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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Planning Act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对我国规划法律重构的启示

引言

我国规划体系曾经长期处于“九龙治水”的状态，政府出台

的与空间相关的规划多达 80 余种，其中法定规划 20 余种 [1]，各

类规划在内容、标准、目标等方面存在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规划

作用的有效发挥 [2]。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

规合一”的政策改革快速推进，2014 年四部委联合开展市县多规

合一试点，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国家测绘局开展省级

多规合一试点，2018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成立并负责建立空间规划

体系及监督实施。与多规合一在技术和机构两个层面上取得的进

展相比，多规在法律层面的合一仍然较为落后 [3]，规划的立法规

定仍散落于单行法与法规、规章、规范之中 [4]，包括《城乡规划

法》《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森林法》及其相关规范性

文件。

分散、庞杂的空间规划法规显然无法适应“多规合一”之后

的空间规划体系的管理。较多的研究强调了整合现有法律体系的

重要性，提出了制定统一的《空间规划法》 [5] 的建议。2019 年 5 月，

自然资源部印发的《自然资源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中提出

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做好《国土空间规划法》

立法工作”。《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工作已经提上了议程，该

法将作为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法，严格界定空间规划体系的制定、

实施、管理等重要内容。关于《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编制，已有

的研究在立法逻辑、立法框架以及立法后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6-7]，但目前专门针对规划法律编制的探究仍较

少，如何实现“多法合一”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旨在通过借鉴较为成熟的空间规划法律体系来为我国空

间规划法律体系的重构提供参考。综合考虑法律完备度、人地关

系、法律演变特征等因素，选取荷兰为例，主要以其 2016 年出台

的《环境与规划法》（Omgevingswet）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对于我

国“多法合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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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多规合一”改革的快速推进，我国规划体系在技术、

管理机构方面已经实现合一，但在更深层次的法律法规层面仍然

处于“九龙治水”的局面。基于此，本文选取经历了“大一统”

改革的荷兰《环境与规划法》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在“多法合

一”、央地分权以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三个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探究对我国规划法律体系整合的启示和借鉴。文章主要结论如下：

采用“主干＋专项”的模式，构建统一的规划法律体系；集权分

权并重，构建合理的央地分权关系；强化信息公开，构建有限制

的公众参与机制。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multiple plans 
integration” reform, China’s planning system has achieved unit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However,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still under multiple management entities. Since the 
Netherlands has gone through the “great unification” for its space law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and 
synthesizes its best practices in three aspects: “multiple acts integration”, 
central and local power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enlightenments for China’s planning act system integration and 
comes up with somes primary results. To construct a unified planning 
act system, a model like “trunk + special items” should be adopted;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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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st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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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兰空间规划法律优势与演变过程

1.1  不同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对比
通过综合比较多个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表 1），我们

发现荷兰空间规划法是理想的借鉴对象。一方面，荷兰作为

单一制国家，一直强调规划管控的作用，认为规划干预是应

对荷兰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即使

在分权的大背景下上级政府的管控权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

留；另一方面，从规划法的设置来看，日本、英国、荷兰等

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空间规划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家多部法

律法规并行不同，荷兰的规划法实现较为彻底的“大一统”，

其在统一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对于我国“多法合一”具有较高

的借鉴价值。

1.2  荷兰空间规划法律发展与演变
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极高，荷兰政府一直以来

都十分重视国土整治和国土规划工作 [15]，其完善的空间规划

体系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赞誉。荷兰第一次全面的空间规划

法案于 1965 年诞生 [16]，此后约 50 年间发生了三次重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发生于 2000 年，由于欧元区经济发展速度

放缓，荷兰原有的强控型的区域空间发展政策被视为难以适

应新的发展需求。荷兰内阁抛弃 1965 年的空间规划法框架，

在一个新的框架内启动空间规划法案的修订 [16]，并于 2008

年完成了重大修编，这一次修订对规划层级、规划权力进行

了彻底的重新划分和调整。调整之后，下级政府的土地利用

规划不再需要上一级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原本自上而下的

规划体系向着一种有约束的平行模式转变 [17] ；第二次调整始

于 2008 年，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荷兰继续强化了区域空间

发展政策的地方分权趋势 ；同时，由于建设项目相关领域的

法律规范过多，各项法律都有相应的审批程序和要求，致使

建设项目的审批过程异常复杂、繁琐，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 [18-19]，荷兰开始探索法律整合和程序简化。2010 年荷兰住

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正式解体，空间规划从部委名称中消

失，职能被合并到新的基础设施和环境部（现为基础设施与

水管理部，Minister of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Management）。

2011 年开始探索新《环境和规划法》（下文用新法代称），也

开始了荷兰空间规划法的第三次调整。2016年新法正式颁布，

其对空间、住宅、交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 35 部法律和 240
部法规实现了整合，各种准建证也合一为“环境许可证”[20]，

这次改革同时实现多法合一、多规合一、多证合一，实现了

规划体系的“大一统”。

荷兰空间规划法律的演变呈现出一个不断分权、不断整

合的过程。本文以实现“大一统”的《环境与规划法》为研

究对象，深入挖掘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核心特征，并将

其归纳为多法合一、央地分权、公众参与三个维度，下文将

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表 1  多个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对比

国家 基本国情与背景 规划层级 规划法体系

荷兰

大陆法系

单一制国家

人多地少

规划重视政府干预

三级两类规划

国家、省、市

环境愿景 + 环境规划

大一统，融合 35 部法律和 240 部法规

《环境与规划法》

日本

大陆法系

单一制国家

经济高度发达，人地矛盾突出

国土形成规划

全国规划 + 区域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

全国 + 都道府县 + 市町村

主干法＋专项法＋相关法

主干法：《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土利用规划法》《土地基本法》

专项法：《城市规划法》《农业振兴地区建设法》《森林法》《自然公园法》《自

然环境保护法》

相关法：《土地改良法》《国土调查法》《土地征用法》等

英国

英美法系

单一制国家

土地总面积小，高度城市化，城市用地

短缺

两级规划

国家规划政策规划指南和声明 +

地方发展框架和邻里规划

核心法＋辅助性文件＋相关法

核心法：《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辅助性文件：《地方主义法案》《开放规划绿皮书》《发展和基础设施法案》

相关法：《环境法》、《保护（自然栖息地）条例》等

德国

大陆法系

联邦制国家

经济高度发达，人口密度大 

三级规划

联邦：空间总体规划

州：州域规划 + 区域规划

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建筑指导

性规划

三个层次法律＋相关法

联邦：《宪法》、《空间规划法》

州：《空间规划法》《空间规划条例》《州空间规划法》

地方：《建设法典》《建设利用条例》《州建设利用条例》

相关法律：包括《联邦排放保护法》《农业生产法》《自然保护区用地法》等

美国

英美法系

联邦制国家

可利用土地相对丰富，人口集中在城市

地方规划为主

地方：总体规划＋区划＋土地细

分

无专门的规划法

联邦层面、州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制定各类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和标准，其中

联邦层次有《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8-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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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法合一”

《环境与规划法》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物理环境

（physical environment）和影响或可能影响物理环境的活动。

其中物理环境包括了建筑、基础设施、水系统、土壤、空气、

景观、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以及世界遗产①。为了强化法律

对于物理环境的规范与管理，新法对于有关空间、住房、基

础设施、环境、自然、水、噪音等共 35 部法律和 240 部法

规进行了整合，主要整合的法律法规如表 2 所示。

此“多法合一”的整合经验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共性

整合，二是个性单列。“共性整合”是对整合的法律统一进

行标准化和简化的过程。新法对于上述多部物理环境相关的

法律中，逻辑有共性、内容有差异的部分进行提炼，并简化

为标准化的一般规定，从而形成相对具有普适性的规划管理

模式。共性整合后的新法由三大部分构成，分别是主体部分、

实施部分和补充部分②。

该法的主体部分体现的是规划法律体系的核心，主要

包括了（1）规划体系的构建，设立了三个层次（国家、省、

市）、两类规划（环境愿景、环境规划）；（2）规划工具的界定，

规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规划进行干预的手段；（3）各层

级规划编制主体的确认；（4）不同层级和部门职权划分等。

实施部分则主要涉及主体部分执行和实施的相关规定，以及

现行法律与新法衔接的过渡法规。具体来说，主体部分和实

施部分又可以细分为规划目标和准则、职权分配、规划工具、

编制要求、财务管理、法定程序、规划监督与实施，各部分

与新法对应的章节如表 3。新法的补充部分主要包括了与主

体部分平行的四项补充法律，分别与土壤、噪音、自然和土

地所有权相关。补充部分的存在体现了新法整合法律的第二

点经验，“个性单列”。

个性单列主要用于应对不同领域、不同管理对象的特殊

性。在共性整合后，保留物理环境相关法律中重要但无法整

合的特殊规定，作为特殊条款纳入新法体系中。具体表现在

新法第四章，依次规定了物理环境中活动的一般规则和特殊

规定，特殊规定即依次规定了建筑物、对环境有害的活动、

水相关活动、采矿相关活动、道路限制区活动、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等有关的政府法规（government regulations）的制

定。如第 4.24 条要求，“制定与采矿活动有关的政府法规时

要确保 ：1）保障与航运有关的安全利益；2）保障能够开展

与国防有关的活动的利益。”类似的特殊规定保证了新法在

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时均能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避免了标

准化可能造成的遗漏。

表 2  《环境与规划法》所整合的法律法规

整合情况 法律法规名称

完全整合

空间规划法（Spatial Planning Act）、环境法一般规定（Act on General Provisions in Environmental Law）、开采法（Extractions Act）、交通与运输规

划法（Plan Act Traffic and Transport）、基础设施轨迹法（Infrastructure Trajectory Act）、道路拓宽法（Expedition Act on Road Broadening）、物业

法限制（Restrictions on Property Act）、危机和复苏法（Crisis and Recovery Act）、噪音扰民法（Noise Nuisance Act）、土壤保护法（Soil Protection 

Act）、城市与环境手段暂行法（Interim Act City and Environment Approach）、气味扰民和牲畜饲养法（Ordour Nuisance and Livestock Breeding 

Act）、洗浴场所和游泳设施的卫生和安全法（Act on Health and Safety of Bathing Establishment and Swimming Facilities）

部分整合
环境管理法（Environment Management Act）、历史建筑和文化建筑法（Historic Buildings and Ancient Monument Act）、水法（Water Act）、矿业

法（Mining Act）、自然保护法（Nature Protection Act）、住房法（Housing A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表 3  《环境与规划法》章节内容划分

《环境与规划法》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规划目标与准则

第二章 行政机关的职责 职权分配

第三章 环境愿景和项目规划 规划工具、编制要求

第四章 关于物理环境中活动的一般规则

第五章 环境许可和项目决策

第十章 责任与义务 汇总不同法律条款中规定的义务

第十二章 土地开发 针对土地开发的规则，属于环境规

划中的特殊内容

第十三章 财务规定 财务管理

第十六章 程序 法定程序

第十七章 咨询委员会和顾问 规划监督与实施

第十八章 执法与实施

第十九章 特殊情况下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章 监测与信息

第二十三章 其他与最终的批准

注：第六、七、八、九、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一章，用于未来的

进一步的补充，例如非特定领域的环境政策。第二十二章保留作为

过渡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环境与规划法》整理

① 《环境与规划法》第 1.2 条。
② 参见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网站（https://www.omgevingswetportaa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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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央地分权

荷兰原有的规划体系中，省政府享有对市级土地利用规

划的批准权，而中央政府可以接受市政府的申诉，对省政府

不予批准的规划予以裁决，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较强的

控制。虽然规划体系属于集权强控型，但荷兰实际上是实行

地方分权的单一制国家。从行政制度上来看，荷兰遵循地方

有界自治的规则 [21]，中央、省两级政府对地方政府保留一定

干预能力，具有财政分配权，但对于地方政府的职能执行并

不设立管理规则或设立较少一般性的规则，且取消对地方政

府的行政监督 [22]。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新法的规划体系中

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强化地方分权，二是保留中央干预。

新法延续了 2008 年《空间规划法》重大修编以来规划

体系中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趋势，“尽可能分权，除非是必要

的集权”（Decentraal, tenzij.）是其重要原则。新法第 2.3 条

确定了规划中职权划分的一般准则 ：“本法规定的职责和职

权的行使，除另有规定外，由直辖市的行政机关负责”；“省

行政机关（国家政府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职责

或者行使职权，只有当其是必要的时候”。只有当国家或省

的利益不能被下一层级有效顾及时，国家行政机关和省行政

机关才会依法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

规划编制和审批中的央地分权与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规划

内容密切相关。新法确定了国家、省、市三级的规划体系，

其中市是最关键的层级（图 1）。一方面，三个层级平行编制

环境愿景——环境愿景是规划的框架，是对规划制定的指导，

主要内容包括对物理环境质量的主要特征的描述，拟议发

展、使用、管理、保护和保留土地的边界，与物理环境有关

的整个政策的主要方面。环境愿景仅对同一层级规划相关文

件的编制有约束，而不对其他层级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市

级需要编制环境规划，内容为关于物理环境的规则，规划不

需要获得上级的审批生效。另外，新法中并未保留 2008 年

《空间规划法》中的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imposed land-use 

plans）①，进一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干预的权力，

地方政府的规划自主性程度更高。

在强化地方分权的同时，新法也规定了相关机制，以

保障中央政府对地方必要的干预，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三类

规划工具：一是环境值（environmental values），二是指令规

则（instruction rules），三是指令（instruction）。根据新法第

2.9 条，“环境值应确定与物理环境或物理环境的一部分有关

的下列事项 ：（1）理想的条件或质量 ；（2）活动被许可能

够产生的影响；（3）物质的许可浓度或沉积”。环境值是由

国家政府、省级政府和市政府分别通过行政法规（order in 

council）、环境条例（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以及环境规

划制定的。根据该法 2.11 条，除非行政法规和环境条例中另

有规定，地方政府不可以在环境条例中设置新的环境值以增

添或减少上级政府已经确定的环境值。由此保证了上下级规

划基本目标的一致性。根据新法第 2.22 条和第 2.24 条，指

令规则是由国家政府和省级政府通过行政法规、环境条例制

定的，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或者行使职权相关的规定。目的

是为了实现设置的环境值，或为了达成其他与物质环境相关

的目标。在制定指令规则的同时，会设定期限，在该期限内

必须予以执行。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指令规则的形式对地方环

境规划的各类活动提出要求、设定限制，以保证规划标准的

统一。指令则是上级政府直接对地方政府下发的、要求地方

政府履行职责或行使权力的指示。指令相比于指令规则对于

下级政府的活动的干预更加直接。例如，根据新法第 2.34 条，

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可以与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达成协议，

向市议会发出指令，由市议会将国家保护村庄或城市保护区

的角色分配到市级环境规划中的某一范围内。以上三类工具

的运用均需要满足职权分配“尽可能分权”的基本原则，以

避免过度干预。

4  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是世界各国规划立法中普遍强调的条款，其作

用在于减少规划失误、推进规划实施、监督规划部门依法行

① 根据《空间规划法》第 3 章，强制性土地规划是指为了国家利益（省利益）的需要，规划部长（省议会）有权在事先听取市议会和省议会（市
议会）意见的前提下，批准适用于特殊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取代其原有的规划。

图 1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环境与规划法》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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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 [23]。荷兰空间规划法律对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也

十分重视，新法依托荷兰《行政法通则》的相应法规对公众

参与的环节进行了规定，而信息公开作为公众参与的前提，

同样也有详细的规定。

公众参与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

法保障所有公众参与规划全过程的渠道，并将公众参与在规

划过程中前置。依据新法第 16.23 条，所有人都有针对环境

文件的内容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设置完善的

信息公开机制得以实现。新法规定的信息公开是贯穿规划制

定的全过程的，公众也可以在规划准备制定、制定中和制定

完成的任一环节针对政府的意向、规划的内容等提出意见，

从而保证规划能够及时作出调整。此外，新法出台前的公众

参与主要集中在规划的中后期，民众可以在国家空间规划征

求意见稿颁布的 12 周内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新

法实施后，明确了公众参与前置，使得公众的意见能够更早

的被考虑和采纳，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

另一方面，新法对公众参与的范围进行了限制。依据该

法第 16.23 条和第 16.31 条，一是只有利益相关方和产权所

在地或相邻地区的市政当局、水务委员会以及省才能就法律

规定的需要承担的义务提出意见；二是公众的意见不能够涉

及减损环境规划草案中规定的需要获取环境许可证的各类活

动。这些限制避免了公众因为知识限制或为自身获利而对环

境文件的内容提出不合理的意见，保证了规划内容形成的底

线条件。

在信息公开方面，新法的经验在于，一是保证多方面、

全过程的信息公开，二是创造多形式的信息公开。新法规定

的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是环境文件，根据新法第 16.2 条，“环

境愿景、项目规划、环境规划、水务委员会条例、环境条例

和项目决策以及有关的说明或证明，应视为环境文件”，基

本涵盖了所有规划相关的主要文件。依据新法及《行政法通

则》，规划过程中信息公开的程序包括了：（1）在制定环境

文件前，发出公告说明编制意向；（2）环境文件草案完成后，

将草案主要部分予以公告；（3）环境文件制定完成后，确定

任何部门和个人均可应要求获得环境文件的电子文件或纸质

副本。

荷兰规划此前信息公开的媒介主要包括报纸、电视、新

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新法的创新在于引入了更为先进的技

术方法。新法体系的实施部分中单列了一个新的数字环境与

规划法规（DSO: Digitaal Stelsel Omgevingswet）①，其目标是

建立一个数字平台以提高规划信息获取的有效性和便捷度。

DOS 是一个开放系统，通过提供清晰、易获取的信息，促

进公民和企业、利益相关者、公共主管部门之间的互动。其

功能包括：（1）申请环境许可（environmental permit）②或

发放通知；（2）将环境文件信息与空间相结合，可以通过单

击地图查询适用于特定区域的环境规则；（3）可获取随时间

变化的有关物理生活环境质量的信息，如水或空气质量数据

以及噪音水平等。环境文件信息的公开以及环境质量信息的

更新，使得公众可以完全了解环境规划的内容以及特定区域

允许和限制的活动，并通过环境质量变化来监督规划的执行

情况。

5  启示与借鉴

目前关于《环境与规划法》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主

要集中在“灵活性”和“确定性”的平衡。为了适应新的社

会经济形势，新法引入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 [20]。批

评者指出，具有更多灵活性的法律框架，可能对公民和企业

的法律确定性产生不利影响，还会使规划过程中权衡不同利

益和价值的过程复杂化 ；更多自由裁量权的引入，使得主管

当局更容易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进而导致政策不一致和不

平等的问题 [24-26]。除此之外，新法是否应该和是否能够实现

简化已有法律，环境许可证的“多证合一”的是否符合公众

需求也受到质疑 [19]。由于新法将于 2021 年正式生效，其成

效还有待进一步评估，本文仅针对新法在多法合一、央地分

权、公众参与三个方面呈现出的鲜明特色，探究其改革做法

对于我国规划法规体系重构的借鉴意义。

第一，采用“主干＋专项”的模式，构建统一的规划法

律体系。参考荷兰新法的合一经验，统一的规划法构建可以

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根据多规合一技术和管理层面的

需求，确定新法框架，整合后的统一法内容，应该至少包含

两个关键部分：（1）与统一规划的编制密切相关的规定，包

括规划目标、内容、规划机构、编制原则和程序 ；（2）保证

规划实施相关的规定，包括机构间职权的划分、监管、财务

管理。另一方面则是根据框架对现行与空间规划相关的法律

进行整合，框架内的内容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进入新

法，框架外的重要内容以专项条款方式进入新法，对于内容

体量较大难以通过专项纳入新法的内容，可以考虑保留单行

法，对于其它次要的、与新法有冲突的条款则应当舍弃。

第二，集权分权并重，构建合理的央地分权关系。荷兰

大合一的新法采用了中央对地方干预权适度保留基础上的分

权做法，其核心目标是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我国正处在生态

① 参见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网站（https://www.omgevingswetportaal.nl）。

② 新法第 5.1 条规定，一些活动需要获取环境许可才能进行，如建筑活动、采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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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改革的阶段，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视形成了紧约束的土

地管理需求，因此我国规划法构建过程中，应当保持中央政

府在规划编制、审批、监督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较强的控制和

干预权力，但荷兰的做法在两个方面具有借鉴意义。一是提

升上位政府规划审批的流程，法律应明确下位规划编制的哪

些关键部分是必须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对于法律规定外

的其它内容，地方政府可以自行确定“自选动作”，以提升

地方规划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意义。二是逐步完善上级

对下级的干预工具；目前我国主要采用指标对规划内容进行

限制，规划适应变化的能力不强 [27]，未来考虑除保留一些必

要的核心刚性指标外，应更多的通过设立规则来指导和规范

地方规划编制，形成“指标＋规则”的调控体系。

第三，强化信息公开，构建有限制的公众参与机制。我

国自 1980 年代就开始了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探究，但一

直缺乏更为明确的程序性和操作性规定 [28]。荷兰新法为我国

公众参与规划的立法提供了具体程序的借鉴。首先，统一法

中应规定相关部门制定渠道，确保公众在规划全过程能够获

得规划相关信息，在财务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参考 DSO 构

建数字信息平台提升信息公开的效率。其次，在深化公众参

与程度的同时，应合理设定公众参与的范围，对于一些全局

性、长期性涉及大尺度资源环境、与个体公众无直接利害关

系的决策，应保证其关键内容不受公众意见影响。再次，公

众参与程度的深入意味着政府和公众角色的同步转变。对于

地方政府而言，应当逐步突出“协调者”的角色，一是引导

公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前置；二是依托信息公开，规范公

众参与流程，保证公众参与的程序正义 ；三是协调包括公众

在内的多方参与者。对于公民而言，提升参与的积极性是基

础，提升参与质量是关键，应不断提升公众对规划本身的认

知和对规划信息的关注，不断提升公共意识，促使公民在自

身利益的追求中寻求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以更负责的态

度、更加实质的方式参与到规划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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