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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nghai Urban Renewal

何  瑛   HE Ying 

上海2035总体规划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策略，作为践行5大城市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面临多元主

体、已建成环境的存量社区而言，如何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和建设行动，提高其可实施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市

级部门提出的6大行动指引，结合具体案例对行动路径进行探讨，实践表明：不同试点的行动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不同阶段

的工作各有侧重和创新点。针对目前实践中遇到的政府部门难以跟踪项目全流程、居民参与深度不足等问题，梳理国内外

案例，提出行动路径的优化策略。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is proposed by the Shanghai 2035 master pla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practice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the city. How to promot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munity with multiple subjects and buil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ix major 

strategies put forward by the municipal departmen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actual cases to discuss the action path in detail.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operation processes of different pilot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nd have different focuses and innovation 

point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n aiming at the relate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such as the difficulty for 

government to track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action path.

1　背景

在我国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上海面临着

创新发展、有机更新发展的新挑战。在第六次规

划土地工作会议上，上海提出的建设用地“负

增长”发展模式，迫使城市的发展重心从新增

用地的规模扩张逐渐转向存量用地的品质提

升。存量社区是与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关系最为

上海城市更新背景下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
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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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基本载体，针对其更新发展问题，学术界

和规划从业者一直致力于探索各种解决方法，

并付诸实践。目前上海已形成较为全面的指导

居住区层面建设的规划标准，上海2035总体规

划在此基础上，从提高人性化体验、方便居民生

活的角度出发，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以下简称“生活圈”）的策略，作为上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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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全球城市，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5大城市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

背景下的社区生活圈建设大致包含两方面的意

义：在物质空间层面上，应对社区类型多样、居

民需求分异、老龄化社会问题加剧等社会发展

趋势，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区生活平台；在

社会治理层面上，通过推动社区生活圈的建设，

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度、参与感和归属感，探

索“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路径。鉴于存量社

区面对的主体和利益团体复杂多元，公共服务

设施增加及提升的可用空间较少、老旧小区环

境治理等难点，有必要对如何推动存量社区的

生活圈建设及其行动路径进行研究，并在实践

中进一步探索。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社区发展

      实践历程

2.1　初步探索社区规划指标和管理体制

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进行

社区规划研究和实践探索。1992年，原卢湾区

（现黄浦区）的瑞金街道、普陀区的曹杨街道就

已经编制《社区综合发展规划》；从1995年起，

浦东新区在街道社区规划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社区规划和指标研究，建立了区级层面的社区

规划指标体系。这一时期的社区规划在内容上

偏重于社区功能、规模定位等方面，较少注重社

区形态规划和空间布局层面。同时初步探索社

区管理体制，开展“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

体制试点，将街道明确为社区管理的主体[1]。

2.2　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空间层面规划标准

2004年，上海开始编制《上海市中心城单

元规划》，建立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

并通过后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在空间上予

以落实。2011年，上海制定了《上海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技术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

国家层面制定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对已有控规进行分析评

估，结合行业和实际需求，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指标进一步细化，形成较为完善全面的社区基

础公共服务设施标准。2016年，上海对《准则》

进行修订，在原基础保障类设施的基础上，根据

居民对服务的新诉求，增加了社区食堂、养育托

管点等品质提升型设施，社区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性配置。社区物质空间层面规划标准的不

断提升、服务类型的不断丰富，给社区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存量

社区实施率低、规划空间和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2.3　聚焦存量社区丰富社区发展内涵

随着业界对社区和社区规划的认识提升，

社区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除了社区公共设施

配套外，社区环境整治、社区治理、公众参与

等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2005年，有专家就

在江宁路街道社区规划时提出，除了物质空

间环境的梳理和整合外，还应进一步思考社

区职能体制，打造社区文化[2]。2015年上海

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体

现了城市发展模式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提升、

政府管理思路从自上而下的宏观管控到多元

主体协商的转变，并推出城市更新“4大行动

计划”①。《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

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作为其中

“共享社区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基于《准则》

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关标准，进一

步提高要求，转变规划理念。一是从统一的设

施配置标准向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设

施配置转变，包括基于地区人群特征和需求

的设施配置以及基于儿童、老人等不同步行

半径偏好度的优化设施布局；二是强调协作

式规划，鼓励居民、社会团体等组织通过多种

方式参与社区建设。在实施上，为了确保生活

圈的顺利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引。

目前，上海已经在一些社区开展了生活

圈规划和建设的试点工作，包括浦东缤纷社

区、普陀万里街道、静安美丽家园等项目，在

实施层面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积累了

相关经验。例如浦东将健身房前部空间改造

为健身跑道，提供品质更好的公共空间；普陀

对原本“脏乱差”的杨家桥地区进行修缮整

治，结合滨水环境建设慢行步道和健身场所；

静安永和新村为解决小区内部交通矛盾，划

示出独立的慢行步道以引导交通流线（图1）。

3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路径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行动路径包括从前

期启动到方案制定、项目实施、成果推广的全过

程，大致可以分为深解读、组队伍、找短板、定任

务、推行动和评成果6个步骤（表1）。

3.1　梳理社区关注重点， 明确生活圈建设

        导向

梳理本社区发展关注的重点，研究居民

c）　静安永和新村内部慢行步道b）　普陀杨家桥地区健身空间    a）　浦东福山路跑道花园
图1　生活圈试点建设成果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① “4大行动计划”是指共享社区计划、创新园区计划、魅力风貌计划和休闲网络计划。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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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变化趋势，明确生活圈建设的导向和

目标。上海市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

应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人为本、关注生

活核心问题、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的精神

出发，聚焦居民日常生活、工作与休闲，通过

优化社区的用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梳理公共开放空间，营造可达性强、服务

精准、功能复合、开放安全的宜居社区。

以公共服务设施为例，相较于以往的社

区规划，此次生活圈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

设施类型完善。目标由基础保障转向品质提

升，策略由普适原则走向针对人口结构与活

动特征的差异化配置引导，逐步完善社区服

务体系。二是人性体验。实现各类设施的空间

布局与使用频率的高效契合，满足不同群体

活动圈层的可达要求，同时加强设施的步行

关联度，引导设施的“一站式”布局，推广邻

里中心的建设。 

3.2　组建项目推进队伍

社区是多条系统设施在此集成的场所，涉

及多方主体，为了确保生活圈建设的顺利进

行，应结合具体项目，整合各方力量来组建行

动队伍。在组建队伍时重点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自上而下的整体统筹协调。成立区

级层面的工作小组，搭建跨系统的协商沟通

平台。万里社区以区规土局为核心部门，负责

具体工作的开展，构建了市规土局和区政府

规划引领，区规土局整体统筹各条线部门诉

求，街道办事处、设计团队、社区居民协调推

进，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监督宣传的生活圈建

设团队（图2）。

二是自下而上的多主体参与。生活圈项

目的推进小组应包含项目所在街道（镇）/居

委会、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体，社区规划师、

专家学者、设计团队、实施主体等专业技术力

量以及社会组织（NGO）、媒体等第三方社

会主体。上海社区在自身发展和更新中，已经

产生了一些基层自治机制，可以作为生活圈

在社区推进的工作平台。例如静安区依托已

有的“三会一代理”②和“1+5+x”③自治模

行动阶段 工作目标 主要内容 参与主体

深解读
理解并明确生
活圈建设理念

梳理本社区发展关注的重点
研究居民的需求变化趋势
明确生活圈建设的导向和内涵

生活圈项目组织部门

组队伍
构建项目组织

架构
自上而下实现整体统筹
自下而上纳入协作式多元主体

市级主管部门、区级条线部
门 、 街 道 （ 镇 ） 、 设 计 团
队、社区居民、专家学者、
社会组织

找短板
奠定基于具体
问题的生活圈
行动方案基础

通过区域评估，以市民需求为导向，对社区
进行综合评估，明确生活圈中“缺什么、补
什么”，形成初步短板清单
纳入公众参与，以初步的社区短板清单为讨
论基础，听取社区居民、企业、社团等直接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诉求，完善短板清单
梳理社区可挖潜资源

区级条线部门、街道（镇）、
居委会、设计团队、社区居
民、社会组织

定任务 形成顶层设计

明确生活圈的建设内容
制定发展目标
提出规划策略
明确空间布局方案

区级主管部门、街道（镇）、
设计团队

推行动 明确近期工作
计划

基于短板清单和布局方案引领，结合居民需
求紧迫度、实施主体积极性、实施难易度
等因素，明确3—5年的具体工作任务，形
成“分期任务包”

区级主管部门、街道（镇）、
设计团队、社区居民、社会
组织

评成果 提高居民关注
度并推广经验

总结工作经验，由点及面，向全市推广。
通过论坛、展板等多元形式展现更新前后社
区公共服务的提升与变化

区级主管部门、街道（镇）、
设计团队

表1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指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万里社区生活圈工作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万里社区项目组相关资料自绘。

式，搭建社区规划工作平台。政府、规划师、工

程实施方、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楼组长与居

民代表等多方参与者，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

充分沟通需求和想法，共同推进生活圈的建

设（图3）。在浦东新区的缤纷社区项目中，特

别强调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例如陆家嘴福

山路跑步道项目，通过公益基金会平台，筹措

建设资金，组织设计师与居民齐商共议形成

② “三会”是指事前的决策听证会、事中的矛盾协调会、事后的政务评议会；一代理是指群众事务代理制度。

③ “1”是指党支部书记1人；“5”是社区民警、业委会主任、物业、群众及社会单位、居委会主任各1人；“x”包括党员志愿者、楼组长、驻区单位负责人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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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艺术墙绘项目则由公益基金会联

合企业集团共同推动。

3.3　评估社区现状资源， 寻找社区短板

为了形成基于实际需求而非普适性的标准

制定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需要针对具体社区，

特别是中心城内的老旧住区寻找社区短板所

在。寻找社区短板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通过区

域评估，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控规编制单元为

主，对社区进行综合评估，比对《导则》中的要

求，明确生活圈中“缺什么、补什么”，形成初步

的社区短板清单。二是积极纳入公众参与，加强

协作式规划机制，以初步的社区短板清单为讨

论基础，听取社区居民、街镇、企业、社团等直接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诉求，形成包括公共服务

设施内容及布局引导的短板清单。为了提高公

众参与的效率、扩大参与广度，社区规划师、设

计团队可通过开展沙龙论坛、制作活泼易读的

宣传手册等方式，帮助居民了解相关社区的政

策与规划，从而引导居民有效参与社区讨论。

为了更加精准地进行社区评估，万里社区

在评估工作开展前，遵循系统性、精准性和可操

作性等原则选取需要评估的社区要素，并形成

调研要素清单一览表，包括人群特征、社区物质

空间要素和居民需求3个方面。在公众参与上，

采用了通过街道、社区工作者向居民发放调查

问卷，对居民代表进行访谈等多种形式了解居

民对社区的发展意愿。除此之外，万里社区还在

评估中对社区内的可挖潜资源进行了调研，以

便为后期规划方案的落地提供可行性保障。在

评估结论上，重点关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共

空间、慢行网络等公共资源与使用需求的匹配

关系（表2）。

3.4　制定总体任务

基于寻找社区短板和资源挖潜的工作基

础，通过社区顶层设计来明确15分钟生活圈

的建设内容，制定发展目标，提出规划策略，

明确空间布局方案。

在实践中，不同的社区针对自身的本底、

发展短板和重点关注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

性的生活圈建设目标。例如万里社区为应对

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能力偏低、土地资源约束

等问题，提出了“魅力社区、悦行万里”的目

标，以及街道发展的4个关键要素：公共服务

设施与场地完善、交通条件改善、环境美化与

生态低碳和公共艺术活动策划，并明确了公

共服务设施、公共开放空间、慢行系统3个关

键要素的空间布局方案；浦东新区缤纷社区

项目以“精心设计、服务百姓、点亮生活”为

目标，通过社区顶层设计“一张蓝图”引导

社区更新，重点聚焦慢行交通、公共空间、公

共服务和公共艺术活动4个领域，推动建成

环境的艺术化改造和社区成员的情感融入。

静安美丽家园项目重点关注小区内部存在问

题，提出住区内部交通组织改善、社区安全全

覆盖、提升公共环境品质和加强住宅建筑功

能性与美观性4个更新策略。

3.5　分期推进生活圈建设

生活圈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式的过

程，为了明确建设目标，提升居民对社区规划

的信任，应基于短板清单和布局方案引领，结

合居民需求紧迫度、实施主体积极性、实施难

易度等因素，明确3—5年的具体工作任务，形

成“分期任务包”。

万里社区在布局方案和前期征求居民意

愿的基础上，结合街道近期工作和资金预算

可实施性，形成近期3年行动计划（2016—

2018年）和中期行动计划（2019—2020

年）。3年行动计划包括“邻里之家计划”“绿

行万里计划”“家园节计划”。在2016—2017

年间完成了相关控规调整、滨河漫步道改善、

社区小广场美化等一系列项目。浦东缤纷社

区项目以陆家嘴街道作为试点，提出3年行动

计划（2017—2019年），近期聚焦与居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9大行动，即“活力街道、街角

广场、慢行路径、设施复合体、艺术空间、林荫

街道、运动场所、破墙开放行动和文化活动”

（图4）；通过年度实施项目指南推动规划落

地，让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的变化，提升居民

图3　静安美丽家园项目工作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丽家园项目组相关资料自绘。

评估阶段 重点关注内容
评估前准备 选取人群特征、社区物质空间要素和居民需求3个方面作为社区评估要素

开展评估
比对相关标准，寻找社区物质空间短板
利用多种形式了解居民对社区的发展意愿
梳理社区内部可挖潜资源

评估结论
关注社区重要系统，如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慢行网络等公共资源与使用需求
的匹配关系

表2  万里社区区域评估技术路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万里社区项目组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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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地企业的参与热情。静安美丽家园项目

在推进生活圈建设时，特别关注居民的公众

参与，采取“分层推进、分步推广”的方式开

展。初步方案环节，以规划师和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之间的沟通为主。草案环节，征询意

见范围扩大到社区居民代表、楼组长等，草案

方案确定后面向全部小区业主进行公示。实

施方案环节，面向所有业主进行民主投票表

决，必须满足通过全部业主2/3以上同意方能

生效。通过不断听取和吸收居民意见，优化规

划方案，最终形成了居民认可的实施方案，确

保建设的顺利进行。

3.6　总结和宣传建设经验

为了提高居民对社区的关注以及优化后续

生活圈建设，区政府、街道/镇组织等应积极宣

传生活圈建设经验，通过论坛、展板等多元形式

展现更新前后社区公共服务的提升与变化，加

强与社区组织居民的沟通与宣传，吸引居民及

时了解更新的成果。市规土局可通过组织生活

圈试点评优工作、积极总结经验，由点及面，向

全市推广。

4　生活圈行动中的组织架构和公共参

     与优化策略

经过一系列生活圈的实践试点，《导则》

中提出的行动指引在实际中基本得到了验证

和落实。同时，不同的项目根据自身社区现状

和发展诉求，在具体实施上各有侧重和创新。

例如浦东缤纷社区在进行社区微更新时，引

入了设计方案遴选制度，选择出市民喜爱的

方案进行实施，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对

社区的关注度。目前在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

和不足主要集中在组织构架以及公众参与方

面。例如，以区规土局为责任主体的生活圈

推进小组，难以有效跟踪项目实施全过程。再

如，生活圈建设的提出和推进均以政府部门

主导，居民虽然广泛参与，但是参与深度不

足；在征求居民意见阶段，由于居民的规划知

识不足导致沟通不畅，等等。结合国内外经验

梳理，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化建议。

4.1　完善生活圈工作组织框架， 明确主体

        责任

针对具体社区所形成的生活圈建设任务

包往往涉及内容繁多，在系统上包括公共服

务设施、公共空间、慢行网络、艺术小品等；在

层次上包括涉及用地调整的规划类项目和不

涉及用地调整的微更新项目；在流程上包括

前期调研、方案制定、项目实施等阶段；涉及

规划、管理、实施等多方面主体。因此，明确生

活圈的工作组织框架对于项目的顺利推进和

形成可推广的行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大部分生活圈试点工作的开展依照常规规划

项目的思路，以区规土局作为责任主体。其优

势在于推进规划项目的经验丰富，落实区级

层面的大型设施和系统要素；弱势在于对后

续项目和非规划项目的实施推动和管理。与

此同时，街道层面作为上海“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中社区的直接管理者，在生活圈的建

设中仅进行了协助设计单位发放调查问卷、

组织论坛等初步公众参与工作。由于上海街

道的地域和人口规模与15分钟生活圈所设定

的范围较为接近，同时，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

派出机构，其管理范围涉及辖区内各个方面

和不同层次，具有完整管理、落实和跟踪生活

圈建设全过程的能力。因此，应以街道办事处

为主体，进行社区规划编制和执行管理。杨贵庆

在研究特大城市社区规划时亦提出类似建议[3]。

针对生活圈的工作组织，建议构建以街道

为责任主体的行动团队，全流程管控生活圈建

设，督促项目实施。区规土局以政策制定和解读

和协调统筹为主要职能，设计团队、社区居民、

企业协调推进，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媒体负责

监督和规划宣传（图5）。

4.2　鼓励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

国内外不同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协

作式规划模式下，为了促进多元主体达成共

识，监督规划实施，引入相对客观公正的第三

方组织承担部分宣传和监督工作，有利于各

主体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有效沟通[4]。目前关于

图4　陆家嘴社区3年行动项目分布图
注：项目的选择综合考虑居民需求紧迫度、项目实施难易度、相关工程建设时序等因素，在总项目库中选择近3年

的实施项目，重点聚焦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9大行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陆家嘴缤纷社区项目组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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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生活圈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致可以分为3种。

一是作为政府治理补充和服务提供者的

非营利组织。在日本，从事社区营造的非营利

组织约有2万个（2012年），以社区居民为主

要成员，旨在应对社区问题，为居民提供多样

化服务。例如非营利组织“生机勃勃的浅虫”

为解决当地老年人就餐问题，开办社区老年

食堂，为医院、社区居民提供订餐送餐服务[5]。

二是对规划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广

州同德围规划项目中引入了咨询监督委员会

（图6），全程监督综合整治工作，其成员有37

人，包括媒体代表、政协代表、人大代表、企业

代表和居民代表等，其中大部分人曾经或现

在是当地居民，这样的成员构成模式有利于

在居民中建立信任关系。该项目的成功实施

最终形成了政府认可的“同德围模式”，并通

过《资监委施行制度》促使其制度化[4]。

三是对社区规划进行技术支持和知识普

及。主要是指社区规划师、大学等专业团队以

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例如东京谷中区附近的

东京艺术大学老师和学生和居民一起建立了

“谷中学校”，并支持居民进行社区空间创新，

举办社区艺术活动以营造社区魅力[6]。台北市

从1999年开始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借由工

作室坐落在各个社区的在地规划师，就近为

居民提供关于建筑和公共空间的专业咨询，

以及协助社区制定推动社区发展的策略[7]。近

年来，上海杨浦、浦东新区等多个区也开始探

索社区规划师制度，为每个街道/镇聘请一位

专业人员（大学教授、建筑师、规划师等）作

为社区规划师，帮助社区制定发展规划。

从上述案例可知，第三方组织的加入既

包括政府主动引入，也包括居民自发组成后

参与。建议针对社区建设生活圈的具体需求，

一方面鼓励已有的第三方社区组织加入，另

一方面以生活圈建设为契机，鼓励社区基于

项目成立具有广泛利益代表性的社会团体，

以行使咨询和监督的职责，从而完善的生活圈

建设组织架构。

4.3　提高居民规划认识， 鼓励居民从被动

        参与到自主参与

一是通过普及规划常识推进生活圈的实

施。在生活圈试点实践当中，征求居民意见，居

民参与方案完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由于

大部分居民并非专业人士，对规划知识的认

识不足导致公众参与工作往往不够深入，效

率较低。因此规划常识普及工作对推进生活

圈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居民获取规划

知识主要源于具体项目中规划师对方案的解

读、相关论坛沙龙组织等（例如杨浦区长白

社区针对228街坊更新组织的论坛活动），缺

乏日常性和持续性的常识普及。日本在社区

营造中，在全国推广“社区营造研习会”的

市民参与方式，政府在地区课题改善计划的

制定和解决上，吸收当地居民一起参与，例如

“让老年人舒适居住的社区营造”等。市民通

过参与研习会课题的讨论、调研和研究，提高

对社区的认识[5]。台湾地区则将常态性经营的

在地团队（如仰山文教基金会、吾乡工作坊

等组织）以及研究机构或学校团体（如大叶

大学、成功大学等）作为社区居民的“辅导

团队”，弥补居民在知识上的不足，激发居民

的参与热情[8]。

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进居民的自主规

划行动。目前生活圈的规划和建设基本以政

府为主，居民参与程度有限。对于存量社区而

言，应鼓励居民加深对社区的了解，更加主动

地参与社区建造过程。从小微问题入手，以本

社区为核心，提出有针对性的生活圈建设设

想，在此过程中凝炼出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文

化特色。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公开、制定管控

和辅助政策为居民提供指引和帮助。西雅图

社区规划的编制基本以社区居民自发组织为

主，市政府的社区规划办公室（NPO）通过

制定管理性政策来明确规划程序和要求，同

时保证社区不偏离城市综合规划的主旨；通

过制定辅助性政策如“社区规划元素合集”，

为居民如何自主规划提供详细的指南，包括

对规划中的各种元素（土地、住房）的详细

规划指引[9]。

5　结语

上海2035总规中提出，将打造“15分钟

图6　同德围项目中咨询监督委员会构架
资料来源：:袁媛，2018。

图5　生活圈队伍组织架构设想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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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作为践行5大城市发展理念的

重要策略。对于存量地区，目前已经开展多个

社区生活圈试点工作，在《导则》提出行动

指引的基础上，对生活圈的实施进行有益探

索，基本形成了深解读—组队伍—找短板—

定任务—推行动—评成果的6步行动。本文结

合试点案例，对6步行动路径进行了具体分

析。实践表明，《导则》所提出的行动指引基

本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同时不同试点在具体

的项目推进过程中，对不同阶段的工作各有

侧重和创新点。针对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本文结合国内外案例研究，对生活圈的组

织架构和公众参与环节提出了完善生活圈工

作组织框架、鼓励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多元主

体参与、提高居民对规划的认识、鼓励居民从

被动参与到自主参与的优化建议。

本文虽然结合实际案例对行动路径进行

了初步研究，但是目前生活圈建设试点项目

较少，且类型较为单一，不足以涵盖全部生活

圈建设的路径类型。拟在未来实践和研究中

丰富社区类型，形成更加具有可推广性的行

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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