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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是近年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我国空间规

划体系存在横向内容冲突，与纵向衔接缺失的现象。横向指具有空间属

性的各项规划，据规划学会统计已达 80 多个 [1]，主要包括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等。这些规划之间往

往出现空间重叠、多重管理的现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各管理部

门之间与土地及空间相关的职权划分与协调。纵向上是国家级、省级、

地（市）级、县级、乡级之间的衔接，各级规划之间层层落实难度大，

内容既有重复又存在漏洞，例如地级市中心城区周边空间往往通过县规

划管控，导致土地管控难度大，容易无序蔓延。本文聚焦空间规划体系

纵向衔接问题，通过文献综述梳理英国空间规划各层级之间的衔接方法，

深入挖掘其空间规划体系的纵向衔接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现

实情况，为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提出有益建议。

1  空间规划纵向衔接相关研究

为了应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关于空间规划协调方面的

研究一直存在。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案例的总结归纳，认为有关空间

规划纵向衔接方面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1）林坚、陈霄、魏筱通过对英国、德国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 [2]，

谢英挺通过对多规合一实践工作的解析 [3]，均认为空间规划应建立上下

衔接机制，国家和省级层面注重策略性、方向性内容，为地方规划提供

指导；地方规划则重视落实地方特色和实施落地。王向东和刘卫东从我

国空间规划问题入手，除了认同上诉观点外，还提出国家和省级规划层

面要逐渐弱化指令性指标而强化资金资助、政策导引、法律规范、技术

支持等手段 [4]。

（2）张京祥等认同城乡规划是一种体系化的政府行政手段，应当遵

循“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基本原则 [5]。袁媛提出未来地方政府空间

规划应遵循“目标—战略—空间管制—政策”的设计逻辑 [6]。以上研究

均强调治理的重要性，空间规划体系的合理在于事权的合理分配。邓兴

栋、何冬华、朱江则提出更为直接的手段，在纵向上加强底线边界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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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政策引导，加强底线保护权上收、空间发展权下放，

通过底线边界和空间政策的传导，建立上下层级之间的空间

管控衔接机制 [7]。

（3）基于多规合一的工作实践，强调规划各级空间规划

的刚性内容传递的重要性。胡耀文借鉴《海南省总体规划》

编制经验，指出要建立统一联动的空间规划体系，强调开发

边界的作用，市县层面编制市县总体规划，在全省“开发边

界”的约束下，进行具体的功能布局和项目落位 [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需要加强空间规划体系的纵

向衔接是一个共识，但规划的编制体系和审批程序方面没有

相应的措施保障，各级的规划任务相对概念化，缺乏与行政

体系的对接，并且仅通过刚性管控（开发边界、生态底线）

等手段自上而下传导，因而过于单一化，且缺少公众参与的

手段。

2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

2.1  背景及特征

2.1.1  民主政治与贯穿空间规划体系的公众参与

英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为君主立宪制与民主代议制议会的

结合，为民主服务 [9-11]。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

其政治的民主化也逐步完善，不仅体现在几次议会改革①中，

也体现在政府改革中。公民更加注重自己权益的保护，并希

望参与城市设计与管理工作 [12]。2004 年的英国规划法规定，

社区参与声明（community involvement）作为编制规划的参

考，使公众对城市管理有了更多的决定权。

2.1.2  社会人文思想决定了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目标

自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讨论会提

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后，各国对这一概念继续深化，

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

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3]。英国政府也逐渐提高“可持续发

展”在规划中的地位，从一开始仅在国家、区域、地方的规

划策略中提出，到后来通过法律手段明确指出 ：“规划需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可持续发展评估来保证目标的

实现。

2.2  编制内容
英国空间规划总体上分为三级 ：国家层面、区域层面、

地方层面 [14]。

国家层面为法定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规划》

（NSIP: Nationally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和非法

定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PPF: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NSIP 确定哪些是重大基础设施，并确定这些

项目从决策到实施完成的过程。不仅涉及政策性、原则性

内容，还有很多定量内容以及细节，例如港口的 NSIP 中预

测了英国现有较大港口的运量，并规定了港口评价应遵循

的原则。NPPF 将所有的政策声明、部门公告和指导性文件

整合为一个仅有 65 页的简洁文件，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

和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作为地方规划和社区规划②的重要

参考。

区域层面的规划原来主要包括区域规划指引（RPG: 

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和区域空间策略（RSS: 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两者涉及的内容较为类似，都是关注可

持续发展，住房短缺、交通等问题，但因实施效果不佳，

已被废除。区域层面通过设定一个区域合作机构（duty to 

cooperate）来保证各个地方规划部门公共组织之间的有效合

作。地方规划在审查过程中也要得到区域合作机构的认可，

将区域层面的规划从文本性规划变为一个协调过程。现今只

有“伦敦规划”（London Plan）作为唯一一个区域性的文件，

指导伦敦各郡的地方规划。

地方层面的规划包括地方规划和社区规划两种。地方

规划由地方规划当局③（Local Planning Authority）制定，用

于指导本地区未来空间发展。地方规划主要指地方发展文

件（LDD: Local Development Document），包括强制性的发

展规划文件和非强制性的行动规划。发展规划文件（DPD: 

Development Plan Documents）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件，要上

交国务大臣进行独立审查，包括核心战略、特定场地分配和

建议地图。非强制性的行动规划（Area Action Plan）则在发

生重大变化（如大项目开发）或存在保护区时制定，主要是

为了刺激区域更新或保护敏感区域。

社区规划（neighborhood planning）由教区或镇议

会（parish or town council）、邻里论坛④（neighborhood 

① 1858 年取消对犹太人政治权利的限制。1867 年和 1884 年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议会改革，使城乡上层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建立“自由

平等民主”近 200 年后，上层工人阶级才有了选举权）。1918 年的第四次议会改革后，实行全体成年男子和 30 岁以上妇女的普选权。

② 地方规划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制定的规划文件，社区规划是社区单元制定的规划文件。

③ 地方规划当局实质上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地方议会（Council）。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规划当局通过任命某些议员，组成规划部门或小组，

具体负责规划的编制（例如伯明翰市 [Birmingham] 由城市议会议员领导的部门——“规划战略”[Planning Strategy] 来编制发展计划）；而审批

则由地方规划当局本身（即所有议会成员）负责。

④ 由至少 21 位本地区居民、工作者或政府成员组成的临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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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这三类组织制

定，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手段。通过社区规划可以选择建设新

的住宅、商店、办公楼的位置、样式和设施配套，以及是否

要保留一些公共空间，降低房屋高度等。社区规划在通过审

查后，地方规划当局将赋予其法律效力。

2.3  英国各级空间规划上下衔接情况

2.3.1  与行政体系对应的单一空间规划体系

从 1909 年颁布第一部关于城乡规划的法律——《住房

及城市规划诸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 1909）以

来，英国就一直实行城乡融合的单一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

划各层级之间通过政策制定和细化，最终落实到项目 ：国家

级规划反映政府的总体规划目标和方向；区域级注重协调过

程，并不以确实的规划方案（大伦敦除外）为主；最底层的

地方规划则非常注重可实施性，划定各类用地的精确边界，

并指导具体项目（如一条街道、一栋楼、一个公共空间等）

的实施（图 1）。

2.3.2  目标细化和过程把控

英国的规划系统总体来说是一个以规划为主导（plan-

led）的体系，主要通过目标细化和过程把控两种方式，将国

家层面的策略要求落实到地方 [15]。英国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

（主要指《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制定总体发展目标，并将

其分解为小目标 ；针对不同的小目标，对地方规划和地方规

划当局提出具体要求，从而确定地方规划需要编制的内容。

而地方规划则根据自身条件及区域特色，将内容细化，更符

合地方需求，使其既满足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又能体现地

方自身的特色和需要（表 1）。

2.3.3  通过立法制定详细的审批程序

英国规划法通过制定详细的审批程序，保证下一级规划

可以更好地落实上一层级的思路。为了保证确定的可持续发展

核心目标的实施，2004 年的《规划与强制性收购法》中规定

地方发展文件在准备期间就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并根据要求

制定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作为规划方案制定依据并进行公示。

另外，《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虽然是非法定文件，但在

地方规划及社区规划制定中均是重要的参考文件。2004 年的

《规划与强制性收购法》以及 2016 年的《住房及规划法》

（Housing and Planning Act）规定，地方规划及社区规划在

前期准备过程中，均需要考虑国家及部长①提出的相关政策，

① 本文的“部长”均指管理规划事务的部长，即社区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的部长。

表 1  英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构成

规划层级 规划名称 编制主体 规划目标 主要内容 法律依据

国家

国家规划政策

框架
社区与地方政府部门

简化规划体系并直接指导

地方规划当局的工作

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规定地方规划的

制定以及决策程序
非法定文件

国家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规划
分管事项的国家部门 *

划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标

准并加快审批速度

涉及开发规模、数量、模式、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何种法定开发人是有效的，等

规划法（2008 年）（Planning Act 

2008）

区域 — 区域合作机构 协调地方规划 — —

地方

地方规划 地方规划当局
为项目开发提供依据，符

合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

地区未来发展愿景、每个区域的管理政策

（经济、住房、交通、绿带等）地图以及具

有地方特色的补充文件

《规划与强制性收购法》（2004 年）

（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2004）

社区规划
教区或镇议会、邻里

论坛、社区组织
提出规划意见和建议

地方法（2011 年）（Localism Act 

2011）

注： * 能源类国家政策声明（Energy NPSs）由能源与环境变化部（DECC）制定；交通类国家政策声明（Transport NPSs）由交通部制定；水、废

水和废物类国家政策声明（Water, Waste Water and Waste NPSs）由环境、食物及乡村事务部制定。
资料来源：同图 1

图 1  英国各级空间规划衔接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 及相关英国规划法规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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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规划的批准需要经过规划审查的过程，审核需要通过区

域合作机构的认可，以及部长同意，符合区域及国家层面的

规划要求。同时，国家委派规划督察员检查规划的合理性，

进行独立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以报告的形式递交地方当局，

指出可能与国家相关政策不符的地方，保证地方规划的制定

切实落实国家层面的要求，并且与周边区域相协调。

3  大伦敦地区空间规划实践

3.1  大伦敦地区的各级规划在英国规划体系中的位置
大伦敦地区由于其行政体制上的特殊性①，在规划编制

上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区域层面编制了法定规划“伦敦规

划”②。选取该地区来分析英国各级规划之间的衔接情况更

具全面性和代表性（图 2）。

3.2  大伦敦地区各级规划之间的衔接

3.2.1  伦敦规划与《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衔接

伦敦市长编制伦敦规划时会考虑《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下称《框架》）的要求，伦敦规划中的所有政策要与《框

架》的政策保持一致。伦敦规划中的城市展望和子目标都是

围绕《框架》中的目标深化编制的，以保证两个层面规划本

质上的一致性 [16]。

最新版伦敦规划提出的大伦敦发展目标展望，2036 年伦

敦将会成为“超越全球城市的存在——增加市民和企业的发

展机会，优美的环境以及舒适的生活，成为应对 21 世纪各

种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的世界先行城市”。这个目标是在

保证伦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制定的，充分体现了《框架》

的总目标。另外，伦敦规划提出的六个子目标也很好地反映

了《框架》子目标的要求，并根据大伦敦自身的情况，强调

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内容（图 3）。

3.2.2  大伦敦区内的地方规划与其上位规划的衔接

伦敦规划包括人口、经济、交通、住房、能源、环境等

多方面的政策。大伦敦下辖的 33 个区级地区均编制了地方

规划，编制时间大多在 2010 年以后。大部分地方规划的核

心策略部分都涉及城市现有的问题和挑战、城市愿景、空间

策略以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

（1）“城市愿景”衔接上位规划目标

地方城市的愿景承接《框架》中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

及伦敦规划中超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并结合城市自身条件进

行制定，较有代表性的城市远景见表 2。

① 大伦敦政府（GLA: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是区域层面的管理机构。地方层面直接由 33 个区级地方机构组成，包括 32 个自治市（borough）

和伦敦市（City of London），分别对应自治区议会（borough councils）和伦敦市政府（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② 最新的文件为《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2011 年后的修订案》（The London Plan: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London - Consolidated with 

Alterations Since 2011）

•
•

——2011 
2016 3

• 2015
•
• Wandsworth
……

•
•

•
•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 [Boris Johnson]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图 2  大伦敦地区规划编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48] 整理

注：* 不在国家框架子目标内，根据大伦敦自身情况增加。

图 3  《伦敦规划》对《国家规划政策框架》的目标深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49]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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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规划内容与上位规划衔接——以格林威治地方

规划为例

地方规划后续的空间策略及政策措施均是围绕城市愿景

而制定的。格林威治地方规划中详细列举了落实上位规划的

具体内容（表 3）。

3.2.3  实施保障

大伦敦地区存在法定的区域层面规划——伦敦规划，因

而除通过审批程序、保证规划思路的逐级落实外，规划法中

还规定大伦敦的地方规划以及社区规划需要与区域空间策略

保持一致①。

并且 , 伦敦地区建立了完善的规划实施体系，首先

通过补充的非法定规划，例如实施规划（Implementation 

Plan）、机遇地区、强化地区规划框架（Opportunity Area/

Intensification Area Frameworks）、补充规划指导（SPG: 

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等，以细化落实伦敦规划。

另外，以年度监控报告的形式反馈规划实施效果，进行动态

监控，保证伦敦规划及下位地方规划的实施效果，并根据报

告结果动态修订规划。

3.3  小结
国家层面的规划注重总体目标和合理过程的设定，指导

伦敦规划和大伦敦地区的地方规划，总体上是构建下位规划

编制的总体框架；而伦敦规划和地方规划更注重区域特色，

在充足证据的支撑下，利用空间布局和各类策略保证城市愿

景的实现，并且通过编制法定规划、非法定规划补充以及动

态监控保证规划逐层落实的效果（图 4）。

4  借鉴及思考

英国国土面积为 24.41 万 km2（包括内陆水域），是

我国国土面积的 1/40，近似广西省面积。大伦敦区面积

1 579 km2，相当于较小的县级市（我国县级行政区平均面

积约 3 300 km2）。伦敦下属自治市的大小则相当于我国乡镇

这一行政单位的面积。这样看来，我国从国家到地方的空间

规划统筹难度更大。此外，虽然我国逐渐进入经济增长的新

常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均有提高，但人均生活水平与

英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很难直接借用其管理方法。不过在编制内容、审批程序、目

标落实方式和公众参与方面仍有可参考之处。

① 参见《规划与强制性收购法 2004》第 24 条。

表 2  大伦敦地区地方规划（选编）

序号 区级单位名称 地方规划编制时间 城市愿景

1 伦敦 2015.1
成为世界城市的核心区域。支持伦敦金融城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以满足其多样化的社区

和居民的需求

2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2016.11 保持世界级全球性城市水平，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3 格林威治（Greenwich） 2014.7
2028 年实现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为伦敦的住房需求作出杰出贡献 ；滨水地区发展 ；创意产业特别是

电子传媒发展；城市中心多样且繁荣

4 巴尼特（Barnet） 2012.9 2026 年成为成功的伦敦郊区空间

5 哈罗（Harrow） 2012.2
到 2026 年，哈罗将成为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居民将受益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很好地利

用一系列当地设施（包括商店、公共交通、娱乐）、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培训）、住房和就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21] 整理，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表 3  格林威治地方规划遵守国家及区域规划的内容

需要准守的《国家规

划政策框架》的内容

用地及服务设施发展 城市中心土地使用更适合吸引人群，例如发展主要的商业设施等

基础设施 支持电力网络发展

生态及文化保护 保护城市绿带（即伦敦绿带）；加强历史遗产保护；保护世界遗产

需要遵守的“伦敦规

划”中的内容

住房配套
在格林威治地区提供最少 25 950 套住宅，也就是 2011—2021 年住宅年均增长量最少为 2 595 套；为伦敦地区每

年最少新增 13 200 套经济适用房的目标作出贡献

城市品质
保护都市的开放空间；另外空间上落实《伦敦规划》提出的机会地区（Opportunity Areas）和集约地区（Areas for 

Intensification）

生态保护
降低碳排放量，到 2016 年实现新增住房零碳排放，2019 年所有建筑零碳排放；努力控制伦敦地区的废物排放，

争取到 2031 年实现零垃圾填充的目标

基础设施 保护码头和水路等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 整理

http://www.baidu.com/link?url=a-wPUmn-tir8DS1Stk7_NOwvjg0WUg9ueFLPD9b3Ytwlh7kuRU2oo86e1j9gE9_crHjzQ_SmxHA6KJQ_Zta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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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简化规划编制内容和审批程序，提高规划效率
提高效率是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 年 11 月，

住建部倪虹副部长在全国城市设计现场会暨全国城乡规划改

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住建部启动新一轮 2030 年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将改革规划编制审批机制，加快编制，加快

审批；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审查工作规则》，将总体规划编

制周期控制在半年之内，部审查时间控制在 90 个工作日内。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政府在提高规划编制效率上的努力。英国

通过简化编制内容和部分审批程序来提高编制效率的方法值

得借鉴。

关于编制内容的简化。英国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将原来极为复杂的各项政策简化成仅 40 页的文件，更清晰

明确地指导下位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流程。我国的空间规划体

系与英国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个行政层级存在由不同职能部

门主导的空间规划，大体分为四类 ：一是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系统主导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特定地区的区域规划；二是住

房与城乡建设系统主导的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三是国土资源系统主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四是环境

保护系统主导的生态功能区划。每个部门主导的规划都是独

立系统，这些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很容易出现矛盾。为了应

对这些规划之间的矛盾，在各地实施“多规合一”试点工作，

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解决规划之间的矛盾，希望以地方规划

改革为基础驱动规划体系改革。但这种地方层面的规划协调

很难解决根本性矛盾，未来可以考虑制定全国层面的规划文

件，统一编制原则。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后，

将各部门的规划职能统一纳入自然资源部，看到了解决各规

划之间冲突以及全国层面规划文件出台的希望。

关于审批程序的简化，我国在编审分离方面已经有初步

实践。部分试点城市的总体规划上报国务院的是简化版本，

仅涉及国家层面需要关心的内容，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

英国地方规划中的发展规划文件就是有效的尝试，发展规划

文件是地方规划文件中的强制性内容，上交国务大臣进行独

立审查，有法定的内容标准，这样可以有效简化审批，提高

审批速度。

4.2  清晰划分各级规划编制任务，避免规划编制内容过

多重复
各级规划之间的顺畅衔接必须建立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之

上。然而我国对各级规划编制内容的划分并不明晰，各级规

划均包含空间布局、规模控制、设施布局等（表 4），导致

图 4  大伦敦地区各级规划的主要内容及衔接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49]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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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层次规划均编制类似内容，虽然层层深化，但也导致每

层规划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尤其是高层级规划（省级、

国家级）编制难度大，编制内容涉及范围广，并且对下位规

划的指导性较弱。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规划衔接研究的分

析，并借鉴英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空间规划分别涉及的内容，

笔者认为，国家和省级规划没有必要编制详细的空间指导内

容，而是应从目标性和原则性出发，这样更有利于下位规划

的衔接。地方层面的规划则应从实施层面出发，重点研究空

间布局、设施分配、项目落地等。

4.3  加强“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的公

众参与
英国各层级的规划都是先制定总体目标，层层分解，最

后落实到完成这些目标的策略。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总

目标出发，伦敦规划和地方规划都是先制定城市愿景，着眼

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发展的大方向确定后，分解成几个具

体的发展目标，以详细的策略来支撑这些目标的实现。十八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理念不仅是国家改革的

重要理念指导，也为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另外，我国总体

规划的编制也已经开始进行目标导向型规划的尝试。《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明确城市愿景：“卓越的全

球城市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并分解为“更

具活力的繁荣之城、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更可持续发

展的韧性生态之城”三个分目标。这种目标导向型规划可以

成为未来规划编制的主要模式之一。

英国空间规划的公众参与是另一个可以借鉴的方面。首

先，公众的赞成是审批通过的主要依据。规划草案颁布后，

需要通过独立审查来获得公众意见。另外，社区规划的产生

使得居民不再仅仅是规划的旁观者，而可以选择成为规划的

制订者。截至 2015 年 9 月，英国已经有 1 600 个社区、超

过 800 万人次为自己的社区规划投票。我国也可以通过网络

手段，以管委会为单位，向政府反馈规划方案，将公众意见

纳入相应层级的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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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启 事

本刊 2019 年第 1 期刊载的《动态的空间句法——面向

高频城市的组构分析框架》一文，因排版及作者原因，出现

以下错误：57 页左栏最后一段“在式（1）中，表明个体 i

和 J 之间的时空共现潜力 Dij
t ，代表它们之间的共现时间长度

Dij
t ，代表它们之间的社会混合度，表示它们之间的几何拓扑

距离，”应改为“ 在式（1）中，Iij 表明个体 i 和 j 之间的时

空共现潜力，Dij
t 代表它们之间的共现时间长度，Dij

s 代表它

们之间的社会混合度，Dij
g 表示它们之间的几何拓扑距离”。

同期刊载的《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

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一文，因作者和编辑疏忽，导致失

误：67 页最后一段，“a、b 分别代表规划初期（begin）及末

期（end）”，应为“b、e 分别代表规划初期（begin）及末期

（end）”；69 页“5 结论”第一段中两处“1945—1991”，均

应为“1956—1991”。
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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