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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新型城镇化 ( 中 )
作者简介：汪光焘 (1943— )，男，安徽休宁人，
高级工程师，副主席，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发展、农村建设、城镇化

2、落实“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
近期主要任务的思考

总结以往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中的
经验和教训，坚持《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 － 2020 年）》的要求，
立足实现 2020 年目标，谋划更长时间
的任务，思考十三五期间主要任务。

2.1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审视
所在城市的定位

（1）明确重点发展地区和城市，
加快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功能

城市的定位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
略的核心。城市的定位要找出最能代
表城市特点的“名片”，使城市脱颖
而出，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吸引力和
辐射力。城市的定位要有连续性，城
市定位一旦确定，就必须在较长的一
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并坚定不移地去
贯彻、宣传和实施。

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
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
发展协调机制，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
展。集中力量研究已经或者将要形成
的城市群，分析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地

的煤炭，而人工智能就是蒸汽机，是
能将大数据资源利用起来的转换器。

接下来吴教授论述了“城”“市”
的基本概念。“城”与“市”代表着
中国城市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宋代
之前是里坊制，以“城”为主，所有
的财富都在围墙之内；宋代开始是街
巷制，马路变成了人与人交往的市场，
中国进入了“市”的时代。从现代城
市规划理论来讲，工业前城市（pre-
industry city）具有四大功能：政治、
精神、商品交易、军事。工业革命之后，
大规模的生产提升了城市的人口容纳
能力，城市有了第五个功能——工业
生产。由于工业化进程，人类的城镇
化率几乎是以 50 年翻一番的速度大幅
度提升，城镇化率从 6.5%（1850 年）
提升至 12%（1900 年），接着提升至
25%（1950 年），全人类的城镇化率
在 2008 年突破 50% 大关。

城镇化意味着人的流动、自由发
展和创新能力的释放。那么全世界的
城镇化是沿怎样的路径发展的呢？吴
教授团队一直跟踪全世界 252 个国家
的城镇化的过程，从 1960 年到今天
50 年的发展来看，可以大致把这些国
家分成以下五组：第一组：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
西班牙、比利时，早在 1960 年代左右，
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 60% 以
上，早早占领了高位，比较稳定地往
前推进；第二组：阿根廷、智利、委
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
巴西，这些国家 2000 年之前城镇化速
度较快，现在城镇化率都在 80% 左右，
农村基本上人很少。第三组：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等，这一组国家最初的城镇化
率只有 30% 左右，然后快速通过国家
推动实现增长，到 1970-1980 年时，
由于没有真正的工业文明的支撑，没
有创新力的支撑，而内在推动力丢失，
最后导致停滞不前，到 1990 年前后，
市场经济的恢复使得城镇化再一次提
升。第四组：菲律宾、伊朗、阿尔及利亚、
马来西亚、土耳其，这些国家走的是
一个大”S“形，一开始缓慢增长，接
着快速增长，然后又增长缓慢。中国
处于第五组，中国和加纳、尼日利亚、
苏丹、莫桑比克在一组，这一组国家

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
快速增长，到现在城镇化率基本处于
40%-50% 左右，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
都一样。第六组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
国家。

吴教授指出，发达国家一定是高城
镇化率的国家，但是有最高城镇化率
的国家不一定成为最发达的。这也是
我们探讨的核心：体力的城镇化和智
力的城镇化。同样达到城镇化率 75%
以上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生态环境、
竞技状态和国家体制。30 年之后的中
国将迎来怎样的城市图景？中国又能
否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呢？

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停留在美学层
面的，大量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进行
城市诊断。吴教授提出，智能的时代
呼唤不一样的智能城市，当今的技术
我们可以做到城镇群疾病识别、城市
智能物流、智能监控，工业 4.0 将流水
线生产变成了定制化，并以团队正在
研发的 CITYGO 为例介绍了智能城市
未来推演的研究。

最后吴教授寄语同学们：城市规划
只是未来城市其中的一个版块，未来城
市需要计算机、工业设计、交通运输、
化学、环境工程等各专业人才的共同努
力。智能城镇化和我们同济大学 80%-
90% 的专业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想一想城市的未来和我们自己有怎样
的关系，未来三十年的城镇化发展需要
在座每一位同学的努力。

吴志强赴德参加跨文化工程教育论坛
 
2 月 21 日至 24 日，吴志强副校

长率团访问德国，受邀参加由德国国
际合作高校联合会（DHIK）举办的“跨
文化工程教育论坛”，与德国高教、
政治和经济界的人士就工程教育的发
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访问了德意志
学术交流中心（DAAD）驻柏林办公室。
论坛的主题为“工程教育的需求与现
实”，邀请了来自中国、德国以及墨
西哥三国的高校校领导和企业高管代
表，共同讨论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下，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跨文化工程教
育。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大项目司司
长 Pieper 博士到场致开幕词。

作为五位主旨发言人之一，吴志
强代表同济大学在论坛上发言。吴志
强首先回顾了同济的建校和发展历史，
着重介绍了同济与德国的全方位合作
以及在中德两国合作中的引领和示范
作用，随后以中德工程学院为实例，介
绍同济跨文化工程教育的合作特点和
成效。吴志强还阐述了同济大学对于
工程教育的未来愿景和创新战略——
提出以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 为导
向、涵盖 21 个专业领域的未来同济中
德合作的重点。最后吴志强呼吁：中
德双方应凝聚力量，让工程教育再创
高峰。发言获得了广大与会者的强烈
共鸣。

在论坛期间，吴志强还顺访了德
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柏林办公室，与
办公室主任 Zimmermann、DAAD 前
秘书长 Bode 博士就合作事宜进行了
探讨。

德国国际合作高校联合会（DHIK）
是由德国 26 所应用技术大学组成的联
盟机构，也是中德工程学院在德国的
合作伙伴。双方在机械电子工程、汽
车服务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以及
经济工程四个专业进行学生交换、双
学位项目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合作。

区，确定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地区和
城市，重点培育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城
市。政府扶持和引导下扩大民间投资，
着重解决完善城市功能，补齐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研究城市所处区位和国家确定城
市群中的发展定位和特点（图 11），
对批准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进行反
思和检讨。对照中央要求，总结近年
来城市发展的经验和不足，提出去库
存和补短板的重点和项目，推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

图 11 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11  Spat ia l  d i s t r ibut ion  of  U rban 
Agglomeration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2016-2020 年 ) 规划纲要

2.2 调研讨论劳动力的流动和走向
（1）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分析

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是关键内容
2015 年 农 民 工 总 量 为 27747 万

人，比上年增加 352 万人，增长 1.3%。
2011 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
落。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
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
提高。中部地区农民工 9609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63 万人，增长 1.7%，增
长速度分别比东部、西部地区高 0.8
和 0.4 个百分点（表 5）。

表 5 2015 年农民工年龄构成（单位：%）
Tab.5  The age compo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15  (unit：%)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

（2）分析农村劳动力素质变化和
流动趋势，研究去产能对劳动力流动
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 2015 年统计数据表
明，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经
历的比例为 23.8%，平均受教育年限
仅为 9.39 年；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
看，76.8% 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
义务教育（60.3%）和普通高中教育
（16.5%），而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比
重仅为 7.3%（表 6）。

经济新常态下，削减过剩产能和
落后产能必然导致就业岗位大幅削减，
而首当其冲被削减就业岗位的一定是
农民工群体。化解过剩产能将造成一
部分职工被分流安置，据人社部统计，
钢铁、煤炭去产能涉及 180 万职工分
流（表 7，表 8）。

表 6 2015 年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单位：%）
Tab.6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15 (unit：%)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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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分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及增幅 ( 单位：
元、%)
Tab.7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and 
increa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profession (unit：yuan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

表 8 分地区的农民工产业分布（单位：%）
Tab.8  The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ree industr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unit：%)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

（3）提高公民素质教育，补年轻
人素质培养和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技
能培训的教育短板

市民化长期滞后导致农民工缺乏
预期，缺乏培训使之固化在低端劳动
力，缺乏上升的通道。农民工的文化
程度直接影响其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
息的能力，制约其思维水平和农村经
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提高公民素质教
育，特别是年轻人素质培养和农村富
裕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教育的短板。

2.3 研究改善城市用地结构
（1）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集约节约用地的机遇
2016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

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
现 脱 困 发 展 的 意 见》（ 国 土 资 规〔
2016〕3 号），支持盘活土地资产，
提出关于退出企业、兼并重组、转产
企业和停建企业的土地处置办法。

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集约
节约用地的机遇，讨论和研究去产能
关闭企业土地的利用和城市已规划尚
未开发使用土地的利用。深入贯彻落
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有效去除
过剩产能，加快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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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再开发利用，促进工业转型发展和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完善城市总体功
能为目的，以补自身区域产业和民生短
板，确定土地再开发的用途，储备或者
转让土地，发展新型产业（图 12）。

图 12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方案
Fig.12 National ecological function zoning 
scheme
数据来源：《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
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2015

（2）补齐医疗卫生事业等短板，
研究租售并举、让农民安居乐业的去
库存长效机制

房地产去库存难以走出困境的主
要原因在于房地产开发供给侧结构失
衡，需要推出一系列能够改善房地产
供给侧的长效机制。

2015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
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
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
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
业化企业。

坚持租售并举、降低房价，去住
房库存，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结合户
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在这些地方实现
安居乐业的生活。

3、当前城乡规划的工作重点
重点是贯彻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城

市工作会议决定的意见，指导城市规
划部门，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就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内涵，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目标，立足于扩大就业和改
善民生，如何履职尽责。

3.1 认真学习中央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精神，推动城乡规划工作改革

认真学习十八大以来中央指示精
神，对照“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要求，
反思城乡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将保
护自然生态系统放在突出位置，城市
发展要统筹研究相关自然生态系统的

保护，统筹完善建成区与新区城市生
态系统。

开展对已编制的城市规划成果的
评估工作。按照“三去一降一补”要
求，结合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主要
评估包括检讨人口估算，研究发展规
模；优化土地利用，推动节约集约利
用；城市形态和结构，修复生态系统；
分析交通状况，评价 TOD 理念实施效
果和改善措施等。

3.2 认真学习贯彻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研究改进城市规划编制意见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规划工
作，总结生态城市试点经验，总结提
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市以来
的经验和教训，将生态保护的理论贯
穿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系统分
析城市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丰富
城市规划的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内容。

（1）城市生态系统的构建对自然
生态系统的影响

土地性质的变更是人们干扰自然
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的问题。城市发展
将农林用地变成建设用地并硬化使用，
无论对生活或生产，都会带来资源消
耗的增加和废弃物的排放，这都需要
城市生态系统来保障，也必然会干扰
自然生态系统（图 13）。同时，自然
生态系统的物种生境破坏或改变，直
接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这一对基本矛
盾是城市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长期主题。

图 13 全国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格局
Fig.1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ational ecosystem
数据来源：《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
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2015

（2）土地利用与水生态系统
水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遭破坏最严

重的生态要素（图 14）。未来，应加
快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的海绵城市。统筹自然降水、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

水等水循环利用各环节，并考虑其复
杂性和长期性。同时，还要继续强化
城市污水治理。

图 14  2015 年重点湖泊（水库）综合营养状态
指数
Fig.14 Trophic level index of major lakes 
(reservoirs) in 2015

s（3）节能和能源利用与大气污染
能源供应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是直接
关系大气质量的基础因素。大气的污
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性的共同主
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突出，
责任更加艰巨。

空气质量的改善面临着越来越严
峻的挑战，雾霾天气增多，能见度下
降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遍布全国各地的污染源量大面广，种
类繁多，排放规律各异，对人体健康、
环境质量、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瓶颈。而能源供应结构和能源利用
效率是直接关系大气质量的基础因素。
目前，由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所引致的依赖能源的程度越来越高，
能源的过度消耗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
能源消费加剧全球变暖，我国温室气
体和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己经位
居全球前列。要改变我国能源利用的
现实困境，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优化能
源供应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

（4）城市下垫面变化与城市局地
气象

城市规模和结构、建筑高密度和
地面硬化铺装，都会直接影响居民生
活环境和健康。城市建设的形式和内
容更加丰富，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自
然生态属性，影响地 - 气之间的物质和
能量交换，干扰局地大气循环，进而
对局地气候环境产生影响，且更高强
度、高密度的开发利用越发加剧了这
些影响，产生包括城市热岛效应、城
市弱风效应等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气候
问题，进而对城市宜居性、人体舒适
甚至居民健康产生影响。

例如，针对北京怀柔雁栖湖生态
发展示范区进行的局地气象与大气质
量绩效评估表明，规划方案中的城市
规模有所扩大，结构更为紧密，热岛
区域便出现了相连成片的发展趋势，
地区整体通风环境也有所恶化，而高
密度建筑和地面硬化铺装不仅影响了
地 - 气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增强了城市
热岛，也挤占了近地面通风走廊，造
成弱风范围扩大，不利于局地空气流
通扩散，从而影响行人高度的舒适度
和宜居性（图 15、图 16）。

图 15 雁栖湖地区城市热岛强度预测

Fig.15 Prediction of city heat island 

intensity of Yanqi Lake area

图 16 北京雁栖湖周边地区通风廊道

Fig.16 Ventilation corridors around 

Yanqi Lake 

数据来源：2013 年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生

态城市建设的环境绩效评估研究”第 3 子

课题研究报告《局地气象与大气质量专题

研究报告》

（5）物资流动与固体废弃物处置
废弃物排放是再一次干扰、危害

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态系统，或直接干
扰自然生态系统自然调节能力的重大

难题。区域外向区域内补给生活用品
和生产原材料是城市经济和生活的基
本要素。除了对水、气直接的影响纳
入土地利用与水生态系统、节能和能
源利用与大气污染之外，固体废弃物
应当有专门处置，减少次生污染（表 9）。

表 9   2014-2015 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Tab.9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of national city from 2014-2015
数据来源：根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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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强教授：智力城镇化

2017 年 2 月 28 日 晚，“ 可 持 续
智 能 城 镇 化”2017 年 春 第 一 讲 暨 第
182 期可持续发展沙龙系列研讨课在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教学北楼 301 阶
梯教室顺利开讲。本课程主持人吴志
强副校长带来了主题为“智能城镇化”
的精彩讲座。

吴教授以 2016 年 7 月开始的北京
通州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案例开
场，指出城市发展到今天不能把所有
的功能集中到一起，否则一定会有城
市病的爆发，如何在一个区域中协同
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新的发展趋势。

吴教授这堂课主要在阐述 3 个问题：
- 什么是城镇化？
- 什么城镇化才是智慧的？
- 智能城镇化需要哪些人来完成？
吴教授首先通过去年美国 50 架智

能飞机同时运行群智 AI 的案例向我们
展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吴教授团队
从 2015 年开始将城市研究方向从大数
据逐渐转向人工智能，他指出大数据
是有价值的，它就像蒸汽机发明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