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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田园城市”理论在现实实践的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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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田园城市政策的不断推行,一些城市在实践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围绕霍
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在成都市的实践展开论述,对成都市施行的政策进行梳理,并将实施的其他政策与
田园城市政策进行对比,从中思考吸取这些政策实施的成功经验,解决推行中出现的的不足和问题,以更
好的促进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田园城市；成都；建设；实践
1 绪论

解分析和解读,并梳理成都其他相关的

路》,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针对城市人

1.1研究背景

城市规划政策；二是将田园城市理论与

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情况,霍华德创造性

在19世纪末,针对英国当时的社会

其他理论的优缺点进行对比,总结相关

地提出了“城市—乡村”三磁极模式的

环境,英国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

经验；三是以成都市为案例,归纳总结

并对其具体特点展开了阐述。田园城市

提出一种社会改良学说即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在实践中的不足及相关

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城乡共存,协调发展,

这种理论在城市建设以及社会改革上提

建议。

共同构成有机平衡的“社会城市”。该理

出了对应对策,以期建立一种同时具备

1.3研究意义

论已经超越了当时城市规划普遍的价值

乡村和城市优点的田园城市。

1.3.1理论意义

观,具有极强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为后来

当前的“田园城市”理论和统筹城

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于1989年首

区域规划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

乡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它是一种理想的

次系统的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的理论框

础。20世纪初,我国开始逐渐引入霍华德

统筹城乡发展形态,“田园城市”理论的

架,随后一些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以此为

的田园城市理论,借鉴它的实践意义,用

运用对现在的城市规划建设有着重要的

基础不断的出现并发展,在中外城市的

来探讨当时我国城市出现问题的相关解

借鉴和指导意义,有利于农村和城市的

发展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田园城

决方法。

共同繁荣发展,打造了人们向往追求的

市理论在中国城市的应用,指导了农村

2 成都市规划政策梳理

理想生活模式。成都市于2009年12月提

和城市的统筹发展,完善了公共基础设

2.1田园城市的实践

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

施,建立了生态平衡体制。为中国城乡一

成都是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具有代表

并于2010年出台了《成都建设世界现代

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利于城市建设

性的中心城市。2003年开始于成都的城

田园城市概念总体规划》,提出了建设世

更好的发展。

乡统筹改革试验开创了新型城市化伟大

界现代田园城市的长远目标。以成都市

1.3.2实践意义

蓝图路,基于对这条城市特色化道路的

为例研究其“田园城市”的实践发展,

自从田园城市理念开始出现,世界

延伸,成都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

对成都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

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在对其进行不

市”的长久目标。成都市委工作会议于

重要意义。

断的创新实践和发展。以成都的现代化

2010年８月出台了《成都建设世界现代

1.2研究内容

田园城市建设为例,通过对田园城市理

田园城市概念总体规划》,正式确立了成

本文以成都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城

论的理性思考,对比成都其他规划政策

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道

市发展演进为基础,对田园城市规划理

并从中取长补短,从而对成都市进行更

路和目标。

论应用与扩展进行相关解读,与成都市

完善合理的规划,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实行的“公园之城”及“文化创意之城”

以期能给予其它众多城市一定的借鉴

的实践主要分为重规划,分步走,以城市

的规 划 政 策 进 行 对 比研 究 ,从 而 发 现

意义。

为核心,产城融含推进田园城市建设以

成都对于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田园城市”在实践过程中的不足并提

1.4概念界定

及城乡统这五个步骤,积极践行霍华德

出相关建议,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

规划的先驱者霍华德于1989年发表

主张城乡同步发展的理念,推动建成城

个方面：一是对现代田园城市理念进行

了《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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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园城市的实践

新型产业的创新基础。其次,根据联合国

层不断蔓延,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成

2018年2月,国家领导人到成都天府

科教文组织规定创意城市的称号并不是

都近些年来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城市规

新城视察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

永久的。因此,成都为了保持“美食之都”

模快速增长,虽然已经意识到无限制的

2018年这一年来成都全市上下紧紧抓住

称号的长久保持,不断找寻与国际创意

圈层扩张所带来的后果,但还没有提出

公园城市高质量建设的实质内涵,重塑

城市的差距,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维护

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导致蔓延仍在继

城市新价值,打造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

城市品牌,从而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和

续。二,新城建设构想的工作进展缓慢,

的新模式。根据成都出台的《成都市美

国际影响力。

取得的成效不明显。成都在优化城市空

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提

3.2其他政策实施的不足

间布局时一直期待新城建设,然而目前

出建设新型网络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城

3.2.1公园城市建设的不足

能够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密集人口、功能

乡形态转型。

公园城市在建设中很多方面并未落

配套的新城目前还没有形成。三,缺乏

2.3创意城市的实践

到实处,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各个行政

新型城乡形态构建的有效实施方法。当

2010年2月成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区域未全部覆盖,未充分使用高密度城

前成都缺乏有关新型城乡形态内涵以

织授予“美食之都”的称号,成为亚洲首

区和不经济的土地,小区之间的绿道的

及实施路径这类问题清晰明确的认识,

个以美食为主题的创意城市。为了更好

网络连通性不强；当前对公园城市建设

从而导致新型城乡形态在短时间内仍

的塑造成都“美食之都”的创意城市的

的实践经验不足,没有采取措施增进公

然无法确立。

发展形象,成都出台了《成都建设国际美

众对政策的深入了解,得到基层的支持

食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较少；仅打造大型的亮点工程,而这些大

针对这些实践过程中的不足,可以

明确加快建设国际美食载体、科学规划

型的亮点工程实际上对居民日常生活的

提出以下建议：一,放慢城市圈层扩张,

美食空间布局、大力发展国际美食产业

覆盖很少,缺少公园中的社区,不能真正

不断完善城市结构。形成更加明确清晰

等重要推动举措。

实现便民利民。

的城市空间格局,严格控制中心城区规

3 其他规划政策与田园城市政
策对比

4.2针对实践中的不足的建议

3.2.2创意城市建设的不足

模,并防止城市无序地大规模扩张蔓延。

目前成都对于创意城市“美食之都”

二,加快南北两个新城区建设,完善城市

3.1其他政策实施的优势

的建设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组团结构,加快新城建设,形成一个区域

3.1.1公园城市建设的优势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当前成都在“美食

经济增长的次中心。三,着重完善城镇生

成都在公园城市的建设上十分重

之都”产业链构建上仍然十分有限,仅仅

态田园系统以构建宏观层面的新型城乡

视生态文明机制建设,这对居民生活和

局限于餐饮和食品产业,而对美食周边

空间形态；重点推动以城乡居民住区和

生态城市塑造都带来了好处。目前,成

产业例如创意农业观光、休闲娱乐业等

建筑物为构建微观层面的新型城乡空间

都正创建国家级生态市,这是公园城市

的发展较少；对于打造城市品牌的意识

形态；加快促进多规合一的城乡规划,

对宜人宜居的追求方向,对居民而言则

较为淡薄,没有从城市发展的战略角度

在进行规划时要注意保护城乡景观与城

意味着更洁净的水源和空气,更舒适自

认识到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意的重要作

乡文明。

然的生活空间,成都公园城市发展为转

用；围绕“美食之都”的内涵举办的文

型发展释放了更大的空间。公园城市的

化创意活动多以烹饪活动、美食节庆为

文章以田园城市为理论支撑,阐述

建设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彰

主,创意活动形式单一,不能有效地在国

了成都市田园城市、公园城市以及创意

显了以人为本的城市人文关怀特质,有

际交流中实现城市文化的张扬和从创

城市政策的实践,并通过成都田园城市

利于塑造塑造人城境业和谐统一城市

新；对于创意城市的综合规划不完善,缺

的建设同公园城市、创意城市的实践进

形态并构建了大美公园城市时代价值

乏创意企业和创意人才的培养,从而导

行对比,从这些政策实施中的优势和不

标杆。

致出创意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缺乏创意

足中总结经验,从而针对田园城市建设

3.1.2创意城市建设的优势

城市建设的相关宣传,导致市民对于“美

中的不足提出建议,以促进成都市更好

当前成都对于“美食之都”的建设

食之都”建设的了解较少,没有形成创意

的发展。

5 总结

不仅顺应了城市发展中经济转型的趋势,

时代共同推动城市发展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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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施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位,落实规范化、透明化、专业化管理原则非常
重要。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机电安装项目,也应遵循现有原则革新管理工作,实现利润最大化。文章对
施工企业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理和控制进行探讨,以期为施工企业提供帮助。
[关键词] 施工企业；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理
机电安装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
征,在实际作业中,容易因外在因素影

2.1理念缺失
我国建筑行业虽然发展时间较长,

盾最终影响安装质量。
2.3管理体系不完善

响导致 超 支 问 题 产生,对 施 工 企业 带

但 规范 的管理体系形成时间较晚,部

在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理中,没有

来较大的成本损失。为此,需加强机电

分 施工 企业在管理工作中处于劣势,

完善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经常出现管

安装工 程 成 本 管 控,制 定 完 善 的管 理

尤其是成本管理上因认知理念不健全,

理不到位、现场检查力度不足,随意性大

目标和要求,降低资金损耗,维护企业

管 理重 视度不高,很多企业选择边施

等现象。再加上安装人员认为成本控制

经济效益。

工 边控 制成本,相关设施设备及人员

不属于其工作范围,自己无需在意而存

1 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理和控
制的意义

配备明显不足,成本管控效果不佳,损

在随意安装情况,虽然安装效率有所提

失不断增加。

高,但会带来资源损耗、安装质量无法保

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控最直接的

2.2超支现象严重

障等问题,反而增加成本支出降低管理

作用就是增大企业经济效益,为企业发

机电安装工程虽然在工程建设中占

水平。

展积累更多资金。机电安装工程中涉及

比不大,但存在的费用支出却较多,如机

较多电气设备安装,复杂性较高,资金

械费、材料费、人工费等,尤其在实际作

支出较大,做好成本管控可在保证安装

业中,大型设备使用率较高,成本支出较

3.1明确管理目标

质量前提下节省更多资金成本,创造更

大,容易造成超支现象。在材料使用中,

目标的制定可为成本控制指明方

大的效益。再者,机电安装工程成本管

由于人员认知不足,存在肆意浪费情况,

向。施工企业应在机电安装工程前,根据

控可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安装作

经常在安装过程中因材料供应不足而出

招投标文件、合同内容制定初期成本控

业有序落实。造价成本编制可规划安装

现延工现象,这样既增加了材料采购费

制目标,再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技术要

各环节资金,结合各环节作业内容实现

用,也因工期延误增加成本支出,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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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资金的科学划分,并对各环节作

带来了较大损失。人工费用支出因工种

减少成本浪费优化管理水平。

业予以规范、重新编制,加强安装工作

不同、工作量不同会存在明显差异,如果

3.2建立健全的成本管理体系

的有序性。

不能准确了解市场发展行情,胡乱定价,

成本管理体系的完善需从三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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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和优化：首先,做好前期预测和评

[3]朱直君,曾九利.成都构建“世界

[6]程小敏,詹一虹.创意城市视角下

卢荟锦(1996--),女,汉族,河南驻马

生态田 园 城 市 ” 的 规 划 探 索 [J]. 规 划

“美食之都”的建设实践与思考——以成

店人,管理学硕士,学生,西南民族大学城

师,2013,29(S1):5-7+15.

都为例[J].美食研究,2017,34(2):22-28.

镇规划与建筑学院,研究方向：民族地区

3 施工企业机电安装工程成本
管理和控制措施

[4]本刊编辑部.公园城市 成都的

[7]叶胥,武优勐,毛中根.习近平关

生态文明课题——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

于城市发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析——

倪霞(1996--),女,汉族,四川资中人,

创新经验[J].先锋,2019,(07):42-43.

以成都建设公园城市为例[J].邓小平研

管理学硕士,学生,西南民族大学城镇规

究,2019,(06):95-104.

划与建筑学院,研究方向：民族地区城镇

[5]肖雯秋.成都市创意城市建设现
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16.

作者简介：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城镇规划与管理。

规划与管理。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