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周刊16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45 印完时间：5∶10 本报印刷厂印刷

大连作为我国北方沿海重要
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随着近年来城市规划不断完善，
正朝着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
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
化城市迈进。

去年4月份，国务院批复《大
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年）（2017年修订）》，大连现代化
城市规划更加清晰。同时，大连
一直积极推进的东北亚国际航运
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金融中
心规划建设也在不断深入推进。

按照规划，大连将依托海港
和空港，构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
航运中心；形成以铁路和高速公
路为主骨架的交通运输骨干网
络。突破半岛交通瓶颈，提升区
位优势，构建辐射东北亚的开放
性综合交通体系。

据了解，大连将通过整合港
口资源，推动临港产业和港航服
务业发展，实现港口与城市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成为建设大连东
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支撑。
通过建设新机场，大连将努力建
成东北亚地区重要的门户枢纽机
场。大连提出，要建设与东北、华
北、华东地区密切联系的公路和
铁路网络，使其成为国家东部沿
海运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大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连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桥头堡，要将发展放在东北和
全国的大局中谋划，以全面建成

“产业结构优化的先导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先行区”为目标，破解影
响城市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通过

“转身向海”引领辽宁沿海经济带
建设，使大连成为东北振兴的“领
头羊”。

据了解，大连正启动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将在规
划理念、规划组织、规划体系、规
划实施等方面创新。新的大连城
市总体规划将进一步落实党的十
九大两步走的目标要求，在规划
中不仅明确 2035 年的大连城市
发展目标定位和行动计划，还需

展望2049年发展愿景，重在实现
“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保证规
划的前瞻性、连续性、科学性。

大连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将全
面对标上海等国际一流城市，通
过与国内外城市比较研究，正确
认识城市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针对自身资源特点和发展基
础，寻找在东北亚乃至全球的定
位，树立新时期城市发展新目标。

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尊重城市
发展规律，建立生态底线思维，转
变城市发展方式，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
态文明，进一步完善全市生态控
制线、城市开发边界等生态底线，
建立严格的管控标准，坚持组团
发展模式，引导城市有序集约发
展，实现花园城市建设目标。同
时，规划要延续大连城市历史文
脉，展现城市风貌，坚持传承文
化，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并充分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
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
进大连城市焕发新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市规划
部门通过系统性的改革创新工
作，确保大连城市规划有效实
施。其中，通过深入开展“多规合
一”工作，梳理好空间性规划体
系，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坚持

“开门编规划”理念，引入国内外
一流设计机构参与规划工作，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组建规划专家团
队，全程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制定
社区规划师和乡村规划师制度，
选派规划骨干进社区进乡村，作
为规划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的纽
带，成为规划“编制参与者”，规划

“决策参与者”，民众“意见收集
者”，基层“事务咨询者”；探索“边
规划边实施”的理念，适应新时期
城市发展需要，确保各项城市建
设及重大项目、民生工程落地；推
进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加强
城市设计，从编制体系、核心控制
内容等方面全面落实城市总体规
划要求，以增强规划的可控性和
延续性。

大连明确定位

构建辐射东北亚

现代化城市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广州市在老城区改造中将以前大拆大建的做法，改为循序渐进地修复、活化、培育，通过

挖掘老建筑、老街区在当代的实用性，让老城老而不衰，魅力常在。同时，广州将微改造作为

长期的社区治理，探索形成社区共建共享共治模式

日前，独立第三方机构竞争力智
库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中国信
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
告2017》。

报告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不含
港澳台地区）的653个城市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情况开展了监测。报告显
示，2017 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指数（简称“全面小康指数”）约为
97.00，连续7年上升。

竞争力智库董事长宋红光介绍，
中国城市全面小康社会指数以 100

为预期点，全面小康指数超过预期点
的城市达到 134 个，其中地级市 66
个、县级市 68个。在全国 31个省区
市中，全面小康指数前 10 位分别为
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福建、山东、内蒙古和重庆。

报告显示，地级市全面小康指数
超预期点的 66 个城市分布在 20 个
省份，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
建数量较多。分区域看，东部地区
41 个、中部地区 11 个、西部地区 11
个、东北地区3个。中国县级市全面
小康指数超预期点的68个城市分布

在14个省份，其中浙江、江苏、山东、
新疆、湖南数量较多。分区域看，东
部地区 48个、中部地区 9个、西部地
区10个、东北地区1个。

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斯兰表示，报告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新目标为标准，按照高质
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
求，借鉴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小康
监测部门及相关科研机构统计与研
究成果，构建了“中国城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监测体系”。体系分别从
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建设、

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 5 个领域开展
系统监测，形成“小康经济指数”

“小康生活指数”“小康文化指数”
“小康生态指数”和“小康治理指
数”5 个小康分项指数，分别衡量
各领域建成水平，5 个小康分项指
数集成“全面小康指数”，衡量城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体水平。

报告认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需要建立科学的监测体
系，对各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
个领域客观、动态、全面监测，为决胜
阶段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7》发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数连续7年上升
本报记者 陈果静

被誉为千年商都的广州市，正迎
来新一波城市更新热潮。日前，《广
州市 2018 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第
一批）》出炉，微改造项目仍然是重头
戏，在223个项目中达174个。

微改造，主要是相对于拆除重建
的“全面改造”而言。2016 年，广州
印发实施《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创
造性地提出微改造的城市更新模式，
明确不再对老城区大拆大建，改为循
序渐进地修复、活化、培育，使其保留
生机，让老城老而不衰，魅力常在。
同时，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城市更新
局，牵头推进微改造工作。两年来，
广州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 107
个，惠及群众 80 万人。“我们要将 3
年的微改造实践总结形成可在全省、
全国推广复制的示范化、标准化经
验。”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邓堪
强说。

记者近日走进广州各区的旧街、
旧村，一探微改造成效。

修复：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
街道外立面及公共环境实行
改造，让小区大变样

越秀区珠光街道仰忠社区有着
数百年历史。春日的上午，仰忠广场
洋溢着乐融融的气息：老者们在悠闲
地漫步或闲聊，孩子们在嬉戏玩耍
……“仰忠广场在 2016 年改造前是
一片杂乱无章的工地，现在特别受居
民喜爱。”仰忠社区微改造办公室工
作人员蓝贤奕告诉记者。

走进内街，第一印象是花草多、
开得旺。道路两旁的每一根灯柱上
都悬挂着两个吊篮，吊篮中五颜六色
的牵牛花开得正盛，几乎每个楼栋门
前都挂着当季的海棠花，许多楼房的
外围栏“长”着大片生机盎然的“花草
墙”。家住厂后街 58 号的陈阿姨在
仰忠社区生活了几十年，“仅仅一年
多，微改造就让小区大变样，让居民
的生活品质大幅提高”。

记者了解到，改造前，社区内电
话线、供电线、宽带线凌乱横穿，多数
裸露在外；排污系统残旧，常出现排

污堵塞、漏水、化粪池满溢等问题；道
路坑坑洼洼，雨天水浸街。

2016年广州市政府开始实施老
旧小区微改造行动，仰忠社区成为
首批试点。一年多来，市、区两级
财政共投入近 3000 万元，改造基
础设施、市政设施、街道外立面及
公共环境。“现在街区的环境从外到
内都好起来了，在园林公司的指导
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阳台上种了

花草，大家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
来。”陈阿姨说。

在广州，像仰忠社区一样建于
2000年前、功能配套不全、建设标准
不高、基础设施老化的老旧社区有
779 个，涉及 260 万名居民。记者了
解到，广州市首先改造的是 1980 年
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及位于广州“一
江两岸三带”核心段建设范围内的
229个老旧小区。

“旧小区微改造事关广州市如何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让老百姓在
城市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我们坚
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和居民一起谋
划、决策，让老百姓真正满意。”邓堪
强说。为此，城市更新部门建立了
项目评估机制，征询居民改造意
愿，“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
都由居民决定，按评估分值高低安
排纳入改造计划。

事实上，老旧小区的微改造不是
暂时行动，也不仅仅是人居环境的改
造，而是长期的社区治理理念。当
前，广州正以微改造为抓手，促进社
区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模式。“我们
正在探索将改造后的相关设施设备
交由居民管理维护，比如小区中的
绿植，将逐步由居民自行养护。”蓝
贤奕说。

活化：
挖掘老街区现代实用性

将历史街区活化，让老
建筑、老街区真正有生命力

广州有着 2200 多年历史，很多
老旧小区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承
载着老广州人的“乡愁”。为了作好

“乡愁”文章，广州用心颇多。
2014年12月份，酝酿了10多年

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正
式生效，将 26 个历史文化街区划入
保 护 范 围 ，分 别 制 定 保 护 规 划 。
2016 年 11 月份，《广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面世，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等保护名录写入《条例》。

为协调好改造和保护的关系，广
州明确提出微改造要做好历史文化
建筑保护。对涉及历史街区、历史风
貌区、历史建筑的老旧小区，要严格
做好改造范围内历史建筑和文脉肌
理保护。

荔湾区共有40个社区纳入旧小
区微改造计划，其中十三行一带以前
是中外交融的繁华商圈，分布着多座
代表广州西关文化的老建筑。该区
有关部门表示，微改造地块中所有文
保单位、历史建筑、骑楼都不会作任
何改动。同时，为了和整体环境保持
一致，附近的相关建筑都要在保证西
关特色的前提下，改造成欧陆风格。

荔湾区恩宁路是广州的铜器一条
街，也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作为恩
宁路上的一条内街，永庆坊成为一期
改造试点。荔湾区采取原地升级的做
法，将包括李小龙祖居在内的旧建筑
按原样修缮。改造后的永庆坊于2016

年9月30日正式开园，吸引了大量外
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纷至沓来。

位于海珠区龙凤街的仁和社区
保留着大量清末民初老建筑，还有邓
世昌纪念馆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建筑
资源。海珠区城市更新局负责人表
示，仁和社区作为该区重点老旧小区
微改造项目，在改造中要切中邓世昌
主题，突出文化亮点，建设邓世昌绿
化广场，保留原有的文化底蕴。

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张南
宁认为，微改造将历史街区活化，实
现其在当代的实用性，让老建筑、老
街区真正具有生命力，对广州这座历
史名城意义重大。

培育：
为旧厂老村植入新功能

将旧厂房和旧村落有效
利用起来，发展多元服务业

广州的微改造不仅改善了人居
生活环境，还力争将旧厂房和旧村落
有效利用起来。《广州市城市更新办
法》指出，城市更新应当有利于产业
集聚，引导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集
群化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在天河区沙东街陶庄路5号，由
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创新创业空间，使
陶庄路实现了向互联网生态家园的
华丽转身。

2016年，总投资超过3000万元
的沙东街综合整治工程——“陶庄互
联网生态家园”建设项目动工，由广
东五号空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起主要改造任务。公司负责人许伟
彬说，这里原是沙东村集体物业轻工
业大厦，以前分别出租给不同的企业
作办公室、厂房或仓库等，经常出现
物业空置现象。经历了半年多的装
修改造，旧厂房变成了集众创空间、
孵化器、企业加速器和青年创业公寓
等于一体的“双创空间”。

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老旧村
居。《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要求，大
力推进旧村改造，全面推进城镇化发
展，提升城市面貌品质。

2016年，花都区花山小镇（洛场
村）作为特色小镇微更新类项目正式
启动。花山小镇创始人谭广诺介绍，
花山小镇微改造项目提出将洛场村
改造成连接华侨历史文化、岭南碉
楼、乡土旅游的创意产业园区，通过
将碉楼、青砖房改造为创意产业工作
室，在引进设计、摄影、创意花饰等各
类型创意产业的同时，保留碉楼与青
砖房的建筑形态和历史痕迹，并衍生
出更有朝气更有生命力的产业经济。

如今，徜徉在花山小镇，旧村落
的文化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在具
有花山华侨特色的商业片区，历史建
筑不仅得到了活化更新，还植入了新
功能，发展多元服务业，取得了明显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将大拆大建改为循序渐进地修复、活化、培育

广州微改造：让老城魅力常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微改造后的仰忠社区内外兼修，品质提升。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BT4000半潜式钻井

平台。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大连城市景观大连城市景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大鹏苏大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