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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世界城市日，中

国各地城市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活动都高

度契合今年世界城市日的主题，即“城市

治理，开放创新”。

就中国的城市而言，“开放”一词常

说常新。今天强调中国的城市“开放”

具有多个维度，具有一系列针对性的

含义。

第一个维度，城市如何更开放，以接

纳与包容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城镇化最本质的

体现。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部分在特大

城市、大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民工”，

由于各种身份限制条件，还没能够融入所

在城市。各地大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但全国意义上

的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远没有实现。农

民转移人口市民化呈现出“区域化”的现

象。在全国的意义上而言，城市向农业转

移人口的进一步开放，既是保障国民基本

公共服务权利的需要，也是增加劳动人口

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个维度，城市如何更开放，以推

动核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协同发

展？核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共同形成

城市群或都市圈，它们将日益成为城镇化

主体性的空间形态。当前，有一种倾向值

得注意，就是中国的都市圈建立在行政等

级的基础之上。行政等级高的城市，积聚

了过多的资源，出现“吃不了”的现象，

由此带来一系列“城市病”。而一些外围

的中小城市，行政级别低，在土地、固定

资产投资、机构设置、项目等方面长期

“吃不饱”，得不到充分发展。都市圈一般

会经历核心大城市的要素集聚、向周边辐

射扩散、周边中小城市培育成长这样一些

阶段，最终会推动形成多圈层多中心的发

展格局。中国部分都市圈到了核心大城市

与周边中小城市协调、协同发展的新阶

段。未来应以整个都市圈为对象，研究开

放条件下的区域与城市发展之路，形成都

市圈城市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

第三个维度，城市如何更开放，以融

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中从而获得更大

发展空间？三大战略叠加四大板块构成了

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三大战

略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

协同发展。四大板块是西部大开发、中部

崛起、东部创新引领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区域发展战略为城镇化、城市发

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城市的开

放合作，又是区域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

件。重大的区域协调，都需要依托城市的

主体来进行，城市在大区域合作中可以拓

展发展空间。特别需要看到，一些重大、

共性、关键、外部性强的问题解决，需要

城市的通力合作。为此，应倡导多层次、

多范围、多样化的城市合作机制，在区域

协调发展中增强城市的活力。

第四个维度，城市如何更开放，从而

在全球城镇体系中更进一步？中国少数城

市已经逐步走向全球城镇体系的尖端位

置，更多的城市在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城

市、区域城市。中国的一些小城镇，实际

上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的人口，是名副其

实的城市。全球城镇体系的格局重塑，绝

非按行政级别来定。城市需要研究在开放

的环境下，如何培育出开放的心态，不断

增强开放的能力，最终形成开放的竞争

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花城”名从何来

3 月春暖，越秀山、中
山纪念堂木棉傲然绽放枝
头；4 月花开，华农紫荆花
盛开，漫天的粉红花雨引
来大批游客；5 月南国木
棉争艳，海印桥脚的凤凰
木开花，远看如火……广
州城市特色花卉频频成为

“网红”刷爆朋友圈。今
天，广州天桥和立交桥上
的“簕杜鹃空中花廊”，一
年四季“夺”人眼球。广州

“花城”的形象正在被国际
认知。

在“寸土寸金”的广
州，特色花卉和绿地一点
都不少，广州还以桥梁绿
化为切入点，引入“城市立
体绿化”概念，利用立体绿
化的手段向空中“索要”绿
化面积。

据 介 绍 ，自 2003 年
起，广州就组织实施了市
区的桥梁绿化工程。经过

多年研究，广州建立起一套较完备的桥梁绿化技
术管理体系。10多年来，广州天桥景观实现了质
的飞跃，由最初的“三季常绿、两季有花”到“三季
有花、四季常绿”，再到如今的“四季有花、四季常
绿”。目前，广州共完成 353 座、接近 309 公里长
的桥梁绿化整饰，增加绿化覆盖面积 100 多万平
方米，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城市空中绿廊、花廊，美
化了生活空间，有效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全要素设计街道

“四季有花”点缀了广州的大街小巷，广州的
街道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黄埔区的开泰大道上，看似平凡的电灯柱
可提供WiFi信号和电动车充电；在越秀区的沿江
路，两旁的老树贴上了二维码，扫一扫就能了解植
物知识；在南沙区海滨路，斑马线披上多彩“外
衣”；在天河区天河路，大雨过后也无积水……

2016年，广州市完成了全要素品质化提升示
范路建设工作，覆盖全市11个区，做到“一区一条
示范路”。各区示范路在践行全要素设计理念的
同时，各有侧重打造不同的重点元素，建成各具特
色的示范路。有小转弯半径、一杆多用、慢行系
统、道路变截面、精细施工等诸多新设计元素，赢
得“道亦有道城有所成”的美誉。

今年8月底，广州正式编制完成《广州市城市
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以打造广州城市道路设计
新标准，进一步推进广州市人性化道路的建设。

未来广州在城市道路建设上，将着眼“一路一
景观”，通过注入文化元素，突出城市道路建设中
的传统文化、自然生态和历史遗迹保护，传承广州
文脉；围绕云山珠水，突出岭南风格，突出重点区
域，分阶段、分层次、因地制宜地丰富城市内涵。

老旧小区“蝶变”

在美丽的城市和人性化的街道中，“脏乱差”
的老旧小区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为解决这一顽
疾，广州也进行了诸多探索。

“以前我羡慕别人的小区漂亮舒服，现在我
不羡慕了，因为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开始羡慕我这
里！”对于越秀区珠光街仰忠社区的改变，不少
街坊赞不绝口。整治后的仰忠社区路面被悉数铺
平，一排排崭新精致的庭院灯替代了杂乱的电
线，新旧对比中，可以直接感受到居住环境的大
变化。

对于很多城中村面临的治安差问题，天河区
车陂街2014年就组建“城管+公安+职能部门”联
合执法队伍，此后又依托集派出所视频监控、街道
网格化和三防应急为一体的智能综合指挥中心，
利用“天网”实时掌握辖区动态和突发状况。

广州诸多城市治理“金点子”的背后是民众智
慧。不久前，广州市城市更新局主办了“老广州·
新社区”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规划设计方案竞
赛。集结了民间智慧的改造方案或将引发新一轮
城市面貌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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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至11月1日，围绕“城市
治理，开放创新”主题，来自中国、英
国、德国、加拿大等 40 多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的官员、专家学者，就解决城
市发展问题、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进行研究探讨——这是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国人
居署共同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的重
头戏。“世界城市日”是联合国首个以城
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第一个由中国政
府倡议并成功设立的国际日。

公共空间要更具包容性

包容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正在

成为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衡量指标，需要

更加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与之相匹配

“当我行走在广州平整宽敞的人行道
上，绿意葱茏的环境美化工程让人感受到
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气息。生活在城市的
人们乐在其中，社区里开阔的广场让人们
欢度休闲时光。中老年人跳舞、打太极，
年轻人玩轮滑，各种文娱项目丰富着广州
人的生活。总之，广州的公共空间建设成
效显著。”在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
动的论坛环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
亚太区秘书长博娜蒂娅·坦德拉德薇的一
席话得到了广泛认同，公共空间建设这一
议题也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重点。

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区域办公室专家布
鲁诺指出，当前全球城镇化超过50%，应
该把城市化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工具，提
倡以人为本，提高城市环境宜居度。“人
们希望有更好的公共空间，提高生活质
量，充分享用公共权利，这成为衡量宜居
城市的指标。”

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员罗世礼特别关

注城市包容性，“这是 《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一个关键要点。现在的城镇化
应该有更好的城市包容性，包括新机会、
平等等”。他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相
关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及相
关的基础服务，以及对新来人员的接受性
能够促进城市的平等化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主任徐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对未来城市的治理有了新的
要求。一个开放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经济
的发动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陌
生人社会的治理要具有现代性，这种现代
性恰恰就是开放和包容性。“城市各类要
素的聚集，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
起，它产生的是1+1>2的效果，这使得城
市成为各个国家创新的策源地。”徐林表
示，开放和包容，对城市的发展、活力、
创新能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专家同时指出，城市发展不仅是硬件
建设，历史文化的根脉和社会活动密切相
关，城市空间改造时应逐渐摒弃重经济价
值的思维方式，把社会责任放在核心位
置，更多考虑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
价值。

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会长王绍恒
分享了香港的例子。他介绍，香港60%都
是公共用地，住房用地非常少。年轻人希
望拓展公共空间供娱乐社交，就利用废弃
的工业厂房，或把历史建筑开放给公众使
用。“老建筑活化项目保护了本地人的集

体记忆。”
意大利帕德瓦大学副校长波尔图分享

了改造活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案例。改造城
市中央被遗忘的场景，重新设计新的公共
空间，激活历史建筑使闲置空间得以善
用。波尔图说，城市的历史建筑是当地人
身份认同中重要的一环。在实施改造工程
中重整翻新、使用可再生能源、循环使用
特殊材料等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市民的积极参

与，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城市共建共享共治

已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共识

不久前，广州市城市更新局主办了首
届广州市城市更新设计竞赛——“老广
州·新社区”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规划
设计方案竞赛。从现场调研到编制方案，
从与街坊对话到向评委作演讲，广州首次
向社会抛出 5个老旧小区，不设门槛征集
微改造方案，历时3个月后最终收到33件
参赛作品。

设计竞赛只是广州市民积极参与城市
治理的缩影。据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介绍，
近年来，广州不断探索城市治理体制机
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在建设上，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建设，积极引导市民参
与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在管理上，注重
全社会的共建共享共治，创造并完善公众
咨询监督委员会、村民议事厅等群众参与
共治的组织形式，市政府年度 10 件民生
实事等重要事项充分征集公众意见；在保
护上，广州以“河长制”推进水环境治
理，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而在“世界城市日论坛市长对话”现
场，广州“河长制”和“10 件民生实事”
的做法也引起了现场市长、专家的共鸣。

前来参会的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表示，
徐州在重化工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新产
业无缝对接是长远谋划的结果。这一过程
中，除了事先规划、人才资源丰富、交通
便利的优势，老百姓的参与至关重要。例
如，在垃圾治理中，徐州专门开发了手机
APP，方便市民有奖举报，与广州“河长

制”的举报措施不谋而合。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英国布里斯

托尔市前市长乔治·弗格森用一句中国古
语分享了他对民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看法。
他表示，每一个市民就是我们行千里的一
小步，在布里斯托尔同样有着收集民众智
慧的“城市实验室”网站，他们也尝试通
过各种方式去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创新引领未来城市发展

各种新技术将在未来城市中无处不

在，更多城市问题将依靠科技创新来解决

在论坛和交流活动中，来自各国的专
家学者多次强调“创新”对于城市发展的
重要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
说，摩拜共享单车的有效推广，使很多城
市的出行方式发生变化，这不仅代表了新
的消费模式兴起，还说明大城市的交通问
题要靠科技创新来解决。他以北京和伦敦
两座城市举例，待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后，
停车空间总量可以减少 5%到 10%，届时
人们更愿意在城市的街道步行或休闲，预
计5到10年可实现这一愿景。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主席李察
尔在主题演讲时则提出，智能可持续化或
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走向。智能可持续
化城市包括了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生
化技术、物联网、3D 打印以及自主驾驶
等所有技术的应用，还具有越来越高的可
达性以及连接性，因此需要应用更多的互
联网和机器人技术，并要积极应对这一系
列科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利用技术弥合
文化上的鸿沟。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机、大数据的应用、开放数据以及无
处不在的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也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些都为城市的面貌带
来很大的改变。”李察尔说，虽然目前还
没有现成的蓝图，但各种新技术在智能城
市中将无处不在，极大地提升环境的质量
以及人民生活的便捷度，为了做到这点，
必须让城市变得更加开放，而且要改善城
市治理。

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专家研讨——

城市如何开放创新治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再

次来到中国，广州也继上海之后成

为第二个举办世界城市日全球主

场活动的城市。在这里，与会者就

“城市治理，开放创新”的主题展开

交流，共同寻找共建共享共治的城

市治理解决方案

多维度推进城市开放
冯 奎

共享单车引

导员张金成正在

调试一辆新到的

小黄车。北京统

筹规划地区共享

单车投放总量，

并设专人配合管

理、维护和摆放

车辆。

王伟伟摄

游客在唐山南湖风车景观带游览。80万个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风车形成风车景观带，给城市增添一处靓丽风景。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