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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街道设计导则对于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和促进城市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昆明

市为例，介绍了《昆明城市街道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编制时针对本地情况进行的目标定

位思考、体例比选和成果形式的定制。总结了《导则》编制的主要特色：对路权保障和品质提升提

出较高标准；对接实际工作中的现实挑战，提供解决办法；提出“导则+自评表+部门版”应用模

式，方便部门管理。《导则》从条文的侧重点与成果形式的定制化两个方面最大化适应昆明市本地

特征，是城市管理的有效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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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high-quality public spaces and

promoting urban areas' low carb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Taking Kunm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objective-oriented and result-oriented thinking in Kunming Street Guideline development that

matches loc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Kunming Street

Guideline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the high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of-wa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rovides solutions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e the “guideline + checklist + de-

partment version” package to facilitate department management. The technical index and form of deliver-

ables of the Guideline are made to best fits Kunming's specific needs, and aim to better serve city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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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一个优质的城市环境品质，能帮助城市

捕捉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获取更丰富的资

源，吸引更多的经济增长要素，争取有利的

竞争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道路和交通设

施是城市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般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15%~25%。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研究，一个宜人的城市

应当有 50%的公共空间(含图书馆、体育场

馆、影剧院等市民活动场所)[1]，而其中城市

道路所占比例高达 1/3~1/2。因此，充分利

用街道空间，挖掘其交通功能以外的社会功

能和人文功能，打造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

间，进而促进城市低碳、绿色和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者、规划设计

人员和普通街道使用者的共识。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编制街道

设计导则的风潮。美国纽约市于 2009年出

台 《街道设计手册》 并在 2016 年进行更

新，受到广泛关注。西雅图(2005)、洛杉矶

(2008、2011)、旧金山(2010)等美国城市也

出台了各自的街道设计导则[2-4]。欧洲大部分

国家都有城市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其中最著

名的伦敦《街道手册》 (Manual for Streets)，

强调街道不仅是交通廊道，还必须是人们愿

意生活和停留的场所[5]。在亚洲，阿联酋首

都阿布扎比(2010)、印度首都新德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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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城市的街道或步行、自行车交通设计导

则均在业内产生广泛影响 [6-7]。日本于 2009

年发布《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和旅游白皮

书》，提出促进步行和自行车优先街道的

建设，包括重点在学校周边构建步行优先

空间，以及在全国设立 98个自行车环境示

范区[8]。

过去 20 年是中国机动化大发展的时

期，城市交通决策的话语权被以小汽车为主

的机动车交通所主导。人们普遍认为道路就

是要满足小汽车的快速通行，却忽略了城市

为人服务的基本价值。2013年，《国务院关

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

〔2013〕 36号)印发，明确要求城市切实转变

过度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

〔2016〕 6 号)中提出树立“窄马路、密路

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推动发展开放便

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

街区。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管

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在上述宏观政策背

景下，北京市发布《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

规范》 (DB11/1116—2014)，提出统筹规划

设计道路空间，将道路空间分配向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倾斜。《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重

点对街道空间内与人的活动相关的要素进行

设计引导，提出从主要重视机动车通行向全

面关注人的交流和生活方式转变，从道路红

线管控向街道空间管控转变，从工程性设计

向整体空间环境设计转变，从强调交通功能

向促进城市街区发展转变。《深圳市道路设

计指引(试行)》更加注重道路细部设计、材

料选型和工程做法，以对街道建设实施给予

直接指导。

昆明市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依山傍水的自

然资源，街道尺度宜人、形态丰富。紧凑的

城市结构和宜人气候赋予了昆明市民良好的

绿色出行传统。昆明市是全国第一批公交都

市示范城市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示范城市。以“窄马路，密路网”

著称的呈贡低碳城市示范区为首批国家级绿

色生态示范城区。尽管如此，昆明的街道空

间与环境品质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另外，昆

明城市特色鲜明，但至今仍缺乏适应本地道

路实际情况的指导文件，相关技术规定基本

沿用国家标准。基于此，2017 年初昆明市

委、市政府启动《昆明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以下简称《导则》 )编制工作，旨在坚定昆

明市从“以车为本”回归到“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为街道新建和改扩建工作建立长

效统一的高标准。

11 《《导则导则》》编制的基本问题编制的基本问题

11..11 目标定位目标定位

11..11..11 厘清街道功能厘清街道功能

昆明市街道是本地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

载体，是居民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空间，不

仅南屏街、翠湖路等兼具特殊功能的商业或

景观街道是城市标志性的目的地，钱局街、

吴井路等居民日常使用的街巷中也时刻发生

着邻里交往、散步休憩、零散买卖、社区议

事等市民生活。因此街道同公园广场一样，

需要符合公共生活需求的环境品质和服务

设施。

其次，昆明市街道还串联公园、广场、

商业中心、图书馆、剧院和公共汽车站等公

共设施，直接影响这些公共设施的可达性、

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当更多的人被吸引到

城市街道上时，步行和逗留的人数显著增

加，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安全性，而且能够

促进公共空间中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增

长。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优质公共空间有序或

自发的产生，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公

共空间，进一步支持多样活跃的城市生活。

再次，昆明市街道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

载体，街道风貌直观地体现城市精神和城市

底蕴。昆明究竟是南屏街、金碧路的繁华商

埠，还是翠湖路、滇池路的山水田园？不同

的街道反映着城市某一层面或某一时期的性

格。保护街道的文脉传承，使街道成为昆明

市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和山水景观情怀的物化

呈现，对昆明市在世界城市之林彰显自己的

风采与个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11..11..22 完整街道元素完整街道元素

要想形成良好的街道氛围、强调街道的

场所感，必须对红线以内的道路空间、地块

退线范围及沿街界面有一个整体的塑造和控

制。传统的道路设计以红线作为设计范围。

红线以外至道路两侧建筑界面之间的空间长

期以来属于被忽视的区域，往往存在不同高

程、不同铺装、不同绿化、不同街道设施等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规划设计，

建筑至道路之间的空间功能定位模糊，很多

临街商铺前面的空间都被用作停车、活动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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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商户广告等用途，影响行人通行和城市

景观。近年来，完整街道的概念被业界广泛

接受，应将街道设计的范围扩大至道路两侧

建筑界面(含围墙栏杆)之间，对街道空间资

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分配(见图1)。

11..11..33 多元目标读者多元目标读者

《导则》究竟应该定位为一本为专业人

员工作辅助的工具书，还是向社会宣传推广

以人为本街道理念的科普读物，会直接影响

编制思路与体例。因为一个城市编制一本技

术导则的机会难得，因此团队在编制之初明

确了《导则》读者应当兼顾决策者、规划设

计人员、市民：《导则》应以寻求理念认同

为出发点，重点针对道路规划设计及工程技

术人员实操使用，同时兼具宣传教育作用。

11..22 体例选定体例选定

目标读者关注点的差异会导致《导则》

最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框架体例、图文

比例、语言风格等多方面不一而同。其中最

重要也是最初需要确定的是框架体例。通过

对比多本影响力较大、内容较完善的街道设

计导则，主题框架主要分为两种：1)以目标

为导向组织导则条文；2)以街道元素为导向

组织导则条文(见表 1)。前者会先设立若干

希望街道能够达到的具体可感知的目标，如

安全、便捷、舒适、绿色等，再将要达到此

目标需要遵循的策略、条件和要求以条文的

形式罗列于每个目标之下。后者则以街道上

的元素为纲，如通行空间、隔离形式、街道

设施、绿化景观、照明、指示标识等，以条

文的形式罗列相应元素的空间、位置、选型

需要满足的基本原则和条件。

总而言之，以目标为导向比较适合对相

关理念较为陌生的城市，作为精细化管理第

一步的政府报告或文件推出，以期将笼统的

理念拆解至道路设计和管理时具体的价值取

向；而以元素为导向比较适合已经过一轮或

多轮相关宣传的城市，在业内甚至市民中已

建立了理念层面的共识，更加需要一个政策

性文件来指导日常工作时遇到的具体而微的

复杂情况与技术细节。

依据编制之初确定的多元目标读者原

则，《导则》最终确定以目标框架为主，首

先解决理念认同的问题，在结合昆明市街道

的特色、发展阶段与突出挑战后，提出“安

全有序、便捷宜人、文化活力、生态绿色”

四大目标。此外，本着循序渐进、将一个复

杂问题分解为若干简单问题的技术思路，编

制团队提出了“目标-策略-条文”三级体

系，将四个目标分解为 18 条策略，诸如

“保障路权、各行其道”“提升街道遮阴品

质，兼顾活动与景观需求”等，设计要点一

目了然，且做到在策略层面将元素归类编

写，以便于技术人员查找。

22 《《导则导则》》编制的主要特点编制的主要特点

22..11 为昆明量身打造为昆明量身打造，，反映本地特色反映本地特色

昆明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街道应当

36 图1 典型街道元素在U型断面上的分布

Fig.1 Typical street elements illustrated on the U-type road cros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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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凸显、烘托城市的特色，因此本文总结

了昆明与街道空间环境需求有关的六项城市

特色，并分别在《导则》中予以呼应。

22..11..11 半城山水半城街半城山水半城街

“半城山水半城街”充分概括了昆明古

城街巷格局。除了“三山一水”的城市自然

山水格局之外，还有圆通山、翠湖位于城市

的心脏地带，盘龙江、宝象河等若干条水道

穿过城市汇入滇池。因此，《导则》明确了

彰显城市山水环境特征、以街道为媒介将山

水引入城市生活的发展策略，将绿道尤其是

滨水绿道的设计原则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做

了较为详尽的展开；并在街道分类中将“山

水绿道”作为单独一类道路做了专门的规

定；进一步以盘龙江滨江路为例进行示范性

设计。

22..11..22 历史悠久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文化丰富

昆明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 24 个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 2 200 多年的建城

史，其街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其中

文明街历史街区完整地保留了昆明街道的传

统风貌，市中心的其他大部分街区虽然经历

了现代化的城市更新，但街道肌理仍植根于

传统的街道网络，部分历史建筑点缀其间。

街道作为城市文脉的展示窗口，应当能反映

昆明丰富的历史底蕴。《导则》要求在三个

层面上保护昆明的历史风貌：保留历史街坊

格局、整体保护街道风貌、街道元素体现历

史文化特色。

22..11..33 旅游城市旅游城市，，游客众多游客众多

昆明是旅游城市，游客众多，街道服务

设施十分重要。但中国城市在规划上普遍没

有涉及街道服务设施，既有规范标准对其约

束力不强；设计上缺少设置的原则和标准，

使用不便；后期运营管理上没有明确的主

体，市政工程改造中极易被取消或错置。因

此应当通过《导则》明确街道服务设施的设

置标准和原则，如强调完善的标识系统；推

荐多种先进游客服务设施等。尤其针对昆明

市存在的若干套体系的行人指路标识系统，

《导则》中要求加以统筹合并。

37

表1 街道设计导则体例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contents for different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类别

框架

优势

劣势

国际案例

国内案例

目标为导向

安全、便捷、舒适、绿色

面向大众，易于理解；
面向决策者，可读性强；
寻求理念认同，便于宣传

同一元素可能分散在多处，
不便于技术人员按图索骥

新西兰、多伦多

上海

元素为导向

通行空间、隔离形式、街道设
施、绿化景观、照明、指示标识

面向技术人员，易于查阅；
分门别类，结构简明

内容较为枯燥，可读性低，不利
于宣传理念

纽约、伦敦、阿布扎比

深圳

a 退线空间<10 m，结合绿化布置座椅 b 退线空间<10 m，结合店铺布置商业外摆

c 退线空间>10 m，文艺活动场地 d 退线空间>10 m，运动场地

图2 退线空间植入城市功能

Fig.2 Vitalizing urban functions within the setback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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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44 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悠闲生活悠闲生活

昆明市物华天宝，四季如春，城市中有

浓厚的休闲慢生活的传统。街头巷尾的微型

广场绿地能为市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

场地。因此，《导则》中提出活动场地的布

局、规模要求以及活动、公共服务设施的设

计原则等，鼓励设置街头微公园，提倡营造

活跃的街道界面。

以退线空间活化为例，建筑退线空间作

为街道与建筑之间的连接和人群较为集中的

场所，其品质好坏对于街道整体品质的塑造

尤为重要。然而，《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2016版)》要求各级城市道路的最小

建筑退线距离为 10~50 m，尺度较大，无法

形成连续可感知的街道界面。为此，《导

则》特别规定：1)建筑退线空间内不应设置

机动车通道或机动车停车位；2)建筑退线空

间内不宜设置为不可进入的草坪、灌木绿地

空间；3)建筑退线空间不应成为建筑和人行

道之间联系的障碍。此外，针对不同尺度的

退线空间，鼓励灵活布置休憩社交场所、可

移动式售贩亭、商业外摆、集装箱式商铺、

广场舞场地、运动场地、儿童游乐场地、小

型绿地公园和社区广场，通过植入有效功能

以活化街道氛围(见图2)。

22..11..55 日照强烈日照强烈，，光能风能资源充沛光能风能资源充沛

昆明市日照强烈，风能光能资源充沛。

一方面可以依托街道设施，加强对风能、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应当

对街道遮阴给予格外关注。问卷调研结果显

示，一年中女性需要使用遮阳伞的时间长达

8个月。因此，《导则》对遮阴的要求提到了

较高的高度。例如：新建道路应优先考虑三

幅路，形成林荫道；不得通过砍伐行道树增

加街道空间；交叉口与地块出入口处行道树

应连续。同时，在条文中严格控制交叉口与

地块出入口的尺度。

与很多其他城市的建成区一样，昆明市

也困扰于 1997年出台的《城市道路绿化规

划与设计规范》 (CJJ75—97)中 25%甚至于

30%的道路绿地率要求，同时也存在街道绿

化过于偏重观赏性而忽略了为人活动提供舒

适性的问题。街道绿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服

务，街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提供遮阴、改

善街道环境是街道绿化的重中之重。因此种

植高大乔木比设置不可进入的草坪或灌木绿

化更加重要(见图3)。《导则》提出：以绿化

覆盖率替代绿地率控制街道绿化水平，鼓励

种植高大乔木取代景观草坪与灌木。

22..11..66 亚热带气候亚热带气候，，雨季雨季、、旱季分明旱季分明

昆明市属于中国二类气候区，年降雨量

较高，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地下水以及城市周

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目前昆明市主城区

的道路面积率达10.45%，并且数字还在不断

提升。《导则》提出依托街道的绿化系统，

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对雨水进行有效的控制、

过滤以及削峰，显著增强城市抗洪、抗灾能

力，同时增强对地下水的补给。

22..22 对接实际工作中的现实挑战对接实际工作中的现实挑战，，提供提供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导则》编制不仅应当重视城市本底资

源特征，还要密切关注城市街道使用现阶段

存在的最突出挑战和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实际

困难。因此，编制团队通过实地踏勘、行人

和自行车出行行为调研、问卷调查、部门座

谈等途径对街道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和概括。

22..22..11 道路空间资源有限道路空间资源有限

如同许多中国城市的建成区，昆明市街

道不是一套图纸规划出来的，而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生长。在城市人口总量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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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绿化覆盖率高的街道 b 绿地率高的街道

图3 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直观比较

Fig.3 Ratio of greening coverage vs. ratio of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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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参与者爆发

式增长的 20年来，城市道路空间资源的增

速明显滞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道路需要

加速扩张。世界范围内无数案例表明，通过

道路扩张解决拥堵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道

路资源的核心问题在于道路空间分配、路权

保障，其根本取决于针对交通参与者的优先

级建立广泛的共识。

《导则》经过多方的研讨和论证，最终

在保障路权方面提出了较高的标准。例如：

各级城市道路均设置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且

不得中断；主次干路应设置机非物理隔离；

将单条机动车道最小宽度从 3.25~3.5 m(小客

车专用路)压缩至 3.25 m；最小转弯半径压

缩至10 m。

此外，《导则》对空间不足时道路改扩

建的保障次序予以明确。提出在道路改建时

由于空间有限确实不能满足横断面分区要求

的，应当按照如下顺序优先安排：1)公交专

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人通行空间，一条

机动车道；2)机非隔离带，行道树或设施

带；3)其他机动车道；4)休憩景观带，中间

分隔带(见图4)。

22..22..22 新的交通方式对传统街道秩序的新的交通方式对传统街道秩序的

冲击冲击

近年来，昆明市电动自行车的增长十分

迅猛，2015年保有量已达111万辆，较10年

前增长4.1倍[9]。电动自行车的出现打破了街

道原有的秩序，引发了许多冲突，在街道空

间或规划设计层面，需要关注的是电动自行

车的路权问题，主要包括停放、通行和交叉

口等候。因此，《导则》针对电动自行车的

尺寸将单个自行车停车位的宽度由 0.4 m提

高至 0.6 m，并且针对沿街散点式停车和地

铁站、商业中心等特殊地点的集中式停车给

出了较为详尽的布设原则。通过在交叉口施

划非机动车前置等候区、左转待转区等手段

尽可能明确电动自行车的路权(见图5)。

22..22..33 重点片区街道品质不佳重点片区街道品质不佳

昆明市的城市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在城

市中心区和旅游热点地区的街道网络尚不能

统一品质，行人常常拐过一个街角就从整洁

宜人的街道环境步入杂乱无章的背街小巷

中。因此，《导则》强调要在城市重点片区

着力改善街道网络通达性、一个区域统一建

设标准，如采用风格统一的铺装、公共服务

设施等。

22..22..44 街道服务设施无序街道服务设施无序

在对昆明市二环以内的道路进行全面踏

勘后，编制团队发现街道上鲜少设有座椅、

自行车停车，因此随处可见市民“就地取

材”或“自备干粮”坐在街头；另一方面各

类市政设施却随处可见，甚至打断盲道、占

满人行道通行空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

此，《导则》强调了市政设施集约符合设

置，并以列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市政设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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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街道空间分配的优先级

Fig.4 Street space priority level

1

a 改造前等候车辆溢出 b 改造后在左转待转区内等候过街

图5 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等候区域改造

Fig.5 E-bike waiting zone at the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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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设置的区域，建议已有的不符合设置要求

的市政设施应由相关部门统计核查后尽快移

除。同时也建议政府加速推进线网入地、多

杆合一、铺设综合管廊等较为复杂的市政

表3 街道设计方案自评表(局部)

Tab.3 Street design self-evaluation sheet (partial)

类别

通
行
空
间

过
街
设
施

安
全
设
施

环
境
设
施

要素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行人过街

非机动车
过街

信号灯

街角空间

铺装

无障碍设施

交通稳静化
设计

隔离设施

街道绿化

照明

标识

服务设施

指标导向

1.人行道应连续，地块出入口处人行道铺装标高应保持不变
2.人行道宽度符合相应道路等级和区域的最小宽度要求
3.人行道在道路红线内外统筹设计，标高和铺装统一
4.在交叉口和路段出入口应有无障碍设计

1.非机动车道应连续
2.非机动车道宽度符合相应道路等级和区域的最小宽度要求

1.人行过街设施设置间距符合各等级道路要求
2.立体过街设施仅在必要时设置(具体设置条件参考导则相关要求)
3.过街长度超过16 m的交叉口设置过街安全岛
4.机动车停止线与行人横道线的距离不小于4 m
5.行人过街流量较大处设置车让人标识

1.设置非机动车过街的地面引导标线
2.设置非机动车左转待转区

1.行人、非机动车均有专用信号相位
2.行人过街等待时间不超过60 s

1.交叉口转弯半径不宜过大(具体值参考《导则》相关要求)
2.街角空间内没有被设施和绿化占用

1.步行通行区及非机动车道采用防滑铺装

1.步行通行区应避免不必要高差；如有高差时，应设置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
2.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坡道时保持人行道标高、铺装连续
3.盲道应连续、平顺，避免局部缺失、打断或不必要的转折

1.城市支路、居住区、学校门口附近路段，居住区内部道路是否进行了交通
稳静化设计

1.主次干路非机动车道应有物理隔离设施

1.沿街应设置行道树，且行道树间距不应大于8 m
2.树池采用平铺树池形式
3.行道树应连续设置至交叉口转角切线处，且不得遮挡路牌及驾驶人视线

1.大于8 m人行道设置人行道专用照明，可兼顾非机动车道
2.背街小巷、地下通道等治安问题较突出的地点应保障充足的照度

1.路灯杆、路名牌和交通标志杆是否整合设计

1.街道设施不得占用行人通行和过街等候区

评价情况
(是否符合指标导向)

是(√) 否(×) 理由说明

相关规
定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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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街道设施要素权责部门(不完全统计)

Tab.2 Administrative offices' responsibility for various street facilities (incomplete)

设施要素

无障碍设施

公共艺术

绿化植被

市政设施

照明

自行车停车

道路交通

标识系统

广告牌匾

权责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规划局(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

园林绿化局

各行业主管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园林绿化局

交警支队

交通运输局

公安局、交通运输局

业主自管

设施要素

城市家具

交警岗亭

安全监控

共享单车

路面、人行道

果皮箱

公共汽车站

消防栓

权责部门

城管局、园林绿化局

交警支队

公安局

城管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环卫局

公交集团

公安消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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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22..33 提出提出““导则导则++自评表自评表++部门版部门版””应用应用

模式模式，，方便部门管理方便部门管理

街道有许多元素，除红线内外权属的不

同之外，街道内的各个设施要素的建设、维

护也分属不同部门 (见表 2)。在实际工作

中，各个相关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手

册，但相互之间往往缺乏统一协调。甚至于

同一部门日常工作所需参考的标准、条例也

存在脱节或管理口径的不统一。

此外，考虑到园林绿化、城管市政等部

门专注于街道的特定元素或范围的管理，

《导则》中很多内容与其并无相关，为了确

保《导则》的便于使用，编制团队提供了适

合规划、住建、交运、交警、城管、园林等

六个部门使用的《导则》精编版，仅收录与

其管理权责有关的条例，并且逐一核对了各

部门日常工作惯常使用的标准和条例，有含

混或矛盾的在部门精编版中予以明确，遂在

篇幅上做到了大幅精简且内容高效集约，便

于日常工作查阅。

此外，遵循“避免最坏结果”的逻辑，

《导则》除了条文文本之外，还设计了“街

道设计方案自评表”(见表 3)，提取重要的

指标、要求，按元素分类，一方面便于各主

管部门将《导则》中的重点内容分块纳入各

自的工作管理手册中，另一方面鼓励由设计

单位对道路方案进行自评，与报批方案一并

提交，并推动将其纳入城市道路建设法定审

批程序，以加强《导则》的落地性。

33 结语结语

编制团队在工作过程中汲取了纽约、伦

敦、哥本哈根、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外

城市的成功案例与先进经验，结合昆明市本

地特色与实际问题，对接“城市双修”试点

项目，多次访谈相关各职能部门，力求使

《导则》做到实用、好用。相较于北京、上

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昆明城市发展阶段、

建设管理水平与市民意识仍存在差距。因

此，无论是从编制初期确定《导则》以目标

为大纲，在条文编写时重定量、轻定性，甚

至不惜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设计层面的灵活

性，还是在《导则》成文后提炼自查表、部

门精编版等多样使用工具，其初衷均是力求

适应昆明市的实际情况。

然而，城市发展的脚步从不停息，城市

空间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编写工

作伊始，昆明市还面临缺乏自行车停车位的

窘境，但随着共享单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这座城市中，政府开始在街头巷尾施划大量

自行车停车位，市民自行车停放难问题已基

本得到解决。因此，《导则》必将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导则》良好的

初衷和理念的落地实施也需要城市管理者、

建设者、规划设计人员以及广大市民的通力

合作，不可一蹴而就，也不应奢望《导则》

的出台即可解决全部问题。城市建设必将经

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街道设计不应是一

场阶段性的战役，而应如日常一餐一饭，持

之以恒，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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