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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刊向本次熊本大分地震中受灾的人们表示衷心地问候，祈祷灾区民众的平安和早日实现灾后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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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首先介绍由日本政府认定为生物质产业都市的佐贺市所采取的行动。

Ⅰ 生物质产业都市 SAGA（来自佐贺市的寄语）
佐贺市在 2014 年 11 月被政府认定为生物质产业都

流通销售基地

市。该市以实现生活垃圾、废水等的“废弃物转换成

（生产基地）

能源、资源再利用的循环型都市”为目标，致力于将

饲料、肥料（使用副生生物质）

来自垃圾分类设施、地下水处理设施的生物质及二氧
化碳进行灵活运用的“集聚藻类相关产业的城市建

医药品、燃料

食品、化妆品

市场需求

藻类相关

(培育、提取基地)

的研究设

成分提取、精制技术

施

细微藻类培育
（室外大量培育技术）

设”
。
细微藻类是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的微小
生物，其中很多和陆生植物一样也进行光和作用。另

佐贺市聚集藻类相关产业的概念图

外、有些藻类还含有有用的成分，利用此特征开发出的产品也已问世。
佐贺市的城市建设不单是旨在形成藻类培育的基地，而是致力于将从藻类的培育（第一次工业）到提
取有用成分、产品加工（第二次工业）
、流通、销售（第三次工业）的 6 次工业化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佐贺市首先采取的行动是确保细微藻类进行光合作用所必需的二氧化碳。从环卫工厂燃烧垃圾
时产生的废气中进行二氧化碳的分离提取，并有效运用于细微藻类的培育。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在从 2013 年开始的两年时间，佐贺市同 3 家民营企业一道，从废气中实际提取二氧化碳，进行多样取
证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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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二氧化碳的成分分析和成本评估、
确认了能运用于微细藻类的培育和农作物的栽培的二氧化碳
的提取，在成本方面，也能以给予供应商一定利润的价格进行
供给。
以此试验结果为基础，佐贺市从 2015 年开始着手建设日产
量 10 吨的二氧化碳提取设备，目前已处于即将完工的状态。

二氧化碳分离提取设备 完成印象图

与此同时，在环卫工厂西侧的 2 公顷的用地上，民营企业正在积极筹备进行红球藻的培育和提取作为
化妆品的原料的虾青素。
就在今年夏天，环卫工厂即将开始将分离提取的二氧化碳运用于细微藻类培育的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
藻类相关产业是正在发展中的产业，关于其运用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为了让这样的藻类产业实现
持续的发展，有必要形成从侧面支撑产业化的产学官一体的研究开发机构。
因此，在藻类相关研究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佐贺大学、筑波大学和佐贺市成立了藻类的研究开发机构，
计划在佐贺市构筑藻类产业的发展的促进体制。
在本市，
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力争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城市建设
“生物质产业都市 SAGA”
。

＊

环卫工厂

分离提取前处理设备
废气

出处：
（股份有限公司）东芝

原料气体

二氧化碳分离回收设备
藻类培育

*用于去除多余成分的
原料气体化设备

*效果图

CO2 回收量
10t/天
中压气罐

未满

除湿以及压入装置
环卫工厂二氧化碳分离提取项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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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究所（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发行的杂志 —《城市对策》
（《URBAN
SOLUTIONS 》）每年发行两次，最新刊（第 8 期）已于今年 2 月发行，欢迎阅览。网址为
http://www.clc.gov.sg/Publications.htm
从去年 2 月发行的第 6 期开始，本杂志开始登载通用化城市建设（福冈市也在积极推行）相关报道。

II 不再有“障碍”
：新加坡城市建设中通用化设计的推行
（感谢作者和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究所允许本文的转载）

对全国所有公共建筑重新进行改造，这并非一件易事。新加坡建筑
建设厅（BCA）长官 John Keung 先生介绍了建筑建设厅为实现适应所有
年龄层和所有特定人群、百分百“人性化”建筑物所采取的措施。
面临的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新加坡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人口密度不断增
加，高楼建筑环境应时而生。因当时大多还是健康的年轻人口，比起建
筑的无障碍化，如何应对人口不断增加这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实现
国土资源使用最大化更为人们所重视。
1990 年对新加坡的“可达性”政策实施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
年。当时人口整体虽然还年轻，但新加坡已开始着手导入建筑物的“无
障碍·可达性”法，修改特别是对轮椅使用者来说的可达性标准。
当时预测老年人口将增加 3 倍，他们大多面临体能下降等问题，政府
因而制定了完善“居家养老”综合性建设环境这一政策目标。
“居家养老”
支撑“居家养老”的全民便捷
的建设环境

即政府要创造条件，支持人们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已经熟悉的生活环境中
度过晚年，同时，也为家人能照顾老人创造条件。
“通用化设计”
（全民设

计）的理念也被 BCA 编于自身使命之中，用于应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特点的人群的需要。
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拦路虎”是 1990 年“可达性”法实施前建起的现存大多楼房的改造工作。
对于这些建筑物，不仅要实现楼房内的无障碍化，还要考虑实现其周边环境的无障碍化。
解决对策
2006 年，BCA 通过实施“可达性基本计划”开始大幅推进通用化设计。从全局性和协调性出发，BCA
通过这一计划，同其他机构合作，致力于在新加坡创造出便利的建设环境的基础上探讨过去、现在、未
来的课题。
为了应对非无障碍化的老旧建筑，BCA 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以市民经常到访的建筑物、地区
为对象，实施了“提升可达性”项目。
自 2007 年起，BCA 就开始劝告政府机关进行为了提升可达性功能的公共区域的建筑物的整改。即包
含在建筑物的入口以及一层部分（在一楼配备洗手间等）的可达性的提升。此外，BCA 还发挥对进展进
行敦促和监督的作用。
为了激发民间建筑物的拥有者实施建筑物无障碍化的积极性，
BCA 在 2007 年引入了
“可达性基金”
。
此基金对为配备基本的无障碍功能而进行改装所花费的总额进行最大 80%的援助，特别是 BCA 同建筑物
的拥有者进行合作，
提升了乌节路一带的无障碍化。
乌节路是人气的购物街，
这一带的建筑物多半为 1990
年无障碍化被定为必要条件之前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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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法”为适应时代的需求，至今为止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改是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由居民、民间人士、公共机关合作进行。为了让可达性法更广泛地给更多的新加坡人民带来恩
惠，还对相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意见听取会、专题小组讨论和可用性测试。
例如，在 2013 年的“可达性法”修改时，针对人们的多样需求，进一步强调了完善设施的必要性。
面向孩子们的卫生设施、面向家庭的停车区域在运动综合设施以及大型购物中心成为必要。另外，在公
共洗手间的标志上添加盲文、触觉信息；在活动场地、礼堂等会场引入助听系统；通过修改无障碍法律
条例，让轮椅、婴儿车更易通过而扩充道路等内容也包含在内。
同时，BCA 一直在奖励在新的开发或改造中的建筑物中引入
通用化设计的开发商、
建筑物拥有者、以及其他产业的相关人士。
不仅仅是让相关人士遵守“可达性法”
，为了取得更大的进展，
BCA 还通过讲座、巡回展览和研讨会来普及通用化设计。特别是，
“BCA 通用化设计奖”是为了表彰运用通用化设计概念、全心致
力于开发具备全民便捷使用功能的开发项目。在 BCA 公开的“有
感庭院”也是介绍通用化设计概念的范本。

BCA“有感庭院”的盲道

为了扩展外延服务的范围，BCA 又开始了使用者友好度评价，
这一信息在友好建筑物门户网站上得以公开，使用者可以调查建筑物“可达性”的度数。为了这一目的，
BCA 还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
结果
今天，行动需要帮助的人和轮椅使用者已不再闭门不出，他们会到周围的市场、美食广场、购物中
心、活动中心等处活动。市民经常到访的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已配备基本的无障碍设施。现在，约九成
的乌节路边的建筑物可以让任何人都便利地使用，这是从 2006 年的 41%的程度上大幅改善而来。
自引入自主认证制度的 BCA 通用化设计以来，BCA 已经接受了 70 份以上的申请，认证了在建筑物开
发中引入通用化设计的 57 名建筑物的拥有者。现在，作为设计
概要的一环，很多开发商明确指出希望获得 BCA 通用设计标的最
高等级的铂金评价。
2013 年，BCA 通用设计标在奥地利联合国维也纳事务所举行
的“零点项目”会议上，作为创新的举措被认可。
“通用化设计”
显然已不再是陌生的词汇。

＜关于作者＞
JOHN KEUNG 博士为新加坡建设局首席执行官，公认的都市规划
专家。此外，JOHN 博士还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工学部咨询委员。在建筑物的无障碍化、与通用化设
在获得 2014 年 BCA 通用设计铂金评价的
Gardens by The Bay，Flower Doom 和 Cloud
Forest 内的为轮椅和婴儿车设计的斜坡颇受
好评。

计的普及相关联的“无障碍化通道·基本计划”的实施作出了突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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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ung, J. (2015, February). No more barriers: Promoting universal design in Singapore. Urban

Solutions, Issue 6, 36-41.
http://www.clc.gov.sg/documents/publications/urban-solutions/issue6/7_Case_Study_No_More_
Barriers-Promoting_Universal_Design_in_Singapore.pdf
Image Credits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Gibbyli,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ibbyli/14102420127/in/photostream/, CC
by-NC-SA 2.0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II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活动资讯（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资讯）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通年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本期将从 2016 年举办的活动中选出几次进行介绍。
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友好城市会议

6 月 30 日～7 月 3 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之
日
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
电影节
“Pacific Meridian”

7月2日
9 月 10 日～16 日

亚太地区古典音乐节

9月

第 12 届国际爵士盛会

11 月 11 日～19 日

内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办友好城市
间的科学文化会议。
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纪念日。俄罗斯著名歌手的
演唱会、运动会、烟花大会等。
著名导演和演员等重量级人物参加。期间会上映
各国电影。
符拉迪沃斯托克爱乐乐团公演。俄罗斯及亚太地
区古典音乐公演以及音乐大师班活动。
来自俄罗斯、欧洲、美国、亚洲的爵士艺术家进
行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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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联合国人居规划署福冈本部报道（连载 9）
关于《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在各国的运用
联合国人居署为了应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产生的诸多问题，以促进在城市规划
的阶段能够良好地应对、成为决策时的指针为目的，在 2014 年，制作整理了《城
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
。
该准则以来自各国的代表为中心归纳总结而成，关于制作过程，在 2015 年 9 月
份我们已经进行了介绍，并在 2015 年 12 月的联合国总会上报告了内容。
准则内容的手册和将准则内容完美运用于实践的事例集最初只用英语发行，现

日语版准则

已被世界 11 个国家翻译，并在各国进行内容的介绍和推进该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
■在斯里兰卡的实施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斯里兰卡举行了该准则和“亚太地区城市的现状和课题 2015”的发行庆祝仪式。
来自斯里兰卡政府的大城市圈西部州开发部长、地方自治体相关人士和城市开发的专家、研究人员以及
市民团体汇聚一堂。出席庆祝仪式的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的深泽本部长表达了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城市
规划，运用至今为止所积累的知识的重要性。另外，斯里兰卡大城市圈西部州开发部长还介绍了斯里兰
卡的城市规划蓝图。在之后举行的讨论会上，关于废弃物的处理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以及信息分析、
计划、实施、进展状况的确认、成果确认等一连串程序来进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进行了各种意见的交
换、信息的共享。

正在致词的斯里兰卡大都市圈西部州开发部长

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部长深泽先生向部长递交准则

亚太都市的现状和
课题 2015

■在越南的实施
2016 年 3 月 8 日，
在越南河内举办的第七届环境可持
续发展城市的高层研讨会上，也采纳了该准则。联合国
人居署福冈本部高级人居专门官员布鲁诺·德康先生
向来自 13 个国家的 150 位参加者说明了在 2015 年 9 月
的联合国峰会中所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为了实现其中
高层研讨会场景

第 11 项的“可持续居住的城市规划”目标 ，城市规划

越南语版准则

是特别重要的。同时他还指出作为推进城市规划指南的“城市区域规划国际准则”是良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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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实施
日语版 “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于 2016 年 3 月出
版，4 月 1 日举办了纪念出版的研讨会。这项准则自 2003
年起经过了 3 次特别专家会议，在 2014 年 11 月确定了最
终方案，最后一次特别专家会议在福冈举办，会议得到了
国土交通局、福冈县、福冈市、西南大学的多方支持。制
作完成的日语版第一时间送至福冈县和福冈市，再次传达
了对准则制定提供帮助的感谢。

向福冈县（左）
、福冈市（右）递交日语版准则

在 4 月 1 日的纪念该准则日语翻译出版的讨论会上，作为准则制定
的日方代表官员，西南学院大学野田顺康教授（前联合国人居署福冈
本部部长）讲述了决策的背景和着眼点、准则的重点等趣味十足的话
题。接着，作为准则中介绍的优秀的城市规划案例之一，从优秀事例
集中重点举出了福冈市的紧凑的城市规划，并由福冈市政府人员从历
史缘由角度和以具体的分析为基础进行了说明。
西南学院大学野田教授在研讨会上
介绍准则

《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可以从以下网站进行下载
http://unhabitat.org/books/international-guidelines-on-urban-and-territorial-planning/
另外，如需日语版准则，请联系以下地址：
负责人：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 三浦（电子邮箱：hiroko.miura@unhabitat.org）
《亚太地区城市和现状的课题 2015（The State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Cities 2015）》
（仅有英文版）可以从以下网址进行下载。
http://unhabitat.org/books/the-state-of-asian-and-pacific-cities-2015/

★欢迎各会员城市负责人踊跃提供信息。
热门事件、新开展事业、城市问题的关键性解决措施等，凡与贵市城市问题解决对策有关的内容，都欢
迎踊跃提供。
（通讯内容上传在亚太城市峰会网站，也会通过 E-mail 方式寄给各会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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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城市峰会今后预定计划
召开日期

会议名称

召开城市

2016 年 11 月 25 日-28 日

第 11 届实务工作者会议

怡保市（马来西亚）

亚太城市峰会： Asian-Pacific City Summit 为解决亚太地区城市问题，通过市长会议和实务工作者会议，
为城市间的合作和交流构建平台。
亚太城市峰会(APCS)会员城市

13 个国家、30 个城市

奥克兰市（新西兰）

鹿儿岛市（日本国）

曼谷都（泰王国）

北九州市（日本国）

布里斯班市（澳大利亚联邦）

吉隆坡市（马来西亚）

釜山广域市（大韩民国）

熊本市（日本国）

长沙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尼拉市（菲律宾共和国）

大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宫崎市（日本国）

福冈市（日本国）

长崎市（日本国）

广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霸市（日本国）

光阳市（大韩民国）

大分市（日本国）

胡志明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浦项市（大韩民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佐贺市（日本国）

檀香山市（美利坚合众国）

上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怡保市（马来西亚）

新加坡共和国

雅加达特别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乌鲁木齐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济州特别自治道（大韩民国）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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