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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湖南决策咨询·城市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新型智库资政作用，近日，“湖南
决策咨询·城市工作”座谈会在长沙举行。会上，13位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把脉我
省城市工作，为做好新常态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现将这
些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第一关， 要明确城市定位， 回答我是
谁。城市要有自己的基本定位，城市定位要
具有独特性、美誉性、连续性。第二关，要发
展城市产业，回答我到哪里去。城市应根据
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基础的现实状态来确
定城市主导产业发展。 没有产业的城市是
空城，要确定主导发展产业。第三关，要搞
活城市经营，回答我有哪些资源。只紧盯财
政的钱是不能把城市建设好的， 要利用好

土地资源、政策优势、政府资产，把城市资
产存量盘活，引进增量，把资源资本化，把
资产变成资金。第四关，要注重城市管理，
回答我怎么成长。 一个城市必须通过管理
来提升品质， 没有品位的城市是没有价值
的城市。第五关，要塑造城市文化，回答怎
么了解我。 要注重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修缮， 同时还要善于把我们注重开放、包
容、奉献这样一种文化传递出去。

提升城市工作水平要过“五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君文

由于高速公路普及、高速铁路时代的
到来、航空大众化时代来临、互联网技术
进步与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兴起，长株潭的
新优势、新特点、新定位都需要重新考虑，
需要在新的格局，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经
济背景下重新定位。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必须要解决几个问
题。一是要解决产业支撑力差的问题。二是
要解决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问题。对于长沙
来说， 做大做强和转型升级要同步进行，新

经济和旧经济的发展， 重点是要喜新不厌
旧，新资源要重点投入到新领域，旧产业要
整容、瘦身、化妆、健身。三是关于加快长株潭
的一体化问题。要有新体制、新经济、大产业
和新的开发模式， 建立市场化的合作机制，
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 环境设施的共建，强
化城市群内的企业产业的优化配置，建立要
素资源人才、 技术等流动的市场化机制，真
正推动联合攻关、园区合作、产业对接、成果
转化、资源共享、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长株潭一体化要做大做强省会城市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乔润令

注重规划引领是天津市城市建设的
一个重要经验，这方面，我们有三点体会。

一是引入城市设计，建立完善的编制
体系。着重组织开展了三个层次城市设计
编制工作： 第一为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
计，第二为分区总体城市设计，第三为重
点地区和重要节点城市设计。

二是加强城市设计，推动城市精细化
管理。要明确城市设计的法定地位；创建
“一控规两导则”管理体系，形成“总量控
制，分层编制，分级审批，动态维护”的总
体思路；编制专项控制导则，规范和引导
建筑项目的规划建设；将城市设计要求纳

入项目审批流程。
三是运用城市设计，统领项目一体化

实施。在横向层面，突出城市设计的引领
作用，统筹协调规划布局、建筑设计、景观
环境、交通组织、地下空间、绿色生态等专
项设计；在纵向层面，强调城市设计的有
效落实，从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直至最后
交付使用全过程跟进，保证项目按规划实
施。采用“一体化”的城市设计方法，确保
城市设计从前期规划阶段、 法定控规阶
段、土地出让阶段至建设实施阶段，自始
至终产生控制效力，确保地区开发建设的
最终效果。

运用城市设计 彰显城市特色
天津市规划局副局长、高级城市规划师 沈磊

我对湖南利用PPP模式撬动社会资本
参与城市建设提几点建议：

第一, 用好用足PPP模式。 政府通过
PPP特设项目，吸引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
和实业资本提供新建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对于存量项目，政府可以通过TOT、POT、
ROT等方式，由项目公司接手具体项目运
营，大大减轻地方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

第二,省市两级政府都应成立有政府引
导基金参与的PPP产业基金， 鼓励和引导

民间资本踊跃参与共同开发建设、 共同营
运管理、共同分担风险和共同分享利益。

第三 ,PPP项目必须纳入政府预算和
资产负债表，因而需要强化政府的预算管
理。同时要将PPP置于规范管理的框架下，
充分挖掘“PPP效率红利”。

第四, 支持民间力量建立PPP大数据
库，打造全省PPP项目征信系统，完善信用
评级系统建设PPP项目实施效果的动态监
管体系。

利用PPP模式撬动社会资本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 吕益民

适用———规划建设人本城市。强化专
项规划的地位和作用，优先制定与居民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专项布局规划。促进产
业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使居住、公
共服务、商业与产业发展等不同功能相互
交织、有机组合。提高城市通透性和微循
环，依托次干路和支路布局生活性商业网
点，以社区为单位构建公共服务网络和社
区生活圈。规划建设体现“本地性”，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

经济———集约节约可持续发展城市。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科学合理确定主导产
业、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加强建筑物的

维护管理，拒绝“短命建筑”。降低城市建
设运行综合成本，实现城市建设和维护运
行成本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绿色———城市发展追求生态文明。尊
重自然山水格局， 严格控制城市开发边
界，系统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绿色建
设运营模式，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和海绵城
市建设，引导树立绿色增长理念。

美观———营造优美和谐的城市空间
形态。加强城市设计，统筹城市建筑布局、
协调城市景观风貌、 传承城市发展历史，
体现城市地域特征、 民族特色和时代风
貌。

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城市规划建设方针
省住建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袁湘江

新型城市发展
重点在县城
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 童中贤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 不仅是国家最基本的
经济社会单元、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层次和重要生
长点，更是大中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

要加快形成有利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
展的体制机制，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
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要转变一个观
念，创新四条路径，实施一大行动。要转变“农耕思维
惯性”，必须认识到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第一产业产
值比重逐渐降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现象。要创新融群、接中、
兴边、优优四条路径。融群，就是促进县城经济与基
础设施布局积极主动融入城市群发展。接中，就是要
积极主动对接中心城市， 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兴
边，应推进跨省合作交流，促进边际特色县城跨越发
展。优优，就是优势优先，加快推进特色县域经济强
县建设，促进部分特色优势县城优先发展。要以五大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供给侧结
构改革为动力，以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为
取向，推进县城提质升级行动。

打造城市边上的
“桃花源”

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
浔龙河集团董事长 柳中辉

浔龙河村曾是长沙市近郊非常贫困落后的
一个小山村。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特色产业开发，打
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生态小镇。

破除传统的经营观念。按照自愿原则，逐步
让村民将宅基地、耕地、林地等流转出来交给村
委会。搭建了就业和创业平台，有效地引导村民
成为地方发展的产业工人。同时，建设集体经营
性项目，所得收益按照股份对村民进行分红。

破解政策难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
以政府引导推动和监管， 企业主导投资和建设，
村委会参与项目决策的开发建设模式。实施多规
合一，完全按照产业、民生和生态规划来调整土
地利用规划，促进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土地
混合使用、流转用地和建设用地相结合。

破解产业难题。通过结合市场、政策以及自身资
源等情况，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文化产业、教育产业、旅游产业和养生养老产业。

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明确村委会、政府和
企业三方的投资关系、 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
系。采取政府政策性资金捆绑使用和PPP模式相
结合的方式解决公共投资和民生投资。

（湖南日报记者 杨柳青 整理）

解决好长沙的“城市病”，从预防的角
度，必须做好城市规划；从治理的角度，务
求做到精细建设和创新治理方式。

规划务求精当， 展现城市独特个性。
要明确发展目标，从城市总规和2050战略
规划这个层面来设计；推进“多规合一”，
圈定城市生态的底线以及城市发展的边
界；优化城市空间的形态，实现差异化的
城市发展策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夯实
城市承载能力。

建设务求精细， 提高城市宜居水平。

要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实施公交优先战
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完善居住公共服
务配套，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构建适宜的社
区生活和公共服务网络。

管理务求精准，转变城市治理方式。探
索利益总体平衡，落实“四增两减”，降低人
口密度和改善居住环境。 推动公众全面参
与， 确保规划成果、 建设项目更加科学合
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
城市信息决策和管理平台。 研究管理举措
创新，有效缓解“城市病”带来的矛盾。

治理“城市病”要多管齐下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黎春秋

在城市建设中传承历史文化，主要表
现为四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延续文脉，二
是打造形象，三是塑造灵魂，四是持续发
展。

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我们要特
别注重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尊重自然的
法则、诗意栖居的理念、和睦友善的民风、
特色鲜明的建筑、乡味浓郁的美食、多姿

多彩的艺术。在实施传承中，要精心细心
地修复历史建筑、保护文化遗产、挖掘文
化基因、彰显城市特色。比如近些年，湖南
省通过打造“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对
传承历史文化基因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和
尝试。要用遗产保护、基因挖掘、特色彰
显、文化展陈等技术路径为城市发展留下
了精神消遣与文化传承的“乡愁”。

为城市发展留下乡愁
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教授 刘沛林

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发展，使全球城市
化率在短短180多年时间里由几千上万年
以来的3%迅速提升到50%以上。如今城市
化进入服务业主导新时代，城市高密度集
聚成为全球主流。农业和工业产值占GDP
比重越来越低， 服务业产值越来越高。未
来服务业的竞争是以头脑为前提的，人口
越密集， 人们的就业和收入空间就越大，
创造力也越强。

中国的城市化由工业主导的扩张时
代进入服务业主导的收缩时代。从2014年
开始，中国城市化迅速进入服务业主导的
下半程，加速向大城市化迈进。低端服务

业和高端服务业都需要人口聚集。
湖南是人口流出大省，同时向省会城

市集中的态势比较明显。中西部省份对省
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大多
数中西部省城一城独大，人口向少数一两
座省会或副省会城市集中，这是符合产业
分工和集聚的要求。

未来城市最大的竞争是城市规模和
密度的竞争。 中国将经历短暂的转型阵
痛，大量失业农民工短期返乡，然后又迅
速向更大的城市结集。人口集聚带来服务
业的发展， 大量的城市一定是越来越集
中，必然会导致大量的乡村衰落。

人口流动趋势是向中心城市聚集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 童大焕

我从城市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设计
的视角谈三个问题：

一是尊重规律。 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规
律， 在城市发展中需要足够多的耐心和妥
协，包容更多人更好的生活。尊重人与空间
的规律， 大城市也应该有小设施和小街区。
尊重人与自然之间的规律，未来地球是黑暗
的还是光明，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城市的发展
是否从灰色转向绿色。尊重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规律，湖南整个都市圈发展要在长沙这个
中心城市带领下形成错落有致的功能布局。

二是拓宽视野。区位、产业、文化这三
点就构成了湖南视野和湖南特色。湖南作
为农业大省，城乡居民、产业的双向流动
是未来真正解决城乡问题的关键。城市空
间的流动性绝对不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
对于长沙和省内几个大城市来说，要尽早
具备这种全球视野。

三是提升能力。 要提升权利维护能
力，促进城市和谐；提升资源分配能力，促
进城市发展。提升风险控制能力，促进城
市安全。

城市治理能力决定城市未来
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土地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何艳玲

当前，我们城市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城市规划的管控力不够，其主要原因
是规划与落实之间缺少了一个重要层级：
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是多层次的，在总规方面需
要跟进城市设计导则，在控规、详规方面
也要有对应的城市设计，需要图则和导则
并重来管控城市与空间。另外重要区域还
需进行专项城市设计，比如滨水区、历史
文化街区、地下空间的城市设计，如果这
些层面的城市设计齐头并进，就不会出现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现象。

做好城市设计， 首先要做好城市意
象， 也就是坚持城市可识别性的原则；

第二要对城市承载力底线进行严格管
控； 第三是加强对城市肌理的研究；第
四是执行公共交通优先原则； 第五要关
注城市微循环组织； 第六是坚持公共利
益最大化原则， 城市最好的地段留给公
众；第七是发展邻里空间，终结“超级大
盘”开发模式，建设开放社区；第八是发
展城市复合空间； 第九是激活城市剩余
空间，柔化空间边界，发展“口袋公园”
等城市斑块绿地 ； 第十是城市滨水空
间，活化亲水性；最后建议废弃“旧城改
造”提法，改为“城市有机更新”，保留历
史街区、 风貌区的城市肌理， 让城市文
脉得以保护。

做好城市立体化设计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魏春雨

新区建设要树立现代意识和新型工业
文明意识, 把五大发展理念细化到新区建
设全过程。

处理好六大关系： 一是老城区和新城
区的关系； 二是新城区的发展与农业用地
之间的关系； 三是新城区的生产和生活配
套关系；四是处理好新区建设与水资源、能
源、交通、环保建设条件的关系；五是新区
建设与地下矿产、 地下文物古迹的保护之
间的关系； 六是新区建设中的产业项目与
融资、资本运营之间的配套关系。特别要抓

好“三化”：一是大都市区化，紧紧抓住长
株潭，促进向心发展，将其做大做强，实现
长株潭一体化。二是大功能区化。长株潭发
展要在国家大战略层面有重要地位， 就必
须纳入岳阳这个口岸城市， 实现湘江与长
江的零对接，打造我国内陆开放的高地。三
是城市新区建设的产业园区化。 着力引进
战略性项目、 高端研发机构和关键零部件
的生产商，打造产业链，延长价值链，建成
规模化、信息化、专业化、绿色化、产业集群
式的产业园区新区。

城市新区建设要有新思路
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茂松

� � � �长沙市滨江金融商业区基本建成。（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