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 & CITY PLANNING
邦城规划，亚洲领先的城市规划管理顾问

邦城规划崇尚专业水准、创新意识和整合能力，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
高增值的、卓越的规划服务以及解决方案。

十年百城
——邦城规划十年回顾与展望
2004 年 6 月 2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苏州工业园区为
中新带来牢固友好关系》，庆祝苏州工业园区成立十周年。这一年，
世界 500 强企业已经 50 家落户园区，GDP 达到 365 亿元，十年间平
均每年增长 45%。这一年，曾经参与苏州工业园区早期规划建设的新
加坡和中国规划师创立了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这个新中
合作的专业服务公司经过十年的努力，以苏州工业园区同样的成长速
度，发展成为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咨询机构。
过去的十年，SCP 机遇难得，受益于中国市场，十年间中国的发
展速度惊人，经济总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的速度也是
惊人的，新增了 1.5 亿城镇人口，SCP 借势而为，运用在现代工业园区、
科技商务园区和新城开发方面经验，服务了超过 100 个城市，亲历了
中国各个区域的城市开发过程。
未来十年中国发展重点在于稳增长，实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城市
发展不再重复简单外延扩张的模式，城市更新以及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将是城市规划重点关注的课题，SCP 面临转型压力，将关注旧城和老
工业区改造。
未来十年世界上三个外资最活跃的地区，东南亚、非洲以及拉美，
也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区域，SCP 将伴随全球城市发展的
趋势而实施国际化战略，走向更多东南亚城市。
本内刊 2014 年的内容是对 SCP 过去十年的回望，也是对苏州工
业园区二十年的回顾，事实上，“邦城”也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城
邦”，这个在全球城市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自由生活家园，把神
和市民融合在城堡内，创造了古典城市文明，SCP 希望透过更长的城
市史的回溯，在历史的探寻中发现理想城市，更加清楚地看到城市的
未来。巧合的是，雅典城邦出现的时候，也是苏州建城的时候。今天，
我们处于城市爆炸的年代，2500 年来人类定义的理想家园从未像今天
这样让人迷失，作为每一个城市规划师应该通过比较研究中国与国际
上城市发展现象，同时回顾城市历史发展的线索，看到城市的本质和
规律。希望本内刊成为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的一个阵地，为未来城市发
展提供宝贵经验。( 陈启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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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吉林高新技术开发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4 年 1 月，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吉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就园区规划、市政设计、城市管理等方面达成全方位战略咨询合作。作为战略合作的首批项目，
吉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委托邦城规划编制《吉林高新区北区空间规划优化》、《吉林高新区北
区核心区城市设计》、《吉林高新区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吉林高新区管理与运营专项规划》
和《吉林高新区交通与道路专项规划》。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境内，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承担着吉林城市拓展和产业转型的重要使命，目前正在向北扩区发展。吉林高新北区位
于吉长高速和吉长北线之间，规划面积 108 平方公里，距离主城区 13 公里，与“长春市东北部工业
区”遥相呼应，是高新区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核心。此次，邦城规划承担的首批规划设计项目预计将于
2014 年 6 月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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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助力广东华熙集团竞得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
集聚区合作开发权
2014 年 1 月 26 日，在广州“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项目合作开发竞标会”上，广东
华熙集团有限公司凭借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提供的规划设计方案，成功竞得与广东粤科金融集
团合作开发“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的资格，同时也宣告了邦城规划承担的《广东国际
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策划研究与城市设计》项目即将顺利结题。
“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是广东粤科金融集团承接国家战略，着力打造的全国首
个以“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为主题的战略性产业园区，承载着引爆中国深化改革、吸引海外人
才回归和引领广东成为全国“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战略重任。因此，邦城规划紧扣时代发展命题，
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先进产业园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梦、创新梦、中国梦”的发展设想
和“中国结、中国玉、中国情”的规划方案，并在方案中充分融入“生态、智慧、科技、融合”的发
展理念，拟打造一座融国际一流创新发展平台和崭新生活方式于一体的“创新磁核”。该方案获得了
华熙集团的充分肯定，也为华熙集团成功竞得本次合作开发权提供了有力支撑。

3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举办临空经济区专题讲座
2014 年 2 月 9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北京分公司特别邀请航空规划建设领域的知名专家
徐晓东先生做了题为《临空经济区的空间演进及规划研究》的专题讲座。讲座主要分为机场与城市之
间的关系，机场对城市的影响，临空经济及临空经济区，临空经济区的空间表现和形成机制，以及北
美、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国内一些有代表性的机场案例介绍等五大部分。并针对中国首都第二机场临
空经济区的相关问题，徐晓东先生与邦城规划北京分公司的员工进行了专题探讨。

4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签约保定汽车研发科技城项目
2014 年 2 月 21 日上午，中国长城汽车公司—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公司保定研发科技城项目合作
签约仪式在长城汽车总部举行，保定市副市长杨宝东、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以及邦城规划董事局主
席曾士生、董事兼新加坡总裁符之文、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邱榉檀等出席了签约仪式。
依据保定市城市总体规划，保定市将着力打造“一城两区、五个平台”，拟将保定建设成以汽
车整车、零部件为产业特色，集科研、生产、教育、金融、医疗、汽车文化等于一体，具有综合服务
功能的现代化、国际性的汽车城。
本次项目位于保定市 “一城两区”的南区汽车科技研发区，主要工作包括 22 平方公里的概念规
划，170 公顷城市设计以及交通、市政和景观等专项设计。项目预计于 2014 年 8 月下旬完成。

5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访问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

作为一个新加坡企业，邦城规划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中，始终坚持在源自新加坡、借鉴国际经
验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城市本身的特点，并分门别类的进行使用及整合，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元素雷同。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对 SCP 的设计理念非常认可，希望彼此间能够更多互动，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与认识，达到双赢的目的。

邦城规划新闻

规划顾问公司（SCP），并与邦城规划中国区总裁陈启宁座谈，双方积极交流和探讨深化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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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就老挝开发领域达成战略咨询合作。
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央、云南省各级政府及驻外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并在有关国家政
府的帮助下，依靠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资源，在国内外两个市场成功取得一批重大项目，已
成为云南省实施“桥头堡建设”、“走出去”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未来，SCP 与云南海投将发挥各自市场信息、品牌、人才等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进行合作，强
强联合，结成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发展独具特色的海外开发模式，打造一流的老挝
开发项目，实现社会价值、企业品牌和项目盈利的多赢目标。

7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西交利物浦大学 MOU 签署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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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下午，SCP 与西交利物浦大学 MOU 签署仪式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举行。SCP 中国区总
裁陈启宁先生、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David O’Connor 教授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学规划系主任
Jessica, Sewell 女生进行签约。西交利物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具有独立
法人和鲜明特色的新型国际大学，以理、工、管起步，并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西交利物浦大学的
规划系多元且充满活力，结合了国际的规划和设计角度及深入探讨当代中国规划与设计。
此次 SCP 与西交利物浦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达成协议共同研究专题、交流经验，西
交利物浦大学为 SCP 输送专业人才和组织专题讲座，双方长期合作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仪式过后，SCP 助理规划师王嘉伟给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新加坡规划建设的专题
英文讲座，学生积极参与、热烈讨论，现场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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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十年回顾 / 10—Year Review

创新国际汽车城规划，助力南沙世界服务枢纽建设
The development of Nansha Global Service Hub: Creative planning appro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City

周九锡 Zhou Ji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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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沙新区作为珠三角地理的中心，自霍

1. 广东战略“金三角”

英东 1988 年开发南沙以来，其在广州的战略重

目前，广东已经形成以广州南沙新区、深圳

心得到了不断强化与提升。2012 年，南沙新区获

前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三大区域的战略“金三

批成为全国第六个国家级新区，按照规划，汽车

角”，以实现广东经济在未来实现新一轮发展。

产业将作为南沙新区主要的产业功能组团之一，

其中，南沙新区是之中面积最大、战略层次最高、

将以黄阁镇所在区域为主，规划建设国际汽车城，

功能最多元的区域，其发展水平与层次将直接影

并委托邦城规划开展发展策略研究。本次发展策

响到广州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若充分发挥其地

略研究通过借鉴国际与中国汽车城发展经验，创

理几何中心位置的优势，更具备深度与广度上的

新规划方法与思路，提出前瞻性的战略定位、功

区域带动能力。因此，开发建设好南沙，将成为

能结构与产业体系，为南沙国际汽车城高起点发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一。

展添砖加瓦。

（1）南沙新区

【关键词】南沙、广州、国家级新区、汽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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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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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nsha New Area is center of

中医药和生物技术、数据服务、航运物流等八个

Zhujiang River Delta Area, which was started

重点领域

developing on 1988, has been sixth national new
area. Automotive industry would be mai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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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ansha and build automotive-city.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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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prospective strategic position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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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industry system, referring t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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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世界级综合服务枢纽 。在发
展汽车产业上，必然也要强化其综合的服务能力。
目前，广州已经形成了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以广
汽本田为核心的东部汽车产业集群（开发区、黄
埔区）；以东风日产为核心的北部汽车产业集群；
以广汽丰田为核心的南部汽车产业集群（南沙）。
相比前两大集群，南沙国际汽车城除了整车厂以
外，周边配套体系尚未成熟，未来发展完整的生
产体系条件并不突出，需要从“贸易 - 服务 - 消
费”角度进行突破。
贸易——依托汽车滚装码头与汽车进口口
图 1：广东三大新区布局
2. 珠三角的转型升级需求与南沙的战略契合
珠 三 角 作 为 全 国 经 济 发 展 先 行 区 域， 自

服务——创新培育引入新一代汽车服务平
台，服务于整个珠三角汽车产业链。
消费——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汽车消费体系，

以为继，GDP 增速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省份倒数，
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驱

4. 国内国际汽车城发展路径

动路径升级，才能保证经济平稳适速增长。从产

4.1 国际模式

业转移趋势来看，传统产业逐渐将向粤东西北转

国际上汽车城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美国

移，珠三角则将更多保留产业链中高端的环节，

底特律与日本丰田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生产就

以确保珠三角在全球供应链上居于领先位置。总

近配套，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生产基地，这种模

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提升是珠三角核心区实现

式在 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目前正在

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强调“先进制造业 + 现代服

转型。另一种模式是德国沃尔夫斯堡与意大利都

务业”融合创新，将成为未来新的增长动力。

灵的模式，除了制造外，还专注于设计和研发环

按照规划，广州将发挥华南中心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建设成为面向

节，生产则通过全球供应链体系分布在全球，整
个城市就专注在汽车“轻资产”环节。

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但是近几年来，
广州在全国城市序列中经济发展成绩并不突出，
GDP 与天津的差距越来越小，服务业被北京与上
海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只有注入全新的发展理
念，才能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加强广州
服务业的能级，增强其为珠三角、广东全省与华
南的服务能力，将是其长期的发展趋势，而南沙

表 1：国际汽车城发展路径

则将在广州强化服务能力道路上扮演愈发重要的
角色。

4.2 国内模式
目前国内汽车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主要集

3. 南沙发展汽车产业要以服务为重要突破口

中于汽车制造环节，综合性城市功能缺乏，上海

南沙定位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

国际汽车城是相对发展最好的，除了大众汽车制

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

造厂以外，还建设了 F1 赛车场、汽车会展交易

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

中心等服务性、消费性设施，但是整体而言，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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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类人群对汽车消费的需求。

创新国际汽车城规划，助力南沙世界服务枢纽建设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其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难

岸，辐射珠三角，覆盖华南、发展汽车贸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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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功能还是比较孤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功能结
构体系。

图 2：国内汽车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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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结
通过借鉴国际国内汽车城发展经验，可以获
知，如果汽车城只是单一发展制造业，在行业遇
到困难时，必然会直接波及整个新城发展，会导
致难以挽回的萧条。而注重汽车制造和服务共同
发展，则可以分摊风险，使整个新城发展机构更
为均衡，更为合理，更符合未来产业新城的特点
和需求。
5. 南沙国际汽车城发展战略
南沙国际汽车城要在广汽丰田制造工厂基础
上，由“制造新城”向“服务新城”转变，重点
关注制造、贸易、消费等独立产业链的融合，形

图 3：上海国际汽车城功能布局

成为产业体系服务的开放式平台，三大环节呈现
互相影响和推动发展的关系。
6. 南沙国际汽车城功能结构
南沙国际汽车城将根据功能间相互关系，形
成“基础制造 - 中间增值 - 外围配套”的结构关系。
（1）基础制造功能
●

围绕汽车制造的生产及服务领域：包括汽

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以及汽车生产相关的服
务业（如供应链、设备租赁等）；
●

产业园的产值与利润核心：内核制造是产

业园存在的基础，也是其产出和盈利的关键。

图 4：南沙国际汽车城战略框图

（2）中间增值功能
●

围绕产学研的增值领域：产业研发中心、

产业监测机构以及产业教育机构等；
●

产业园升级转型的支撑点：是产业园紧贴

8. 南沙国际汽车城规划布局
南沙国际汽车城将形成“生态绿核居中、城
市轴线延伸、圈层带状发展”的格局，其布局结
构为：

汽车行业发展前沿、建立行业权威及标准、培养

●

生态绿化核心；

高端人才的源动力。

●

城市核心区中轴线；

●

外围工业生产带；

●

中部生活服务配套圈层；

（3）外围配套功能
●

围绕城市功能的配套领域：汽车相关外围

配套领域（体验馆、展览、公园等）、生活居住
及消费领域；
●

产业园产城结合的依托：通过城市功能的

配套，最终实现以产业带动城市、以城市促进产
业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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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南沙国际汽车城在本次规划中力求突破“汽

7. 南沙国际汽车城产业体系

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相关配套”传统的发

南沙国际汽车城最终将形成“制造研发 - 贸

展路径，尽可能发挥南沙作为珠三角及华南服务

易流通 - 消费体验 - 汽车金融 - 物流运输”五大

枢纽的地位，延展“汽车贸易 - 汽车消费 - 汽车

产业体系。

服务”链条，增强南沙国际汽车城可持续竞争力。

图 6：南沙国际汽车城产业体系

周九锡

图 5：南沙国际汽车城功能结构

创新国际汽车城规划，助力南沙世界服务枢纽建设

图 7：南沙国际汽车城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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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港互动，港城一体”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定位经验总结
Port and City Integration
——Industry Planning lessons from Yibin 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董颖 Dong Ying、徐明滢 Xu MingYing

【摘要】本文介绍了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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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定位研究部分的项目背景、重点解决问题、解

1.1 项目背景

决方案和心得总结。该研究定位建议临港开发区

宜宾位于四川省中南部，因金沙江、岷江在

可围绕“四港互动、两轮驱动、港城联动”的战

此汇合，长江自此称为“长江”，宜宾也因此被

略思维，建设大港口，打造大产业体系，实现大

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为了扩大宜宾地区对

港城的港城一体化。该项目完成时限短，客户要

外开放，保护翠屏区优质耕地和宜宾历史文化名

求高，邦城团队通过理清客户现状问题、准确判

城，加快长江临港地区经济发展，经国务院批准，

断客户需求、提供超值客户服务，较好地完成了

宜宾临港开发区于 2013 年 9 月升级为宜宾国家

客户交办的任务。

级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关键词】四港互动，港城一体，临港开发区，
宜宾，产业定位，产业策划

目前，开发区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的 GDP 排名暂时靠后，同时面临四川省委多
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及宜宾市委、市政府“2365”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发展战略的机遇。为了适应打造千亿产业园区的

key problems, solution and project experiences

发展需要，开发区提出的高标准建设临港的总体

of Yibin Ports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要求，对现有规划进行优化和提升。

ConceptPla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1.2 区位及规划范围

development zone may adopt the concept of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川、滇、黔结

“interaction of four ports, drive of two wheels,

合部，成都 - 贵阳、重庆 - 昆明 X 型交通交汇处，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port” to build “big port,

是成渝经济区南接大湄公河次区域和长江中下游

big industry and big portside city”. This project is

地区的重要节点，是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西进

time limited with demanding client requirements.

南下战略和丝绸之路战略等多重重大发展战略的

The SCP team explains client’s confusion clearly,

承载区，辐射广阔原材料产地及市场。开发区位

estimates client’s needs precisely and provides client

于宜宾中心城区东北部，距离主城约 10KM。

value-added services, which completes the mission

开发区概念性总体规划的范围共 165 平方公

作者简介：

with client’s satisfaction.

里，在原有白沙和沙坪两个街道（约 96 平方公里）

董颖，邦城规划战略事业部，

【Keywords】Interaction of four ports, integration

的基础上，增加翠屏区凉姜乡和南溪区石鼓乡（共

徐明滢，邦城规划战略事业部，

of city and port, Ports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约 69 平方公里）作为临港区未来城市发展的用

助理规划师

Zone, Yibin, industrial position, industry planning

地布局空间。本次规划包括定位研究、空间研究、

总经理。

规划支撑和城市设计四大部分，其中产业定位研

六盘水区域战略、乌蒙山老区开发、成渝经济区、

究部分将在对规划区及周边区域的现场调研和访

川南经济区、宜宾沿长江经济带、宜宾外向型经

谈的基础上，基于对规划区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各

济、宜宾产业经济及“三中心、六基地”政策等；

类工业园区规划的丰富经验，从大区域发展背景

（2）自身优势分析：包括河港、公路港、

下透视宜宾和规划区的发展条件，提出地区港口

铁路港、空港的“四港互动”优势，区位优势、

及产业发展策略，明确功能定位，指导空间布局。

港口优势、政策优势等；
（3）港口定位分析：港口腹地分析、港口

2. 项目重点解决问题

发展定位、物资集聚分析、港口与物资集聚矛盾

通过宜宾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与邦城规划的商

分析、“散改集”策略研究，营口港案例分析等；

讨，本次定位研究确定将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其

（4）区域历史使命分析：城市板块分析、

中包括：

开发区历史使命探寻等。

划建设“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港口发展定位为产业定位结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

机遇，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如何

据。根据对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综合交通运输

立足于深化宜宾对内对外开放，临港自身结构调

体系建设、规划及货物流向分析，本研究认为宜

整与转型升级，对重点产业方向的梳理及重点项

宾港经济腹地以四川省、云南北部、贵州西部为

目进行前期策划？

主，其中直接腹地包括宜宾市所属二区八县、自

（2）充分分析评价开发区的现状有关情况，

贡市、雷波县以及云南省的绥江、水富；重要腹

深入了解和调查开发区及周边的建设和发展现

地包括攀西—六盘水地区及昆明、昭通等云南地

状，探讨开发区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认清自

区；间接腹地包括成渝经济带以及黔西北地区等。

身优势及未来发力点，并对其核心竞争力进行分

另外，在港口发展定位方面，本研究通过对宜宾

析；

港现有物资集聚可能性分析，为宜宾港确定三大
（3）对上轮定位规划进行深入研究和补充。

包括对宜宾临港进行 SWOT 分析，提出开发区发
展战略和功能定位，构建临港符合“两中心、两
基地、一枢纽”的新产业定位，确定社会经济发
展目标及发展策略；

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用 5 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打
造港口及四港互动的集疏运系统；
2）第二阶段：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将宜宾
港打造成西南地区大宗商品集散平台；

（4）实现“四规合一”。定位研究需要将

3）第三阶段：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

产业与上位规划、交通、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

行散改集策略，最终将宜宾港建成长江上游重要

度对接，对规划与设计部分起到指导性作用。

的粮食物流中心、煤炭交易中心、矿石及矿建材
料物流及交易中心。

3. 项目解决方案
3.1 前期研究分析

3.2 主导产业筛选和分析
综合以上前期研究分析，本研究对临港主导

经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后，邦城团队对宜

产业进行了筛选和深度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

宾临港进行了包括宏观背景、自身优势、港口定

（1）港口产业案例分析：分析统计临港产

位、区域历史使命等一系列针对临港开发区特质

业案例共计 8 个国外港口案例，23 个国内港口案

的研究分析，突出了宜宾临港的“四港互动”优势，

例，归纳总结出 10 类主要临港产业；

并对港口定位进行了重要演绎分析。其中，各个
研究部分的重点内容包括：

（2）核心主导产业筛选和分析：通过聚焦
临港依存产业、兼顾产城融合和产业升级需要，

（1）宏观背景分析：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

为临港开发区筛选出以现代装备制造业、新材料

南丝绸之路、中国 - 东盟贸易、三中全会、攀西

和现代物流为核心主导产业，以都市型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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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部分研究分析中，港口腹地分析与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定位经验总结

（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抢抓国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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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配套支撑产业，以

宜宾临港开发区可围绕“四港互动、两轮驱

科技技术服务、旅游、文化等产业为新兴培育产

动、港城联动”的战略思维，整合包括“四港互

业，并对每一门类产业进行了深度行业研究和分

动”、区位和政策等优势来建设大港口，打造三

析，提出重点建议项目。

层次和两驱动的大产业体系，最终实现功能联动、

3.3 定位方案结论
（1）产业定位
结合以上前期研究分析成果和主导产业筛选
结果，本次研究定位提出：

体制联动、区域联动的大港城港城一体化。
临港开发区大产业体系的“三层次”包括核
心主导产业、配套支撑产业、新兴培育产业，“两
驱动”包括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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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宜宾临港开发区产业定位方案

图 2 宜宾临港开发区大产业体系示意图

（2）产业发展细分：
根据主导产业分析和产业发展定位结论，方
案为“两驱动”的产业体系给出以下产业发展细
分建议：
a.

逐步实现临港新城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实现
区域产值 1000 亿元，其中包括：
a.

第一阶段 2014-2017 年重点发展大港口

现代制造业，包括主导产业的现代装备

与大产业，打造临港产业城。重点发展产业：现

制造业、新材料和配套产业的都市性工业，共计

代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现代物流业、都市

3 个产业总目录，13 个一级产业目录，22 个二级

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等。

产业目录，每个二级产业目录下包括各自不同的
市场细分产业。
b.

现代服务业，包括主导产业现代物流业

和配套产业城市服务业，共计 2 个产业总目录，
5 个一级产业目录，18 个二级产业目录，每个二
级产业目录下包括各自不同的市场细分产业。
（3）产业发展战略

b.

第二阶段：2017-2020 年重点发展大服

务与大文化，打造创新临港城。重点发展产业：
现代物流业、研发孵化、文化创意、文化休闲及
旅游产业等。
c.

第三阶段：2020-2030 年重点完善发展

大港城，打造西部港城典范。重点发展产业：文
化创意、文化休闲、健康养生等等。

方案建议临港开发区通过三大阶段发展 ，

图 3. 产业发展时序示意图

4. 项目总结与心得
本次规划留给产业定位研究部分的时间短、
要求高，而且面临 AECOM 等著名公司的定位方
案对比。邦城团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一
轮定位研究方案，并在第一次正式汇报后赢得了
客户好评和赞赏，较为完美地完成了客户交办的
任务。其中，宜宾市委书记王铭晖对此次定位研
究非常肯定，认为“四港互动”是观念上的创新，
并表示要召开全市全体干部大会，邀请邦城专家
讲解“四港互动”的内容。开发区规划建设局李
局长表示此次定位研究为中后期规划部分的研究
“杀出了一条血路”，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本次定位研究部分成功的关键在于为客户提
供了重要的实际价值，其中包括：

关键性概念，对核心主导产业进行了合理筛选和
深度分析，实际地解决了客户目前所存在的疑惑
和问题，较为全面地提供了本次研究的基本价值；
b. 前一轮定位研究成果内容详实，资料丰
富，但资料数据与结论之间缺乏关键性的联系和
支撑，无法让客户有信心执行其产业发展战略。
邦城团队准确判断客户需求，解决前轮定位空白，
在第一次正式汇报过程中将重点放在详细讲解前
轮研究所缺失部分，落实了产业定位研究成果与
本地实际情况之间的联系，让客户产生了共鸣，
为客户推行产业战略发展计划提供了关键性支撑
价值；
c. 本次研究定位提出的“四港互动”创新观
点，不仅为临港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战略提供了解
决方案，而且为整个宜宾未来经济产生关键性转
折的需求指明了一个崭新的方向，真正做到了“跳
出宜宾看临港”，为客户提供了超值的服务。

董颖 徐明滢

理，明确了宜宾临港经济腹地、港口发展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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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定位经验总结

a. 本方案对开发区现状情况进行了充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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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lue of residential land
——with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 case study / WeiXin Lai

魏新来 Wei Xi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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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相关资料文献，总结影响居住
用地价值的主要因素，包括景观环境、配套设施

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指标体系的确定通常是

及避让区域等。本文中，以苏州工业园区 2013

以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的确定为核心的。[1] 在规划

年 7 月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研究各影响因

实践中，我们尝试通过对规划区域各居住用地价

素适宜的评价标准。分析结果显示，园区内居住

值进行分析，作为确定居住用地控制指标的相关

用地价值与其他城市区域存在较多共同特征的同

参考依据。

时，也具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作者简介：
魏新来，邦城规划苏州公司规划
部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师。

1. 引言

国内相关方向的研究已有相对较长的时间。

【关键词】居住用地价值；相关性分析；评价标准；

袁东华等（2004）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对崇明岛

苏州工业园区

土地增值进行评估，并以地区人均 GDP 作为自

【Abstract】By analyzed relevant literature, we

变量完成归回分析 [2]。武文杰等（2010）选取了

summari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lue of the

北京市 2004-2008 年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基于

residential land, including landscape environment,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地价估计模型，定量分析了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avoid areas and so on. With

生活、交通、环境设施便利性和工作便利性这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ase on the data of Suzhou

类外生潜变量对居住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程度，

Industrial Park from the July 2013, the paper research

从而测度出房地产开发商对它们的偏好差异度。

the suitabl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each factor. The

[3] 吕萍等（2010）通过选择住宅地价影响因素并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 of the residential land

设定量化标准、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

in SIP has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other

对 1997—2004 年北京市住宅用地出让数据进行

urban areas, but also has some special phenomenons.

了统计及空间可视化分析，探索了不同影响因素

【Keywords】value of the residential land;

对北京市住宅用地价格的影响及其空 间差异性。

correl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standard; Suzhou

[4] 高国林等 (2012) 应用 SPSS18.0 对居住用地地

Industrial Park

价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排除了次

要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岭回归分析得到了居住用

3.2 分析方法

地地价的相关回归模型， 可作为某居住用地的价

3.2.1 空间自相关

格预测，并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5]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

然而，对于各影响因素的评价标准方面涉及

的相关性，目的在于检验空间单元与其相邻的空

极少，且还未有相关标准及指导意见。本文即对

间单元的属性间是否具有相似性。本次分析中使

该方面进行相应地尝试，以期为进一步的量化研

用 ArcGIS 工具计算全局 Moran 指数 I 以及 G 系数：

究提供实证依据。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该指标可以
指出区域属性值的分布是否是聚集、离散或者随

2. 数据来源

机分布模式。莫兰指数的值域为 [-1，1]，取值为 -1

为满足可量化、均匀分布以及能充分代表地
块价值等要求，最终选择以小区二手房均价作为

表示完全负相关，取值为 1 表明完全正相关，而
取值为 0 表示不相关。

居住用地价值的量化依据。以搜房网 2013 年 7

全局 G 系数：由于 Moran 指数不能判断空

月数据，对苏州工业园区范围内近 200 个小区（图

间数据是高值聚集还是低值聚集 ,Getis 和 Ord 于

1）的二手房均价数据进行收集（表 1）。

1992 提出了全局 G 系数。G 系数一般采用距离权 ,

别墅均价
0
0
12654
0
0
55010

……

……

……

表 1 小区二手房均价资料

要求空间单元的属性值为正。
3.2.2 相关矩阵
相关矩阵也叫相关系数矩阵，是由矩阵各列
间的相关系数构成的。相关系数是用以反映变量
之间相关关系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相关系数是
按积差方法计算，以两变量与各自平均值的离差
为基础，通过两个离差相乘来反映两变量之间相
关程度。
相关系数用 r 表示，它的基本公式为：

4. 各因子研究
对小区的均价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分
别计算全局 Moran 指数与 G 系数（图 2）：
图 1 已收集小区分布图
3. 分析内容及方法

图 1 已收集小区分布图图 1 已收集小区分
布图图 1 已收集小区分布图

3.1 分析内容
参考相关资料文献中影响因子的选择，结合
园区实际现状，选择多种因子（表 2）进行分析。
分析因子
稀缺景观
配套商业
公园
学校
中心区
噪音
出行
工业区

选择要素
金鸡湖
邻里中心等配套商业用地
中央公园、白塘公园、东沙湖公园等
园区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及中学等
湖西 CBD 区域
园区主干路
地铁站点
园区工业用地

表 2 分析因子及选择要素说明

图 2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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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均价
12369
9947
13143
7946
12496
17864

居住用地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小区名称
IALA 自由水岸
阿卡迪亚湖境
白塘壹号
滨江苑
春之韵
翠湖雅居别墅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结果可见，园区内小区
均价呈现聚类分布特征，且
表现出明显的高值聚集。采
用 IDW 插值法进行区域空间
插值，获得均价分布图（图 3）。
使用 ArcGIS 工具，分析
获取各小区与 8 个分析因子
的距离，之后计算各因子距
离及小区均价之间的相关矩
阵（表 3）。
图 3 小区均价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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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均价
学校
工业区
中心区
出行
噪音
公园
配套商业
稀缺景观

小区均价
1
-0.23
0.26
-0.66
-0.57
0.05
-0.39
-0.24
-0.72

学校
-0.23
1
0.41
0.47
0.66
0.42
0.73
0.66
0.51

工业区
0.26
0.41
1
0
0.31
0.47
0.27
0.54
-0.02

中心区
-0.66
0.47
0
1
0.73
0.08
0.49
0.3
0.96

出行
-0.57
0.66
0.31
0.73
1
0.31
0.68
0.52
0.77

噪音
0.05
0.42
0.47
0.08
0.31
1
0.27
0.47
0.13

公园
-0.39
0.73
0.27
0.49
0.68
0.27
1
0.63
0.54

配套商业 稀缺景观
-0.24
-0.72
0.66
0.51
0.54
-0.02
0.3
0.96
0.52
0.77
0.47
0.13
0.63
0.54
1
0.36
0.36
1

表 3 相关矩阵分析结果
可见，稀缺景观、中心区、出行、公园、学

中心区及出行因素与小区均价显著线性相关。工

校和配套商业等六个因子与小区均价呈负相关关

业区和噪音因素影响呈正相关关系，但噪音因素

系，其中稀缺景观因素与小区均价高度线性相关 ,

与小区均价线性相关性极弱。

图 4 小区均价和各因素关系
4.1 稀缺景观

的公共区域，以其环境幽深和清凉避暑等特点而

金鸡湖景区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核心景区，总

受到人们的喜爱。公园因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

面积 11.5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7.4 平方公里。
在分析中认为金鸡湖属于园区主要的稀缺景观要

数为 -0.39，属于低度线性相关。
小区均价在距公园 1.5 公里范围内高值较多，

素。可见，稀缺景观因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数

约 78% 的小区位于距公园 1.5 公里范围内，3 公

为 -0.72，具有高度线性相关。但同时也发现，

里距离外的小区分布极少。平均小区均价在距公

稀缺景观与中心区的相关系数为 0.96，接近完全

园 1.5 公里范围内外差异极大，在 1.5 公里距离

线性相关。

内变化相对较小。1-1.5 公里距离段内的平均均
墅湖之间。（图 4）

变化幅度较小。总体上，小区均价随着距离增加

4.5 学校

而减少，但 4km 至 6km 距离中均价有一定的升高，

本次研究中不考虑学校之间的优劣差异，仅

其均靠近东沙湖、青剑湖等景观点。

对生源就近入学的便捷性进行分析，即主要分析

4.2 中心区

各小区与学校的距离和小区均价的关系。学校因

环金鸡湖 CBD 是苏州工业园区金融机构集

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数为 -0.23，属于低度线

聚区，本次分析以湖西 CBD 区域作为园区的中

性相关。线性相关性表现较弱，但负相关的关系

心区进行分析。可见，稀缺景观因素与小区均价

符合正常认识规律。

的相关系数为 -0.66，为显著线性相关。

小区在距学校 1km 内高度密集，78% 的小

在总体趋势上（图 4），平均小区均价和与

区位于学校 1km 范围以内。距离学校 2km 以上

CBD 距离显示出负相关关系，但受其他因素影响

的小区数量极少。从统计结果看，小区均价和与

较强。其中，4-5km 距离中小区均价差异最大，

学校距离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在 1-1.5 公里

其大多位于金鸡湖东南岸。

距离与 2.5-3 公里距离上平均均价有明显上升。

4.3 配套商业

因此，学校因素的影响不适宜只考虑小区与学校

本次分析中，配套商业主要考虑服务于居民

的距离这一方面。（图 4）

日常生活的商业用地。因此选择园区所有商业用

4.6 噪音

地进行分析。根据相关矩阵信息，配套商业与小

除去施工工地等区域的噪音影响，我们认为

区均价相关系数为 -0.240，表现为低度线性相关。
较多小区集中在距商业用地 500m 以内，且
均价较高的小区也基本位于距商业用地 500m 范

园区噪音因素方面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主干路及铁
路两部分。稀缺景观因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数
为 0.05，线性相关性极弱。

围内。在 600-700m 距离内平均均价出现较明显

小区在距离主干路 300m 以内高度聚集，约

上升，检查该距离内均价较高小区，其位于金鸡

77% 的小区距离 100-300m，500m 外分布极少。

湖或湖西 CBD 周边。（图 4）

100m 以内平均均价有明显小幅下降，距离超过

4.4 公园

500m 后均价下降十分明显。结合实际情况分析，

公园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的休息游玩

距离主干路较远的小区虽然噪音影响极低，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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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2km 以内明显偏高，距金鸡湖 4 千米距离以后

价上升，主要由于部分高价小区位于金鸡湖与独

居住用地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图 4），小区均价在距金鸡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通出行方面较不快捷，时间成本较高。（图 4）

可见（图 4），均价 1 万以下的小区主要集

4.7 出行

中于距工业用地 1.5 公里以内，均价 2 万以上的

苏州地铁 1 号线全长约 26 公里，西起天平

小区呈两极化分布，主要集中于距工业用地 1 公

山脚下的木渎，东至金鸡湖东的钟南街，横跨苏

里以内及 2 公里以外区域。研究区内约 75% 的

州六个区，在园区范围内共有 10 个站点，贯穿

小区位于工业用地 1 公里以内，其中 500m 以内

环金鸡湖 CBD，为周边居民出行增加了较为便

的小区数量约占总数的一半。小区均价总体上和

捷的新选择。出行因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数

与工业用地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但 1 公里以内

为 -0.57，具有显著线性相关。此外，出行因素

小区均价又相对 1-1.5 公里距离内小区较高。总

与中心区及稀缺景观因素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

体上，平均均价以距工业用地 2 公里为分界线，

和 0.77，在分析对小区均价的影响时会有一定的

2 公里以后平均均价明显升高。

高估。
5. 总结

从结果中看（图 4），均价较高的小区集中

20

于距地铁站点 4 公里范围内，4 公里范围外小区

通过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总结，以苏州

均价都相对较低。小区数量在 1 公里范围内和 2-4

工业园区为实例进行研究，获得因子的相关性结

公里范围内分布较多，其余距离段内数量大致相

果及评价标准（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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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区均价和与地铁站点距离有明显的负相关

但 是， 本 文 仅 由 居 住 用 地 价 格 的 影 响 因

关系。其中，3-4 公里距离内平均小区均价有较

素——居住用地地块与各种影响因素的距离而设

大上升，其均集中位于金鸡湖与独墅湖之间。

定评价模型，因而所构建的模型还有许多有待研

4.8 工业区

究的问题，例如：指标体系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

苏州工业园区内分布有较多工业用地，考虑

还有更多的因素应考虑在内。而且，对于在其他

工业区对附近居住用地存在空气和噪音等影响。

地区的应用方法也还未有涉及 , 这都有待于进一

工业区因素与小区均价的相关系数为 0.26，具有

步完善。

低度线性相关。
影响因素

分析要素

稀缺景观

与金鸡湖距离（km）

中心区
配套商业

评价标准
5

3

1

1 以内

1月3日

3 以外

与湖西 CBD 距离（km）

2 以内

2月9日

与商业用地距离（m）

500 以内

500 以外

公园

与公园距离（m）

1500 以内

1500 以外

噪音

与噪音源距离（m）

100 以外

100 以内

出行

与主干路距离（m）

500 以内

与地铁站点距离（km）

1 以内

与工业用地距离（km）

2 以外

工业区

9 以外

500 以外
1月4日

4 以外
2 以内

表 4 因子评价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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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姜顺杰

的新诉求出发，对度假区发展现况进行症结研判，

静山乐水游逸天堂

【摘要】本文从分析度假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

通过国际环湖地区度假区驱动模式的比较研究，

位于苏州市区西南太湖之畔，是 1992 年国务院

并重点评价驱动模式选择。针对症结提出总体的

首批批准建立的 12 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度

发展定位与愿景目标。介绍度假区概念规划的理

假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太湖山水风光和博大精深的

念构思与功能布局。并对重点地段城市设计的理

吴文化资源，是苏州重要的城市名片。度假区所

念提出规划思考。

辖香山街道、光福镇、金庭镇行政区范围，总用

【关键词】苏州太湖；概念规划；城市设计

地面积 171.52 平方公里（不包括太湖水域面积）。
规划还包括面积 85.57 平方公里的东山镇辖区，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demands

规划总面积为 257.9 平方公里，范围基本囊括了

of resort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苏州市沿太湖的大部分区域。

starting on resort development be the crux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judged, more research-driven mode

2. 后工业化时期度假区发展的新诉求

through international areas around the resort, and the

2.1. 融入环太湖区域，加快资源整合

focus of the evaluation drive mode selection. The

太湖地处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

crux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for the overall

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区域内居民对于休闲度

goal of positioning and vision.Introduces the concept

假类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较为旺盛，消费能力较

of resort conceptual planning ideas and functional

高。本区距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仅 100 公里，处

layout. And key sections of the urban design plan put

于长三角都市圈的中心位置。以都市休闲为主题

forward thinking.

的度假旅游市场区位优势突出，是构建环太湖休

【Keywords】Suzhou Taihu; conceptual planning;

闲旅游圈，环太湖休闲体育带的战略性节点。

urban design

作者简介：
姜顺杰，邦城规划苏州公司，
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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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三角知名旅游度假区分布图
苏州太湖岸线较其它沿太湖地区城市都长，

为寻求度假区新的转型发展路径，紧跟国际

且岸线类型更加丰富。与无锡、常州沿太湖岸线

化旅游的新步伐。规划对韩国庆州普门湖、瑞士

已成为城市功能岸线所不同的是，本区是以岛、

莱芒湖、欧洲博登湖、日本琵琶湖、美国麦基诺岛、

湖、山生态资源与乡村聚落为主，沿湖产业资源

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日本轻井泽、以及澳大

配置以及滨湖旅游度假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可塑

利亚凯恩斯等国际知名的旅游度假区类似案例，

空间。因此，立足于环太湖地域，本区发展需要

进行全方位深入地比较分析。得出这些度假区从

依托自身优势条件，与其它城市滨湖地区形成错

规划到运营，有以下三点成功经验。第一，适度

位发展，以加快资源整合。

开发，保护核心资源。对度假区独特的自然风光，

2.2. 走向太湖时代，实现绿色崛起

传统地域文化的特色化设计，以及针对性的保护

新时期的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正迎

管治，是共同的核心目标；第二，设施提升、专

来苏州城市格局由“运河时代”开始向“太湖时代”

业管理。无论哪个度假区，区内极具人性化及关

转变的历史性时刻。如何抓住时机，打造苏州西

怀度的旅游设施是最强的吸引点、同时全方位交

部这个山水俱佳、人杰地灵的核心板块。环顾国

通安全。第三、品牌运营、塑造旅游形象。提升

内知名的环湖地区旅游度假区，发现以区域开发

度假区的战略高度、还需要培育具有代表性的旅

以及城市嵌入为导向的环湖开发，带来了诸多城

游产品。局部适当引入时尚化元素，在绿色框架

市与环境问题。如何引领区域新一轮的转型发展

与格局下，实现圆融之道。

浪潮？规划构想必须是前瞻性的。规划区一直以
来是作为苏州市生态保育的重点区域，区内拥用

3. 症结研判与模式选择

的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与传

3.1. 发展症结研判

统风貌必将是走向太湖时代的基石。规划旨在提

本区辖有全市西部最丰富的生态与人文资

供一个绿色可持续、刚柔并济的绿色行动方案，

源，对全市的生态贡献巨大，而经济发展一直低

进而展现一个融太湖“真山真水”的世界级旅游

于全市的平均水平。经调研分析，有以下四点发

度假新天堂 !

展症结。第一，独而少合，各区分而治之。目前，

2.3. 借鉴国际经验，寻求圆融之道

由于本区西濒太湖，受地域地理条件所限，区域

岛湖分割情况相当严重。所辖东山、金庭、光福

相关优惠政策，实行招商。如墨西哥坎昆。第二，

等城镇相对分散。发展显得相对孤立，各区发展

特殊产业驱动型。因其项目特殊性，对于相关政

同构性较强，而对外的联动性较弱；第二，控而

策支持要求极高，同时需要专业企业进行运营与

欠保，生态功能受到威胁。虽然拥有生态总量，

管理。特殊产业驱动型对于资源和周边经济环境

但生态品质屡受威胁。环太湖诸多保护管治条例

要求较低，但需要较为便捷的内外部交通和完善

并没有有效遏制建设用地迅速向生态底线逼近；

的配套设施，如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娱乐城。第三，

第三，散而不聚，城乡空间布局分散化。区域发

商务会议驱动型。第四，主题社区驱动型。需要

展的主线不清晰，基础设施网络不健全，导致城

以较为优良的资源为依托。对政策环境的依赖性

镇、乡村以及景区的建设空间分散无序；第四，

不大，所处区域经济非常发达，消费人群已经满

聚而失焦，度假区缺少高端产品，无法实现整体

足基本生活的需要，更加需要得到社交的满足和

驱动，难以塑造出具有吸引力的核心品牌形象，

自我实现的价值。此类度假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

给游客留下苏州太湖的印象。

很高，如香港渝景湾。第五，主题产品驱动型。

3.2. 驱动模式选择

对资源要求较低，但对城市系统具有很强的依赖

由于度假区内问题特殊复杂，需要综合分析，

性和互动性，对于政策的依赖性很高。通常位于

度假区开发驱动力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主要

本类项目生存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澳州昆士

有以下五种模式 : 第一，资源驱动型。即主要依

兰黄金海岸。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下表从产品

靠优质的旅游资源。此类型的度假区域开发投入

影响力和地区适应性两重维度对五种驱动力模型

巨大，通常需要政府出面组织开发，并通过出台

进行评估与筛选。( 详见下表 )

核心驱动力适应性
条件

主题社区
驱动

主题产品
驱动

特殊娱乐
产业驱动

商务
驱动

资源
驱动

资源稀缺性

较高

一般

低

较高

高

政策扶持需求度

一般

较高

高

较高

较高

区域经济发达程度

高

高

较低

高

较低

城市化程度

高

较高

较低

一般

较低

开发主体跨行业操
作能力

一般

强

较强

较强

一般

模式选择

控制发展

控制发展

不发展

鼓励发展

鼓励发展

表 1：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发驱动模式评价表
鉴于本区多元化特征，五种模式选择可以各

础条件，在获得经济效益之前的不可预见性较强，

有侧重，相对综合。商务驱动和资源驱动型发展

因此在本区发展存在较大难度。主题产品和主题

模式对于苏州太湖旅游度假区而言，已存在发展

社区驱动型两种模式，开发成本较高，短期效益

基础且已形成一定规模，未来需要加强整合。特

明显，但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长期效益角度出

殊娱乐产业型驱动缺乏相关政策支持等必要的基

发进行考虑，应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有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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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有足够的区域人口规模对

静山乐水游逸天堂

针对环境选择相应的驱动模式。规划对国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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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定位及愿景
4.1. 产业定位
在模式比选基础之上，倡导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和业态创新，进一步打造以观光为基础、休闲
度假为重点、特色专项产品为补充的旅游产品体
系。深化旅游业同农业、体育、文化及其他相关
产业的融合，延伸旅游产业链。大力发展旅游电
子商务、旅游会展商务等潜力巨大的新型业态，
以补充度假区旅游业产生的季节性差异。
4.2. 发展愿景
规划以自然山水核心资源为依托，强调静态
休闲与动态娱乐相结合的度假理念，实现旅游观
光与度假休闲共同发展，打造具有世界级品质的

图 2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产品结构发展趋势图

度假天堂。总体愿景定位为“静山乐水、游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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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倡导“慢生活 、无限旅游 、体验经济”

子叠加分析，确定 80% 的地域面积为生态涵养

三大发展主题。

控保底线。通过“护山复绿、养水扩塘、护岸涵
湿、育农保区”4 种手段来恢复苏州太湖的真山

5. 概念规划

真水格局，颐养小气候。其三，多元团簇。以生

5.1. 理念构思

态格局为基底，以整合为主要手段，打造集景、

为迎合新时期度假区发展的新诉求，实现发

城、乡多元一体的紧凑型有机组团。部每个组团

展愿景，提出四大规划理念。其一，区域整合。

的功能是复合的，且均有侧重。其四，核心聚焦。

从苏州城市发展的角度，将规划区与古城、木渎、 选择香山作为组团群落的核心，浓缩苏州古城与
胥口打造成联动区域，使太湖旅游起于古城，承

环太湖地区的精华，体现“一站式”的度假理念，

在木渎、转在胥口，合在香山，突出香山在太湖

将小桥流水的姑苏文化、静山乐水的太湖文化与

旅游的核心地位，辐射浦庄、渡村，开创苏州旅

动感时尚的现代文化进行拼贴，打造成世界级、

游的太湖时代。其二，生态涵养。通过生态多因

全天候、综合性的游乐之都！

图 3 理念及规划构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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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结构

服务体系与旅游交通组织体系两大服务支撑系

规划形成“山环水绕，一心三区”的总体发

统。规划借鉴新加坡怡丰城旅游综合体规划经验，

展结构。“一心”：即香山街道，以“灵动”为

探索性地提出了全覆盖的旅游换乘体系，在度假

特色，以名胜世界为主题。未来这里将发展成集

区核心区东入口设置集停车、巴士换乘、轮渡码

娱乐、运动、休闲、购物、展演、会议、文化等

头、旅游、咨询、商业服务为一体的一级换乘中心。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三区”：即光

并依托规划“三枝三环”景区交通线路同光福、

福、金庭、东山三镇，规划以“静享”为母题，

金庭、东山镇区的二级中心相链接，从而构建封

分别以福生育物、融山汇水、品文觅源为主题。

闭式、立体化的陆域观光系统。同时，针对游客

三区之间错位联动。

市场与主题功能，策划两日山水人文游、三至五

5.3. 旅游发展

日商务会议度假游、一至两周养生长宿度假游、

旅游发展是度假区主题。设计在充分尊重自

以及三日运动休闲体验游四类精品游线，满足不

然条件与地方文脉的基础上，落实“4 大主题、

同目的，不同层次的游客需求。

13 个景区、70 个景点”的总体布局，构建旅游

图 6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线路策划

姜顺杰

图 5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静山乐水游逸天堂

图 4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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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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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茶乡文化、村落文化以及商会文化为母题，

6.1. 金庭元山西岸——太湖梦想田园

针对长三角度假商务客流的选择，规划以苏商汇

基地位于金庭镇东北部，城市设计范围内有

为理念，倡导以茶会友，规划提供一个园林式的

多处工矿企业及附属工业构筑物、地理条件比较

商务度假场所。规划将特色街休闲步行轴主要为

特殊，为实现本区“退二进三”的思路，突出滨

整个设计理念的开端，创造为“茶”“商”与“园

水休闲度假的母题与定位。规划提出对太湖湿地

林”结合的步行空间，提炼不同主题的“茶商汇”

及岸线进行恢复及涵养。保护山体和村落的完整

组团，体验不同的苏式文化。设置茶交易、展示、

性，规划道路尽量不穿越村落和山体。延续农田

休闲、接待服务等功能，内部形成各个特色组团，

和鱼塘肌理，取消网箱养殖，增加鱼塘养殖。改

为客户提供最初的驻足游览空间。

造矿坑，修复生态，营造后工业时代的景观意向。

6.4. 香山公建轴——太湖喜乐世界

以农田鱼塘、矿坑花园、生态湿地为景观基底的 ,

香山，度假区之心。本区借鉴新加坡现代综

以花果渔耕、湿地游憩为主题项目的，以蝴蝶谷

合度假模式，创造引爆点，营造“动”的环境。

为意向，打造满足都市绅士群体田园梦想的乡村

规划“以水为脉，栖水而筑”，打造集旅游综合

度假区。

服务、文化体验、休闲游憩为一体的综合轴带。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1 期 VOL.1

6.2. 金庭消夏湾——户外运动乌托邦

规划于核心区中央设置由未来城、万象城、水宫

金庭，湖心之岛，太湖山水精华所在。基

和露天秀场的旅游综合体，突显全区高档次、时

地消夏湾位于金庭镇南部，北临缥缈峰、南倾太

尚化的旅游核心功能。

湖。借鉴新西兰皇后镇的案例，依托飘渺峰与消

6.5. 渔洋山——山水世界

夏湾形成山湖联动的优越位势，将此区塑造成长

渔洋山金三角。依托渔洋山风景区和苏州海

三角地区的山水空陆四位一体的户外运动综合度

洋馆，扩大规模、整合资源。打造一个湖泊文化

假村。结合“户外乌托邦”的城市设计主题，每

和海洋生物相融合的未来水世界；一处集商务、

个地块复合多种主题功能，将“山、水、陆、空”

休闲、度假、接洽、聚会于一体的精英会馆。基

的活动引入，满足不同人群的城市需求，激活本

地规划为未来水世界、酒店接待区、企业会所区

区活力。

以及金三角公园四个功能区。

6.3. 东山镇入口——苏商汇
东山，半岛洞庭，千年古镇。以东山特有的

图 7 金庭元山西岸矿坑公园修复改造

图 8 东山镇入口滨湖区总体表现

图 9 国家太湖旅游度假区中心区城市设计

7. 结语

乡村多元化发展的特殊现况，在新时期背景下，
若实现转型发展，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本次
概念规划拟在整合资源、洞悉症结，提出综合性
的发展模式，倡导“静山乐水、游逸天堂”总体
定位 , 以及“一动三静”的空间架构。希望能够
给决策者与规划设计者提供实践及理论参考。
1

即提倡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健康心态，提醒生

活在高速发展时代的人们，关注心灵、环境和传统。
希望游客在太湖山水之间寻找回归自然、轻松和谐
的意境。
2

即没有严格计划和时间条件限制的自由旅游方式，

坚持“旅行即生活”和“率性而为”的休闲度假理念。

姜顺杰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资源条件，以及景区、城镇、

27
静山乐水游逸天堂

综上所述，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由于其

图 10 国家太湖旅游度假区渔洋山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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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物流向城市物流转型规划探析
——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Owards Urban Serv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Logistics
——A Study of changes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潘健锋 Pan Jia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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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次规划从采购、制造、分销、零售的

in SIP. SIP will become aworld-class supply chain

整个供应链环节对园区物流需求进行分析，提出

operations center, a Chinese leading business service

园区物流从服务于制造业的开发区物流向服务于

center and urban logistics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制造业、商贸业、零售业、居民的综合城市物流

area in China.

转型升级思路；重点发展高、轻、精的物流，通

【Keywords】Suzhou Industrial Park；Logistics

过打造“三个融合”，即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

Planning；Industrial ParkLogistics；Urban

融合，制造物流、商贸物流与城市物流的融合，

Logistics；Supply Chain

实体物流和虚拟物流的融合，将园区的物流、人
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完美的统一起来，实

1. 规划背景

现五流合一，目标是将园区建成一个国际一流的
供应链营运中心、国内领先的商贸服务中心和国

1.1 中新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区深化现代服务
业合作

家城市物流创新示范区。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中新

【关键词】苏州工业园区；物流规划；开发区物流；

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城市物流；供应链

中国商务部与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签署了《关于
深化中新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合作的

作者简介：
潘健锋，邦城规划战略事业部副
经理

【Abstract】The planninganalyses SIP’s logistics

意向书》( 以下简称《意向书》)，《意向书》特

demand from Supply chain including Purchase,

别强调，双方将继续把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两国政

manufacture, distribution and retail, andproposeto

府间合作的重要旗舰项目，争取在更多领域深化

Transform from Industrial ParkLogistics which serves

双边合作。选择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国—新加坡

manufacture to Comprehensive urban logisticsserves

现代服务业合作的试验区，中新双方将把依托制

manufacture,trade,retail and citizen. SIP focuses

造业的金融、物流等内生型服务业和旅游、会展、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value, light and

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合作的重要方

smart logistics. Throughthree integration, namely

向。

integration of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domestic

中新双方在物流供应链的合作已经有了很好

logistics,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e logistics, trade

的基础，在外贸方面，2012 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额

logistics and city logistics, integration of the goods

突破 4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2020 年双

logistics and virtual logistics,the goods flow, business

边贸易额将达到 1 万亿美元。苏州工业园区和东

flow, information flow, capital flow Convergence

盟国家的产品互补性好，2012 年园区通过南宁海

关进出口量比 2011 年增长了 102 倍。在制造业

布局。规划按照物流需求规模大小以及在国家战

方面，贸易催生的园区加工制造业向东盟国家转

略和产业布局中的重要程度，将物流园区布局城

移；在服务方面，制造业专业和贸易推动园区和

市分为三级，确定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29 个，

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和苏州工业园区物流等服务

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70 个，三级物流园区布

业发展。

局城市具体由各省（区、市）根据本省物流业发

中新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区可以在如下物流方
面加强进一步合作：

展规划具体确定，原则上应为地级城市。物流园
区布局城市可根据实际需要建设不同类型的物流

（1）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加入《国际道路运

园区，包括货运枢纽型物流园区、商贸服务型物

输便利化协定》，在与东盟国家通关便利、检验

流园区、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口岸服务型物流

检疫方面沟通协调，建立长效机制；

园区、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2）加强物流运营管理、技术、信息共享、
资金和人才等软件方面的共享与合作；
（3）加强境外人民币结算、境外人民币投
融资、物流金融、融资租赁等方面的合作；
（4） 引进新加坡优秀第三、第四方物流企

是苏南地区的唯一一个。说明国家战略对苏州市
物流发展潜力、物流需求增长空间以及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等的重视。园区综合物流园又
是苏州市的中心，对于园区整合周边资源，发展

（5）推进物流技术标准与国际统一。
1.2 江苏省自贸区方案以苏州工业园区综合
保税区为核心

1.4 新一轮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22030）修编
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2-2030）对园

江苏省自贸区方案有两套：一为以苏州工业

区发展定位为：“国际领先的高科技园区、国家

园区综合保税区为核心，整合苏南地区海关特殊

开放创新试验区、江苏东部国际商务中心、苏州

监管区域，包括南京、苏州、无锡等所有苏南城市；

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区。”规划到 2030 年园区常

二为以区域面积较小，仍以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

住人口由现在的 76.2 万人增长到 135.0 万人，产

区为核心，只是整合周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即

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例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

在苏州范围内。江苏省自贸区两套方案均以苏州

例从 37.7% 上升到 65%。

工业园综合保税区为核心区域，为园区物流供应

因此，随着苏州工业园区新一轮转型升级发

链向高端环节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首先，自贸

展的需要，建设苏州东部综合商务城要求的提出，

区在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

目前的发展模式和整体水平已较难满足未来的要

要素自由流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与汇率市

求。园区物流必须从开发区物流向城市物流转型，

场化、金融产品创新、离岸创新业务、内外资投

以满足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短周期的发展

资等方面先行先试。自贸试验区服务业的发展将

趋势。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促进整合提升，

对园区物流供应链发展理念、技术和人才产生极

支持城市服务功能。促使物流更好地为制造业、

大的促进作用，在国际贸易、供应链金融、信息、

商贸业、电商和居民服务。优化制造业物流，促

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促进园区发展。其次，上海

进制造业升级，促进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引领服

自贸区会推动上海房租、工资等经营成本上升，

务业发展，引入新的高端服务业。解决好居民的

对部分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园区通过江苏自

末端物流和便利性物流设施的配置。减少交通与

贸区对接上海，可以承接物流方面的优质企业。

环境影响，提升城市形象，土地集约利用，保障

1.3 全国物流规划定位苏州为一级物流园城

生态环境优化。

《 全 国 物 流 园 区 发 展 规 划（2013—2020

2. 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区物流发展现状

市
年）》，明确了全国物流园区的发展目标和总体

2.1 园区物流业总体规模保持稳步增长

29
潘健锋

高端物流意义重大。

开发区物流向城市物流转型规划探析

业；

苏州是 29 个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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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园区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21.24 亿元，
2008 年 以 来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16%， 占 园 区
GDP 比重为 1.2%，占园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
3.24%。
2012 年 园 区 货 运 量 为 2425.4 万 吨， 监 管
货运量 391.9 万吨，园区外贸集装箱量约 50 万
TEU/ 年。园区综合保税区自从 2006 年底批准设
立以来，监管货运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
19%。
2.2 重点领域发展成效显著
2012 年 11 月，“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商务区”

30

类型

国际物流类 供应链类

数量

25

储运类

国际货运

1

7

10

表 1 综合保税区入驻物流企业数量一览表
分类
物流企业总数 以运输 以仓储 以城市配
综合服务
为主
为主
送为主
娄葑
126
118
1
7
0
斜塘
27
24
0
3
0
胜浦
9
----唯亭
3
2
0
0
1

表 2 各街道物流企业数量与分类一览表
2.5 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获得江苏省商务厅批复，正式命名设立。国际商

园区综合保税区内共建有普通保税仓库 40

务区累计引进保税物流企业 43 家、各类贸易企

万平方米，特种或专业保税仓库约 1 万平米。现

业 73 家，吸引了三星半导体、快捷半导体、捷

代物流园内综保区外建有配套非保税仓库 45 万

豹路虎等 10 余家全球知名企业在区内设立国际

平方米，特种或专业仓库约 2 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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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采购中心和分拨配送中心，在全国近 30 个省、

各街道共计仓储面积 137 万平方米，其中娄

区、市设立了网络辐射中心，业务覆盖除西藏和

葑街道仓储面积 17.0 万平方米，存储货品以电子

澳门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服务惠及全国 5000

类居多；斜塘街道仓储面积 11.7 万平方米，存储

多家制造企业。2012 年国际商务区监管货值达到

物品以机电产品、保税电子产品和快递物品为主；

1080 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在制造业

胜浦街道仓储面积 35.6 万平方米，主要服务于园

物流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区工业企业产品的物流中转；唯亭街道 72.7 万平

2012 年，作为首家获批开展全球维修业务

方米，存储物品以电子制造、机械制造为主。

的综合保税区，园区探索了适用于全球维修业务

现状在建一处综合性公共码头（吴淞江综合

的维修监管链条，实现了安全、卫生、环保、反

物流园项目），占地 19 公顷，设计吞吐能力 220

欺诈等方面的有效监管。

万吨 / 年。

2.3 物流信息化得到加强
园区物流信息化主要以物流中心为主导进行

3. 苏州工业园区城市物流发展内涵

建设，着力建造“智慧综保区”。目前已经开放

本次规划的城市物流是相对开发区物流而言

了“智能泊位系统”、“海关电子派单系统”、“海

的，苏州工业园区过去二十年主要发展开发区物

关查验排队系统”、
“国检网上报检大厅”等平台，

流，以服务于制造业的仓储、运输、报关业务为

将海关、国检、场站、企业等各方联系在一起，

主。城市物流则是从供应链角度出发，需求驱动，

大大提升了通关便利化程度。目前园区通关时间

以物流为核心，服务于采购、分销、零售和居民，

基本可控制在 2-4 小时左右。

包括制造业物流、商贸物流和零售物流三个层面。

2.4 物流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苏州工业园区未来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

园区现状物流企业主要由入驻综合保税区的

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系统将是发展的主旋律，包

物流企业和分布在各街道的物流企业组成。园区

括率先实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服务经济为主

综合保税区现有 43 家物流企业，主要提供国际

体，以高端制造为基础，以优秀人才为支撑的转

物流服务；各街道拥有物流企业共计 165 家，主

型升级战略。因此，物流业的高效、高质运转也

要是以运输为主的传统物流企业。园区共有经中

将是实现园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次物流规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认定的 3A 级及以上的物流

划提出，苏州工业园区重点发展高、轻、精物流，

企业 9 家，占苏州市 3A 级及以上物流企业总数

以全球化、网络化、精益化和集约化的战略思想

指导本次规划方向，通过打造“三个融合”，即

平；打造电子商务、会展、商品展示中心等现代

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相融合；制造物流、商贸物

贸易服务平台，促进国内外贸易主体对接，成为

流与城市物流相融合；实体物流和虚拟物流相融

服务苏南、辐射华东的国内领先的商贸服务中心。

合，将园区的物流、人流、商流、信息流、资金
流完美的统一起来，实现五流合一。

3）高位转型升级，构建国家城市物流创新
示范区
积极响应管委会领导对于开发区物流转型为
城市物流的要求，响应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
相关要求，对配送体系、配送车辆、末端物流配
送设施、生鲜配送、废弃物回收物流等城市物流
体系进行标准化建设，解决城市物流运行中产生
的各类问题，率先形成城市物流建设的标准和示
范，成为国家城市物流创新示范区。
4.2 产业发展内容

图 1. 转型升级示意图

势，服务于园区未来产业和居民发展需求，重点

4.1 产业发展战略

销、国际快件服务、多式联运、城市物流配送等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的总体定位，结合园区物

内容。

流业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从采购、制造、分销、
零售整个供应链的角度，围绕国际物流、区域物
流和城市物流三大主体功能，对园区物流业发展
定位如下。
1）深化中新合作，建成国际一流的供应链
营运中心
充分发挥现有的保税政策和国际物流服务优
势，深化中新合作，提升园区物流对接新加坡、
东南亚地区乃至国际市场的能力，成为面向亚太，
辐射全国的国际领先的供应链营运中心。提供便
图 2. 重点发展内容关系图

捷的资金结算和供应链金融支持。提高物流效率
和信息化水平，增强通关服务便利化水平，形成

4.3 重点项目

高效便捷的口岸。整合园区交通网络、仓储设施

为了落实产业发展内容，从三大战略重点策

等资源，不断提升和完善高效的网络。建设和完
善为“3+3”产业服务的专业物流基地。培育和
引入专业的供应链人才。
2）发挥区域优势，成立国内领先的商贸服
务中心
近年来东部地区从重点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向
有利于进出口分销、技术贸易、转口贸易、国际
采购配送等全方位贸易发展，需要发展多模式、
多主体、多领域的物流服务，促进贸易多元化。
提高制造和贸易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便利化水

划了 9 大项目。
定位

项目

1. 智慧供应链枢纽
国际一流的供应链
2. 供应链金融中心（物流银行）
运营中心
3. 医药冷链
4. 物流总部基地
国内领先的商贸服
5. 供应链人才培训基地
务中心
6. 共同配送中心
7. 电商产业服务系统
国家城市物流创新
8. 公共储物柜
示范区
9. 生活垃圾回收

表 3 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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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发展战略与内容

根据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结合物流业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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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析示例：公共储物柜项目分析

服务等；再次，公共储物柜边还可以设置电子显

4.3.1 项目介绍

示屏，投放一些商业和公益广告，增加广告收入。

本次规划在邻里中心、居民区、商务楼宇、

4.3.4 项目收益

学校、商场、地铁站及医院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安

（1）定性收益

置公共储物柜（快递专用箱），客户凭快递公司

1） 快递从分拨中心派送到公共储物柜，时

提供的密码打开快递专用箱取走包裹。同时可以
考虑与京东、天猫、亚马逊等电商合作，在园区

2）消费者 24 小时随时提取和寄送包裹；

内建立自提点、自助收件终端，与 EMS、顺丰、

3）快递公司每天定时派送和收取包裹；

“四通一达”、DHL 等快递公司合作，在便利店、

4）送货范围扩大，每个快递员送货量增加，
原先电动车配送可以改用小型厢式货车配送快

办公楼、学校中共同建立收派件点部。

递，提高服务质量和客户信任度。

4.3.2 园区现状及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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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控制在 24 小时内；

（1）园区城市物流需求增长迅速

（2）定量收益

随着园区人口增长，居民消费的日益旺盛，

根据目前快递行业的运行情况，假设如下：

城市物流在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的分拨、运输、中

1） 一个快递员工资——2000 元底薪 / 月 +

转以外，还需能够满足快递运输货物小件化、运

收件 10%+ 派件 1 元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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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配送——派送 10 栋商务楼，每栋楼

送范围分散化、服务过程可视化、服务内容定制

平均 15 件快递，用时 8 小时左右；

化的发展趋势。
指标
户籍人口（万人）
外来人口（万人）
常住总人口（万人）

2012 年
39.2
41
76.2

2020 年
60
55
115

2030 年
85
50
135

3）利用公共储物柜——派送 10 个点，用时
2 小时左右。
4） 推算可得，配送相同数量及范围的快递，

表 4 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2—2030）
对园区人口的预测

传统配送人力成本为 240 元 / 天，而利用公共储

（2）末端物流面临的制约条件及解决措施

项目运营中后期，公共储物柜能够形成密集网络，

面临的制约因素
土地资源的制约
最后一百米
政策法规的制约

终端运输工具

解决措施
重新规划，集中设置快递公司分
拨中心位置；
楼宇底层或居民区内设置快递专
用箱；
统一快递业政策法规，统一由邮
政、公安、工商、交通四部门联
合发证即可；
设立专门统一的配送车辆，满足
长行驶里程，高运载量要求，并
发放专门车牌方便进入小区。

表 5 末端物流面临的制约条件及解决措施
4.3.3 商业模式
由第三方柜子公司负责储物柜的实际投资与
运营，并与快递公司、储物柜所在地物业进行具

物柜的派送成本为 32 元 /2 小时。在公共储物柜
将可以使快递员配送时间减少 75%，单人配送面
积扩大 4 倍，快递公司人力成本降低 208 元 / 人 /
天。
4.3.5 项目运营
（1）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储物柜设置标准，设立专业化的储物柜。
CBD 等办公区
高教区
居住区
工业区

每个办公楼、大型商场设置一处；
每个学校设置一处公共储物柜；
每个居住小区设置 1 处公共储物柜；
邻里中心设置一处公共储物柜；
每个工厂设置一处。

表 6 储物柜设置标准

体沟通与界责；快递公司可采用租赁、购买等形
式获得储物柜的使用权。
为增加园区居民对储物柜的使用频率和认同
度，公共储物柜首先要合理落点，如在小区入口、
邮箱等位置，方便居民寄取快递；其次，可以在
公共储物柜上附加便民增值服务，如缴纳水电费

图 3. 储物柜示意图

5. 结语

（2）软件设施建设
构建公共储物柜系统。该系统是嵌入储物柜

通过与 SCP 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明确了

的内置系统，可以实现接收新件、验证用户取件

其未来 20 年的物流发展方向和目标，为苏州工

信息，银行卡付款等功能。后台系统与快递公司

业园区成为世界一流的供应链营运管理和商贸服

系统通过接口连接，新的取件和收件信息会及时

务平台的宏伟愿景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战略定

传送到快递公司。

位——行业方案—系统方案—实施方案上形成系
统的物流业发展思路和实践模式，为园区未来 20
年发展描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非常重要的战
略意义。

图 4 公共储物柜系统流程图

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居民、快递
公司使用公共储物柜；

与储物柜设置场所协定具体摆放
地点；
与快递公司协定具体收益、责任
划分；
根据设置场所不同提供公共储物
第三方柜子公司
柜；
宣传储物柜的使用，
开发储物柜系统；
负责储物柜及系统的具体运营、
保养与维修；
快递公司

使用储物柜，并支付相应费用。

表 7 参与者职责
4.3.6 项目费用
以第一年投放 40 组，第二年投放 34 组共投
放 74 组公共储物柜来计算，5 年的开发、运营及
维护费用共计约 420 万元。此部分费用主要由第
三方柜子公司承担，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表 8 项目费用

潘健锋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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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者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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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半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困境
Dilemma on the Periphery: A brief inquiry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developments around urban fringes in China

朱轶佳 Zhu Yijia

34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1 期 VOL.1

【摘要】中国半城镇化地区的形成与发展是全球

口中，存在“人口被城镇化”的特殊现象。《中

化与地方化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以中

国发展报告 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

国快速城镇化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引出半城镇化

化战略》中指出，2009 年，中国拥有 6.22 亿城

现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对比与分析，揭

镇人口，但这其中包括了约 1.45 亿在城市生活 6

示中西方半城镇化理论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浅

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

析中国半城镇化地区的发展特征与困境。

和政治权利的农民工，还包括约 1.4 亿在镇区生

【关键词】城镇化，半城镇化，发展困境

活但从事务农的从村户籍人口 [1]。这一组数据
表明中国有将近 3 亿的人口是“被城镇化”的，

【Abstract】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而这 3 亿人口大多只能在城镇中维持最低限度的

semi urban area China i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生活与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相当之弱。劳动

of two forces is the result of. In this paper, the

力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中国这种特殊的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rapid urbanization as the

“半城镇化”现象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半

breakthrough point semi

城镇化”人口在医疗、保险、教育、公民权利等

urbanization phenomenon, through comparison

方面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and Analysis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evant

从产业与空间上看，城镇与乡村在全球化

theory,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和地方化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会出现产业部门

and Western semi urbanization theory, and on

混合（sectoral interaction）的现象。伴随城镇的

thedevelopment feature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不断发展，城镇内部特别是中心区的一部分制造

semi urban area.

业或服务业会由于区位、地价、环境等因素的影

【Keywords】 urban, semi urban, development

响而向城镇外围搬迁，这些产业部门通常会在城

dilemma

镇与乡村的交界地带集聚，即半城镇交界面地区
（peri-urban Interface, PUI）或称半城镇化（Peri-

1. 引言：中国的城镇化与半城镇化

urbanization）地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半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

城镇化”人群与半城镇化地区在空间上并不是相

进，中国的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根据《中国城

匹配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分异性，即“半

作者简介：

市发展报告（2011）》，至 2011 年底，中国的

城镇化”人群并非以半城镇化地区为工作与生活

朱轶佳，邦城规划苏州公司，执

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

的中心。人口与空间的“错位性”导致了半城镇

村人口，达到 6.9 亿人 。然而，在这部分城镇人

化地区用地效率低下、基础设施配套落后、环境

行规划师。

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视了“次城市系统”，而实际上次城市支撑了经
济发展和分散的行政功能，这对城乡各部门的发

2. 国内外半城镇化理论的演变

展是十分必要的，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应被视为扩

半城镇化理论多来源于国外，以时间维度来

张发展的推进器。罗德格里在归纳自己的次城

划分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以城镇为核心，即根据

市理论时，提出了城市功能在乡村发展（Urban

增长极和中心地理论研究半城镇化地区的发展；

Func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的概念 [2]。道格

另一类更多的是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出

拉斯（Douglass）在评述这个概念时谈到，城市

发，以区域的视角来讨论半城镇化的形成与发展、

功能在乡村发展要以城市功能对乡村的影响都是

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等。而中国的半城镇化理论

积极的而且是处在一个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下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对国外理论的引介

为前提，他认为城市功能不是社会中立（socially

和应用。

neutral）的，并列举了有关泰国的案例说明，即

2.1 偏爱城市（urban bias）：以城镇为核心
讨论半城镇化

使把银行放在乡村，城市偏爱（Urban bias）的现
象仍然会存在 [3]。

2.1.1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

2.2 互动乡村：半城镇化理论的新发展

由美国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边缘区最早是用

2.2.1Desakota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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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间被广泛使用。他们从形态和功能的角度，

城市化问题时，发现了一类分布在大城市之间的

对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密度、社会结构

交通走廊地带，与城镇相互作用强烈、劳动密集

等进行了定量分析，给出了相对精确的表述 [1]。

型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增长迅速的原

可以这样来定义城市边缘区：它是由于郊区的发

乡村地区，称作为“Desakota” 区域（图 1）。

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的城乡用地相互混合的

McGee 认为，许多亚洲国家并未重复西方国家通

过渡区域（transition zone）。

过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向城镇集中、城镇和乡村

2.1.2 边缘城市（Edge City）

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并以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过程

边缘城市可以看作是城市边缘区的延伸与发

(city-based urbanization)，而是通过乡村地区逐步

展。这个观点是华盛顿邮报记者 Joel Garreau 于

向“Desakota”区域转化，非农人口和非农经济

1991 年在他的《边缘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

活动在“Desakota”区域集中，从而实现以区域

Garreau 认为，边缘城市是继美国人口居住郊区

为基础的城镇化过程 [4]。

化、商业中心郊区化后，城市发展的“第三次浪
潮”，即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他还认为，人
口郊区化是产生边缘城市的直接推动力，商业郊
区化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孵化器，而产业的信息化、
弹性化、分散化丰富了边缘城市的功能，从而也
实现了就业岗位的郊区化 [2]。但是，边缘城市的
发展也饱受诟病，比如低密度开发造成了土地的
浪费，增加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并形成了枯燥、
呆板的城市空间，土地的无限制蔓延导致了通勤
距离的增加，造成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等。
2.1.3

次 城 市（Secondary cities） 理

论
次城市理论由罗德格里（Rondinelli）提出，
他认为，过去那些城市发展战略的失败是由于忽

图 1 McGee 的 Desakota 模型

朱轶佳

1987 年，McGee 在研究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浅析中国半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困境

来描述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口构成，并在 194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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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网络模型

更多的被视作城镇化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城乡共

道格拉斯（Douglass）认为，与其尝试在一

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对半城镇化

个区域内发展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大城市，倒不如

现象重要但不全面的概括。McGee 和 Douglass 的

在区域内形成专业化的产业聚居群（a clustering

理论把城市的发展放入更大的区域来考虑，重视

of manysettlements）。基于增长极理论，他提出

乡村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对城镇的影响，在此基础

了网络模型（the networked model），这个模型与

上建立的半城镇化理论较为全面。中国的半城镇

次城市理论类似，但更注重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平

化理论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

衡，主张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以保证其与城镇的

2.4.2 中西方的差异：就业导向与居住导向

必要联系，因为地区的日常生活条件是经济增长

对比分析中西方半城镇化理论后发现，西

的关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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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尤其是美国的半城镇化地区和中国的半城镇

2.3 中国半城镇化理论概述

化地区有着根本上的区别。美国的半城镇化的

班茂盛等（2007）在对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

本质为郊区化即居住导向模式（ledby residential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1 期 VOL.1

以来的半城镇化理论研究后总结出如下特点：①

development），它是由于中产阶级追求更加舒适、

研究的阶段性比较明显。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安逸的生活环境而形成一种高度分散的城市发展

和技术、研究重点以及研究队伍等几个方面看，

模式。而中国的半城镇化地区是就业导向模式

国内城市边缘区研究明显地可划分为 1980 年代

（employment-led），外劳动力迁入的推动模式

末期至 1990 年代中期和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两个

趋势明显。

阶段。②研究的视角不同。第一阶段主要是从城
市视角，针对半城镇化地区本身的特征、功能以

3. 中国半城镇化地区特征

及空间结构等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第二阶段

既然半城镇化地区作为城镇与乡村的过渡地

则是多学科的研究者从城镇与区域两个视角，重

区，那么城镇化的相关描述指标就可以成为对半

点对半城镇化地区发展过程中规划、土地利用等

城镇化界定及描述的基础。城镇化的内涵通常包

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基本以应用研究

括三个方面：①人口及社会特征，即人口规模和

为主 [6]。

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

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半城镇化

的传播和扩散；②经济特征，即非农产业从业人

地区土地利用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动态性和不稳

员及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③空间特征，

定性特征，外向型非农产业发展迅速，非农化程

即由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变化在空间上的投影。

度高，工业发展和土地开发分散，集聚程度低。

其中，前两个因素是衡量城镇化的基础，后一因

半城镇化地区发展驱动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大

素则是城镇化在物质层面的反映。半城镇化也应

城市辐射，乡村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 [7]。

包括上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变化。

2.4 小结

3.1 人口及社会特征

2.4.1 理论出发点的转变：从城市到城乡

城镇制造业的外迁为城镇周边地区提供了大

通过对比西方半城镇化理论后发现，随着时

量就业机会，从外部迁入的劳动力人口快速增加

间的推移，城镇与乡村的互动关系越来越被重视。

成为半城镇化地区的主要人口特征。但是，这部

城市边缘区、边缘城市与次城市理论的核心点在

分人与半城镇化地区的当地居民并不能够完全融

于它们均从城镇的角度出发，都属于“增长极”

合，缺乏归属感、认同感。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

和“城市偏爱（Urban bias）”的范畴，忽视了

化脱节，使得半城镇化地区的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乡村对城镇发展的作用。在这两个理论中，半城

3.2 经济特征

镇化地区被认为是预城镇化地区，即最终将被并

道格拉斯（Douglass, 2003）通过对比“自上

入城镇中心的地区。这一假设来自于城镇是单中

而下”型的杭州高科技产业园与“自下而上”型

心的、高密度和连续增长的判断，半城镇化地区

的萧山羽绒产业集群（Eider Down Cluster）揭示

了半城镇化地区的经济特征 [8]，即随着外来直接

低廉，导致小产权房和工业用地蔓延。但是外来

投资（FDI）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制造业为主

投资和土地投机的结合，使土地成本日益高涨。

体的产业结构特征十分突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

迈克尔 • 立夫（Michael Leaf，2002）在分析了

的地位显著下降，但第三产业不一定发达。

中国和越南的半城镇化地区后提出：对于政府的

3.3 土地使用及空间特征

管制（Governance），可行的解决方案既不能在

半城镇化地区的工业、商业、居住和农业等

自上而下也不能在自下而上中找到，而是合二为

用地混合利用，大量土地仍然为农业用途，但当

一，相辅相成 [9]。

地政府默许或放任这些“小产权房”的存在和发
展。以工业用地为例，其分布零散，沿着主要的

4. 中国半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困境

对外交通要道迅速扩展蔓延，与农村居民点、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半城镇化地区是

业用地犬牙交错，斑块化和碎片化现象明显，即

外来投资、乡镇企业和城乡二元机制的产物。全

所谓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格局，土地开

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竞争，中国自身经济

发极为分散、集聚程度低。

产业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加之城乡二元体制

道格拉斯和穆勒（Douglass&Muller, 2002) 通
过对杭州至宁波交通走廊地带的研究，依据离城

在可预见期内的持续存在，使得半城镇化地区的
发展也遭遇了两难境地。
的重构

（Outer Peri-urban）地区。他们认为距中心区外

一方面，全球化半城镇化地区的发展带来了

围 50 公里范围的区域为内半城镇化地区，这里

机遇，外商直接投资是半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助

受到大城市的辐射影响很大，既有中心城区由于

推器”。但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廉价

产业结构调整而外迁的工业，也有自下而上形成

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减弱，半城镇化地区的发展受

的郊区工业点和为发展产业集群设立的较高层次

到譬如越南、缅甸等国家同类地区的挑战。另一

的工业园区。中心区边缘 50 公里范围之外，称

方面，随着城市中心区地价提升和旧城改造（更

为外半城镇化地区。这里受到大城市的辐射相对

新）的需要，城市空间面临重构，城市制造业逐

较少，但乡镇工业仍然比较发达，这个地区的土

渐外迁，半城镇化地区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地使用大片还是以农业为主，乡村特色较内半城

然而，伴随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镇化地区浓郁 [8。

粗放型发展模式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以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半城镇化地区发展将会遭遇桎
梏。
4.2 内部发展的瓶颈：乡镇企业与“小产权
房”
乡镇企业可以被看作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
驱动力。在过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城
镇化政策之下，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
纳器”，也是半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随
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也受到许多制约因素的
影响，譬如社会对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模糊
图 2 半城市化地区空间特征

认识、乡镇企业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的消失、乡

3.4 管理特征

镇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优势的迅速退化等等 [10]。

在半城镇化地区，由于“非正式”经济盛

如果说 20 世界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是“脱缰的野

行，非正规市场上的集体土地远比国有土地价格

马，拉也拉不住”，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乡镇企业

朱轶佳

半城镇化（Inner Peri-urban）地区和外半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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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界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及城市空间

市中心城距离的远近，将半城镇化地区分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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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与此同时，受到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巨大利润

（文章被 2013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收
录）

的驱动，乡镇村政府或者村民联建“小产权房”
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土地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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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环境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以南充市文峰片区规划设计为例
The value of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urse of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Lessons from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Nanchong Wenfeng
District
李俊 Li Jun 蒋洪庆 Jiang Hongqing

量生态环境所创造的生态价值，并实现生态效益

environment. Following the environmental priority

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建议文峰片

principle, we comb, protect and make good use of

区依托优越的生态本底，倡导城市可持续发展，

the nature resources in this plan to coordinate the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整体

c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形象，实现生态价值的最大化。本文介绍了南充

provide satisfactory service for our clients.

市文峰片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生态环

【Key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境保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并计算了解决方

development, Wenfeng district, Nanchong, ecological

案所带来的生态价值。该项目基于客户对生态环

value, realiz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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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基本诉求，以“生态优先”为原则，通过对
现状自然资源的梳理、保护、利用，以达到城市

1. 引言

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客户提供了满意

1.1 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是基本国策

和超值的服务。

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文峰片区，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国
南充，生态价值，实现途径

李俊 蒋洪庆

based on the client’s basic demands of ecological

论生态环境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摘要】该研究主张通过最容易理解的货币来衡

策。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伴
随着城镇化建设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以惊人

【Abstract】This research advocates that ecological

的速度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

value of city environment could be measured by

新型城镇化进程。2013 年 5 月，习近平在中共中

the accessible monetary value, so that the city could

央政治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第六次集体学习

achieve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benefit, economic

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benefit and society benefit. We suggest that Wenfeng

族未来。

district could rely on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1.2 生态宜居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诉求

to advocate c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人们的居住环境

promote its city image and city brand through

也在不断恶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人居条件，其中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一个“生态宜居”指标将成为城市居民对居住环

describes the planning solutions of environmental

境的基本诉求，它将意味着城市必须具备生态高

protection on the background of sustainable

效、生态健康、景观雅致等条件，其宗旨是经济

development in Wenfeng district of Nanchong,

社会与生态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
李俊，邦城规划成都公司，
规划师。

and calculates the monetary ecological value which

1.3 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

蒋洪庆，邦城规划成都公司，

these solutions could bring. This planning project is

城市可持续发展强调的就是实现从“以人为

执行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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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到以环境为本、人与环境共生的观念转变，

“以城为心，负阴抱阳，山水相依”的山水格局，

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

构建“山与城”、“城与水”之间的对话。

相互平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一个城

以城为心：城以人为核心服务对象，集中南

市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可持续

充南部大区域的活力产业与人气，统领与整合起

发展的重要动力。

周边山水自然资源。
负阴抱阳：城市整体虚实相间，即有衬映山

2. 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生态价值的内涵
2.1 城市可持续发展定义
城市可持续发展，又可称城市持续发展，是
指在城市的空间范围内，以合理利用资源为基础，

水的实体建筑形式，又有包容山水环境的含蓄空
间形式。
山水相依：城以周边山体为远景，以内空山
为屏障，以嘉陵江为依托、靠山面水，山水相依。

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为手段，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为
途径，建设宜居城市为目标，满足现在和未来城
市与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实现科学、合
理、安全和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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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是指生态环境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的完整以及其作为人类生存系统所具有
图 1：现状山水格局分析图

的价值。人类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物质与
能量，更需要以自然界为反映对象从中获取信息
以维持人类特有的思想、意识及精神生活。可以
说，自然界生态价值是人类全部社会价值的前提
和基础。生态价值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人
类忽略它以自己的主观想法来改造自然，并因此
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后，其价值才被人们所认可。

图 2：山水城关系图

3. 生态价值的实现途径
文峰片区位于南充市南端的嘉陵区文峰镇，
是南充市南部门户。文峰片区地处嘉陵江西岸，
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具有极佳的山水格局。该
片区有山体、丘陵、平坝、河滩湿地、嘉陵江等
多种地形构成，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良好的生
态本底。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生态环境资源，体
现其生态价值是我们规划师值得思考的课题。该
片区规划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文峰片区
的生态价值。
3.1 山水格局塑造策略——山水之城
文峰片区三面临嘉陵江，西靠内空山，东
望青居烟山，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地。文峰新区
规划注重了城市与山水环境的协调发展，整体以
“山 - 水 - 城”为设计结构，保留并强化了现状
“江、山、湖、林”的基本自然环境元素，塑造

3.2 功能契合策略——低碳之城
文峰片区作为一个典型的山水城市，应该有
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功能。山水生态城市主要体现
在生态环境和生态产业两大方面，在当代以“生
态优先”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其城市功能定位为
生态价值取向提出了明确目标，也是城市形象品
牌塑造的重要手段。该规划主要依托文峰片区独
特的生态资源特点和周边纵多的旅游资源，本作
“低碳环保、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原则，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引入行政商务、科技研发、
文化创意、度假休闲等现代低碳服务型产业，构
建服务南充南部新城的生态产业体系；同时，结
合该片区优越的生态本底开发生态住区，将文峰
片区打造成为“南充市南部产业引擎和山水人居
新城”。

健身、休闲、娱乐、防灾等功能，还具有一定的
抗空气污染和其他污染的功能。把它比喻为城市
绿色的肺，是为了强调城市森林绿地对于城市能
否成为人类适宜的生活环境的极端重要性。
文峰片区内的内空山、凤垭山植被丰富，
是该片区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规划通过
GIS 分析，根据本片区的生态敏感度保留了坡度
大于 25% 的山体、猪山松林、淘金滩湿地、不
能利用的坡坎等，将其作为该片区的生态绿地，
图 3：山水格局分析图

形成“山中有城、城中有园”的生态格局，以增
强对城市生态的调节功能，提升本片区的生态环

3.3 绿色优护策略——生态之城

境及城市形象。该绿肺除了城市生态、气候等的

3.3.1 城市绿肺的建立

调节外，规划还植入了生态游憩、健康体验、宗

城市绿肺指城市中间或边缘地带的森林，意

教文化体验等产品，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达到

义在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生活环境，具有游览、

相互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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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水脉的梳理
城市水体及水系空间环境是城市重要的空间

的滨水岸线；把翠湖、荷塘和麓湖等水体与各水

资源，是体现城市资源、生态环境和空间景观质

系沟通，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系网络，构建丰富多

量的重要标志，是城市总体空间框架的有机组成

彩的滨水景观；将麓湖和荷塘的水体引入中心区，

部分。随着文峰新城开发的深入、城市规模的扩

与嘉陵江水体相连，打造中心区滨水休闲景观。

大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对于水量、水质、水

最终构建了“一环、一片、六带、五点”的城市

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景观、水文化等方面

水脉结构。其中：一环：环新区的嘉陵江流域；

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片：欢乐群岛湿地公园片区；六带：六条由山

规划梳理嘉陵江、十里沟、大河沟、渭中沱、
翠溪、赵家溪和三湾溪等河道，尽量保持原生态

地贯穿城市，连接嘉陵江的河流；五点：分布在
城区中的点状湖泊水体。

李俊 蒋洪庆

论生态环境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图 4：综合环境敏感度分析图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主题景观带围绕着美食民俗主题打造特色小品、
铺装和植物。中心区滨江现代文化景观带结合中
心区现代标志性建筑和文化教育产业区打造具有
现代都市文化气息的广场、小品、雕塑、景观建
筑等；度假酒店休闲娱乐景观带结合度假酒店，
配置高档滨水休憩设施；滨江生态林地景观带结
合体育公园塑造幽静的滨水林地空间。

图 5：水系规划图
注重原生态河流岸线的保护。文峰片区规划
以尊重自然、顺其自然为原则，反对进行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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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植被和原生态岸线的保护，保留现存生物的多
样化。根据水系不同的功能和岸线布局，将水系
的岸线形式分为生态（软质）驳岸、硬质驳岸、
图 7：滨江休闲带主题分区图

复合式驳岸三种驳岸形式。

3.3.4 生态网络的建立
规划整合片区内的森林、湿地、沟渠、水库、
溪流、山体等自然资源，以“江、山、湖、林、
城”的自然特征为基础，打通“山”与“水”的
对话通道，加强文峰片区各种生态元素之间的联
系，构建山体、水体、绿化系统化的生态格局，
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网络系统，共同构
成南充市城市建设的生态基质，将城市空间格局
的开放性与自然系统融为一体。

图 6：驳岸规划图
3.3.3 滨江空间的打造
该规划充分考虑滨江开敞空间的设计，沿江
留出一定宽度的绿化带，结合滨江森林、滩涂沼
泽等，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旅游、度假、休闲、运
动、生态教育等为一体的滨江休闲带。根据滨江
自然资源和城市功能特征，将滨江带分成“两区、
四带”进行打造。其中：
松林公园以松树林地为主题，打造原生态的
滨江松树景观林地；欢乐群岛以嘉陵江河滩湿地
为主题，打造滨江湿地景观公园；滨江美食民俗

图 8：绿地景观系统规划图

3.4 可持续开发策略——土地开发强度与生
态环境的契合
文峰片区规划运用了 GIS 分析手段，以地形
坡度分析为基础，对该片区的用地适宜性进行了
分析，主要选择坡度小于 25% 的用地进行开发
建设。另外，该规划还对基地进行坡度、土地利
用及水的敏感度进行了分析，并用权重叠加法得
出综合环境敏感度（环境适宜性）；将环境适宜
性评价与坡向、高程适宜性评价进行二次权重叠
加法分析，得出基地用地的综合开发适宜性，根
据不同的生态敏感度确定不同的土地开发强度，
塑造独特的山水城市形态。

图 10：开发强度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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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半山江景住区鸟瞰图

李俊 蒋洪庆

论生态环境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图 9：综合开发适宜性分析图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4. 文峰片区城市生态价值的估算
城市的生态环境主要会产生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测算城市生态系统产生的效
益需要引入货币价值来衡量，那就是生态价值。

（1997）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
平均生态价值的估算理论，来估算文峰片区的生
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
4.1 城市生态价值测算方法
公式如下：
ESVk=Ak×VCk
ESV= ∑ ESVk
式中：∑ ESVk 指 k 种土地类型生态服务价
值的估算值（万元 / 年）；
Ak 指 k 种土地类型的面积（公顷）；
VCk 指 k 种土地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万元

图 12 生态价值示意图

/ 公顷 / 年）；
ESV 指区域内生态服务总价值（万元 / 年）。

生态价值是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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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价值”。衡量生态价值主要通过生态服务

为得到不同土地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本研

价值来体现。生态服务价值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

究将只对 5 类土地利用进行估算，即公园绿地、

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社会系

防护绿地、农林地、湿地及水域。各土地类型的

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

生态价值系数用 Costanza 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平

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

均价值为依据进行估算，虽然此种估算方法存有

服务。

争议，但采用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比较直接的途径。

为衡量文峰片区打造的生态环境将创造多

不同土地类型生态价值系数估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少的生态服务价值，我们引入 Costanza 等人著的

图 13：生态资源分布图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生态价值系数（万元 / 公顷、年）

生态服务总价值（万元 / 年）

公园绿地

211.2

1.3

274.56

防护绿地

40.13

2.09

83.87

农林地

209.88

2.09

438.65

湿地

160.43

31.86

5111.3

水域

501.72

18.31

9186.49

合计

/

/

15094.87

表 1 不同土地类型生态价值系数（单位面积生态价值）

通过对文峰片区 5 类用地的生态价值系数的
估算，总结得出文峰片区每年可获得生态服务总

5. 结语
南充市文峰片区具有独特山水格局的城市新

价值近 1.5 亿元 / 年。

区，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利用，将成为南充可

测算依据：

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城市形象展示的魅力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类型）采用

所在。同时也将对文峰片区的打造作为一个案例，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

提出了城市生态价值的估算方法，用以衡量城市

自然资本的价值 )》，有关全球年度生态系统服

的生态环境整体效益。

务的平均价值的取值，但数据根据实际情况加以
修正换算：

规划开发，并积极恢复生态湿地，维护嘉陵江水

①将 1994 年价值数据修正为 2014 年；

域环境，通过平均生态价值的估算，验证了此次

②公园绿地生物调控的取值为林地与草地的

生态环境保护造成的经济效益达 1.5 亿元，实现

平均值所得；
③防护绿地生物调控的取值按农林地的取
值。

文峰片区在以生态保护为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了生态环境价值的最大化。

李俊 蒋洪庆

用来探讨与指导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并

论生态环境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Costanza 著《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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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田园城市中的产城一体单元规划实践
——以成都金堂工业战略前沿区规划为例
Implementing the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concept in a modern
garden city
——The Planning of Jintang Industrial Zone

顾文悦 GuWenYue 何谦 He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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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现代田园城市与产城一体单元

19 世纪提出，意在建立一个兼有城市与乡村优点

概念的理论研究，以成都金堂工业战略前沿区的

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

规划实践为例，对现代田园城市与产城一体单元

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亲近自然。

的建设以及两者如何融合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

田园城市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一个具象的城乡

索。

概念。

【关键词】天府新区；现代田园城市；产城一体；
产城一体单元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具有 6 大特征，即田园式
的城市形态、国际性的城市功能、形成市域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基

【Abstract】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Modern

础设施现代化智能化。

Garden City and City-Industry Unit, this paper takes

2.2 产城一体单元

the Strategic Industry District In Jintang as an example

产城一体单元是实现城市产城一体发展的基

to make a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本空间引导单元，是我国建设产业新区的新思路，

Modern Garden City and City-Industry Unit, and

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把城市的生产及

also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study on how to combine

生产配套、生活及生活配套等功能，按照一定协

the two concept in city planning works.

调的比例，通过有机、低碳、高效的方式组合起来，

【Keywords】Tianfu District; Modern Garden

并能够相对独立承担城市各项职能的地域功能综

City;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City-Industry Unit

合体，需要在保障效率、提高活力、完善结构等
多方面对城市空间进行优化，主要从职住平衡和

1. 引言

作者简介：
顾文悦，邦城规划成都公司，执

通勤效率两方面来确定空间尺度。

2010 年，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产城一体单元包括职住平衡、功能复合、配

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形成以

套完善、绿色交通、布局融合 5 大特征。其规模

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

原则上不大于 30km²，内部 60% 以上就业人口

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新区建设重点关注产业新

在单元内居住，内部出行以常规公交、自行车和

区、田园新区两个层面，并从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步行为主，工作出行距离不大于 6 公里，出行时

与产城一体单元两个理念入手进行规划。

间不大于 30 分钟。
产城一体单元的划分除满足规模要求外，还

2. 相关概念阐释

应保证其功能和实际建设的可操作性，遵从功能

行设计师。

2.1 现代田园城市

完整、空间连续、与行政区划保持一致的原则。

何谦，邦城规划成都公司，规划

田园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霍华德在

即在产城一体单元范围内，以特定产业为主导，

师。

有相应的生产服务配套，并集居住和生活服务配

体、绿色交通为目标，努力打造现代化生态田园

套功能于一体。在空间上必行是连续的整体，不

城市。

宜有过大的空间隔离，以便于组织功能和交通。

4.3 产业发展目标

同时，边界尽可能与行政界线相契合，单元内部

本规划在产业发展上，以产业承接、产业倍

功能组织和社区管理与实施建设协调性更强。

增、升级示范为目标，努力打造中国西部经济增
长核心。

3. 规划背景
3.1 现代田园城市建设背景

5. 规划构思

2009 年，成都市提出了建设世界田园城市
的目标，即建设世界级国际化城市、西部地区现
代化特大中心城市、人与自然和谐相融、城乡一
体的田园城市。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

5.1 田园新区规划构思——集镇升级、山水
居所
（1）集镇升级：保留现有场镇、完善配套
设施、升级城镇职能（图 1）

完善全域成都规划，规范空间开发，通过组团城

及三合碑、三烈等集中居住社区，在保留部分现

市、新农村建设、三个集中、城市绿道建设、工

状的基础上，对各镇进行升级，包括配套设施的

业向郊区城市疏散等对策措施，建设多层次、多

完善，城镇职能的升级等。仔细研读各镇特点与

功能“显山、亮水、露田”生态体系，形成人口、

优势，舍弃其原有单一居住功能为主的结构，植

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格局，推进繁华城

入产业、旅游、教育、商业及公共设施配套等各

镇和优美田园有机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城市与现

种功能，形成有活力、有实力、有特色的城市居

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住组团，使老镇焕发新颜，并随着自身功能与结

的新型城乡形态。随着中国在世界城市体系影响

构的完善不断存活与壮大下去，形成生态田园产

力不断上升，成都依托独特的经济、文化、生态

业新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魅力成为中国内陆新兴的现代田园城市。
3.2 产业发展背景

（2）山水居所：构建依山而栖，傍水而居
的居住场所，形成山水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架（图 2）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成渝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推

规划布局秉承生态优先的原则，结合地表径

进，成都将构建中国西部经济增长核心，领跑中

流分析，打通原有滨水生态廊道，形成生态组团

西部地区。在成都市发展新战略背景下，成都将

化的网络，维护基地的生态安全，形成工业战略

构建抱团发展、梯度推进的圈层空间结构，并提

前沿区的生态特色景观，发挥生态景观游憩功能，

出将位于第三圈层的金堂建设成为“成都工业战

注重城市可持续发展。依托龙泉山良好生态、景

略前沿区”的战略举措。成都工业战略前沿区将

观资源优势，形成楔形绿地渗入城市组团内部，

承担起工业发展前沿区的重任，并以快速工业化

形成舒适、绿色、健康的沿龙泉山麓生活带，并

带动城市化，助推“尾雁”快飞、“尾雁”赶超，

可结合良好资源优势优先发展科技园、旅游地、

为成都城市发展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

教育园等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公共设施与高端产
业用地。

4. 规划目标——现代田园产业新区
4.1 总体目标
本规划的总体目标为建设一个自然与城市互
动、产业与人居平衡、生态休闲与园区建设共赢

产业新区规划构思——产业梯度、滚动发展
（1）产业梯度：优势产业集群、服务功能
集聚、多元功能复合、产业梯度布局（图 3）
规划以建立科技创新产业聚集区为目标，将

和谐的现代田园产业新区。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城市

4.2 新区建设目标

产业升级和转型。产业与居住在适度混合的基础

本规划在新城建设上，以显山露水、城乡一

上，产业区将进行梯度布局，紧靠居住区布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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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现有赵家、福兴、三溪三个老镇区

现代田园城市中的产城一体单元规划实践

坚持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九化”导则，深化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教育园、科技园等为载体的产业研发功能区块，

的开发建设可以发展为一城（居住）一产业（工业）

外围布置以综合产业园、装备制造产业园等为载

滚动式开发模式。工业战略前沿区的发展动力将

体的一二类工业区块。集聚同类型产业功能区，

体现为未来城市居住区、居住组团与各产业功能

发挥集群优势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减小产业区对

区之间的通力协作和共生共荣。将工业战略前沿

居住的环境影响。发挥科技创新潜力，牢抓生态

区未来的生活功能区与产业用地在空间上形成有

特色优势，打造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产

机联系，将形成产居共荣的发展格局。结合在三

业新城。

溪、赵家、福兴三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居住

（2）滚动发展：产城共生、市镇联动、区
域共荣（图 4）

组团的特点，在各居住组团外围设置特色产业，
最终达成“产业依托组团而生，组团因产业而荣”

在构建“产城一体”的思想指导下，规划区

的互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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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集镇升级构思图

图 2 山水居所构思图

图 3 产业梯度构思图

图 4 滚动发展构思图

6．产城一体单元规划
1.

保留集镇赵家镇、三溪镇、福兴镇的现状区

金堂工业战略前沿区田园生态本底构建

（图 5）

位作为新镇中心，再在规划区的西南部规划区域
中心，由此形成 4 片主要的生活组团以作为产城

（1）构建生态水系本底

一体单元的配套核心。

本规划尊重现状水文特征，保留东风水库、
幸福水库 , 保留富顺河、小清河及其支流。依据
金堂县水务规划示意图，在东风水库下方规划羊
毛沟水库；根据规划土地利用及山水景观结构对
富顺河部分河道及小清
河河道进行微调，并对福兴镇西边处于生态
绿地内的干、支汇水处进行湖面改造，使整个水
系不仅顺应规划布局与景观构成，且形成丰富多
样的滨水景观。
（2）构建生态绿地本底
绿地系统规划布局充分尊重基地自然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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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绿地三大类。规划借鉴新加坡和苏州工业园区

（2）产城一体单元划分

绿地系统规划，分级布局城市级

本规划在田园生态本底与规划生活组团区位

公园一处、分区级公园八处和若干邻里公园。

的基础上，依据产城一体单元划分原则及规划构

各级公园组成绿网，三大类绿地贯穿其中，以河

思，将基地划分为 4 个规模不等的产城单元，各

流作为其联系的纽带，形成园区独特的绿地系统，

产城单元的建设用地面积依次为 10、16、29、13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平方公里。
每个产城一体单元均强调产业与城市发展的
相互促进与协调，都规划有产业发展用地和城市
发展用地，两者的比例根据产城单元的发展定位
而有所不同。规划区西南部的产城一体单元作为
新镇中心，更加注重发展城市的功能、配套城市
级的公共设施，为整个规划区服务。其它 3 个产
城一体单元侧重于产业的发展，规划较大比例的
产业用地，城市发展用地镶嵌其间，为产业发展
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
各个产城一体单元之间由规划生态绿地分
隔，并由规划水系与绿廊串联起来，相互独立又
浑然一气，形成生态交织、共生共融的整体。

图 5 田园生态本底结构图
2.

金堂工业战略前沿区产城一体单元布局

（图 6、图 7）
（1）保留现状集镇作为产城一体单元的核
心

7. 结语
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与产城一体规划是当今中
国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在城市生
态建设与产业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是两个独立
又不可分割的课题。成都金堂工业战略前沿区规

顾文悦 何谦

图 6 规划结构图

貌，将园区的绿地分为防护绿地、公共绿地与生

现代田园城市中的产城一体单元规划实践

以河流作为基础组织园区生态绿廊，结合地形地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划对两者的实施与融合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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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产城一体单元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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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以青岛风河两侧用地规划设计项目为例
GIS in Practice: the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GIS in Urban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Planning of Qingdao Fenghe

王磊 Wang Lei

【摘要】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作

1. 项目背景

来越广泛的应用。从区域的空间测绘，到方案的

的青岛市黄岛区，即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风河

辅助设计、成果展现，再到后期的规划评价，以

作为胶南城市核心景观元素之一，当地政府要求

及审批系统的制作，GIS 可谓贯穿规划的始终。

在做好稀有景观元素的保护工作同时，提升周边

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以预见 GIS 在今后

地块价值，形成城市核心景观元素的控制导则，

的规划设计中，将承担无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

对风河两侧的用地开发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并

本文以青岛风河项目为例，介绍 GIS 在城市规划

指导下一步风河两侧的开发与建设工作。风河作

中的实际应用，探讨未来 GIS 在城市规划方面发

为胶南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在开发过程中，政府

展的趋势。

特别关注对这条母亲河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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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IS 城市规划水文分析生态敏感性分
析城市空间演变

2. GIS 数据提供
2.1 高清影像

【Abstract】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借助卫星和航空拍摄等手段可以获取区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urban planningas a

域的高清影像，让规划师对区域的情况有最直观

method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的认知，利用高清影像无论是辅助现场调研还是

From surveying and mappingthe region,aided design

方案设计，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磊

2012 年 12 月 1 日胶南市与黄岛区合并为新

以青岛风河两侧用地规划设计项目为例

为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方法，在城市规划中有着越

and results expression, to the evaluationof projects as
well as producing the approval system, GIS always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lanning process.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we can foresee that GIS
will play the irreplaceable role in future’s planning
and design.In view of this, our paper takesthe project
of the Fenghe River in Qingdao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practical useof GIS in urban planning,
and discuss the trend of GIS in urban planning at last.
【Keywords】GIS; urban planning; hydrological
作者简介：

analysis;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alysis;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王磊，邦城规划苏州公司规划

图 1 风河流域高清影像图

部，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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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时期影像
自陆地资源卫星发射以来，长时间的对地观

漠化，地表植被的变化等等。在梳理城市的发展

测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记录了各个年代地球的表

脉络时，我们可以调出城市的历史照片，展现其

面特征及其变化，其中包括城市的扩张，土壤沙

最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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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9-2013 胶南地区影像图 1989

图 2 1989-2013 胶南地区影像图 2000

图 2 1989-2013 胶南地区影像图 2009

图 2 1989-2013 胶南地区影像图 2013

从影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胶南地区乃至胶州

效应分布等等。

湾地区的历史变迁，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市规模的

2.3 风河水系的提取

迅速扩张，加速了胶州湾的填海造田。利用上述

利用遥感影像的多光谱特性，可以根据不同

影像我们还可以对一些指标进行定量的分析，如：

地类目标在不同波段影像上的特征差异来提取各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农田和树林的分布及其

类地物，如城市建设用地、农田、村庄、树林、

变化、填海造田的速度及趋势、城市人口及热岛

山体、水系等等。此次风河流域的水系即通过水

体在遥感影像的近红外波段反射率接近零的特性

来蓄滞雨洪，补充地下水，又起到涵养水源的目

提取得到。

的。
3.2.1 位置选取
通过遥感影像上的地表类型结合河流的交汇
口来确定湿地的位置，其主要分布在影像上的水
塘、河流主要的交叉口等地区。

图 3 风河的影像提取
3. 水文分析
3.1 流域范围提取
此次项目政府强调研究风河及周边区域的生
态环境，但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研究范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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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整个风河流域作为研究的对象，综合考虑

用到了 GIS 强大的水文分析功能。
GIS 通过地形表面的高低起伏，来模拟降雨

图 5 湿地位置选取

时水流的汇集，将风河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

3.2.2 规模测算

区，作为风河流域的范围。

通过上述湿地位置的选取，我们进行湿地规
模的测算，技术路线如下：

图 6 湿地规模测算技术路线图
图 4 风河流域范围
只有确定了风河的流域范围，才能对区域内
的水文条件及河道的相关参数进行准确的估算，
从而科学地进行水网的布局规划。
3.2 湿地的布设
风河季节性特征明显，旱季水流很小，而雨
季又易生洪涝。因此在规划中，布置一定的湿地

1 根据地表高程，结合湿地的位置，计算每
个湿地的子流域面积；
2 参考当地的年均径流深度，确定每一个集
水面的流量；
3 根据水量平衡模型，计算每一个湿地的水
容量规模；具体公式如下：
△ W=Q 入 -Q 蒸发 -Q 渗漏

王磊

得到了政府的首肯。而风河流域范围的确定正是

以青岛风河两侧用地规划设计项目为例

整个流域系统的生态环境，基于此进行方案设计，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4. 生态敏感性分析

Q 入 =A 流域 ×200mm
Q 蒸发 =A 水域 ×946.1mm

4.1 研究意义

Q 渗漏 =（Q 入 -Q 蒸发 ) × 15%

生态敏感性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和

公式组 1 水量平衡模型公式资料来源：笔者
提供

境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概率大小。在自然状态下，
注：胶南市降雨量为 730mm，径流深度取

各种生态过程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

200mm；2011 年蒸发量为 946.1mm；年渗透量为

保证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而当外界干扰超过

10-20%，按中等渗透水平计算，取 15%。

一定限度时，这种耦合关系将被打破，某些生态

4 利用 GIS 的 3D 分析功能，根据水平衡模
型测算流域的湿地面积，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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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湿地面积（km2）
0.45
0.92
1.09
0.46
1.03
1.36
1.73
1.26
2.17
0.89
0.65
0.62
0.89
13.52

湿地水容量（万 m3）
144.8
232
204.3
172.2
218.5
172.9
865.3
32.6
333
177.8
239.8
156.5
176.9
3126.6

表 1 湿地面积及容量统计表

过程会趁机膨胀，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事实上，
生态敏感性就是生态系统对因内在和外在因素综
合作用引起环境变化的响应强弱程度。对区域进
行生态敏感性分析，能够综合考虑整体的生态系
统状况，通过多因子的对比分析，划定各个地区
的生态敏感性级别，从而对区域的开发建设提供
指导。
4.2 指标体系
指标因子选择通常应遵循主导性、稳定性、
定量性和现实性的原则，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
选择对评价结果质量具有显著影响、性质较稳定、
尽可能量化表示、数据易于获得的主导因素作为
参评因子。通过特菲尔法进行因子分级，并通过
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的判定。
4.3 成果叠加
因子叠加计算公式基本的表达形式可以用下
式表示：
式 中，S 是 用 地 综 合 参 评 值，X_
i=(i=1,2,3,...,n) 是用于参评的一组变量，Xi 为变
量值即各因子的评分值，Wi 为权重。
利用 ArcGIS 平台建立不同分析因子的数据
库，然后通过对各因子图层的加权叠加运算对规
划范围内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

图 7 风河流域湿地布置
风河流域布置湿地的蓄水潜力为 3126.6 万
m3，湿地面积为 13.52km2，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4%。
构建湿地网络系统能有效蓄滞雨水、补充地下水，
消减洪峰流量、控制洪水，尤其是风河上游，坡
度较大流速快，湿地可以缓解和消减山洪，还可
以涵养水源，改善环境，防止盐水入侵。

图 8 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

目标层

决策层

指标层

分值

权重

9
7
5
3
1
9
7
5
3
1
9
7
5
1
9
7
5
1
9
5

0.1796

与建成

60 米以上
40-60 米
25-40 米
10-25 米
10 米以内
大于 25%
15%-25%
8%-15%
5%-8%
小于 5%
水库、林地
河流、水塘
农田、耕地
建成区
300 米以内
300-800 米
800-1500 米
1500 米以上
600 米以上
300-600 米

区距离

300 米以内

1

保护区

30 米内
30-60 米
60-100 米
100-200 米

9
7
5
3

距离

200 米以上

1

60 米内

7

高度
自然地
形分析
-0.3592
坡度

土地覆
盖类型
生物物
种保护
分析
-0.4245

保护分
析
-0.1233

离

与景区
及自然

高压走
重大基

廊
高速公

础设施

路防护

防护分

带

析
-0.093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 GIS 在风河项目的具体应用，来
0.1796

阐述 GIS 在项目的规划过程中如何辅助规划师进
行。现实中，GIS 可以应用到城市规划的各个方
面，从规划编制到规划管理，从前期资料收集整
理到成果出图，从小范围的详细规划到大的区域

0.1751

规划，从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到专业性的专项规划，
从项目选址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制订等。在国外，

0.1964

GIS 技术和城市规划相互结合的研究较为成熟和
系统，其已经成为城市规划中重要的信息管理和
分析工具。GIS 在城市规划中的优势在于它将一

0.053

种科学成分输入到规划的描述、预测和建议中。
借助 GIS 预测城市人口和经济增长，找出城市布
局中的环境敏感区域，而将空间优化模型和 GIS

0.1233

结合则可以提出一些经过优化的城市规划方案，
能够帮助决策者对不同规划方案经行评价。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GIS 可能不再是简
单的工具，而是一种理念，其不断的挖掘和管理

0.093

海量的数据，并可实时输出，为城市规划和管理
提供科学有力的决策支持。

100 米以内

500 米内
湖泊水 500-1000 米
1000-1500 米
库
1500 米以上

7
9
7
5
1

表 2 生态敏感性分析指标体系
其中不敏感区是开发建设的首选区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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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对区域生态影响较小的利用形式。最敏感区为
区域生态系统最薄弱的地区，通常为区域内的生
态源，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将付出极为巨大的环境
代价，因此需对其进行严格的保护，禁止开发建
设。
生态敏感性研究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
操作性原则，通过对风河项目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在充分考虑现状条件及各个生态指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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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开发规划提供依据。

以青岛风河两侧用地规划设计项目为例

历史文

与主要

对区域的环境条件进行客观评价，为区域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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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在对园区行政中心（SPAC）的

1. 背景介绍

发展历程，空间规划，区位交通，功能布局，建

1.1. 研究背景

筑设计，景观营造等多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并

1994 年，历史的长卷在姑苏城外，金鸡湖

通过类比昆明市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政中

畔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 年的开拓进取，20 年

心，研究其区位、空间、建筑、景观等方面的异同，

的砥砺奋进，苏州工业园区（下文简称园区）演

总结新城行政中心建设的一般规律，指引相关地

绎了一段辉煌不朽的传奇。

区行政中心的开发建设。

从农田桑梓到高楼栉比，从风声水起到千帆

【关键词】苏州工业园区；行政中心；发展历程；

竞发，这里已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激荡

空间规划；建筑景观

与崛起。
未来，园区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科技园区和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创新型、

development, space planning, location & traffic,

生态型、幸福型新城区。

function layout, architecture & landscape design,
etc. about Suzhou Industry Park Administrative

作者简介：
陶睿，邦城规划苏州公司，助理
规划师。

生机勃发的苏州工业园区，正风劲帆满起航
在创新路上。

Center (SIPAC). And by analogy between SIPAC

1.2. 研究对象

and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Kunming & Tianjin

园区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管委会）及其附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he

属机构作为园区各项工作的制定者、决策者与执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location,

行者，在园区的 20 年发展历程中起着无可替代

spac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etc. summarizes the

的重要作用。园区行政中心能否正常运行将直接

general rules of new city administrative centers,

影响园区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对园区行政中心加以研究分析，总结新城行

【Keywords】Suzhou Industry Park; Administrative

政中心的各项要素组成，为未来的类似项目做出

Center; Development; Space planning; Architecture

指引。

& landscape

1.3. 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观察法，测验法，文献法与案例研

究法。
1)

观察法：主要是对行政中心的客观外部

环境的观察，包括文字记录，实景照片拍摄，实
地勘察等。
2)

测验法：采用角色代入的方法，分别研

究行政办公人员，外来办事人员，周边社区居民
在行政中心内的行为活动，分析其内部功能流线，
交通组织的合理性。
3)

文献法：通过收集有关行政中心的一系

图 1 园区发展历程——第一阶段

列图文动画资料，处理上文方法中无法解决的问

第二阶段（2000 年—2005 年）：跨越发展

题。

这 5 年间，园区一区及各项配套设施已建设
案例研究法：研究同其他等级的已建成

完成。到 2005 年，园区实现三产倍增和科技跨

新城的行政中心的相关案例，为该行政中心的选

越计划，帐外资金跨过 100 亿美元，金鸡湖湖畔

址规模等要素予以验证。

地区已基本建设完成，建设重心已转移到湖东地

4)

1.4. 技术路线

区。园区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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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园区发展历程——第二阶段

2.1. 园区发展历程

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转型升级

2.1.1. 园区简介

2008 年，依苏州总体规划，工业园区定位

苏州工业园区于 1994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

为“苏州东部新城”，各项规划工作陆续展开，

设立，同年 5 月实施启动。行政区划 288 平方公

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园区内 CBD ，CWD ，科教

里。据 2010 年统计，其中，中新合作区 80 平方

创新区等项目蓬勃发展，环金鸡湖地区成为苏州

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 32.7 万（常住人口

新的商业文化中心。（见图 3）

72.3 万）。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自开发建设以来一直得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新双方建立了
由两国副总理担任主席的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
2.1.2. 园区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94 年—1999 年）：起步奠基
1994 年 5 月 12 日，动工建设。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等工作同步进行中。1995 年，园区各分区
规划确定，奠定了有序发展的基础。（见图 1）

图 3 园区发展历程——第三阶段

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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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历程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2.2. 行政中心发展历程
2.2.1. 行政中心简介
行政中心是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性建筑，它
集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公众形象。它是国家政府
工作人员与公众互动的核心场所，进行着城市的
政治和公共管理活动，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与
和谐。同时，它还肩负着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与蓬
勃的重任。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行政中心建设
图 5 行政中心——国际大厦

往往是新区开发建设的第一步，通过行政中心的
建设，带动新区的其它公共设施的完善，从而形
成一个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综合性新城区。
苏州市工业园区行政中心（SIPAC）是与工
业园区（SIP）共同成长起来的副地级市机构，
1995 年 2 月 21 日正式成立，下辖园区，娄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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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行政中心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95 年—1999 年）：湖畔落户
1995 年 2 月 21 日，中共苏州工业园区工作

图 6 行政中心——湖东

委员会和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式建立，并
投入运转。管委会等政府机关临时办公地点坐落
在金鸡湖畔的沁苑小区之内。（见图 4）

3. 行政中心规划
3.1. 行政中心概况
湖东行政中心位于园区核心区域，于 2006
年 2 月 6 日正式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28 公顷，
总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容纳了几乎全部的
园区行政与公共服务功能及配套设施。
新行政中心区域内包括 8 幢单体建筑，囊括
了管委会，公检法，工商行政，交易中心，配套
金融商务等多项行政及配套功能。
3.2. 区位交通

图 4 行政中心——沁苑

3.2.1. 中心区位
湖东行政中心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核心地段，

第二阶段（2000 年—2005 年）：进驻湖西

距苏州市中心 10 公里，距新的商业中心——环

1999 年 12 月 28 日，管委会携中国财团、

金鸡湖商业圈仅 1.5 公里。（见图 7）

苏州财团等单位进驻新落成的园区湖西 CBD 第
一座现代化楼宇——国际大厦。（见图 5）
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东迁湖东
2006 年 2 月 6 日，湖东园区行政中心全面
启用，标志着园区开发的全面东进。（见图 6）

图 7 行政中心区位

湖东行政中心西侧是繁华的商业街区，南北

投资客户的日常事务需要。

是成熟的居住社区，东边毗邻环境优美的白塘公

未来，园区行政中心还将建设广电，通讯，

园，整个区域是集工作、娱乐、购物、休闲、居

邮政等公共服务功能，丰富行政中心的公共服务

住为一体的综合新区。（见图 8）

体系。
4. 行政中心设计
4.1. 功能布局
湖东行政中心所在地块南北向长约 600 米，
东西向宽约 520 米，整体为矩形方整地块。
由东西走向的白塘河支流与翠园路将行政区
划分为南，中，北三区。
而南北向的两条内部道路将又行政中心划分
为 9 块。
其中，南区自东向西为置业大厦，市场大厦
与建屋大厦；中区东西两侧侧是公安大厦与工商
中间的是行政中心广场；北区居中的管委会所在
的现代大厦，为行政主楼，两侧是两个结合地面

3.2.2. 外部交通
1. 城市路网

停车的林荫花园。
整个行政中心以行政广场为中心，现代大

湖东行政中心北侧为快速路——现代大道，

厦——行政广场——市场大厦一线成为行政功能

西侧为主干道——星湖街，东侧和南侧分别为城

主轴，其余建筑呈对称布局分立于轴线两侧，形

市次干道——万盛街和旺敦路，对外交通极其便

成内聚式的庭院空间，象征着行政中心的团结与

利。

凝聚力。（见图 9、图 10）
2. 公共交通
湖东行政中心内有一条地铁线路自东向西穿

过，在西侧星湖街上设有一个站点；行政中心周
边设有 5 处公交站点，共计 19 条公交线路；周
边设 6 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方便行政人员和来
访人员的出行。
3.2.3. 周边设施
湖东行政中心周边有多处配套设施，充分满
足行政办公人员及周边市民日常休闲、娱乐、购
物、文化、体育等生活需要。主要有圆融 • 时
代广场，久光百货，月光码头，文化博览中心，
摩天轮公园等。
园区设置“一站式”服务中心，为投资者提
供“一条龙”服务，有效缩短审核时间，提升工
作效率。
此外，在园区行政中心周围配有银行金融，
公寓酒店等设施功能，满足行政人员来访人员与

图 9 湖东行政中心功能布局

陶睿

图 8 行政中心配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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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检察大厦与法院大厦两两组成的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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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湖东行政中心空间结构
4.2. 路网入口

图 12 湖东行政中心人行流线

湖东行政中心的东西侧主要入口为翠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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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旺敦路市场大厦两侧。
此外，两处办公区各设有一个次要入口。
行政区北侧因毗邻现代大道快速路，没有

行政区内停车以地面停车为主，仅现代大厦
有地下停车且主要为内部服务，不对外使用。地
面停车分为两种：一种是设置于主要功能建筑附
近的集中式停车，一种是沿道路设置的沿街式停
车。（见图 13）

设置入口。
行政中心的路网为综合式路网，包括方格
棋盘式与环状两种。
4.3. 动静交通
行政中心的车行流线以现有路网为基础，
内部道路主要为通往各个建筑及附属停车场前后
的支路与环路。
人形流线则与车行流线分离，主要为环绕
广场与公园的小路，并与外围城市道路相接。
（见
图 11、图 12）

图 13 湖东行政中心停车空间
4.4. 单体建筑
各有特色的建筑外貌是行政中心的一大看
点。行政中心区域内共有 8 幢单体建筑，根据功
用的不同，这些建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或
庄重大气、或轻灵变幻，而共同的是富有现代感。
据了解，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分别来自美国、荷兰
以及部分国内知名设计单位。
4.4.1. 现代大厦
图 11 湖东行政中心车行流线

园区管委会所在的现代大厦出自美国著名

的洛翰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之手，方正的外形、笔

筑外形多变的部分。（见图 22、图 23）

直的竖线条、挺拔的气势与国家的政府办公场所

建屋大厦总高 25 楼，约 80 米，单层层约为

独立、公正、开放的形象非常契合。大厦建筑面

2.8 米，建筑面积 80000 平方米，单层面积 3200

积接近 10 万平方米，是国际大厦的近两倍，总

平方米，最小单套面积 125 平方米，最大单套面

高达 108 米的大厦目前还是园区最高的建筑，地

积 3200 平方米，即可组合面积为 125-3200 平方

上 20 层，地下两层，地下停车库设有 220 个车位，

米均可。

大厦内部功能分为政府办公、后勤服务和对外服

置业广场整体层数共计 25 层，整体建筑高

务及公共活动的三大区域，大厦两侧的林荫花园

度 65 米，为湖东 CBD 写字楼，位于万盛街与旺

不仅将发挥突出的景观效果，还将通过 180 个停

墩路的交叉口，建筑面积 60000 平方米，是集办公、

车位的设置方便到大厦办事的人员停车。（见图

娱乐、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

14、图 15）
4.4.2. 公安大厦 & 工商大厦
公安大楼，建筑面积为 1.7 万平方米，地下
一层、地上十层，建筑风格简洁雅致，造型上强
调体块与线框的穿插，色彩和材质与同在一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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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大楼建筑面积为 1 万多平方米，建筑
外型通过竖线条突出庄重肃穆，外立面采用大理
石、铝合金框和玻璃幕墙虚实相间，顶部的镂空
构架还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第五立面。（见图 18）

图 14 现代大厦（1）

4.4.4. 法院大厦
法院大楼，建筑面积达 1.65 万平方米左右，
设有科技法庭、少年法庭、调解法庭等各类法
庭 21 间，大小办公室 90 余间，专用会议室、接
待室 15 间，并专门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教育培
训中心、大型地下停车场、干警阅览室、健身房
等，建筑风格与检察院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之外，
在竖线条处理上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变化。（见
图 19）
4.4.5. 市场大厦

图 15 现代大厦（2）

具备人才、房产、建筑有形市场 3 大功能的
市场大厦与以竖线条勾勒起来的现代大厦等完全
不同，富有变幻线条形成了全新的建筑外观。这
个建筑与现代大厦处在整个行政中心区域的中轴
线上，大厦由两个三角体组合而成，中间的圆形
膜结构则是最大的亮点，不仅在线条上丰富了建
筑外形，而且夜间通过灯光点缀将形成白莲绽放
的夺目效果。（见图 20、图 21）
4.4.6. 置业广场 & 建屋大厦
置业广场与建屋大厦是整个行政中心区域建

图 16 公安大厦

陶睿

4.4.3. 检察大厦

苏州市工业园区行政中心发展研究

域内的工商大楼保持一致。（见图 16、图 17）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图 17 工商大厦

图 21 市场大厦（2）

图 18 检察大厦

图 22 建屋大厦

图 19 法院大厦

图 23 置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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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景观小品
处在最中心位置的行政中心广场不仅有着大
面积的草坪，而且通过植物、河道等景观的设置
凸现出城市水乡风情。其中，北部草坪两侧的水
道长 200 米，宽 9 米，在点缀有太湖石的同时，
还通过苏州园林特有的迭水技巧形成轻灵的瀑布
效果，以潺潺水声凸现艺术效果。南部广场达到
1 万平方米的规模，将成为市民集中活动的去处。
（见图 24）
图 20 市场大厦（1）

夜景是行政中心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现代大厦夜景照明设计要求体现现代政府办公建

区域设计的总体要求。而由于很多建筑都采用了

筑的豪迈大气，庄重典雅，新颖实用，既要有丰

通透的设计，夜间灯光亮起，整个区域将达到璀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

璨的景观效果。

现现代化、国际化水准，设计风格符合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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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建筑风格

5.1. 案例 1：昆明市行政中心

昆明市级行政中心，将是一个充满着现代中

5.1.1. 地理位置

式建筑风格、昆明历史文化相互对比、渗透着中

行政中心位于昆明市呈贡新城，南面紧邻连

国古典园林和云南地方风貌特色结合的山水园林

接滇池与小尖山之间的城市中心绿化走廊，北靠

景观基地。

新潭路。总用地面积约 65 公顷，其中约 13 公顷

行政中心的建筑将以现代的材质和手法表现

为发展用地。规划地段的北、东、南侧三面紧靠

具有传统建筑韵味的飞檐、斗拱、花窗、骑楼等

城市一级主干道，西侧以及中部为一级次干道。

元素，体现出政务建筑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

（见图 25）

性，塑造出开放、民主、庄重的政府形象。
5.1.3. 景观特色
规划设计把建筑群集中在两旁的次轴上，以
城市绿廊为主体，规划设计出中心生态景观带，
作为城市绿廊的延续。茂密的林带与人性的空间
充分体现生态化与园林化主题。（见图 26）

图 25 昆明行政中心功能布局

图 26 昆明行政中心效果图（鸟瞰）

陶睿

5. 案例

苏州市工业园区行政中心发展研究

图 24 中心广场景观（组图）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园林景观将以中国古典园林为蓝本，兼具云
南地方风貌特色的山水园林景观。运用“移天缩
地”、“集仿名胜”、“象征寓意”、“提炼概括”
等传统造园手法，将昆明自然风光中历史上为人
称道的部分景观与这里的建筑熔为一炉。
5.1.4. 空间体系
开放的空间体系遵循“显山露水”、“山水
围建筑”相互对应的原则，空间体系分为 4 层次，
一层是便民中心与会议中心的前后广场；二层是
中央生态景观带；三层是各功能组团的绿地；四
层是各组团内部的公共空间。（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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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昆明行政中心建筑景观
5.2. 案例 2 天津经开区行政中心
5.2.1. 地理位置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天津市东南，距市
中心 50 公里，紧靠天津新港和塘沽市区，东临
渤海，西临京山铁路，南至新港四号路，北界北
塘镇。行政中心位于开发区核心地段，夹在津塘
四号路和泰达大街之间，总用地面积约 95 公顷。
5.2.2. 空间体系
行政轴线沿南北方向展开，从最南端的泰达
市民广场，经公检法广场，中央行政广场，TEDA
行政中心，商业金融街，到最北侧的泰达金融广
场。包括海关，税务，工商等多个机构均对称布
图 27 昆明行政中心空间体系

置于轴线两侧。（图 29,、图 30）

中央生态景观带由代表昆明文化历史特点的
4 个庭院组成，反映昆明文化历史特点的园林空
间——螺峰叠翠、龙池跃金、云台月照、翠堤春晓，
其间既相互对比又相互渗透，构成丰富多样的景
观形式。（见图 28）

图 29 天津泰达行政中心功能布局

行政中心前广场向东西向横向展开，形成一
条长近 3 公里，宽 100 米的城市景观带。

4.

特色凸显的建筑风格，形成城市标志；

5.

具有地方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景观环境塑

造等。
6.2. 展望
苏州工业园区行政中心的建设可以说为后来
的行政中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规划，建
筑，景观层面均有可取之处，唯一略感遗憾的是
行政广场尺度较大，且无人停留休憩，缺乏亲和
力，使用率极低。故而，对未来的行政中心，笔
者做出如下假设：
1.

选址定位在新建城区的核心区域，

2.

用地规模控制在 30~40 公顷，包括行政、

文化及配套设施，预留用地 20 公顷。
图 30 天津泰达行政中心空间体系

5.2.3.

特色建筑

泰达图书馆，是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一家
图书馆和档案馆，现为中国一级图书馆和中国一
级档案馆。馆址为滨海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宏达街 21 号，是中国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实行图书、档案、情报一体化管理的区域性文化
机构。其中，图书馆建筑地上为五层，地下为一层，
图书馆建筑的外檐为钢化多层玻璃，建筑内部为
抓拉索式钢结构。档案馆建筑的外檐为灰色天然
石材和真空玻璃幕墙。
6. 总结与展望
6.1. 总结
经过上文对苏州工业园区行政中心的研究及
相关案例的分析，我们已经对行政中心的布局规
划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经过研究，我们可以
发现，一个合格的行政中心的规划建设或应具备
以下条件：
1.

处于城市建设的核心区域；

2.

四周有较高等级的城市道路，对外交通

便利；
3.

周边地段为成熟的商业娱乐，居住休闲

地块，业态功能齐备；

保证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的通达便利。
4.

人车分流的动态流线，考虑不同类型人

员的流线安排。
5.

足够的停车及配套绿化空间，宜采用地

面停车，地下停车，立体停车相结合的形式。
6.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城市地

标作用。
7.

景观营造以地方文化为主，在构筑物的

选择上可借鉴地方风物。
8.

营造“亲商亲民”的政府形象，展现社

会和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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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长近 3 公里，宽 100 米的城市景观带。

采用综合路网，以方格型和环形为主，

苏州市工业园区行政中心发展研究

行政中心前广场向东西向横向展开，形成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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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园区经验的新型城镇化探索
——以《中新集团常熟海虞镇核心区域城市设计》为例
Inspired by SIP: New Models of Urbanisation
——The urban design of Changshu Haiyu Town Centre

程轩宇 Cheng Xuanyu 秦魏 Qi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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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城镇化将成为 21 世纪对世界影

邵卓言 Shao Zh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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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最大的事件之一。而新型城镇化又给中国城镇

1.1 时代机遇

化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如何在城镇建设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

中落实新型城镇化要求，将成为各级政府、规划

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

从业者必须面对且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通

数据，2013 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约

过对新加坡新镇建设发展历程的梳理，指出其在

53.73%。城镇化依旧保持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具备的重要实践意义。并

城镇化的模式及方向也进入深度调整期。

以实际项目为例，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措

早在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曾指出：

施，为未来城镇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

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

常熟海虞镇；开放空间；城市文化。

展。2013 年 7 月 9 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主持召
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指出

【Abstract】Chinese urbanization will be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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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21st century. And the

2014 年 3 月，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

new-type urbanization of China offers the progress

规划（2014 － 2020 年）》对国家新型城镇化的

more requests and higher standards. How to make

实践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原则，为新型城镇化的快

it practical? This is already the major issue that

速推进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governments and urban planners studying. This article

2、 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对比

clears up the progresses that happens in Singapore’s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在内涵及外延上，

urbanization, and finds the references which we can

都有所区别。传统城镇化强调人口、资源等在城

use in our new-style urbanization. Finally uses a

市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

project to explain what we do to achieve new-style

断深入，尤其在中国特殊时代下，单纯追求要素

urbanization in a new town like Haiyu, Changshu.

及指标的城镇化已为人所诟病。城镇化不是简单

【Keywords】New-style urbanization; Singapore;

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

Suzhou industry park; Haiyu, Changshu; Open space;

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

Culture.

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在内容

上更全面，对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文化

则是新加坡新镇开发的最新实践。榜鹅新镇总结

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优化了之前的开发经验，强调更紧凑的发展及
更高的开发强度。新镇结构也从原来的三级体系
调整为“新镇 - 街坊（estate）”二级体系，且通
过河道及两侧景观绿化的打造，营造更加宜人，
层次更丰富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
2.2 从新加坡到苏州—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图 1：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对比
2. 理念传承

新加坡丰富的城市及新镇建设经验，对中国
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各地开始学习新加坡

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型，不同的时期所针对的城市

下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等

建设重点不同。如以解决城市卫生为核心的霍华

新城开发活动，其中以苏州工业园区最为典型。

德田园城市模式；以解决城市交通及环境为核心

苏州工业园区成功地将新加坡产居平衡、混

的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模式；以疏散大城市人口

合发展、生态优先等规划理念融入到城市建设当

为核心的卫星城发展模式等。其中很多模式确实

中，在园区中一定服务半径内设置包含商业、餐

也解决了当时的很多城市问题。

饮、邮政、生鲜、酒店、小学、幼儿园等综合功

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针对城乡

能的“邻里中心”。为园区市民提供了便利的服

问题提出的新课题，需要解决的城市问题更多，

务设施，同时打造了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是

涉及到的内容也更宽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纵

新加坡城市建设模式在中国目前最成功的应用，

观历史各种城市发展模式及现实发展状况，我们

同时也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在新城建设中参考的典

觉得新加坡的新镇发展模式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

范。

展将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
2.1 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经验—花园城市

2.3 从苏州到海虞—中新海虞花园城
经济、社会、生态在城市这个空间载体上实

新加坡是全球闻名的“花园城市”，同时

现平衡是城市良性发展的标志。苏州工业园区在

也是紧凑城市发展的典范。其城市设施建设及环

国内众多新城开发中较好地实现了三者之间的平

境打造为世界各地城市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

衡，其成功的开发经验也在不断向外输出，积极

准。尤其在新镇建设上，经过长期的探索，在理

影响其他城市、乡镇的建设。中新海虞花园城的

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

开发建设就是其中之一。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新加坡逐渐开始了

海虞镇位于常熟市北部，以红木加工及纺织

新镇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以大巴窑为代表的第一

加工闻名，曾获得全国环境优美镇、全国小城镇

代新镇，为新加坡市民提供了大量的组屋建筑，

建设示范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省首批科技

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并强调土地的混合利用，

创新专业镇等殊荣 [4]。近年来，在自身经济不断

配以相应的社区配套设施。到 90 年代初，新加

发展的同时，海虞镇在新型城镇化上也在不断寻

坡开始了第二代新镇建设，其中以获得国际人居

求满足自身发展的新途径。在新农村建设、农村

奖的淡宾尼新镇为典型代表。在淡宾尼规划了

土地流转模式上积极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新镇（new town）- 小区（neighbourhood）- 邻里

[5]。另一方面，随着其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常

（precinct）三级结构 [3]，为居民提供了完善的

熟与海虞之间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海虞迎来了

生活配套设施。更加鼓励土地的混合使用，在新

新的发展机遇。而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新加

镇中心融合办公、商业、教育、宗教、科研、产

坡城市建设模式正好满足其未来发展的需求。因

业等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作及居住的平衡。

此，当地政府提出了在镇核心区打造中新海虞花

到 90 年代中期开始建设的 21 世纪新镇榜鹅

园城的构想，并希望借鉴新加坡城市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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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建设经验，出现了新加坡城市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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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过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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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

劣势：（1）基地中部有需要保留的现状社区，
对周边建设产生一定的限制；（2）部分用地狭长，

3. 在地探索

不利于后期进行直接开发。

3.1 海虞发展背景
海虞镇得益于自身良好的区位及长久历来特
色产业的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已经处于常熟各乡
镇的前列。今后，几项重大工程的实施，也将对
海虞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市内交通：常熟世纪大道的北延至海虞，
轨道交通 S2 号线的修建，大大拉近了其与常熟
主城区的距离；
（2）市域交通：沿江城际铁路常熟站修建
图 3：基地劣势分析图

在海虞镇南侧不足 5 公里处，大大提升了其与周
边其他城市的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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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工程：长江铁黄沙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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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增强了航运货运吞吐量，为今后产业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以上项目的修建，海虞镇将迎来新的发

机遇：（1）世纪大道北延至基地，与基地
东侧人民路连接；（2）轨道交通及城际铁路的
开发建设，给未来海虞的发展带来重大且最直接
的影响。

展机遇。尤其是海虞镇核心区，将承载更多常熟
市外溢的城市功能，更高强度，更高品质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将成为这里未来发展的必然需求。
3.2 基地的现状条件—基地优劣势解读
基地位于海虞镇中心镇区（王市镇）内，面
积约 1.2 平方公里。除了人民路（世纪大道北延），
轨道交通站点等优越的交通区位外，基地在未来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着自身的优劣势。
优势：
（1）基地北部大部分道路已经修建；
（2）
基地内部水系发达，为高品质的城市空间打造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图 4：基地机遇分析图
挑战：基地周边已经形成较多零散的沿街商
业，对基地未来商业发展模式及业态选择造成一
图 2：基地优势分析图

定的影响，需要考虑错位发展。

块指标控制和道路横断面控制四个方面入手，以
集约发展理念为海虞制定新标准。设计中借鉴新
加坡的标准体系，对原控规的开发量进行调整。
力求充分发挥中心区的用地价值，避免出现不合
理城市空间建设，浪费城市土地资源，不利于后
期建设维护等现象。

图 5：基地挑战分析图
机遇：（1）世纪大道北延至基地，与基地
东侧人民路连接；（2）轨道交通及城际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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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的说来，我们本次项目在对基地自
身条件及政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觉得本
次项目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打造中新海虞花园
城，以下几点内容将对未来城市建设起到决定性
影响。
（1）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对基地十分重要。
（2）如何有效的实现新型城镇化是项目成
功的关键。
（3）交通区位的变化使基地需要重新定位

表 1：新加坡新镇中心设施配建构成表
其次，方案因地制宜，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土地集约利用出发，对各地块建筑容积率、密
度、高度、退线和机动车出入口等进行科学控制，
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同时运用交通模型测算，
在保证道路系统满足自身使用需求外，对原控规
滨河的支路网进行删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
强用地的亲水性。

。
（4）基地商业中心应定位为镇区级商业中
心，与周边社区型相互协调，形成层级分明的商
业中心体系。
而本次项目的设计重点，也将围绕以上课题
提出相应的策略。
四、设计实践
我们在本项目中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
导，以新加坡先进的城市发展经验为依托，以基
地内的既有环境为基础，提出融合新标准、新体
验、新环境、新形象、新文化和新技术的“六新”
设计理念，探索出一条属于海虞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
1、新标准——源自新加坡的标准体系
首先，规划从业态及开发量、土地利用、地

图 6：道路断面及形象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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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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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给未来海虞的发展带来重大且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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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次规划依据新加坡标准，结合建设

保证项目编制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

特点调节规划重点和内容深度，强化要素控制，

表 2：业态及开发量标准表

表 3：土地利用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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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地块指标控制标准一览表

表 5：道路横断面控制标准一览表

2. 新体验——层次丰富的空间体验

究。按不同楼体建筑形式，主要有多层、小高层

通过统计得出，基地单块居住用地面积约

和高层住宅，从基本功能的配置、平面布局、日

3-6 公顷，平均 4 公顷，因此，本次规划单块居

照等方面入手，计算得出不同的极限容积率。

住用地以 4 公顷为基础，对其极限容积率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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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整体空间形态要求及合理的经济
效益，对每块用地配置多种居住产品。
通过不同组合方式，避免住区内空间
形式过分单调，形成空间上的整体感，
并与周边河道空间协调，力图营造良
好舒适的视觉空间，为居民提供丰富
多样的居住体验。
表 6：地块容积率及居住产品类型建议表

图 8：整体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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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容积率研究基础上，本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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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居住容积率研究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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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环境——花园般的公共环境
面对传统城镇化开放空间缺失的现象，本
次规划在充分发挥中心区用地价值的同时特别注

沿罗卜泾塘两侧设置 40m 绿带打造带状公
园，满足周边居民休闲、体育锻炼等活动的空间
需求。

重开放空间品质的打造，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及
幸福指数。通过借鉴新加坡等国内外经验，注重
绿色生态，走务实路线，结合现状水网，提出四
级开放空间系统：中央公园—带状公园—滨水绿
环—邻里公园。并对四级开放空间的尺度及内容
进行了详细研究，保证每块用地都毗邻开放空间，
使社区居民、购物的人群在 5 分钟步行范围内即
可到达生态宜人的开放空间。

图 11：带状公园效果图
规划采用单侧 20m 的模式构建一条 5000 米
的滨河绿环，作为居住区慢行空间的主轴，避免
土地的浪费的同时提高了绿环的利用率。通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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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行车道、健康步道、观景平台、景观栈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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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亭等，串联各个住区和公共空间，创造低碳
休闲的生活环境。

图 12：滨河绿环效果图
图 9：四级开放空间系统分析图
中央公园结合龙墩塘滨水绿地，打造一个面
积约 6 公顷，融时尚、文化、运动公园于一体的
核心开放空间。满足居民对都市森林视觉需求的
同时结合多样的活动设施，为人们提供休憩、运
动、交流、观赏、体验等休闲场所。

图 10：中央公园效果图

图 13：生态驳岸示意图 1

图 13：生态驳岸示意图 2

健康生活的特色。

图 13：生态驳岸示意图 3

图 15：低碳交通系统分析图
4. 新形象——令人难忘的海虞新印象
规划通过重点打造一个中心——商业服务核
心，三个界面——人民路城市发展界面、迎滨路
结合迷人的夜景灯光，营造令人难忘的海虞新印
象。
商业服务核心结合轨道交通站点，设置商业
综合体、步行商业街、中央公园等，打造海虞商业、
休闲、娱乐的中心。在空间规模尺度上尽量以人
为本，注重人的视觉感受及可参与性，用传统江
图 13：生态驳岸示意图 5
邻里公园根据实际需求，面积从 0.1-0.7 公

南空间尺度，凸显宜人的江南小镇特色。华灯初
上，结合了开放空间与主要公共设施的三大界面
闪耀璀璨，展现其独特风华。

顷不等，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同时通过设置
休闲游憩活动场所，增进居民交往，改善邻里关
系。

图 16：商业服务核心效果图

图 14：邻里公园效果图
整个规划区提倡绿色交通概念，在基地内构
建一套完整的低碳交通系统，串联起四级开放空
间的各个节点，通过步行、自行车、公交、轨道
交通系统的无缝连接，全面展示新型城镇化低碳

图 17：整体夜景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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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界面、河滨路及龙墩路生态休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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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生态驳岸示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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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文化——多元融合的新海虞文化

地红木、雕刻等文化相结合的新江南风格。新江

当前，千城一面已经成为我国在城市、城镇

南风格的建筑在色彩上以黑白灰色系为主，辅以

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次规划在总结

红棕色点缀，多用浅色系的外墙涂料配合石材、

当前风貌规划的种种得失后，通过有的放矢、有

砖材和瓦材等建筑材质，结合高低错落的坡屋顶

控有放的方式对整体城市风貌进行控制。通过深

群体组，形成丰富自由的建筑形态，体现江南建

入挖掘常熟以及海虞自身的文化，提出适合海虞

筑朴素明朗、自然雅致的韵味。

发展的新城市风格，即将传统江南风格与海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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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分析图

图 19：商业服务核心区鸟瞰图

新江南风格不仅在建筑上对传统江南风格建

制而导致控制的失效，本次设计对风貌建设的主

筑进行在地化，同时在开放空间、街道家具等方

体进行了清楚的界定，即新江南风格的打造主体

面也进行了详细的风格设计。在开放空间构建一

在政府，而对市场部分不进行过多的限制。重点

套完整的反映新江南风格的景观可识别系统，对

对商业中心、步行街、文化建筑等公共设施建筑

城市路灯、公交站牌、垃圾桶、窨井盖等城市标

风格进行控制和引导。体现新型城镇化对城市个

识系统也按照新江南风格进行统一设计。

性及城市文化的要求。

但是，为避免对城市的风貌进行太严格的控

75
程轩宇 秦魏 邵卓言

图 21：城市标识系统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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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景观可识别系统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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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技术——低碳智慧的城市运营技术

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改变政府、企业

从绿色建筑、智慧生活、智慧交通、智慧市

和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对各种需求做出快速和

政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五个方面构建具有中新合

智能化的响应，提高城市系统的智慧水平，实现

作示范意义的综合低碳智慧系统。借助于智慧技

城市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感测、分析、整合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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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智慧城市应用示意一览表

图 22：可持续发展实践图

本次规划整合新标准、新体验、新环境、新
形象、新文化和新技术六大创新理念，通过重点
打造 1 个新加坡式的新型镇区，1 条 5 千米长的
滨水绿带，1 座 TOD 模式的综合体，20 公顷滨
水公共空间，20 个滨水宜居住区，把海虞打造成
为“宜商“、”宜居“、”宜乐“、”宜文“的
创新型镇区。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新加坡新镇建设实践及苏州工业
园区发展经验的总结，通过新的设计策略来体现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求。通过海虞镇结合我司在
这方面的合作与探索，将成为我国在新型城镇化
建设上的一个新的有益尝试。中新海虞花园城也
将成为常熟乃至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

【1】国家统计局：2013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53.73%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20/5755331.
shtml
【2】李克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5/
c_119614495.htm
【3】王茂林 , 新加坡新镇规划及其启示 [J]. 城市规
划，2009,34（8），43-51
【4】 海 虞 镇， 百 度 百 科，http://baike.baidu.com/
view/299653.htm?fr=aladdin
【5】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 2.38 万户农民变股民 ,
农村土地网，http://www.nctudi.com/news_show.php/
id-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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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协作创造价值
——福建德诚黄金集团文化创意园设计简介及回顾小结
Cresting value through confide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roduction and review of the design of Fujian Decheng Culture
and Creative Park

朱宇 Zh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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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项目为福建德诚黄金（集团）有限公

jewelry business cultu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urban

司新建的产业园，项目设计为以企业总部定位的

context, and in line with modern requirements and

集行政、研发、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现代化、高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and

品质及高价值的产业园区。

creative gardening ideas.

业主任务书提出，本项目设计要“以现代商

The project has a re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业文化创意园为原点，创造出一种‘公园式园区

projects,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ts basic functional

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商业建筑’，既有黄金珠宝企

requirements, the project site is also industrial

业文化、城市文脉的根基，又符合现代人对高品

land, project design with the basic features and the

质生活要求和对文化创意园理念的认同。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industrial

本项目又实实在在是一个工业生产项目，生

production projects.

产销售是其基本功能需求，项目用地亦为工业用

Designed to "create value" as the core around which

地，项目设计具备工业生产项目的基本特征和相

the design for creation a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应技术规范要求。

process.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course is perfect for

设计以“创造价值”为核心，围绕其进行创作并

parties involved in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of trust

贯穿设计全过程。实现价值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各

each other.

方相互信任的完美协作过程。

【Keywords】Industrial Park; cultural creativity;

【关键词】产业园区；文化创意；创造价值，信任，

create value, trust, cooperation.

协作
关于价值的粗略讨论：对于一个事物，价值

作者简介：
朱宇，邦城规划苏州公司高级建
筑师。

【Abstract】This project Fujian De Cheng Gold

应可分为基本价值，高阶价值，价值延伸。价值

(Group) Co., Ltd. The new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的创造应该是首先认识价值所在，进而整合资源

is to locate the set of administrative corporate

赋予价值，最后还须实现价值。

headquart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本项目的设计指导思想就是通过设计为客户

and modern life in one of the high-quality and

创造价值，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 ------ 和客户

high-value industrial park.

一起共同创造价值。

Owners proposed mission statement, the project

因此，应首先分析客户对这个项目的基本价

design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modern business

值需求，进一步提出其高阶价值需求所在及可能

park as the origin, Creating a 'Park-style theme park

的价值延伸。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mmercial buildings', both gold

图 1 园区鸟瞰图
1. 项目背景

以及文化创意创新理念。规划设计要与周边环境

黄金饰品加工大型企业。目前，企业面临更上一

相适应，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遵循合理性、

层楼求更大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因此决策投资

科学性的原则，重视节能环保，设计要达到低成

打造“德诚黄金集团文化创意园”项目，为未来

本，高效益的经济要求。创造一个高

更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品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
项目位于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峰陈村，

2. 项目概况

地属低山丘陵区，气温暖热湿润。年平均气温

本项目是要建设一个以黄金饰品及相关产品

19.3℃，无霜期 333 天，年降水量为 1382.3mm。

加工为主，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并

基地南面环绕河道，北面是农田，西面紧邻

能带动其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的工业园区。
根据甲方要求，以黄金珠宝特有的文化为背

S1531 机场高速，东面为 S203 省道，可提供基地
对外交通出口。

图 2 项目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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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体现黄金珠宝行业文脉的传承、文化的厚重

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福建省最大、全国知名的

信任与协作创造价值

德诚黄金集团为一个黄金首饰加工企业，经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本项目的总体规划，建筑单体，园林景观设

以文化为源动力激发出源源不断地创造力，进而

计要求同时进行一体化的设计。
本项目设计主要功能分为：行政总部大楼，
产品研发，生产厂房，员工宿舍，高端商务用房，

在时间轴上其价值得到延伸。
文化提炼的理念：德诚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
浓缩为“诚如金，

沿街商业及配套服务用房。
本项目按照生产工人 7000 人，管理及研发

德如玉”六个字。在设计理念的思考中，进
而提炼为“金玉”二字。围绕这两字进行设计空

人员约 1500 人进行设计。
本项目分两期开发，一期为工程主体，以黄
金加工为主；二期以产品拓展，玉石加工为主。

间化的思考。
“金”--- 须高温熔炼，炼成之后，至精至纯，

●

“真金不怕火炼”是其精神写照，有不屈不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用地面积：150841.28m

2

总建筑面积：183352.00m

2

总建筑占地面积：39701.00m

凤凰涅槃之阳刚之势。
“玉”--- 深山中经亿万年的天地孕育，

●

2

容积率：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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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愉悦的、正面的。从而生发正能量的文化，

得天地之灵气，至诚至德，有厚德载物、有容乃
大的阴柔包容之气。

建筑密度：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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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面积：29668.00m2
绿地率：19.7%
3. 设计理念
创造价值的理念：
●

整合客观资源条件，趋利避害，进行客观

科学的功能需求分析和合理布局设计，满足客户
的基本价值需求，也就是满足客户的基本使用功
能需求。
●

赋予项目文化内涵提升项目价值，在文化

认同层面满足客户对高阶价值的需求。
●

图 4 企业文化提炼示意图

创造以文化为源动力的价值延伸体系，让

客户在未来可以获得不断地价值延伸。
设计本身和设计的项目均是一个体系，在这

设计理念空间化：将“金”赋予行政主楼形

个体系的总体框架和枝末细节中都要以“人”为

象的打造，形成一柱擎天、不断进取的阳刚形象。

本，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为我们设计的项目的

同时，将“玉”抽象为 U 字形空间形态用于厂房

各个方面要能承容得了“人”，且人们在其中精

及员工宿舍的空间布局，即很好的贴合了其功能
需求，也体现了厚德载物、柔美和谐之意。阴阳
相合正是中国文化之“道”的精髓。
4. 设计简介
本项目的设计工作内容包含了从修规、方案
设计、方案报批、初
步设计的各个阶段。
在本项目设计中，经历了收资调研，设计条

图 3 功能需求分析图

件分析，设计任务提出、设计理念提炼、方案设

计及多方案比较等设计实践阶段，重要的是，在
各个阶段，都始终把握“创造价值、提升价值、
价值延伸”的理念追求。
●

基地基本条件分析

基地内主要为水塘和原生态农地，基地东北
侧紧邻 201 省道，为提供基地对外出口的方向，
基地内无道路。基地东南侧相邻河道。西南侧约
距 50 米为福州至长乐机场的机场高速。西北面
为农地、水塘。

图 5 用地现状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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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地地形分析图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

基地优劣势分析

方案设计

●

基于基地的基本条件，其优劣势分析如下：

1. 总平面设计

优势：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自然景观条件、

在前面对设计理念的思考及对功能需求、设

风候条件

计条件的分析的基础上，首先组织部门设计人员
进行了方案设计的发散性概念设计思考，寻求多
样化解决方案，即多方案比较，比选形成了几个
有特色的概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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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方案比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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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优劣势分析图之优势分析
劣势：噪音污染大，出入口选择性小，场地
形状不规则，地势不平整。

图 10 方案比选之二

图 11 方案比选之三

图 8 优劣势分析图之劣势分析

图 12 方案比选之四

图 13 方案比选之 5
在此基础上经多轮论证求证，得出本项目设

图 14 解决方案的八大策略
发展设计出最终方案

计解决方案的“八大策略” ，以此为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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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最终方案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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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最终方案概念图

N 十年征程 / 10—Year Journey

本方案的一个设计特色是将园区的主要服务

大的绿化景观空间，同时让园区的空间平面设计

配套设施设计为下沉式，通过一个大斜面缓坡及

充满人情味和空间趣味。其内部空间设计成可变

及一条开敞廊道联通地面，并与主楼下的地下停

空间，适应不同功能需求，创造空间价值最大化。

车库有机连接，即隔绝了相互干扰，又可获得更

这也是在追求价值延伸中的一个空间设计创意。

图 17 下沉式设计 --- 形成绿地

图 18 下沉式设计 --- 透视图

84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1 期 VOL.1

图 19 下沉式设计 --- 内部可变空间
1. 行政主楼设计

何形体的“金砖”矗立在眼前的意念形象来体现

行政主楼为德诚黄金集团的总部大楼，为园

德诚人的奋斗历程和成就，更进一步展现德诚人

区内的标志性建筑，在实现其满足使用功能的基

“诚如金”的企业文化精髓。

本价值需求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它的精神审

在立面构成设计上，采用虚实相间，实的部

美上的高阶价值体现。为此，在前面“金玉”设

分逐渐分离、发散、上升、消失的手法，引导视

计理念提炼的基础上，构思了“吹尽黄沙始现金” 线运动上升，从而赋予静态的建筑立面以活跃的
的设计意念，以漫漫风沙中逐渐显现的一简单几

生命元素，试图努力达到“百看不厌”的效果。

图 20 主楼设计主题意念示意

5. 小结与回顾
本项目目前已完成规划方案报批，初步设计

支持。
可以展望，只要坚持“信任和协作创造价值”

也已进入尾声。以上仅是对项目设计方案的几个

的信念，就能在后面的工作中，共同克服前进中

侧面进行粗略的介绍。回顾本项目设计，一个重

的困难，顺利完成项目，实现业主和设计自身的

要的体会就是“信任和协作创造价值”。要创造

价值，从而使我们所有参与者通过项目的成功，

价值、实现价值需要充分的信任和协作。这反映

实现对社会的价值贡献。

在内部协作和外部沟通两方面。
内部沟通过程，实际就是团队协作的过程。
如在方案设计的发散思考阶段，不分专业，动员
设计部的建筑师、景观师、规划师们共同参与思
考，努力捕捉每一个思想的火花。在方案的比选
中更是扩大范围，邀请其他部门的同仁参与评审，
尽量使方案在追求高品质的同时也更贴近“人”。
而在方案设计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正是信任
与协作。因为相互的信任激发出创造力。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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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
可以这样说，在一个项目实现其价值的过程
中，业主是需求方也是主导方，而设计是提供方
也是引导方。我们在图纸上创造了价值，要真正
实现其价值，需要外部和业主之间有同样的相互
信任和协作，这在实现价值中更显重要。通过充
满诚意信任、踏踏实实的工作，向业主呈交出有
价值的成果，最终获得业主的信任。这以后，在
项目的推进中，业主在扮演需求方和主导方的同
时也成为实现价值的协作方，且相互理解、相互
图 21 主楼透视图

图 22 厂房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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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微小的价值贡献，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价值中

P 邦城规划项目 / SCP Projects

德诚黄金集团文化创意园景观设计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Desun Gold Culture and Creative Park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长乐市，为德诚黄金集团公司之总部园区。规划内容为园区景观空间之细部
设计与景观细部施工图设计。园区之规划概念以协调优化整体功能布局，注重景观结构与主要轴线关
系，并呼应与建筑的和谐感及群落感，突出传统意境在空间院落上的存在。集团企业文化 -“黄金“元
素也适时地融入在园区的地景景观中，让园区形成有序列层次的空间体验界面，形成大气、连贯、视
觉冲击力强的城市景观新形象。打造黄金产业的示范文化创意园。

业主：德诚黄金集团 区位：福建长乐 占地面积：1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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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产业新城概念性总体规划及重点区域城市设计
Conceptual Master Plan and Urban Design in Key Areas for Ezhou Industrial Town
项目概况：
项目所在地葛店镇位于湖北省鄂州市西北部，武汉市洪山区东侧，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南岸，是
武汉城市圈中最紧密的核心层，处于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核心开发带。葛店镇是鄂州的西大门，西距
武汉市 28 公里，东距鄂州市 38 公里，北临长江，南抵武黄一级公路，武九铁路和 316 国道横贯东西，
交通十分便捷。
葛店经济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武汉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邻武汉光谷经
济技术开发区，交通便捷，可承接武汉市东南部的产业和市场辐射，是中国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基
地和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的“中国药谷”所在地。2012 年 8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湖北葛店
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的葛店开发区，拥有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五大产业，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
项目选址位于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处武汉市东部，紧邻武汉市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场地内水系贯穿，有局部小丘突起。项目研究面积约 18km2。规划将充分结合武汉城市圈宏观发展战
略，对基地进行科学的空间布局，将基地建设成为一座鄂州对接武汉市的新兴产业新城。
占地面积：1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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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湖北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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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P 邦城规划项目 / SCP Projects

保定汽车研发科技城规划设计
Conceptual Plan & Urban Design of Baoding Automobile R&D City
项目概况：
依据保定市城市总体规划及控制单元规划原则，着力打造“一城两区、五个平台”的战略规划。
拟将保定建设成以汽车整车、零部件为产业特色，集科研、生产、教育、金融、医疗、汽车文化等于
一体，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现代化、国际性、吸纳人才、宜居生活的汽车城。规划区即位于南区的汽
车科技研发区，本项目包含概念规划、配套功能研究、景观专项规划、交通专项规划、市政专项规划、
详细城市设计等多个层面的规划设计，将依托周边区位及自然、环境资源进行科学分析，充分发挥城
市土地价值，合理配置城市空间，创造有序、和谐、科学、合理的交通体系，高品质的景观及空间秩
序，为顺利实现南部汽车研发科技城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划依据。
业主：保定长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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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保定南城

占地面积：21.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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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MITC（73 街、74 街）市政工程设计
Municipal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for the NO.73 Street and NO.74 Street in MITC,MANDALAY
项目概况：
MITC 位于曼德勒城市建成区南部边缘，仰光—曼德勒高速公路出口处，处在南部门户位置。本
次市政工程设计包括 73#、74# 两条市政道路。73# 道路长约 0.6km，路幅宽度 31m。74# 道路长约 0.9km，
路幅宽度 42m。
73# 道路采用设侧分带的双向 4 车道形式，设有车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车行道宽度为
3.50m+3.75m。
74# 道路采用设中央分隔带及侧分带的双向 6 车道形式，设有车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车行
道宽度为 2×3.25m+3.75m。
业主：新星光有限公司

区位：缅甸曼德勒

道路设计面积：5511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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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中韩工业园规划设计
Concept Plan and Regulatory Plan for Korea Park in Yancheng
项目概况：
韩资工业园是盐城市委市政府为率先实现对韩开放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程
度上的新优势，“跻身全省前十强，争当全市排头兵”，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的重点工程。
基地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临近沈海高速和规划沿海铁路，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受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开发两大国家战略辐射，中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加速推动，盐城市作为江苏
省韩资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次规划通过对盐城市总体规划、开发区概念规划的整合，挖掘基地在产业、环境、交通等方
面的综合优势，对标苏州工业园和新加坡发展历程，强调创新载体的建设。结合当地实际，融入韩国
元素，对项目业态规模进行深入研究。
规划提出了“国际创智园、中韩示范区”的愿景，致力于将基地建设成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重要的产业发展单元和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和东北亚地区贸易往来，努力创建国家
级韩资密集区，打造集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对外贸易、先进制造、国际社区等于一体的生态创新活
力园区，争取在 2020 年建成中韩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全面建设盐城创新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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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区位：江苏盐城

占地面积：10.6 平方公里

木姐 CBD 景观专项
Landscape Design of Muse CBD
项目概况：
本次设计为木姐 CBD 区域内道路景观设计，其中包含 CBD 大道、滨江大道、机场路、一号路、
二号路、三号路及四号路等七条主次干道，长度约为 10.5 km。
依据不同道路等级、定位及宽度，设计不同植栽配置形式与植栽搭配。主要干道部分以简洁整
齐的树种搭配花期较长的低矮灌木，展示木姐 CBD 区域门户形象；以树冠开展的阔叶大乔木，塑造
遮阴效果，衬托滨江景观。次干道部份选用花色或叶色变化较多的乔木树种，搭配精致的常绿低矮灌
木，利用宜人的尺度，打造具观赏性的花园廊道。
业主：新星光有限公司

区位：缅甸木姐

占地面积：9.4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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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Design of DushanDadao Project in WanchengDistrict,Nanyang City
项目概况：
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在北纬度 32° 17' ～ 33° 48'，东经 110° 58' ～ 113° 49' 之间。与
湖北省、陕西省毗临，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西依秦岭，南临汉水，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间开阔、
南部开口的盆地。总面积 2.66 万平方公里，是河南省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项目地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内，北望建设路，西临独山大道，南邻医圣祠路。
业主：南阳新东海置业有限公司

区位：河南南阳市

占地面积：11.69 万平方米

老挝万象国际商业旅游中心三期建筑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Drawing of Vientian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urism Centre
(Phase 3)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老挝万象市中心位置，距离湄公河约 1 公里，距离主席府约 650m，距离凯旋门约
700m，紧邻之前设计的一期、二期建筑。
该项目不仅要为周边的办公、商业营造配套的居住设施，同时也为适应老挝当地的天气、文化等
因素，打造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与人文关怀的高档居住小区，为老挝带来具有前瞻性的新居住形式。
业主：北隆赞湖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区位：老挝万象

占地面积：1.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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