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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

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城镇化发展水平

和质量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城镇化质量

仍然不够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还不够落地，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之间发展不够协调，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特色小镇建设

存在盲目发展倾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

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认真解决。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成立是落实 2015 年习近平主

席访英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型城镇化创新研究方面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一件大事。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

发挥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和高水平科研团队的优势，深度参与国家新

型城镇化战略，在政策执行、国际交流、大数据分析与技术创新应用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成果，为我委编制有关规划和政策性文

件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良好开局。同时研究院在营造社会氛围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宣传、引导、吸引社会参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成绩证明了委校合作的决策正确，也展示了发展的光明前景。

下一阶段，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坚持围绕人的

城镇化，明确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继续发挥研究院的优势，用开放的态度吸引国际国内多方参与，形成

更多优秀的成果。

清华大学在新型城镇化领域有着长期的研究基础和学科综合优势，不

仅在人口市民化、城乡统筹发展、绿色城镇化、智慧城乡体系建设等领域

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专家和团队，而且也积极参与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形成了大量投资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优秀成果。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成立，有力推动了对政、学、研、

产各个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优势资源的整合。成立至今，研究院的建设

主题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是一个跨院系交叉、有效运行的科研机构，

在委校合作工作中具有示范作用。

未来，研究院将继续面向服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需求，积极主动地开展研究、攻关和成果转化，努力建设成为新

型城镇化领域的国际一流智库。要进一步做好研究院自身能力建设，围绕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提高在新型城镇化以及相关领域的建言献策

能力，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支撑；要继续做好大数据平台建设工作，发挥

大数据作用，为学校科学研究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充分利用清华

国际交流合作优势和研究院的性质，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层

面的国际交流合作。

胡祖才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领导小组组长

陈  旭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领导小组组长

Welcome
院领导致辞



中 国 的 城 镇 化 经 历 了

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

展过程，今天已进入以提

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

阶段。研究院应该充分利

用这个时代契机，发挥清

华大学多学科的优势，广

泛集合各领域的专家资源，

以独立的视角、前沿的思

考为国家建言献策。我希

望研究院能成为新型城镇

化领域的国家栋梁，为政

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

撑，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

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

的贡献。

陈昌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主席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

研究院的成立反应出清

华大学学研建设紧跟国家发

展需求，利用学校强大的学

术资源为国家决策服务的决

心和能力。研究院在国家发

改委的统筹协调下，对新型

城镇化的多个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了积极的应对，特别是

具有前瞻性的领域，如健康

城市建设等问题，研究院的

关注对学界政界都起到了很

好的引领作用。

下一步，研究院作为一

个国家级智库，应该继续保

持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严

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开拓创

新的学术精神，为新型城镇

化学术领域注入更多活力，

为国家城镇化建设政策制定

提供理论支撑。

伍   江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Message from the 
Advisory Board

顾问寄语

中国的城镇化已成为推

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动力，当前的中国

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程度最深、影响

最广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国最顶级的大学清华大学和

中国重要的决策机关国家发

改委共同成立清华大学中国

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体现出一

种国家智慧，世界最顶级的

学者将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为

中国政府的各领域发展决策

提供更科学的参考意见。麦

肯锡与清华大学在中国城市

发展领域有多年愉快的合作。

未来，我们将与研究院在中

国城市群与各级城市转型发

展的政策供给、地方实践、

大数据应用服务方面进行更

深入合作，通过麦肯锡的全

球智力资源网络服务中国城

市高质量发展。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麦肯锡公司上海分公司

资深董事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关键期，既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问题挑战，

迫切需要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将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

贯通，推动理论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清华大学于 2016 年 3 月共同发

起成立，是落实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成果——“中英可持续城镇化研究平台”的重要举措，

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创新研究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研究院全力围绕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践行 “理论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的智

库宗旨，借助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协调优势和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强化学科交叉

研究、基础数据库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交流合作等，为相关决策提供高质量研究

成果和政策建议，将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城镇化高端智库。

研究院将积极推进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

和国际趋势，加强新型城镇化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发掘自身研究潜力，汲取世界上合理先

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从各个学科角度丰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构建。

办院使命

Mission &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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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华

徐宪平

辜胜阻

王一鸣

蔡   昉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原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国务院参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

陈昌智

主任委员  /  1 名

副主任委员  /  6 名

关于我们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专家顾问委员会是研究院学术研究、政策创新、产业

推动、人才培养的指导机构，由城镇化领域内的国际及国内资深专

家组成。专家顾问委员会致力于推动新型城镇化领域的理论创新、

技术升级、实践探索、决策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进程。

目前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6 名及专家委员 34 名。

WHO WE ARE

专家顾问委员会
Advisory Board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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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执行机构

研究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 \ 兼职资深专

家队伍，团队成员基础扎实、技术全面、经验

丰富，形成了以顾问专家、首席专家、技术骨

干为核心的研究梯队。目前研究团队共计 40

余人，专业背景覆盖理学、工学、经济学、管

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功底和项

目实践经验。

专家委员  /  34 名 （专家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力
国务院参事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王   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左   坤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史育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伍   江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

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陈金永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
联合国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顾问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  教授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成   员：

丛   亮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

杨荫凯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司长

陈亚军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周   南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姜胜耀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李   冰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尹   稚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管理委员会主任：

陈亚军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周   南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蔡长华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陈晓杰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巡视员

院   长：

姜胜耀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执行副院长：

尹   稚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副院长：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刘   毅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

李正风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刘志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公共政策

研究所所长

宫   鹏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系主任

刘洪玉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原副院长

袁宏永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赵   岑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

管委会主任助理：

韩   云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

城镇化规划处处长

陈小龙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城市处处长

院长助理兼
办公室主任：

谭小川
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徐   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

郭毅可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

所长 / 教授 / 兼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

前院长 / 教授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心理学系系主任

傅晓岚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
十人顾问小组成员

蔡   玲
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樊   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 / 研究员

李   强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原院长 教授

袁崇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总规划师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华   生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梅   萌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理事长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王守清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范   红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原副部长

Michael Batty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规划学院教授

Jonathan Woetzel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麦肯锡公司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

John R Logen
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

空间社会科学结构中心主任 / 教授

Peter Bonfield
英国建筑科学院（BRE）首席执行官
英国环境  食品和农业事务部非执行董事

组   长：

胡祖才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   旭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专家团队
Experts

现任领导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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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新型城镇化大数据技术服务联盟（下称“联盟”）

是经北京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是研究院搭建中国新型城镇化

政产学研用广泛联盟的承接实体，对外开展新型城镇化大数

据技术服务领域的学术研究、学科交流、技术研发、咨询培训、

会议会展、承办委托、国际交流等工作。联盟以创新驱动为

指导，以推动新型城镇化技术和发展为目标，为科学有序推

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做出贡献。

联盟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牵头，清华大学、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为

发起单位，同时联合四十余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成立。

中关村新型城镇化大数据技术服务联盟

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通过完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服务，全面普及健康

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健康需求，实现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

调发展，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中共

中央、国务院在 201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

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

战略。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发起成立的健康城市研

究中心，通过汇集国内外一流高校、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源，

整合环境科学、社会科学、医疗卫生、计算机应用、建筑及

土木等学科，广泛与国内外开展健康建筑、健康社区，以及

健康城市标准及指标研究的机构互动合作，通过共建和委托

等方式，建成分布协同的健康城市大数据资源环境，支撑健

康城市的研究和应用，为政策制定单位提供决策建议。

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目前研究院已与英国建筑研究院集团（BRE 

Group）、美国 DelosTM、世界银行、北京清华

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广州巨杉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伟景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瞭望智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浪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全球合作
Global Partners

拓展领域
Industry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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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拥有
专 \ 兼职专家

余人60

以上拥有
博士学位

70%

约                  为理学背景25%

约                  管理学背景15%

约                  为工学背景20%

为经济学背景30%约

研究院目前与            多家
机构开展广泛合作

20

覆盖新型城镇化     大领域7

已发布各类报告           余篇80
共承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委托实施的全国

的新型城镇化课题研究
18 62个省、直辖市的           个地区

研究院目前的研究及咨询领域包括 :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城市综合功能和品质提升、城市群规划建设、新型城镇

化的绿色化路径、智慧城乡体系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等。研

究院将充分发挥智库自身的资源统筹能力，充分利用清华大

学多学科背景优势，组织利用学校建筑学院、环境学院、土

木水利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

地学系、公共安全研究院等院系和机构的学术力量，凝聚企业、

社会和国际的多方资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

论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研究院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与清华大学共

建的国家级智库平台，承担发改委及其他政府部

门重要政策咨询及调研实施工作。研究院自成立

以来深度参与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评估、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期评

估、特色小（城）镇建设情况评估，边境一线城

镇建设情况评估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包

括人口市民化政策及其成本分担机制、城市群发

展规划、中心城市推进及标准制定等一系列工作，

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研究院在新型城镇化

以及相关领域积极建言献策，为国家政策制定和

出台提供了智力支撑。

WHAT 
WE DO
工作领域

Research Programs
科研服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ICSU at a Glance
数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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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7 月，研究院受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委托，就郑州市和武汉市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开展可行性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规划司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

中采纳了研究院报告中的相关观点。

2017 年 1 月下旬，在既有案例研究的

基础上，研究院进一步开展了国家中心城市

的系统研究。在具体的城市排序或选择确定

上，研究团队提供了合理科学的评判标准体

系，供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2017 年 2-4 月，研究院进一步开展了

对美国和欧盟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规律的研

究，通过对其国家城镇体系概况、高等级中

心城市特征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对我国国家

空间治理和中心城市战略布局的建议供决策

部门参考。

目前国家中心城市（高等级城市）战略

研究报告已分类型完成并提交国家发改委。

国家中心城市（高等级城市）战略研究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10 月，

研究院两次参与了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的第三方评估工作，调研

范围涵盖 18 个省、59 个试点地区，

完成针对各个试点的资料汇编、分

试点报告，以及人口市民化专题报

告等。试点评估综合报告部分经发

改委办公厅统一整理后形成“新型

城镇化系列典型经验”并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评估

2016 年 12 月，研究院受中国科协

委托，参与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实施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对重庆两

江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的双创基地建设

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调研，在总体

情况梳理、经验总结和问题归纳的前提

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并完成专业评

估报告上报中国科协。

双创示范基地第三方评估

2017 年 4 月，研究院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委托，对广东

省特色小（城）镇建设推进情况展开专题调研，着重了解资源

配置情况，帮助总结广东经验。调研组分东西两条路线，考察

了广州、东莞、中山、江门、惠州、顺德 6 市的特色小（城）

镇的建设情况，实地调研了新塘基金小镇、从化莲麻小镇、黄

江科技小镇、潼湖创新小镇、花都科创梦想小镇、花都炭步小镇、

江门赤坎镇、顺德北滘镇共 8 个特色小（城）镇。在实地考察

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客观评价和深入总结特色小镇发展过程

中的经验和问题，调研专题报告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

特色小镇专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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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兴边富民行动 " 十三五 " 规划》，深入

了解我国沿边省区边境一线城镇的发展现状、成果经验、

现实问题和实际诉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受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委托，研究院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边境一线

城镇的调研工作。2017 年 7-8 月，研究院完成了对内蒙

古沿边 11 个口岸及其所在旗县的现场调研。调研组最终形

成约 1.4 万字的调研报告并提交。报告对兴边富民行动以

来强基固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产业兴边、民生安边、

团结稳边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针对现状问题，提

出“兜住底线”“强化创新”“科学布局”和“全面施策”

的总体思路，并为决策部门提出六方面具体政策建议。

边境一线城镇专题研究

2017 年 2-10 月，研究院受国家发改委规划

司委托，组织研究团队开展了《兰州 - 西宁城市

群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探索胡焕庸线以西经济

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保护与发展共赢的城镇

化道路。项目组采用了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方法，对

城市群范围划定、空间结构识别提供科学依据。相

关研究和判断，有力支撑了《兰州 - 西宁城市群

发展规划》的编制。

城市群规划专题研究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承担国家

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政策制定及技术服务标

准体系制定的咨询服务工作。切实加强校地合

作，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7 年 8 月 28 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

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就

“关于古田县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项目”合作

签约。双方将在未来三年时间里，就古田县新

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的决策咨询、政策制定、

技术服务、指标体系评估、人才培训等多个方

面开展合作，以期加强校地合作，探索新型城

镇化工作推进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模

式新方法，实现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共赢。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工作咨询服务

研究院作为三家参编单位之一，

参与编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编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6》。报

告在传统编写方法的基础上，创新

性地引入大数据分析、移动终端采

集数据、空间信息处理等新型研究

工具，进行了大量文字的可视化加

工，进一步发挥了政策解读、引领

未来发展的作用。该报告由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关于中

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 2016 

年度内各项政策解读和工作实施成

效的最权威的报告，该报告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出版。

参编国家新型城镇化年度报告

2016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与清华大学在京签

署框架协议，确定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牵头，

启动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以应对新型城镇化

发展面临的复杂系统分析和综合决策的挑战，为新型城镇化

决策、运行管理、监测评估提供科学支撑。 

“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是服务于国家新型城镇

化治理基础能力提升的公共数据存储、管理与应用平台，是

提升国家城镇化工作治理能力的基础平台，是推进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抓手，是加快推动“放管服”改革的

重要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将以“典型应用 + 

大数据环境”为技术架构规划，采用先进成熟的大数据技术，

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成果应用，坚持“技术先进，安

全可靠”的原则，搭建具有先进性、扩展性、开放性的大数

据技术平台。

数据库将搭建国家、省域 ( 城市群 )、城镇一体化的三

级大数据库，国家级与省域 ( 城市群 ) 级大数据库按照一级

物理架构进行部署，可接入下级数据传输，为新型城镇化战

略提供中宏观决策支持；城镇级大数据库按二级物理架构部

署，定期按标准规范上传数据，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

进和建设运行提供具体支撑服务。

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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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开放性学术研

究平台的搭建工作，吸引更广泛的中外青年科技人员，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把握科学前沿，培养造就高水平科技

创新人才，促进研究院发展与进步，本着“开放、竞争、协作、

创新”的原则，研究院特别设立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

究院开放课题基金，该课题基金由研究院专项经费支持。

2017 年 3 月，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热点问题，研究院向

全球征集第一批开放基金课题，得到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热

烈响应，收到 128 份课题申请书。2017 年 5 月，根据专家

评审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建议及研究院科研需求，最终

确定大数据、城市群、特色小镇、城镇化政策、绿色生态研

究五个方向，资助 24 个开放课题和 1 个战略中长期研究课题，

总计资助基金约人民币 800 万元。目前，各项课题正在积极

推进，为大数据库建设、城市群规划、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

评估等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放基金课题

为支持青年学子关注和讨论新型城镇化关键议题，为青年

提供发声平台，研究院特举办“新型城镇化主题辩论赛”。辩

论赛采取奥瑞冈赛制，每年举办一届。2017 年首届辩论赛共有

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知名高校在内的 16 支高校辩论

队参赛，代表了全国高校辩论赛的最高水准。辩题涉及城中村

改造、城市空间开发边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PPP 模式推广、

绿色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等热点话题，在展现青年学子政策讨

论风采的同时，向公众普及了新型城镇化知识与理念。

新型城镇化主题辩论赛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

坛”为研究院常设论坛，聚焦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理论构建、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邀请

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的代表，

围绕特定主题展开交流讨论。目前已成功举

办两届。

2016 年 10 月 16 日在清华大学举办首

届论坛，论坛围绕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生

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后土地财政时代

的城市投融资策略” 三大主题展开讨论 。

2017 年 11 月 8 日 -9 日在清华大学举

办第二届论坛，论坛主题为“新发展理念引

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会议同时设置“城市

群建设支撑区域空间新框架”和“大数据创

新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分论坛。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

健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既需要开展众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也需

要发展具有实践和推广意义的技术手段；既需要关注基本居住单元和基础设施

的建设，也需要推动公共卫生的宣传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领域主要涵盖：健康监测技术、城市生态与健康、城

市经济与健康、全球环境变化与健康等，并将在健康城市技术标准、健康社区

及其技术标准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将着力建成健康城市数据平台，运用分部协

同的大数据资源环境，对健康城市主题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健康城市评

价体系建设，将定期发布健康城市评估报告，为政策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健康城市研究

特色活动
Events



为服务学校育人工作，为有志于投身新型城镇化研究和实践的青

年学子提供支持，研究院特设立“新型城镇化青年观察员”计划。研

究院根据政策需求和研究前沿设立专项课题或支持基金，为观察员开

展国情调研、返乡调研、实践公益活动提供多元指导和支持。研究院

将汇编新型城镇化青年观察报告，推荐参与学术论坛，择优报送政策

部门，争取推广实施。

目前，研究院已与清华大学校团委就“江村学者训练营”和“江

村学者计划”展开合作，为该项目提供必要的教学师资、项目资源、

成果出版等支持，助力学校培养“长期型、学术性、调研类”实践项

目和人才，使同学们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新型城镇化青年观察员计划

研究院积极参与了清华大学主办的“感

知中国”暑期项目课程内容建设，并承担其

中新型城镇化版块的讲座与活动策划及组

织，带领发达国家顶尖学府的优秀学生，近

距离观察和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探索实

践和巨大成就，并通过中外师生的深入交流，

实现中国形象的正面推广，以及中国经验的

对外传播。

清华大学感知中国暑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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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综合报告

江苏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广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东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狮山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惠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东省茂名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河北省定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河北省张北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河北省威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河北省白沟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山西省介休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山西省孝义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山西省泽州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山西省巴公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元宝山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长春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吉林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延吉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抚松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梨树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二道白河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吉林省林海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安达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同江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黑龙江省青冈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省贵安新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省安顺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出版物

人才培养

Publications

Tal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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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都匀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省湄潭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省玉屏县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海南省儋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海南省琼海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海南省文昌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海南省演丰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展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 

关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试点工作成效的若干建议

十个典型试点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广东省广州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广东省东莞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广东省惠州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吉林省长春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贵州省安顺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贵州省贵安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河北省石家庄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工作评估报告

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总体架构和建设方案研究报告

重庆两江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区基地建设第三方评估报告

贵州贵安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区基地建设第三方评估报告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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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特色小镇调研报告（已在公开目录中）

坚持绿色开放发展，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
——内蒙古自治区边境一线城镇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西部 9 省区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云南省大理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云南省曲靖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四川省泸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四川省阆中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重庆主城 9 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甘肃省金昌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青海省海东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第三方评估报告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相关指标进展情况评估报告

兰西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报告（进行中）

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考核评估研究报告

WHAT WE STAND FOR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是清华大学自主批建机构之

一，是非盈利性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致力于利用清华大学的学术

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务实创新的科学支撑。研究院所从事的调研

评估及科学研究不代表任何个人或机构立场，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

学术性智库单位。研究院具有多学科，跨行业的研究员，秉持开放

包容的态度，吸纳社会先进技术及经验，采用严谨的研究方法，调

动广泛的学术及社会资源，力争产出高质量智库研究成果。

论文及出版刊物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6》

《鼓励促进区域转型升级的特色小 ( 城 ) 镇探索实践

                ——广东省特色小 ( 城 ) 镇建设调研报告》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调研组    时间：2017 年

《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中国道路

               ——中国城镇化大势与对策研究》（出版中）
《基于国家战略视野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作者：尹稚    卢庆强    欧阳鹏     时间：2017 年

我们的立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77 号院双清大厦 4 号楼 14 层

电话：010-83021833   传真：010-83021833-814

邮箱：tucsu@tsinghua.edu.cn    网址：tucsu.tsinghua.edu.cn

摄  影：尹稚   于海童   吴健   李召麒 等

© 版权归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