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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出炉，城市工作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受到关注——

给“ 城 市 病 ”把 脉 开 方
本报记者 徐 红

沈阳四招齐下防洪涝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近段时
间，暴雨不断考验沈阳城区的抵御能力。
记者了解到，为从根本上降低内涝风险，
沈阳市正在开展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编
制工作。规划将在摸清沈阳城市本底的
基础上，合理制订海绵城市的建设策略和
雨水径流控制目标。通过建筑小区、城市
水系、绿化、道路广场四大系统开展建设。

据介绍，沈阳老城区今年起将结合城
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以解决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黑臭水体
治理为突破口，推进区域整体治理。公园

绿地建设要采用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人
工湿地、植草沟等措施，为蓄滞周边区域雨
水提供空间。在道路与广场建设中增强道
路绿化带对雨水的消纳功能，新建绿化带
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
减缓雨水径流；铺装透水砖，推行道路与广
场雨水的收集、净化和利用。新建住宅小
区要规划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鼓励建
筑与小区的非机动车道路、广场、停车场等
采用透水铺装，鼓励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小
区内蓄存雨水的景观水体或相应设施，鼓
励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利用。

智慧之城 多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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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幅图景：上下班高峰，在地铁
上被挤得脸贴在车厢玻璃上、城市道路成
了“大停车场”、雨天许多角落积水，更不
用提“马路拉链”、街道“蜘蛛网式”架空
线、上学难、就医难等，这样的生活想必难
言幸福。这样的城市已病得不轻。

近年来，城市工作坚持人民城市为
人民，从广大市民需要出发解决问题，但
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翻开近日出炉的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会发现，幸
福不会从天而降，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
营造。

城市幸福与否“可触摸”

党的十八大以来，惠民新举措接连不
断，让民众生活进一步改善，“幸福度”“获
得感”这些词在民众中热了起来。作为城
市发展模式转型和关注民生幸福需求的
重要取向，幸福已列入各级政府的责任清
单。目前，我国 100 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

“幸福城市”的口号。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齐骥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过去一些地方注重超高速发
展，以牺牲环境、破坏规划为代价，忽略了
新型城镇化着眼点是“人”。按照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
左右。

记者在一份“2015 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单中看到，成都蝉联第一。到过
成都的人知道，成都政府实实在在为市民
营造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幸福——从“六
湖八湿地”开门迎接市民，到地铁 4 号线
建成通车，再到环境风貌整治等工程，以
及半小时交通网，还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保
留了 133 平方公里生态空间。成都人享
受着城市绿肺的清新，甚至将不少地方变
成了夜跑胜地，幸福感逐年提高。

定居成都的韩国某企业退休高管郑
尚文告诉记者：“成都给我的感觉很好，自
然环境优美，周边风景很棒，是中国最好
的城市之一。”美国大厨里克·贝利斯也为
在成都的生活点赞，他说现代化的成都迸
发出勃勃生机，亲眼见到成都时，才发现
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香港、上海不
同。他说：“生活环境特别安逸，我以后会
常来。”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
院教授杨明洪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世界知名企业落户成都，一个关键因素就
是这座城市虽然位居西部，但非常“宜
人”。

频频“看海”凸显城建短板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这是去年 10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勾画的未来生态型城市图景。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城市
“海绵体”的作用尽显。这边，一场大暴雨
突袭中原某市，短短几小时就造成部分地
区严重内涝，积水深处轿车半个身子被
淹；那边，江西某市区暴雨倾盆，持续数小
时，几个经过海绵城市标准改造的地段雨
水很快排完。

海绵城市，像海绵一样把雨水吸收，
并经过土壤层过滤存储于地下水中，调节
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再将蓄存的水“释
放”出来加以利用。其建设方法是从传统
的“快排”模式，转化为“渗、滞、蓄、净、用、
排”等工程技术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之所以注重海绵城市建设，是因为如
今不少城市地面多被水泥建筑覆盖，形成
一个大的不透水层。雨水既不能进入河
流湖泊，又不能渗入地下，无路可走，结果
转化成地表径流，形成城市洪水。

“先地上，后地下”的城市建设模式已
经严重落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水务与工程专业院资源能源研究所所长
王家卓指出，我国合流制排水管网问题也
比较多，缺乏调蓄和其他合流制污水溢流
污染控制的要求和措施，造成雨季合流制
管网溢流口频繁溢流，污染了水环境。

所以，海绵城市建设不是一蹴而就
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海绵城市，是在有良
好地下排水管网基础上的“锦上添花”。
比如德国，地下管网系统发达，其雨水利
用和城市绿地建设技术相当成熟。王家
卓说，海绵城市只有采用连片建设，才能
发挥整体效益，也只有采取这种模式，才
能够和国家当前大力推广的 PPP 模式对
应起来。

业界专家建议，一是在城市街区之间

设计连片开放式绿地和互连互通的水道、
沟渠和池塘等，可以自然地蓄留和过滤雨
水，以及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
样性。二是探索绿色屋顶，在雨水被收集
或排放到地下之前，可蓄留并净化一部
分。三是设计建造多孔隙地面。此外，还
要探索更加全面的城市发展模式，不仅仅
是维持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更要积
极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生。

“重城轻乡”要不得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明显高于人
口增长速度。在过去的 34 年里，中国设
市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了 6.44 倍，年均增长
率达 6.27%。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
129.57 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也明
显高于发达国家人均 84.4 平方米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人均 83.3平方米的水平。

专家指出，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为
支撑经济快速发展、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
需求提供了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也带
来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加
剧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城
市病的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打通城乡制度藩篱成

为重要“药方”。湖南长沙有个“板仓小
镇”，近年来这里出现了一群“乡居的市
民”。这些“非转农”的“新村民”，享受着
与原有村民同等的建房待遇。

专家表示，板仓小镇市民下乡以“100
户非转农指标”破局，部分打开了城乡之
间相对封闭的空间。市民“下乡”，让人们
看到了一个以往从未出现的社会现象：城
市居民自主流动到乡村，带着资金、知识、
建筑形式、生活方式甚至就业岗位，与当
地村民相互依靠、相互帮助，创造出乡村
新的社区形态，城乡之间朝着平等互动方
向探索。无论是“市民乡居”，还是农民进
城，只有人口真正流动起来，城市才会更
富有活力。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看来，如果
为了发展城市而不惜牺牲农村，为了土地
开发简单强调征地，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高的同时，对乡村发展构成了不可忽视的
危害。吴良镛认为，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别
化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对于特
大城市地区，要促进生产力要素灵活流动
和重组，在区域尺度上对特大城市过分集
中的功能有机疏解，同时要提高中小城市
和城镇人口吸纳和服务功能，使农村富余
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均衡分布，有序流
动，形成一种协调的城乡统一体。

你幸福吗？这个问题问得

似乎老套，却并非全无意义。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而

言，幸福度虽然难以衡量，但

城市痼疾带来的不幸福常有

所感。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城

市等不来。面对各类城市病，

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讳疾忌

医，应该找准病根、辨证施

治，才能让城市重获健康、充

满活力——

出 租 房 安 全 须 共 同 维 护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

设特别是“城中村”改造力
度加大，城市居民的住房
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不少
家庭拥有一套以上房屋。

为了保值增值，市民大多将闲置住房出租。
充分利用住房资源，在方便各方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消除这些隐患，就要避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懒汉作风”，在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同时，做到齐抓共管、多方有机协调。

一方面，需要动态掌握出租房的情况。辖区的
相关部门或包片民警，应摸清第一手资料，制作每栋
楼、单元、楼层的平面图，了解户主和租户的联系方
式，经常走访、巡查。另一方面，应落实管理责任
制。根据“网格化”管理和“便民圈”服务的要求，社
区相关工作人员应调动承租双方、租赁中介等积极
性，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此外，每栋楼可推选出“楼长”，方便包括租户
在内的居民自我管理。“楼长”负责大事小情的掌
握和紧急情况的协调，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反映和协
助解决问题。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魏文祥）

这个夏天，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许
多城市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炎热考验。行人
走在街上，仿佛掉进了“大火炉”。

“大树下面好乘凉”。可惜的是，在许
多城市的道路设计中，只考虑到了道路的
宽敞，却没有给行人留下多少可以遮阳避
雨的行道树。

步行是体验道路舒适度的最好方式。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宽大的人行道上要么
没有遮挡，要么种植的树木只有一两岁树
龄，既遮不住炎热，更撒不下一片树荫，
骑车人也只能暴露于烈日中。

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北京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伟。这
位城市道路空间规划专家经常骑着自行
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最近，他推
出了一份关于北京林荫道的研究报告。

李伟告诉记者，他带领的团队开展了
一项小调查，题目是：如果要改善自行车
交通环境，您最希望首先解决哪些问题？
结果显示，高居榜首的是要求在机动车道

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增添物理隔离，确保自
行车的路权；紧接其后的就是希望增加树
荫。市民们对于树荫的关注度之高，超出
了专家的预期。

李伟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
最近 20 多年新建的道路，虽然路边都种
了行道树，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
隔离带通常只种灌木和花草，忽视了大乔
木的种植。第二，交叉口往往没有大乔
木。比如在北京市，扩建了许多交叉口的
机动车道，结果是行道树等相关绿化被铲
除一空。在交叉口等红绿灯时，行人、骑
车人最需要的恰恰是树荫。

专家注意到，欧美人喜欢被晒黑，而
中国人为了保护皮肤，尽量避免被暴晒。
根据观察，北京的女性从 5 月至 10 月份几
乎都在使用遮阳伞。不仅是行人、骑车
人，就连司机也喜欢躲在凉快的地方。

李伟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多种植大乔
木。他说，树荫下的温度明显比太阳下温
度低，能减少道路路面的热岛效应。种植

大乔木还能吸尘、隔音、降噪，并改善道
路空间尺度关系，降低空旷感，塑造道路
景观。他分析说，如果北京的城市道路能
够多种一排大乔木，就能多吸收 17万辆机
动车的碳排放量。

他还认为：“良好的道路绿化可使人
心情平静，因为从色彩学来说，天空的蓝
色和树木的绿色都是镇静色。大乔木具有
更强的碳汇能力和吸收大气中其他有害物
质能力。在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优先
种植树冠较大的大乔木。”

对于如何种植，李伟针对不同的地段
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干路、次干路设置中
央分隔带的，应设置行人隔离护栏，种植
深根性、分枝点高、冠大荫浓、生长健
壮、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件的大乔木，宜
乔灌木结合；被人行横道或道路出入口断
开的中央分隔带，其端部停车视距内的绿
化必须采用通透式配置；外侧分隔带宜采
用通透式配置，种植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
件且落果不会对人造成危害的大乔木。

城市道路空间规划专家指出：

林 荫 道 ，播 撒 的 不 只 是 清 凉
本报记者 陈 颐

目前，全国有超过 400 个城市提出或正在建设
智慧城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要求，通过
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城市生活描绘
一幅全新的图景。

日前，客户在农行江苏南通崇川支行的“智慧网

点”办理业务。该“智慧网点”采取“去柜台化、科技

智能、自助移动”模式，客户可以自助完成开销卡、转

账、理财等大部分个人非现金业务。 沈 媛摄

8 月 10 日，“2016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在

河北秦皇岛市开幕，图为工作人员展示一款装有智

能传感器的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智慧健康日益受到市民关注。图为基本建成的

江苏徐州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智慧体验社区。

本报记者 郭存举摄

江苏连云港市是“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每年用于城市绿化的资金超过 5 亿

元，已完成绿色通道1169.3公里。图为该

市海州区幸福路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为夏

日出行的市民送来清凉。 耿玉和摄

△△ 空气重污染日空气重污染日，，一位市民在北一位市民在北

京天坛公园遛鸟京天坛公园遛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