设；立足疏整促，实施存量更新，

推动展览路等地区腾退空间进行改造提

升、业态转型和城市修补，推动北京建

筑大学西城校区及周边整体品质提升；

统筹双方发展，将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

纳入中关村西城园，全力支持北京建筑

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构建共同影响力，

将名城论坛、设计周与国际设计论坛相

融合，以城市更新理念为主线，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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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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召开户外
广告设施和牌匾
标识管理工作座
谈会

北京城市副中心“ 
背街小巷·城市
家具”创意设计
大赛启动仪式在
通州区举行

住建部建筑垃圾
治理试点工作推
进会在北京建筑
大学举行

2018 年 4 月 3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

市管理监督局召开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

标识管理工作座谈会，4 个直辖市、部

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 14 家城市

管理部门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交流了各城市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

标识管理工作经验。北京市坚持规划引

领，根据区块功能、人文特点、城市风

貌等情况，对各行政区功能地块进行

分类分级，确定各功能区的户外广告设

施和牌匾标识设置要求。下一步，住房

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将积极为各

城市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加强户外广告

设施和牌匾标识管理工作指导，支持提

高各地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管理水

平，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文章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4 月 27 日，由北京市通州区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建筑大学共

同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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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承办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畅想——

2018 北京城市副中心“背街小巷·城

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通州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通州区市政市容委党委书记、主任程卫

民，区环境建设办专职副主任李琴，区

文委、规划国土委、文明办、园林绿化局、

城管执法局、工商分局、交通支队以及

中仓街道、玉桥街道、北苑街道、新华

街道、永顺镇、梨园镇、宋庄镇、潞城

镇、张家湾镇的主管领导，北京建筑大

学副校长张大玉，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

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李雪华，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田林，分别来

自北京建筑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

业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等 22 家

高校及设计院所的参赛代表近 100 余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

新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0 日，住建部建筑垃圾

治理试点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建筑大学举

行。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长杨海英，住

建部城建司环卫设施处处长杨宏毅，建

筑垃圾治理支撑工作组组长、北京建筑

大学副校长张大玉，建筑垃圾治理专家

组组长陈家珑，支撑工作组相关专家以

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

35 个试点城市（地区）的建筑垃圾主

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推进会由

杨宏毅主持。

推进会围绕《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

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

对试点城市实施方案与专项规划编制、

处理设施及监管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进

行了解读，并开展相关议题研讨。

（文章来源：北京建筑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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