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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的探究
谢小金

（遂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江西 吉安 343900）

摘 要 伴随我国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逐年提高，我国对于城市化建设的重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城市化

进程在不断加快，对于城市化建设的管理工作愈趋复杂和繁重，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如果能做好管理工作，那

么对于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促使城市化建设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而不是毫无规则。

基于此，文章对我国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其中的管理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

最后提出了解决系列问题的措施，以期能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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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的规划既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体现，也是一座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基础。当然，

其不仅仅是对当下的影响，更对于城市的未来发展也

具有指导性。所以，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

有所规划，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但是，就我

国目前的城市化进度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就需

要相关建设管理部门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相关团队需

认真分析城市化现状与实情，合理并科学地提出解决

方案，让建设管理模式体系化，为提升我国城市化现

代进程作更大努力。

1 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之间的联系

1.1 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直接依据

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依据，也是建设管理

的基础。不论是国家或城市的发展，还是做一件自己

的事情，都需要在事前做功课，总结出一个初始计划

和步骤。而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更加需要有一套具

体的战略计划。一个城市的规划不仅仅是一项建设工

程，它还关乎着一个城市的未来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

平，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和人员

一定要对建设城市进行全面的了解，紧跟时代的潮流

发展并且结合实际的土地大小、空间分布等情况进行

规划。[1]在进行规划的时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城市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与质

量。把群众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是大前提，更应该把

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为一切活动的基础，在城市规划过

程中更是不例外。有了合理、合法、科学的城市规划，

才能更好地进行城市建设管理。

1.2 城市建设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前提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建设，城市化进程

是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城市化建设是一个城市经济

发展的体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化进程越快。

而城市化建设是一个城市进行规划和管理的基本前提，

在进行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部门做出

的城市化规划开展工作，而且在城市化管理中相关政

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进行城市化建设的

过程中，不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更要保护

好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不能为了盲目加快城市化步伐

而破坏自然环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城市

的人口在不断增加，所以对于城市空间的分布要有所

注意。

1.3 管理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主要手段

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系统的、科学的管理，只有

制定科学、合理、合法的管理机制，才能为城市化建

设顺利进行提供基础。管理是城市化建设中最重要的

手段之一，它的实施手段有很多。其一，对于城市的

管理是一种动态的行为，它需要对城市化建设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进行判断和解决，我国国民生活水平在不

断提高，如果没有系统的监督和管理就一定会出现混

乱，主要包括一些城市环境的维护、交通和社区的管

理、城市治安问题等。其二，城市化管理不仅要完善

相关制度，也要把城市的卫生情况搞好，相关管理部

门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监督工作，及时发现不良的

风气并且及时纠正。当然，对于城市环境市容的维护

不仅需要管理团队，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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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去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这样管理团队才能

更好地维护好市容。最后，针对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相关管理部门要制定系统的管理机制，比如说对于市

政的绿化问题和集市问题等，相关部门要积极给予金

钱上的鼓励和支持，通过人民群众和政府共同的协作，

创造出一个绿色生态的文明城市。[2]

2 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城市规划的随意性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是

基础。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要注意四个方面：

其一，城市规划要具有科学性。科学的城市规划能为

城市建设提供优质的基础。其二，城市规划要具有合

理性。一项城市建设项目要具有合理的城市规划才能

顺利进行，才能跟进建设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其三，

城市规划要具有效性。城市规划存在的前提就是它的

必要性，如果通过规划不能达到效果，那么进行这一

步规划也是没有必要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城

市规划是非常随意的，而在一些公路周围的绿化也存

在不科学的地方。其四，城市规划要具有前瞻性。前

瞻性主要是指要根据当前城市发展实际情况以及未来

可能变化的趋势，提前做好剖析研究，然后制定出能

够满足未来生产生活需求的计划、规划。就当前我国

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际来看，在前瞻性领域仍存在一

定不足，比如说，在一些城市中，困扰市民生活与出

行的交通问题，部分原因是未提前充分考虑汽车的普

及性与城市道路系统的扩容之间的变化趋势，未充分

考虑市民出行的前瞻需求。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物

质文化生活需求以及城市建设都在快速的变化与发展，

所以在进行整体的城市规划时，也要具有前瞻性，要

研究未来，预想我们的城市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发展

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划会让我们的城市规划更

加的符合潮流、满足未来，不会出现在短期内因规划

缺乏前瞻性而需要对整体进行重新规划，避免浪费人

力和物力。

2.2 城市规划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

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不仅仅要考虑它的利益，还

要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想到经济利益的问题，

而牺牲城市的整体环境。然而，在一些城市的规划中，

仅仅考虑建筑的外在形象，只去想怎么创造经济效益，

不注重整体的利益。这样急功近利的建筑规划是非常

片面的，不具有整体观念，更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对于城市化的效果并不明显。

2.3 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

城市的自然环境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但就我国目前阶段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也

为我国经济发展出了一份力，但是对于环境问题却有

所忽略。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

被破坏的现象层出不穷，所以相关部门也综合各方面

做出了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比如：环境保护法和水

资源保护法等，尤其是针对一些工业企业的排水排气

都有严格的规定，督促相关企业安装环保机械设备，

并且对其排放的废气、污水等进行抽查和监督，保证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去破坏自然环境。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部分企业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去执行，

这些工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所以规定就成为了

摆设，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2.4 城市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们国家进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我国一部分城市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并没

有按照国家所规定的规章制度进行建设，因此造成我

们建设的城市是不符合国家规定和标准的，相关的管

理工作也不能真正地贯彻落实，此外，有一部分地区

在进行城市建设过程中所用的建设人员素质较低、能

力较差，这就会造成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办法真正

做到建设工作的完善，无法对城市建设管理起到积极

的帮助作用。另外，在进行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建

立合理的评价机制，但实际很多城市在真正进行城市

建设管理过程中并没有评价机制，人们也不能发表自

己的言论，城市想怎么建设管理就怎么建设管理，这

样将无法提升整体城市管理建设工作的质量以及效率。

3 完善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措施

3.1 制定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

结合我国目前城市化状态，可以看出建设规划的

基础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所以在进行城市化建设

和规划时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随着我国

的经济不断地发展，科技不断地进步，需要对我国的

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调整，以便于更好地为我国城市

化建设和规划提供依据。在进行城市化建设和规划时，

要积极主动地去运用法律手段，保证在城市化建设中

法律条款能够得到充分运用。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也

应该制定科学、合理、完善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让

建设工程中的每一个程序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确保城市规划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当然，在一些法律

法规的运用过程中，要注意一些步骤自由权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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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划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规范化，建设科

学、合理的城市。[3]

3.2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生态

环境是健康的、绿色的，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好地进行

建设和生存。所以，在进行城市化建设和规划时一定

要考虑到生态环境问题，要时刻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

首位。目前，我国的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很多城市

甚至农村到了冬季都是雾霾重重，这不仅对我们人民

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响，还对我国城市经济的发

展造成了很大阻力。在城市化建设中，相关管理部门

以及人民群众都要培养起足够的环保意识，让人民认

识到环境对于经济和生活的重要性。相关部门可以制

定有效的奖励机制，可以让人民群众一起监督，积极

举报不合格、不合法的建设工程，共同保护我们人民

群众赖以生存的环境。创造出良好的自然环境，这样

才能为更好地城市化建设和规划提供基本保障。

3.3 加强城市建设的区域协调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规划区域协调性不够完

善，以致于一些发达的地区城市化建设步伐很快，而

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城市化建设相对较为缓慢，这种

情况对我国整体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很大阻力。所以，

我国相关部门应该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调控，结合各地

区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城市规划，让每个地区都拥有

适合的规划。在此基础上，协调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化

建设进程，提高我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为我国

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3.4 保障城市规划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进行城市规划工作时，采用的资金都是人民向国

家上缴的资金，因此人民有权利知道城市规划工作的

主要进度以及主要内容，也有权利向城市规划工作提

出建议。城市规划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利益面十

分复杂，如果可以在规划工作中加大透明度，让人民

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可以激发大家参与城市建设

的积极性，同时，在对城市规划建设前要充分保障人

民的权益，让人们参与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去，力求

最高效的利用城市为数不多的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

3.5 建立完善的管理模式，创新和优化城市

规划理念

在对城市进行筹划规划时，相关管理人员应该在

整体进行建设前，先明确建设目标，为进一步进行城

市规划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

背景下，相关工作人员要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利用性，

采用灵活的方式更好地进行整体城市规划，保证所建

设的城市规划是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是符合国家发

展政策以及国家发展的方针的，同时也不能随意更改。

在践行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要完善相关的监督管理

制度，让其他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可以对整体的城市

规划和建设过程进行监督，确保规划建设符合规定流

程。[4]目前我国的科技水平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

活水平在不断创新，在进行城市整体规划建设的过程

中，要采用最先进的建设方法更好地进行城市化建设，

给城市居民创造出更加完善和谐的社会环境。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化的要求愈加

强烈，广大人民也需要对城市建设有更好地规划，以

便于提升生活水平。因此，应把规范我国城市化建设

和规划提上日程。[5]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相关政府应及时作出规范性政策，

并及时进行调整，避免问题的出现。我们需要在科学、

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制定管理机制，保证建设工程严

格按照相关依据执行，确保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前进，

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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