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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生活空间及生活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了新型城镇化这一
概念的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要求在城市发展规划过程中要不断进行创新与改革,对建设内
容、原则以及优化措施进行分析。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优先考虑城乡结合的发展战略
方针,构建绿色、生态的宜居城市,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可以协调发展。本文主要针对城市规划与建筑
设计两方面进行探讨,对其发展原则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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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people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space and quality of life,
which prompts the concep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concept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s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principle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mbi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build a
green and ecological livable city so that human socie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develop in harmon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two aspects of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ts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alizing the goals of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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