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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需兼顾：生态平衡、保
护自然、注重人类健康和文化
（产业）发展

绿色发展生活方式是解决
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的根本之策。



健康城市 7 项生态环境指标

新鲜的空气

适宜的温度

充足的绿色空间

可控的噪音

多样的生物种类

干净的水源

健康的土壤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12》: 2018年全国228座地级城市，超
过八成城市处于“亚健康”状态

• 基础建设和管理能力相对滞后，城市的软硬
环境都存在薄弱环节

•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职住失衡、社会空间分异

• 发展方式粗放

• 城市发展千城一面



新鲜的空气

WHO空气质量准则值 2019年河北空气质量

颗粒物 PM 2.5 年平均浓度 10 μg/m3 50.2μg/m3

二氧化氮 年平均浓度 40 µg/m3 39 µg/m3

二氧化硫 24 小时平均浓度 20 µg/m3 15µg/m3

水质与内涝

荷兰三角洲研究院治理城市水患“工具箱”



适宜的温度
欧洲城市对付热岛效应的五大措施：

1. 植树：种树能发挥多重降温作用。在都市中植树还有其他的环境
好处，能创造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降低噪音等。

2. 绿化街道和屋顶：空间不足无法种树的地方，也可能种植其他植
物降温。欧洲许多大城市鼓励建筑设置屋顶花园或绿色生态墙

3. 规划夏季户外公共空间

4. 打造城市亲水环境

5. 改善信息科技

2019年，河北省天气气候特点为：全省年平均
气温12.9℃，较常年偏高1.1℃，近3成站点年平
均气温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春季显著偏
高，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第三高值年，夏、
秋季偏高，冬季接近常年。



可控的噪音

欧盟研究报告：噪音污染已成为
公共健康的重大威胁

道路交通是欧洲的主要噪音来源，估计有1.3亿欧洲人
不得不生活在汽车交通引起的55分贝以上的噪声环境

暴露于噪音之下，可导致血压升高和血管收缩。长时
间暴露下，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发展出永久性的健康
后果，如高血压和心脏疾病。

噪音的影响不只在人身上看到，也反映在陆地和海洋
野生动物的分布与健康状况，还有学童的学习能力，
社会并为此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



欧盟2030 生物多样性策略

• 在农业土地上增加有机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景观特征

• 阻止和扭转授粉媒介的衰退

• 将至少25000公里的河流恢复畅通的状态

• 到2030年将农药的使用和风险降低50％

• 到2030年种植30亿棵树

多样的生物种类

充足的绿色空间

世界卫生组织参考指标：

从家里出发300米(约5分钟路程)的距离
内要有至少0,5至1公顷的公共绿地空间



令人堪忧的
世界“第一”

中国亚健康人口已接近

10亿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习近平



单一性解决方案 末端治理 治标不治本

环境与社会问题的特性：各环
节都有极大的关联性

策略与方案应：通盘综合考量和长远
的可持续规划

顶层设计



“清凉城市”示范项目
方案



“热岛效应”
综合性解决方案

高度城市化 +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引起城市“热岛效应”

• 气候变化导致城市内极端灾害事件，例如热应激，短时强降
雨，内涝等；

• 高度城市化的城区还意味着存在大量的车辆和工业，这些人
为活动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变成空气污染，这也是气候
变化的潜在原因；

总体而言，单一的方案无法解决当下城市所面临的综合性挑
战。



综合性解决方案



Modelling and Assessment

策略与方案应：通盘综合
考量和长远可持续的规划

To look at all issue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sustainable planning



OUTCOMES – CITIZENS’ AND EXPERTS’ PERCEPTIONS 

Throughput Legitimacy

Accessibility

▪ Open and accessible

▪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levels

▪ Meetings with citizens: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tion

▪ Alternative plans |Citizens’ groups

▪ Interests and negotiation

▪ Money: good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families relocated, internal 
governmental negotiation

Openness Transparency

▪ Transparent: 
goo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ed 

▪ Meetings, flyers, 
newspapers, 
television

▪ Spokesman

▪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Output Legitimacy

Problem Solving 
Capacity

Stakeholders’ 
acceptance

▪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 levels

▪ Solution good for the 
whole society

▪ Lo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 Very positive: 
successful in both 
targets

▪ Sense of urgency

▪ Money

▪ Aesthetic and 
recreation: multi-
funcionality

▪ City image

▪ Proud

Governance & Stakeholders

策略与方案
应：通盘综
合考量和长
远可持续的
规划
To look at all
issue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sustainable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Applications

策略与方案应：通盘综合考量和长远可持续的规划
To look at all issue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sustainable planning



Research & Living Labs

策略与方案应：通盘综合考量和
长远可持续的规划
To look at all issues 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sustainable planning



绿色建筑与绿色外墙
灰水回收利用+海绵单元体

+降温节能+生物多样性

Urban Sponge House – Hanging Water Tank 
Systems

▪ Enhanced green coverage

▪ Smart water storage & distribution

▪ Enhanced air purification

▪ Enhanced local biodiversity



海绵单元体设计

Urban Resilience Spatial Designs



The PIB Consortium
荷兰都市可持续发展联盟
成员介绍

Partn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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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经济部企业局

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

基础研究
城市实验

总体规划
流域设计

城市治理
决策培训

模型模拟
工程咨询

实时监测
取样分析

生态治理
生物多样

创新城市
气候适应

可持续
综合治理

联盟合作模式

项目联合体

定制培训

设计规划

方案咨询

产品采购

共同科研

示范项目

主题内容

韧性城
市宜居城
市海绵城
市洪水风险

黑臭水
体
城市改
造生态循环

荷兰瓦赫宁恩大学与研究中心 伊拉斯姆斯大学住房与城市发展学院 荷兰三角洲研究院 皇家Eijkelkamp公司 绿境生态景观建筑设计公司 海螺生态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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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IB)

A DUTC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O REALIZE ITS SECTOR INTERNATIOANL AMBITIONS

苏楠 Nan Su

Nan.su@dutchsino.comPIB Urban Challenges – Integrated Sustainable Solutions, Launch Event, Mar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