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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征程
——邦城规划回顾与展望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邦城规划已走过了
十年。这十年，一方面见证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奇迹，另一方
面也看到了快速发展地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向着目标奔跑是
一种幸福，但方向是否正确，是否错过了途中的风景，这些疑
问在每次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总是引发深思。适当的放缓速度、
积蓄力量、修正方向，也许比奔跑更加的重要。人生如此，公
司如此，城市发展也是如此——城市规划承担着这一重任。
过去的十年，邦城规划足迹遍布中国及东南亚，完成了
100 多个城市 400 多个各种类型项目的规划编制任务。随着公
司集团化发展及规模的扩张，目前同时在编制的规划、建筑及
景观等项目近 100 个。虽然业务繁重，但我们依然要停下奔跑
的脚步，回顾过去，那么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经验，需要
我们提炼、总结、分享和提高。《邦城规划》就是这样一个平
台，承载着邦城人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梦想。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科技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在改变着未来的生活。人们需求的变
化，必然对城市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更应该是我们规划工作者的指南。新型城镇化问题、
城市转型问题、城市老龄化问题、低碳环保问题等一系列的城
市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研究、超前布局，以引导城市的健康
发展，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衷心祝愿邦城规划在面对这
些挑战时，能走的更稳、走的更远。（邱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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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同济大学学生日交流活动
3 月 15 日，邦城规划与同济大学联合举办一场以“走进企业，见证创新”为主题的学生日交流活动。
在邦城规划苏州总部，来自集团内多个部门的高层、资深员工以及在集团工作的同济校友，与 30 名
同济学子分享了邦城规划在产业规划、运营规划、概念规划、总体规划、景观设计等多个规划领域以
及开发管理顾问等方面的服务成果，传递了邦城规划“协作、创新和职业化”的核心理念和企业文化。
活动现场，同学就邦城规划的未来发展战略、品牌定位及对人才的选拔等议题热烈提问，他们
的问题均得到了邦城规划员工代表耐心细致地解答。作为“学生日”活动的幸运儿，同济学子有幸参
观了邦城规划的作品——苏州工业园区，与园区有了亲密的接触，更近距离了解和体验了邦城规划的
创新规划和设计理念。
邦城规划将通过一系列包括实习生、校园招聘、交流会等合作项目，挖掘并培养优秀人才，为
他们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汲取高校中领先的教育、科研实力，为公司未来在中国乃至全球
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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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举行 2014 年度中层骨干员工训练营
为了提高员工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3 月 20 日 -3 月 22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 2014 年中层骨干
员工训练营活动在苏州新罗酒店隆重开营，来自新加坡、苏州、北京、南京、上海、深圳、台北、成
都等各地公司中高层员工相聚苏州总部。
在前 2 天的活动中，来自台湾的王老师主讲“技术人员项目简报演讲技巧”，在课堂上，把授
课和训练有机结合，深入有趣的把理论和公司实际项目汇报进行结合。让大家度过了充实而积极的 2
天。
22 日上午，SCP 中国区总裁陈启宁先生进行了“战略规划”的培训，让参与训练营的中高层员

工系统地了解战略规划的理论框架和实际操作手法；并和参训员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分享。
22 日下午，SCP 中国区高级副总裁郭美兰女士给大家带来一场关于新加坡旅游的“市场营销”课程，
通过详述新加坡旅游规划发展历程，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品牌定位、营销管理方面等理论。
通过 3 天的培训活动，参训员工不仅获得了知识，还感觉到公司领导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和投入。
他们纷纷表示非常有收获，并积极希望公司能够多组织这样的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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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 2014 年人才专场招聘会
2014 年 3 月 28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应新加坡建设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以下简称 NUS) 的邀请，参加其为设计与环境学院毕业生举办的专业招聘会。
包括邦城规划在内的 20 余家亚洲知名的规划建筑设计公司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参与了本次招聘
会。
此次招聘会是企业与 NUS 多名即将毕业的亚洲和新加坡学生以及校友共同参与的交流 party，大
家共同探索合适的专业岗位和实习机会；企业热情的向学生们分享岗位工作内容和未来的职场展望；
学生们也踊跃提问，向往职场服务的心情溢于言表；各招聘企业间交流融洽，也结成了朋友相互分享
信息和经验。
邦城规划感谢建设局和 NUS 为企业提供一个如此优质平台，让我们为亚洲和新加坡毕业生服务，
丰富我们的人才库和商务联系网，为推动社会发展尽一份力。

4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举行新员工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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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举行了新员工培训活动。在邦城规划顾问公司苏州总部，
来自集团多个公司的新员工与 3 公司管理层分享了邦城规划在产业规划、运营规划、概念规划、总体
规划、开发控制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旅游规划、景观设计等方面的服务成果，传递了邦
城“协作、创新、专业”的核心理念和企业文化。
在当日培训现场，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就邦城规划的发展，公司的管理与系统，公司的
福利与培训等议题热烈讨论，他们的问题均得到了公司相关负责人的耐心细致地回答。作为新加入邦
城的一份子，新同事在下午全程参观了苏州工业园区，与园区有了亲密的接触，更近距离了解和体验
了邦城规划的创新规划和设计理念。

5 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SCP) 代表团访问贵州
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公司曾士生主席一行 5 人代表团于 4 月 12 日至 14 日到贵州省考察。在贵
阳期间，代表团拜会省领导以及贵安新区、省住建厅、贵阳市领导等，双方从规划、教育、医疗健康、
旅游和生态等领域探讨合作。考察期间，代表团也拜访贵安新区、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参观了一系列企业和建设现场，并与新区、开发区领导深入交流，搭建合作之桥。
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曾士生主席被授予贵州贵安新区首个国际顾问，同时，也被授予省城乡规
划委员会专家。

6 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与西交利物浦大学交流会
2014 年 4 月 16 日下午，西交利物浦大学 (XJTLU) 规划系主任 Jessica Sewell 女士与该系老师一行
八人到访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苏州分
公司，邦城规划中国区总裁陈启宁先生及其团
队与西交利物浦大学团队进行了愉快的座谈交

题研究工作室、研究课题、SCP 在职人员进修
等问题进行了坦诚、有效的交流，双方同意尽
快落实本次会议达成的共识，加快双方合作进
程，对下一阶段工作开展保持良好沟通，对未
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

邦城规划新闻

本次交流会主要针对 XJTLU 学生实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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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未来合作交换意见并取得初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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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士生，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SCP 苏州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名
誉理事长。1994 年受委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CSSD）首任总裁。1994 年初至
1996 年两年任期内，他为园区的前期启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为园区后来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他自 1997 年开始其政治生涯，曾先生曾在总理公署、卫生部，教育部，社会发展及体
育部和贸易及工业部担任政务官。
编者按：今年是邦城规划成立 10 周年，同时也是苏州工业园区建成 20 周年，
《邦城规划》推出以“十
年征程”为主题的系列刊物，旨在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曾士生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新
加坡的合作，20 年前为中新首个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作出重要贡献。很荣幸曾士生先生
能接受本次专访，回顾苏州工业园区的历程、总结中新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展望生态文明视角
下中国未来城镇化道路。
李江（邦城规划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曾主席

的规划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新加坡，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访

规划拥有法律地位，需严格执行，如需修改，也

谈。邦城规划第八期期刊的主题为“十年征程——

有既定程序；而 20 年前的中国，规划的重要性并

透过邦城十年看中国十年”。曾部长您是中新工

没有充分体现。在工业园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

业园区第一任总裁，也是拉开中新合作序幕的重

持先规划后建设，规划确定后不容随意变更。经

要贡献者，苏州工业园区作为国内目前开发最成

过多年的建设开发和实践认可，现在园区负责人

功的城市新区，想听您谈谈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建

一致认定规划的重要性：要有一个好项目，必须

设的一些见解。

先要有一个好规划，牵一发而动全身，规划确定

曾士生：我觉得苏州园区项目，对于中国开发区

后不能乱修改。这是个理念上的融会贯通。

李江：曾主席，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时候有一个

与拥堵，提高了生活品质。

软件转移的计划，把新加坡的建设管理经验吸收

苏州工业园区与天津生态城的差别在于不同时期

并加以利用，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软件

借鉴不同的主题经验，另一个差别是股份比例。

支撑？

在建设苏州园区的时候，中方缺乏资金，由新方
控股 65%，中方 35%，合资公司搞一级开发，天

曾士生：这里先讲一下园区项目的背景。当时中

津生态城开发的时候则完全不同，双方各半，合

方国家领导人觉得新加坡开发建设有好多值得学

资公司从事二级开发，一级开发由管委会负责，

习的地方，并派好多考察团前往调研。而新方的

一来适合中国现在的法规，二来对开发商来讲也

领导人觉得这样的考察是不够深入的，不如找一

是比较好的。

个项目，由双方共同建设，在建设的同时把新加
坡的经验加以借鉴并消化，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

李江：您曾经在新加坡卫生部、教育部、贸工部

方针策略。所以说，软件转移是苏州工业园区建

任职过，不仅在城市建设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

设的主要目标。可转移的软件包括前期招商引资，

也推动了中国跟新加坡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

建设时的项目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社区管理、

新加坡是中国和外国合作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处

生态环保等方面。

理的最融洽的，并且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您
的原因？

作从苏州工业园区逐渐发展到生态城、科技城，
请问其中的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是什么？

曾士生：这主要在于两国最高领导的意向。1978
年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见到李

曾士生：新加坡的经验通过两国合作的项目予以

光耀总理，提出了“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借鉴，每个项目都有一个主题。早在 1994 年，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要管得比你们更好”。1992 年，

中国最关心的问题是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发展经

邓小平先生南巡的时候向干部们提出了“新加坡

济，与国际接轨，所以“引入外资，发展经济”

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管

是 1994 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主题。裕廊工业园区

得比他们更好”。时隔多年，苏州工业园区作为

是新加坡“引入外资，发展经济”的典型项目。

中新合作，互相借鉴的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没

苏州工业园区跟裕廊工业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做的。其他国家到中国投资，是以利益回报为

比如说面积（苏州工业园区 70 平方千米，裕廊

主要目的的，而苏州园区是以软件转移为主要目

65 平方千米）；功能构成（商业、工业、基础设

标。

施、住宅并存）。苏州工业园区建成十年的时候，

第二个因素是面对生态问题的同步性，欧洲国家

中国招商引资的模式已经成型并发展稳健，“生

是先富有才注重生态文化，而中国和新加坡都是

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 2004 年天津生态城

还没有富裕的时候就必须重视生态文化，从社会

的主题。苏州园区工业、商业、居住这些功能是

角度来讲，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比较相似的。欧洲

大块大块的，成片集聚在配备基础设施的时候，

设计的生态城市，规模小，几千人的人口，非常

是非常有效益的，但是每天会产生大量的人流来

高成本的生态住宅区，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

回于住宅区、产业区，造成交通拥堵等问题。如

这是很不实际的。新加坡建设的城镇，几十万人

果把苏州园区的土地利用模式看成是“牛排”的

口，务求在经济发展，生态环保，社会凝聚三方

话，那么天津生态城的用地模式就是“和牛”。

面良好平衡，较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天津生态城实现用地混合布置，住宅区附近有产

另外，新加坡的工作方式不仅有中国的特色，也

业，有商业区，类似于新加坡的滨海湾，在那里

借鉴欧美，这是比较少有的。尽管经过了三四次

居民可以就地工作，生活，娱乐，减少了碳足迹

的经济转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可是新加坡的

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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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还是保持得很好。同样，中国也需要进

结合了东，西方的做法，利用文化碰撞的冲击，

行经济转型，新加坡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值得

进行改革发展。中国历史亦有外来刺激才会引起

借鉴。中方有兴趣的社会管理经验包括新加坡的

变化与进步。唐代之所以举世闻名，与外来文化

基层组织、社区管理，志愿服务和贫富互利。贫

冲击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明清，闭关锁国，缺少

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中国，如何缓解紧张的社会关

与外面的碰撞，落后了。到了鸦片战争，几百年

系，让比较成功的人自愿去帮助不成功的人，这

落后的结果显现出来，经过好多冲击，付出好大

些是中方可以参考新加坡经验来探讨的问题。另

代价。共产主义，也还是源于西方的思想。之后

一个方面，未来三四十年，社会老年化加剧，老

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外来的因素刺激。

龄化的社会问题，医疗养老问题，新加坡也做了
一些事情，也是可以借鉴的。

李江：刚才您提到新加坡对于贫富差距处理的地
方，那么对于多民族问题的处理，新加坡有哪些

李江：是的，中国面临着贫富差距和老龄化所带

比较好的做法呢？

来的很多问题，这方面以后中新合作也会有很多

10

契机。您跟我们谈谈新加坡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

曾士生：这是我们两个国家不大一样的地方，新

一些经验？

加坡虽然是一个华裔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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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马来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马来语是
曾士生：规划需要有前瞻性，我们应该提前判断

新加坡的国语，承认马来人文化与宗教的特殊地

这些问题，并在布局上做出相关考虑，不能等到

位。马来同胞可以选择用伊斯兰教法处理遗产与

问题发生才解决。比如新加坡组屋区的规划，两

婚姻问题。我们也有各种措施保证伊斯兰同胞在

窝、三窝、四窝、五窝组屋共用同样的小区，相

新加坡吃的放心，做到了对于原住民文化的尊敬。

对富裕的人和不是很富裕的人能够更多的接触，

同时确保组屋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是混合

比较成功的人搞志愿项目对需要帮助的居民做出

居住的。因此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各族杂居的环

奉献做出关怀就比较方便与投入。新加坡在小区

境。教育方面，同样都是英语教学。服兵役的时

里组织一些扶贫、敬老、照顾残病人士的活动，

候也是民族混杂，形成各种族同胞不分彼此。这

通过基层领导去协调，这样小区就会非常温馨宜

些都是新加坡社会管理的手段。

居。综合考虑“老”和“贫”，把疗养院和住区
规划在一起，会有一些自私的人说这样会影响房

戴德胜：您刚才谈到生态环保这个问题，几十年

价，可是，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教育告诉大家，大

前我们就提出来不要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家都会变老，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规划住到一起，

可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日趋恶劣，在这

不会互相干扰，反而会互相帮助，这样对于以后

些方面新加坡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的社会秩序、社区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身为规划咨询公司，我们必须要好好探讨这些问

曾士生：生态环保与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水环

题，我们有特殊的经验可以提供，这样在以后的

境和雾霾现在问题很严重，但是这也不是这几年

项目中，我们会比其他公司有更大的优势。

才出现的问题。有关环保的法规，也不是最近几
年才制定的。现在大家普遍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江：新加坡推崇物质福利、多种族主义和贤能

执法的决心应会提高。怎么样把污染严重的工业

政治价值观念，有人视这些价值观为“亚洲价值

搬迁，虽然成本高，但是这是必行的。比如京津

观”，很值得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您是

冀一体，把环保的要求定位提高。对于问题严重

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的？

性的醒悟，现在比以前高很多，因为不治真的不
行了。其他国家也经历过同样的问题，50 年代的

曾士生：这些不完全是亚洲的经验，但是新加坡

伦敦雾都，比北京还严重，英国当时做了很多中

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只要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
解决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尤其是中国的体制，上
级明确表态，下级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
李江：您去年参加了贵阳的生态文明论坛，对生
态文明这方面您很关注。在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上，生态文明是很关键一条。您对未来在
生态文明这个主题上的中新合作有怎样的展望？
同时，我们作为一个规划咨询机构，一直致力于
把新加坡的经验介绍进来，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内，我们怎样能做的更好？
曾士生：要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有三个重要因
素。第一个经济必须能够继续尽快转型发展，第
二个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的去牺牲生态环

个因素落实进去，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是有自己独
特的定位。以前大家讲规划，做出来的只是一个
土地的规划，忽略了经济的定位规划，不把这个
做好，就没有办法确保这三要素的落实。我们身
为规划咨询公司，必须要强化经济定位的规划，
这样我们做出的规划相比较于其他公司，是有竞
争优势的。SCP 是中新合作的产物，能够继承合
作的精髓，并能引用到新的发展局势当中，相信
再过十年，我们还是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戴德胜：很赞同您的视野，把空间规划背后的经
济规划抓住，真的很感谢您。
（陈淑鹏、周扬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十年回顾

维持社会的安定。我觉得城乡一体化都要把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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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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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has higher academic meaning and practical value.

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

Urbanization promoted social and economic

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the past decades. But

问题；新型城镇化就是我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

some problems aris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我国新型

in some areas, such as the rapid pace and disordered

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 blind expansion on

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我

the edge of cities, degradation of land and water

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

resources,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and many unsafe, uncomfortable problems in urban

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

environment.

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

From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nd natural resource

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

conservation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有些政府领导决策人对我国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

three theoretical issues. (1) How to have a good

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本文着重从地理

realizing route of new urbanization; (2) How to

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我国新型城镇

build a innovation model of new urbanization; (3)

化三个理论与实践问题：（1）如何认知我国新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new urbanization,

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2）在全球

how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a's

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

urbanization, and to take a new road of urbanization

模式，（3）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识我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

【Keywords】new urbanization; comphrensive

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subject; innovaion model; development law;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综合性；创新模式；发
展规律
【Abstract】Issue of urbanization is a comphrensive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经

subject which is related to harmonious development

济发展一直保持了快速前进的新局面，我国的综

of each depart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New urbanization

得了辉煌的成就。过去十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

is the guarantee of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of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thesis

（GDP）已达到 51.9 万亿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全国城镇化水平也达到了

特征与问题，解读李总理的新观点，对我国新型

52.6%，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等以上水平。1980 年，

城镇化的策略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看

刚刚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

法，并提出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城镇主体产业发展

市 仅 有 15 个，1990 年 达 到 31 个，2012 年 则 达

与中国特色之路的思维导向。

到 65 个，成为世界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最多
的国家 [1]。这些重大成就实现的历史进程，实质

1. 在我国国情条件下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

上是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人口规模与空间扩展的过

改革开放 35 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度发展，

程，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全面推动了我国经

以及城市人口的恢复补偿性增长，使城镇化进入

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

快速发展的轨道。从 1978 年到 2006 年，我国城

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住房条件；另一方面，在那

镇化率由 17.9% 提高到 43.9%，每年提高 0.9 个

些无序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吴良镛院士认为，

百 分 点， 是 1958 至 1978 年 的 7 倍 多。 特 别 是

人口猛增、土地失控、农田被吞噬、水土资源日

1995 年到 2003 年，每年增长达 1.5 个百分点。

渐退化，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环境祸患正威

到 2011 年，全国城镇人口达 6.69 亿人，城镇化

[2]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涉及到国

城市化阶段，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只提高了 0.5 个

民经济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

百分点。进入新世纪，根据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

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涉及到我国新型城镇化

般规律，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我国资源环境合理利用与

见表 1。

长远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当前所经历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规模
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
率从 20％提高到 40％，英国经历了 120 年，法
国 100 年，德国 80 年，美国 40 年（1860 ～ 1900
年），而我国仅仅用了 22 年（1981 ～ 2003 年）
[3]

。2000 年前后，美国和日本等世界高收入国家

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 76% ～ 80%，但他们从事二、
三产业的人口高于这个比例，国家已实现了现代
化。中国城镇化在不少地区出现“冒进”的现象，
造成中国许多城市只追求外表繁荣的现象，城市
人民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建筑质量都存在不
少问题 [4]。周干峙院士认为，我国目前城镇化的
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数量没
有质量或者城镇化质量较差。另外，由于我国在
发展过程中明显的“城市偏向政策”，从农业中
获取剩余补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量的生产要
素和资本向城市集中，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同时，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针对上述严峻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城镇
化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我国要摆脱传
统城镇化的老路，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5]。我们
结合多年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

1949-1957 1958-1978 1979-2011
年
年
年

时期
城市化率总
增长百分比

4.8

2.5

25.8

年均增长百
分比（%）

0.6

0.12

1.1

表 1 我国城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比较
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太快，城市新增人
口超过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幅度，再加上体制等
方面的原因，在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普遍出现
了五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1 有用的土地资源有限，城镇化又偏低，
出现“冒进式”的土地失控，成了我国城镇化发
展的制约因素。城市化进程中的冒进现象有两个
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大于人口的城市化，
许多城市郊区化泛滥，许多单位大量占用土地，
尤其是开发区、大学城；二是经营城市、管理城
市的冲动超越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政出多门，
相互攀比。各地开发区广铺摊子，乡镇大量批租
土地，导致投资密度过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极
不合理，资源浪费极大。例如：南京城市地区有
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式，值得引起我们的质疑，在
1995-2000 年时，市政府与一些专家主张“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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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着我们当前的生存空间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14

发展”，除了主城外，规划浦口、大厂镇、泰山

全国土地出让每年平均达 660 万亩，还有农林水

新村的发展方案，结果 20 年来，长江西岸仍然

各部门每年占用近千万亩良田，这对于我国有限

发展不起来；后来又转向河西新区、仙林大学城

的土地资源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各地区纷纷提出

的发展方向，目前还没有形成城市新区，重要的

高指标的城镇化率作为政府的政绩目标，追求国

服务设施（医疗、教育）不配套，城市缺乏人气，

民生产总值 GDP 的快速增长，并在开发区、新

吸引不了多少人住入新区；现在又转向重点发展

城建设上互相攀比，形成了许多城市新区与新城

江宁新区，建设副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

盲目竞争与发展之势，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与

各方面的配套设施仍不完善，市区出城到江宁方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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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交通常常受阻。同时市政府领导近年来又在

1.3 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过快，制约了我国

马群、麒麟镇方向开发新区，四面开发，到处投

城镇健康稳定发展的思路。近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资，布局极为分散，城市化地区缺乏重点，目前

证明，城市规划应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划实施

南京政府举债投资建设债务赤字达 2800 多亿元，

期限，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要防止盲目的、急

造成投资的损失巨大。从全国大部分城镇的蔓延、

功近利的规划调整。但很多城市领导一换，规划

扩张速度分析，“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

也在改变，不断求大，盲目蔓延。2001-2010 年中，

口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地方政府

项目
2008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全国总人
13.1
13.4
14.2
14.8
口/亿
全国城镇
5.7
6.16
6.82 7.5-7.69
人口 / 亿
城镇化水
45
49.1
50
55-60
平 /%
设市城市
656
610
680
780
个数 / 个
建制镇 /
1.9
1.95
1.98
2
万个
年递增城
镇人口 /
1100
1200
1500
1400
万人
年进入城
镇农民工 1200
1000
1100
1200
/ 万人
失业率 /%
4.5
4.6
4
3.6-3.8

过分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
口规模的集聚，农业的转移人员作为城市的生产
者，却无法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导致当前在比较
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建设质量不高
[6,7]

。我国的城镇化也正是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下

起步和快速发展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安全
与质量问题。
1.2 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扩大规模，制约了城
市发展的合理性，城市中工业用地价格低廉。不
少地方领导缺乏综合性的长远观点，热衷于建造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府大楼与宾馆建设过度
奢华，与我国国情完全背道而驰。特别是我国那
些超大城市（人口大于 500 万人）每年仍在不断
扩大，基本建设到处铺摊子，投资失误，造成用
地失控，无序蔓延（见表 2）。“十一五”期间，

表 3 我国城镇人口发展水平综合预测表
资料来源：姚士谋，冯长春等：《中国城镇化与
资源环境基础》，科学出版社 2010 年，p95

城市名称

1952

1978

1997

2003

2005

2011

上海
北京
广州
天津
南京
杭州
重庆
西安

78.5
65.4
16.9
37.7
32.6
8.5
12.5
16.4

125.6
190.4
68.5
90.8
78.4
28.3
58.3
83.9

412
488
266.7
380
198
105
190
162

610
580
410
420
260
196
280
245

819
950
735
530
512
310
582
280

998.7
1231.3
990.1
710.6
637.1
432.9
1034.9
342.5

扩大倍数
（60 年间）
12.7
18.8
58.6
18.8
19.5
50.9
82.8
20.9

表 2 我国若干特大城市用地（建成区）面积及扩展情况（1952~2011 年）面积：平方千米
资料来源：姚士谋 , 李广宇 , 燕月 , 陈爽 , 陈振光 . 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的创新模式探究 . 人文地
理 ,2012,05:48-53.

我国地级以上大中城市中，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

率高或低，城市化的质量都不高，在城市化的人

85%-90%，但人口增长仅有 36%（表 3）。不少

口中，存在一个就业不充分，收入不稳定的群体。

地方的市长都奢望将自己管辖的城市规模越做越

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使城市更难治理，国家更难

大，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我国人多地少，自然资

发展。

源脆弱的国情，脱离了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认为，我们必须清

观规律。城市规模过大，特别是沿海城市，每年

醒地看到：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 30 多年保持

从农村到这些特大城市打工的人员都超过一百多

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

万，例如北京有 950 万农民工，上海有 910 万农

界第二；另一方面，作为 13 亿人口的大国，我

民工，广州也有 500 万以上农民工，造成交通拥堵，

们的人均 GDP 还排在世界 100 位以后，更严峻

环境生态恶化。例如天津 2010 年，私人小汽车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不平衡、不协

127 万辆，2013 年达到 260 多万辆，几乎翻了一

调、不持续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番，目前全市交通拥堵的地方有 147 处，严重拥
堵的地方有 65 处，平均车速仅有 17 公里 / 小时，
像天津这样的情况，我国很多特大城市都有（天
津市交管局资料）。郊区城市化不断蚕食农业耕

境质量下降，不少地方、不少城市交通严重阻塞，
近年来由于城市机动车大量增加，城市人口与流
动人口密度加大，在冬季时节，像北京、唐山、
天津、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等大城市的雾
霾现象加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我国北方城市
沙尘暴天数不断增加，南方城市水灾造成损失越
来越大。在东北重工业地区一些城市，例如鞍山、
辽阳和抚顺等的大气二氧化硫浓度有所增加，鞍
山市的二氧化硫浓度为 0.078mg/m3(2005)，明显
高于国家的二级标准。2005-2006 年，各城市大
气二氧化硫浓度又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工业城市
的大气污染仍较为严重 [8]。许多基础设施与住宅
小区建设质量不断出现严重问题，危害人民生活
的安全。市政设施质量与住房一时难以解决，工
程投资损失与浪费的资金很多，加大了社会成本
与环境成本。
1.5 城乡关系不协调，存在二元经济结构，
长期不得解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服务设
施的空间配置对于弱势群体缺乏一定的公平性，
不少地区城市里的奢侈豪华与农村中的贫困落后
形成鲜明对照 [9]。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不仅城市化率高，而且城市内没有大规模贫民窟，
没有明显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城市化的质量很高。
在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化

到世界上一些大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疲软，也波及
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使得长期以经济和物
质建设为主的中国城镇化模式面临不少挑战，特
别是那些大城市，超大城市二产、三产出现新的
波动，城市发展出现外延式的扩张，城镇化质量
不高，城乡差别拉大的不良局面。对于未来城镇
化发展，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盲目地扩大城区，追
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更加紧迫地把
实现具有质量为主的人口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作为我们主要任务。十八大报告指出：“坚
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李克强总理强调：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必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
在。在我国新型城市化道路上，要重视以下 3 个
理论与实践问题：
2.1 中心城市带动与辐射区域发展论，促进
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实践
英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城市
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因其规模效益、市场
效益能够向外放射出巨大的强烈磁力（即城市辐
射力），吸引周围的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等向
城市集聚，产生集聚效应，并产生先进的科技文
化。这就是中心城市带动与辐射区域经济的发展
论，所以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都是通过

15
十年征程

1.4 全球天气变暖，温室效应加大，城市环

最近以来，由于全球化出现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地，粮食安全存在一定问题。

2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发挥集聚、扩散和创新等功能实现与区域的互动、
优化、配置区域各种要素，为区域经济发展起到

离和空间经济的网络分析，抓住核心城市、核心

导向性示范与带头作用，实践新型城镇化的集聚

区域，如：中心性、优越区位、聚集性等。空间

与扩散理论发挥重要作用

[10][11]

。

经济网络布局的合理性，有利于城市与区域发展

所谓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民生、可持续

的相互协调、相互联动 [14]。网络布局的区位或中

发展和追求质量为内涵，通过区域城乡统筹与协

心性，要求城市节点、横向与纵向联系的最短路

调发展、产业升级转型、集约利用与低碳经济以

径距离及其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减少运输成

及生态文明来实现我国的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之路

本，减少能源消耗，减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

[12]

中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促进城市

。具体应考虑以下三点 :
①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要树立资源节约型

的城镇化新思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实施资源节

16

空间经济网络布局理论侧重于城市区位、距

最优化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构建新型
城镇化创新模式的实践与发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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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型发展战略，意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

随着国民收入的日益提高，城市化过程中，

我国自然及经济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特点，将节

减少资源消耗，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同

约理念贯穿于城市发展的生产、流通、消费和社

时民众对于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的诉求与日俱增。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

近日，我国广大城市群备受雾霾天气问题困扰，

等综合措施，节约、合理、高效利用水、土、能

空气质量、大气与水环境质量、区域生态污染、

源等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

城市环境容量等成为社会敏感话题。在此基础上，

本，获取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

新型城镇化必须一方面关注区域城市生态格局修

实现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

复，另一方面在空间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关注城

协调发展。

市区域的承载能力，以达到健康城镇化目标 [12]。

②要走出一条质量、效益型的城市发展的健

①依照一定的地理环境，促进空间经济的相

康之路。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认识资

对协调平衡布局，合理发展，促使城市向生态型

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规划与建设新型城

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应顺应自然环境特点，

镇化的实践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我国的水、土资

因地制宜，适度发展，努力完善与构建城市生态

源以及能源、交通等综合性要素，应根据我国的

安全格局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地方领导盲目扩

国情，因地制宜，适当控制大城市的人口，用地

大城市规模，造成土地失控、环境破坏等负面影

规模，切忌贪大求洋、浪费资源的模式。改变透

响，应当坚决杜绝这一行为 [16]。例如，在东北地

支资源，过度消耗资源谋求发展的方式，通过强

区老工业基地改造中，如何建成产业结构比较合

有力的规划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城镇工业布局，

理、城乡协调发展、资源型城市向良性发展、社

走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之

会和谐、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

路，建设美丽中国

[13]

。

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

③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

的装备制造基地、国家新能源、新材料的保障基

差别，走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在工业化与城镇

地，在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17]。

化过程中要合理配置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发展权、

近年来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为东北做了大量研究工

征地权，改变廉价征用农用土地，“以乡养城”

作，并为地方政府做出了许多重要建议。

的社会状况，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推进就业

②集中紧凑、因地制宜的发展我国大中小城

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

市，构建城市低碳经济的思路。低碳城市建设必

革创新，消除城乡隔阂，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

须要在秉承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走出切合实际、

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

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道路。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

2.2 依据空间经济网络布局理论，构建新型
城镇化的创新模式

有限（耕地人均只有 1.2 亩，而美国人均 29 亩，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人均耕地超过 30 亩），大中

小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功能定位、自然条件、发展
基础，它们建设低碳城市的模式应有所区别

[18]

。

浪费，大手大脚，必须走城市布局集中紧凑的模
式，见表 4。

由于我国人均用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都十
分有限，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在城市建设方面铺张
指标系统
国土面积（万 km2）
人口总量（亿人）
人口密度（人 /km2）
人均耕地（hm2）
人均水资源（m3）
森林总面积（km2）

俄罗斯
1707.5
1.52
8.9
1.93
30299
754900

加拿大
997.01
0.35
3.5
1.8
98462
247200

中国
960
13.4
139.6
0.095
2292
133800

美国
937.26
3.24
34.6
1.14
9413
209600

巴西
854.74
1.96
22.9
0.807
42976
566000

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有选择的发展卫

资料来源：姚士谋 , 陆大道等 . 中国城镇化需要

星城镇和重点小城镇。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综合性的科学思维——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城镇

明确指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按

化方式 [J]. 地理研究 ,2011,11:1947-1955.

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

观规律，造成资源过度消耗，投资过度浪费的现

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

象，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更能有效推动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

城镇化进程。

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2.3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重大区域经济发展命
题，充分认识我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

②城市空间与城市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舒适
性与生态性。城市及其周围的大面积水域、林地
等重要生态源区，以及河流、道路等重要生态廊

城镇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

道，对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维持生物多样性以

根本性转变，涉及产业的转型和新产业的支撑，

及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居住以及休闲娱乐均具有

城乡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转型，庞大的基础设

重要现实意义。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城市的

施建设与资源环境对它的支撑以及大量的立法、

生态空间管制措施，保护这些生态源区和生态廊

管理、网民素质提高等众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

道，以构建安全可靠的城市生态安全网架，并发

累与长期发展的渐进过程，城镇化发展有其内在

挥其生态服务功能。

的规律性，必然充分认识 [15][16]。

③按照全国主体功能规划的客观要求——建

在战略调整下，新型城镇化制度领域首要提

设大的城市群，特大城市应组团发展，切忌“摊

高政府决策人的认识观念以及对城镇化发展规律

大饼”的模式乱开发，带动城乡有机统一的协调

的认识观，杜绝决策人的主观意识，按照科学发

发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意在构建高效、协调、

展观，遵照规律办事，防止各方面的资源浪费。

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发挥城市群辐射带

①认识城市发展的有限承载力与空间定向扩

动作用，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

展规律。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以及环境等各

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实现城

项资源既是城镇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可持续发

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

展能力的大小与城市发展前景重要考虑因素，充

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应从速度的外延

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才能走健康发展之路。城

型向质量的内涵型转变，由平面无序发展向三维

镇用地空间扩展的由若干因素共同驱动，空间扩

空间深度转变；单纯的工业带动转向城市综合发

展的交通脉动规律 ( 交通走廊的发展轴线 )，城镇

展，特别是大中城市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信

用地定向开发优化规律以及城镇经济集聚与扩散

息、通讯、金融、外包等现代第三产业方面的带

规律，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影响突出 [18]。只有充

动 [19]。

分认识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切忌违反客

梳理我国新型城镇化需要重视的几个关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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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世界主要几个大国的资源要素比较表

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③在城市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应适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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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认为，我国城镇主题产业发展思维导向

城镇化道路，经济地理，2012:05,1-6.

应该包括以下几条：①大城市的综合城市功能弱

【10】陆大道，姚士谋等 .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

化，去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②大中城市

镇化专题），商务印书馆，2007.

产业转型由二产向三产的过渡。③大中城市传统

【11】肖奎喜，杨岩，刘慧 . 纽约增强城市辐射力

服务业向现代化服务业的转型。④注重资源集约

研究，城市观察，2013,5:50-56

化、节约型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化转型。⑤城乡绿

【12】单卓然，黄亚平 . 试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化建设与市区公共交通的全覆盖，倡导资源循环

策略调整、行动策略，绩效评估规划师，2013,4（29）

利用与低碳发展

[20]

。

总之，应按照我国具体的国情条件，走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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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温家宝 . 政府工作报告，201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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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走资源节约型

新华网 .

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节能、节地、节水，提高综

【14】赵作权 . 空间经济分析研究综述，中国区域

合性的城镇化经济与社会环境效益，走低碳城市

经济，2013，5(4).

的路径。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实施“内涵型”“效

【15】段进军，姚士谋等，中国城市化研究报告，

益型”的开发模式，各地（市县）政府切忌追求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40-45.

“政绩”，乱占耕地，盲目建设开发区等，提升

【16】陆大道，地理学关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

城镇化的建设质量，保障人民生活的社会安全及

框架，地理科学，2013,33（8）：897-901.

其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实践意义。应

【17】张平宇 . 东北区域发展报告（2008），科学

加强我国大中小城市与重点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出版社，2008:35-40.

采取严格的措施，实行因地制宜、节水、节地、

【18】姚士谋，陈爽，年福华 . 中国大城市用地空

节能、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逐步使我国的城镇

间扩展的若干规律，地理科学，2009（29）：15-

化走上以质量效益型为主的健康城镇化可持续发

21.

展之路。

【19】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 . 中国城市群，中
国科大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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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规模尺度研究
——理论演化、现状问题与调整变化
The Study on the Dimension of the Urban Residential Basic Development Unit
——Theory, Problem, Adjustment

戴德胜 Dai DeSheng

段 进 Dua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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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行梳理与总结，分析中国居住区规模等级标

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要

准的不当划分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 并对当

素，是居民生活休憩最基本的物质空间依托。然

前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的发展变化进行探讨。

而我国当前居住区规模等级标准的划分在社会经

【关键词】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理论；问题；

济转型期间正遭遇着巨大的问题和困境，亟需对

调整

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空间的规模尺度进行梳理
研究。所以，本文提出“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

【Abstract】After the theory of Residential Basic

单元”这一概念，意指在一定的居住地域范围内，

Development Unit is summarized, this paper analyses

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多样性需要，产生强烈归属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brought

感，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适宜步行的城市空

by the inappropriate grade criteria, and discusses the

间发展细胞单元体。论文主要对其规模尺度进行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grade criteria for the

研究，力图探索适合中国当前发展语境的居住空

scale of residential area.

间发展单元的门槛人口规模和地理空间尺度。

【Keywords】Residential Basic Development
Unit, Theory, Problem, Adjustment

1.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的理论演化
1.1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的理论发展

规模尺度是认识城市空间，进行空间表达的

1.1.1 早期的理论发展

基础和前提。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好的

首次对居住空间发展单元的规模尺度有

城市应该由 5040 个土地拥有者或公民组成的人

明 确 的 限 定 和 要 求 的 是 1929 年 佩 里（Clarence

口规模。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审慎地

Perry）所提出的“邻里单位理论”（Neighborhood

提到“十人无以立城，十万人则令城不再”（凯

Unit），其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以一个小学的规模

文 . 林奇，2001）。我国《周礼考工记》中也提

来控制邻里单位的人口 ( 一般为 750-1500 户 )，

到了“方九里，旁三门”的城市规模尺度。近代

中心到边界的距离为 1/4 英里，占地 50-80 公顷

段进，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

学者则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以及公共服

这样一个空间规模尺度。该理论对后来的城市居

院副院长，南京东南大学空

务设施的合理性等多个角度对城市的规模尺度进

住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 1）。

作者简介：
戴德胜，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总经理。

间研究所所长，南京东南大
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总规划师。

戴德胜 段进

行探讨。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规模尺度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对城市居住空间发展单元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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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Leon Krier）的城中城（Cities into A City）理论。
克里尔通过对欧洲早期城市形态的研究，结
合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相关思想，提出了“城中
城理论”（图 2）。该理论认为城市的生长是一
个不断繁殖的过程，城市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规模
尺度上无限扩大，应该通过“城市区域”（urban
quarter）的形式进行重构，即城市无论大小都应
该由或多或少的“城市区域”构成。一个“城市
区域”的空间尺度应在适宜的步行尺度以内，人
们最多只需步行 5-10 分钟就能到达工作地点（即
“十分钟步行区”法则）；每个“城市区域”的
可居住人口为 10000-15000 人；必须满足日常都
市生活的各项功能，包括居住、工作、休息等，
功能混合发展，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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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邻里单位理论发展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http://hugeasscity.com
在 1933 年 由 柯 布 西 耶 主 持 的 CIAM 会 议
上，正式将“邻里单位”写入“雅典宪章”，提
出“住宅区应该规划成安全、舒适、方便、宁静
的邻里单位”；“一切城市规划应该以一幢住宅
所代表的细胞作出发点，将这些同类的细胞集合
起来以形成一个大小适宜的邻里单位”。随着二
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为适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的要求，各国在邻里单位的理论基础上开
展了一系列居住区规划建设，如艾伯克隆比 (P.
Abercrombie ) 在 1944 年的大伦敦规划中确定了
以居住小区作为城市空间基本发展单元来组织城
市的布局形态结构 。
1.1.2 1960 年代的理论转变
1960 年代后，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开始出
现根本性的变革，对现代主义的功能分区思想提
出的深刻评判和反思，集中体现在“马丘比丘宪
章”对“雅典宪章”的批评上。“马丘比丘宪章”

图 2：城中城理论发展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Leon.Krier, Architecture Design
,1984,54（7/8）

赋予了居住区新的功能内涵：由“纯粹的居住”

1.1.3 1990 年代以来的理论新发展

向“综合的小社会”转变。这样，居住区除了满

1990 年代之后，欧美国家为了应对城市的

足居民“纯居住”方面的需求外，还具有了广泛

无序蔓延以及交通所带来的拥堵、污染和安全

的经济、社会学方面的涵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

问题，提出新城市主义发展理念。在邻里单位

下，学术界纷纷对原先的城市居住空间单元理论

理论的基础上，新城市主义奠基人安德雷斯·杜

提出质疑，开始提倡功能混合发展，创造街区活

安伊 (Andres Duanv) 和伊莉沙白 . 普雷特兹伯格

力，以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这一阶段出现的

（Elizabeth Placer-Zvberk）夫妇提出“传统邻里

较为著名的城市居住空间单元理论有里昂 . 克里

街区开发模式”（TND：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即以传统街区或城镇为基础，在

无论是早期的邻里单位理论还是当前的 TOD

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半径 400m 的范围内，遵循“5

理论，其主要目标都是为了能够给人类一个良好

分钟步行法则”，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和密度，功

的栖居环境。以上的居住空间发展单元理论总的

能混合的 TND 发展单元（图 3）。

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物理空间尺度相似。居住空间发展单
元的尺度都是根据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经验以及人
的生理体能特性，希望能在 5-10 分钟的步行适
宜距离范围内实现一个完整的基本发展单元，单
元中心的服务半径为 400-600 米左右。第二，人
口规模差异悬殊。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
的土地利用强度，所以各种单元理论的人口规模
在实践中存在巨大的差异，从 2 千多至 2 万多，
人口规模相差 10 倍以上。第三，从主张功能单
一发展转向功能混合发展。早期的理论强调功能
等问题。到 1960 年代后，开始主张在步行尺度
范围内满足多样性需求，创造街区活力，提高土
地利用强度，甚至强调居住与就业的平衡。第四，

义创始人的彼得 . 卡尔索普（Peter Caltherpe ）提

从内向型的街区邻里向开放型的社区模式转化。

出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

邻里单位理论保证了住区内部居住生活的安宁，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它将一

但难以与城市街道发生直接关系，呈现为内向型

个社区的主要区域限定在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

的发展特征。而当前的发展理念是提倡公共交通、

的 2000 英尺（约 600 米）的步行半径范围内，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鼓励街道重新成为人们生活

次级区域限定在 1 英里以内。在这个范围内发展

的一部分，从原来的内向型转向开放型发展。

具有一定规模和密度，功能混合且紧凑开发的活
动区，强调城市功能的混合，建设包含中、高密

2. 我国居住区规模等级标准的划分与问题

度住宅及配套的公共用地，就业、商业和服务等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通过从前苏联间接

内容高度复合，以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图 4）。

引进国际上当时相关的居住区理论知识，按照当
时苏联的规划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并一
直沿用至今。1950 年代中期在借鉴西方邻里单位
理论的基础上，前苏联以“小区规划”取代了传
统的街坊式规划格局。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
影院等多种设施被整合进小区配套当中。1958 年
前苏联在经过研究后，批准了“城市规划和修建
规范”，其中明确以小区作为构成城市的基本单
位，对居住小区的规模、居住密度、公共服务设

图 3-2：TOD 空间发展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Calthorpe, P. 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3
1.2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理论的演化
特征

施的项目和内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此后，居
住小区作为构成城市的一个“细胞”，在许多国
家的城市建设中蓬勃发展。我国现今实行的居住
区规模分级以及小区理论正是以前苏联规划理论
为中介导入的西方一系列规划理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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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TND 社区发展模式，同为新城市主

单一化，以解决当时城市的功能混杂和环境卫生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规模尺度研究

图 3-1：TND 理论发展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张京详 .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 东
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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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比较

团”的二级组织结构，并最终形成了城市居住区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从苏联间接引入邻里

规划设计技术规范。

单位理论以及苏联的居住街坊模式至今，国家对

从表 1 可知，虽然国家对住区规模等级划

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标准一共做过四次调整。20

分标准做了多次调整，如建设部于 2002 年根据

世纪 50 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模仿邻里单位以

《关于印发 < 一九九八年工程建设标准制定、修

及苏联的居住街坊模式，居住区建设开始发展，

订计划（第一批）> 的通知》（建标 [1998]94 号

虽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受到影响停滞不前，

文）的要求，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但是到 80 年代随着国家试点小区的推行和成熟，

(GB50180-93) 进行了局部修订，调整中最显著的

1993 年由国家建设部发布了国家标准《城市居住

就是小区级的人口规模 ，从 0.7-1.5 万人调整到

区规划设计规范》(6850180 － 93)。居住空间规

1-1.5 万人，但是基本上并没有跳出原来前苏联

模逐形成“居住区—小区—组团”的三级组织结

居住小区规划理论的框架。

构以及通过对三级结构改良而形成的“小区—组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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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国历次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建筑设计资料集（1）1964；《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1980；《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 年修订版整理
2.2 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所产生的矛盾与问
题

加重了本已非常严峻的城市中心区的交通问题。
第二，与关键性设施的服务范围相矛盾。随

任何规范、标准都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

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许多公共服务设施，特

下的产物，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别是综合性的商业、服务业、街道医院以及中小

而独立存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

学，其服务半径已经大大超出居住小区的范围。

天，计划经济模式下所制订的住区规模等级划分

原来意义上的服务半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标准必然存在种种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

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服

几方面：

务半径。以教育设施为例，居住小区的规模主要

第一， 居民越级出行严重。居住区规模等

是根据小学的服务半径确定的， 2002 年版的《城

级按照“居住区—小区—组团”三个等级划分，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下简称

由于规模等级过于接近，造成居住区中心和小区

《规范》）规定小区规模为 1-1.5 万人，对应小

中心在公共配套设施上相互竞争，空间布局零散

学规模为 12-24 班。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

分布，从而难以建设强大的社区中心来满足居民

教育设施布局的思路更加重视规模化经营。根据

的需求。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种类缺乏，

教育部门出台的规定，新建小学原则上不得低于

效率与质量低下，价格不合理，促使居民经常越

4 轨 24 班，如南京最近新建的小学多在 5 轨 30

级出行，通过向更高一级的片区中心或市级中心

班以上，按照当前指标计算，服务人口约为 2 万人。

的出行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产生了对更高一级或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行业性的规定，如《国家国内

者市级公共设施的依赖，如多数居民选择大型医

贸易局零售业态分类规范意见》（1998 年试行）

院看病就医，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小区内的卫生

提出超市服务范围为步行 10 分钟左右的区域（营

站经济效益低、服务人口少，在市场条件下难以

业面积 1000m2 左右），便利店的服务范围是步

维持。不恰当的城市空间规模等级划分导致了城

行 5 分钟左右 ( 营业面积 100m2 左右 )。这些规

市中心极化严重，城市级中心规模趋大，居民出

定同《规范》的指标要求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周

行向心性特征明显，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的增加，

岚等，2006）。

第三，小规模单元开发与设施配套建设相矛

区建设所产生的矛盾是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

盾。自房地产开发制度引入以来，居住区的开发

与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投资建房，配置社区公共

主体由政府转向开发商，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建

设施完全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社区

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楼盘捆绑式的方式，由开发

中心的建设必须讲求社会经济效益。而按照市场

商来建设。但是这种建设往往难以达到小区级规

规律来运作，需要有最低的经济门槛规模做保证。

模，如南京近年来拍卖的居住用地平均规模都在

当前的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

10 公顷以下，重庆市 2005 年拍卖的地块平均为 7.8

经济时代的烙印，不能适应实际发展的需求。如

公顷，2006 年为 5 公顷，2007 年为 8.5 公顷（王

在国家提出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医疗服务设施的

玲玲，2008）。开发建设单元和居住区规模的不

市场化要求考虑经济效益，考虑最低的人口门槛

一致，造成了公共配套设施布局散乱，设施内容

值和服务对象，而现行的小区规模往往难以满足

和种类缺、少、小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无法像计

其最低的门槛要求。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

划经济体制下采用相应的等级安排相应的配套公

居住区规模等级的划分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不仅

共设施（周岚等，2006）。

要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如何使投资效益最大

第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不断淡化。居住区

化也成为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所要考虑的重要因

三级规模的分级标准导致了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

素，必须要体现规模经济效应与社会经济效益。
3. 中国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的调整变化

居民对于居住地域的认同只能以开发楼盘单元作

为了解决上文所提到的种种问题，以适应加

为家园的象征。最终形成以收入为标准来划分的

速的城市化以及城市住宅商品化进程，近年来某

聚居集合体（开发楼盘单元），造成聚居集合体

些大城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城市居住区的

内部的同质化和各集合体之间的异质化。加上“铁

规模划分等级进行了调整。一种是在国家《规范》

笼化”的封闭式物业管理模式，在空间上人为加

标准的基础上，对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标准做出

以分隔。最终人们彼此疏远，使得居住区之间的

一定的修改；另外一种是借鉴新加坡邻里发展模

各种社会联系逐渐减少，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下

式，针对城市新建地区制定了新的居住区规模等

降，表现为社区居民对自我隐私和安全空间的关

级划分标准。

注，以及对他人事务的冷漠。由异质性所带来的

3.1 对现行规模等级划分技术标准进行调整

心理隔阂也造成邻里间的友好往来越来越少，出

虽然《规范》在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上进行

现了地域空间与心理认同空间的非重合，社区归

了统一的规定，但由于产生了以上所提到的种种

属感淡化，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异不断加大。

矛盾，因此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国家

第五，不能满足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居民生

规范的规模等级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北京市、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居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

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以及重庆市都在《规范》

刻的变革，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将

修订版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的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

更多的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人”的需求呈现

标准。调整有些集中在居住区和居住小区的人口

出分化趋向，对各种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会显著增

规模划分上，如北京、上海以及深圳对小区的规

加。但是目前居住区中心与小区中心在公共配套

模指标提高到 2 万，而广东则仍然保持 93 年版《规

设施上相互竞争，导致社区中心的规模过小，加

范》所提出的 0.7-1.5 万的小区规模。深圳在公

上往往在空间布局上零散分布，使得社区中心难

共设施的分级体系中新增了居住地区级（15-20

以提供足够的公共设施种类来满足居民日益多样

万人 )，希望这一新增级能够填补服务 4-6 万人

化的需求。

的居住区级设施和一个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的公

总之，现行带有计划经济时期色彩的居住区

共设施之间的空缺，以利于居民便捷使用各级公

规模等级划分标准与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居住

共设施。重庆市也在 2004 年底重新编制了《重

戴德胜 段进

有归属感和可识别性的强大社区中心，直接导致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规模尺度研究

空间布局零散，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难以形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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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对居住区

邻里单元。多年的实践证明，新加坡邻里单元在

规模做了重新划分，将其分为居住地区级、居住

高密度发展地区具有高度适应性。1992 年底随着

区级、居住小区级三个级别，增设了居住地区级

我国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协议的签订，新加坡 - 苏

7-12 万这一规模等级。

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的城市空间发展经验，将

总体上对居住区规模等级的调整有以下特

园区划分成 3 个新镇，总人口 60 万人左右。每

点：第一，中国目前在居住区规模等级划分标准

个分区（新镇）包括 5-9 个邻里。园区的规划也

上差异很大，说明我国对居住空间单元的规模尺

结合了中国的具体条例和规范，将邻里中心的服

度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广东省的小区

务半径确定为 500 米，人口规模 3 万 ，从目前的

级人口规模还停留在 93 版的《规范》所规定的

实践情况看，新加坡的邻里社区发展模式在中国

0.7-1.5 万，而其他地区为 1-2 万；增设的居住

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表 3）。

地区级的规模中，深圳为 15-20 万，重庆为 7-12

空间单元规
模等级划分

万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二，人口规模总体
上呈扩大化趋势，小区级从 1-1.5 万人提升到 1-2

新加坡

万人，居住区级从 3-5 万提升到 4-6 万，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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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远远超出较为合理的 400-600 米的步行距离。

苏州
工业园区

第三，虽然这几个地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对《规
范》做出调整，但是这四个地区居住区人口规模
等级划分总体上仍是以原有《规范》中的标准为
基础，并没有实现根本性或结构性的转变，因此
不能解决上文所提出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
上海
广东
深圳
重庆

居住小区级 居住区级 居住地区级
1-2 万
4-6 万
2万
5万
0.7-1.5 万
3-5 万
1-2 万
4-6 万
15-20 万
1-2 万
4-6 万
7-12 万

表 2：各城市居住区人口规模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根据陈秀雯 . 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M]. 重庆大学 .
2007：25,27 的数据整理
3.2 借鉴新加坡邻里模式划分居住区的等级
规模
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不仅在经济、社会方
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规划建
设方面也长期受到西方影响，如新镇的建设主要

人口
规模
服务
半径
人口
规模
服务
半径

组团

邻里

新镇

0.1-0.2
万

1.5-2.5
万

15-21
万

400 米
0.1-0.2
万

3万
500 米

表 3：苏州与新加坡城市空间等级
规模划分标准比较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局 .《苏州工业园
区二三区总体规划》.1995
由于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
是社区邻里模式所显现的高度适应性，促使上海、
天津、南京、西安、昆明、承德、常熟、无锡、
南宁、北海、宿迁等几十个城市的新区借鉴了苏
州工业园区的邻里社区发展模式。如 2004 年南
京市规划局借鉴邻里社区发展经验，制定了一套
新的公共设施配套标准——《南京市新建地区公
共设施配套标准规划指引》。《指引》对现有的
“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三级住区规模
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调整为居住社区、基层社
区两级体系。居住社区以社区中心为核心，服务
半径 400-500 米，人口规模为 3 万人左右，其规
模分级与苏州园区的规模分级基本相当。

依据 “田园城市”理论，邻里建设则遵循佩里提

基层社区

居住社区

地区级

0.5-1 万

3万

20-30 万

出的“邻里单位”理论；新镇中心、邻里中心商

人口规模

业设施与地铁站、公交站等相结合则体现了 TOD

服务半径 200-250 米 400-500 米

发展理念。可以说，西方规划理论基本上构成了
新加坡城市空间建设的理论基础。基于佩里的“邻

24 万

表 4：南京新建地区城市空间等级规模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南京市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套标
准规划指引》（2005）

里单位”理论，新加坡根据国情，形成了以 400
米左右为服务半径，人口规模为 1.5-2.5 万人的

无锡新的住区规模划分也是在借鉴新加坡

社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模式对原有街

级的中心地，每一中心地的存在有赖于一定的门

道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对公共设施配套指标提出

槛人口的支持，门槛人口规模成为居住区发展的

新的要求，强调充分利用公共设施现状资源。新

决定性因素。所以居住区的规模等级的门槛人口

的指标中将社区分为三级，一级社区规划人口为

规模存在巨大差异必然将给社区建设带来种种问

5-10 万，二级社区规模为 2-5 万，三级社区人

题和困顿。那么一个能够激发公众交往和活动，

口规模为 2000 人左右。相较于原来的国家《规范》，

有充分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具有高度的可识

无锡居住区规模等级的调整事实上是取消了原定

别性和宜人的生活环境的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

的小区一级。

单元的门槛人口规模到底多少才适宜？这将是我

人口规模

基层社区

居住社区

地区级

0.5-1 万

3万

20-30 万

服务半径 200-250 米 400-500 米

准与中国原有等级标准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由邻里这一规模级别取代了中国的居住
区和小区这两个规模级别，在邻里规模级别之上
又增加新镇或是地区级的空间单元级别。多年的
实践证明新加坡模式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中国的国情下也具有较高的适应性。但是，借
鉴新加坡经验形成的各个城市的新标准目前在规
模等级上仍然没有达成统一，如无锡市采用的二
级社区 2-5 万人规模等级与原新加坡邻里的 1.52.5 万人的空间规模标准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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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规范》[S]

4. 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
践层面对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的物理空间
尺度都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即一般认为 5-10 分
钟步行范围，400-600 米左右单元中心服务半径
是比较理想的地理空间尺度。但由于各个地区的
发展语境不同，在同等大小空间尺度上的人口规
模却相差甚大。就我国来说，对居住区人口规模
等级标准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即使是那
些借鉴新加坡邻里发展模式的城市，其居住空间
基本发展单元的人口规模的规定也有很大差异。
根据中心地理论，在一定区域中存在不同等

【9】王玲玲 . 重庆主城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分级控
制方法研究 [D]. 重庆大学 ,2008：57
【10】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编 . 建筑设
计资料集 (1)[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64
【11】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 .《苏州工业园区
二三区总体规划》[R].1995
【12】南京规划局．《南京市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
套标准规划指引》[S]
【13】韩涛，管亚锋，宁天阳 . 中小城市 TOD 街
区体系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对南京、苏州、无锡
城市住区模式的研究 [J]. 江苏城市规划，2007(5)：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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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所借鉴的新加坡居住区等级划分标

究的问题。

城市居住空间基本发展单元规模尺度研究

表 5：无锡居住区公共设施配套等级
规模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韩涛，管亚锋，宁天阳 . 中小城市
TOD 街区体系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对南京、苏
州、无锡 城市住区模式的研究，江苏城市规划，
2007（5）：40-41

国在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转型时期亟待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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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秀雯 . 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评价指
标体系探讨 [M]. 重庆大学 , 2007：25-27
【15】http:// hugeasscity.com
注释：
所谓的居住小区是由城市道路或城市道路和自然
界线 ( 如河流等 ) 划分，并不为城市交通干道所穿
越的完整地段。居住小区内设有一整套居民日常生
活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其规模一般以小学
的最小服务规模为其人口规模的下限，以小区公共
服务设施最大的服务半径作为控制用地规模的上
限。后来的居住小区的发展建设基本上沿用了这一
概念。
当时确定人口规模的主要依据是：1）能满足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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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人口均有一定的要求。分级规模基本与公建
设置要求一致，如一所小学服务人口为 1 万人以上，
正好与小区级人口相对应；2）能与现行的城市的
行政管理体制相协调，即组团级居住人口规模与居
委会的管辖规模 1000—3000 人一致，居住区级居
住人口规模与街道办事处一般的管辖规模 30000—
50000 人一致，既便于居民生活组织管理，又利于
管理设施的设置。
在新加坡，一个邻里约 4000 － 7000 户。在苏州
一个邻里约 10000 户，这是中国规划设计规范中居
住区的下限，因为为比新加坡的邻里大，所以在邻
里一级的公共设施的配置主要是根据中国规划设计
规范确定。

（致谢：感谢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城市空间与景观
研究所（IRL.ETH）主任，国际城市和区域规划学
会委员，德国区域研究和规划委员会委员，Bernd
Scholl 教授在本文修改中给予的指导；感谢苏黎世
规划局局长 Franz Eberhard 先生以及 IRL 同事们在
本研究中所给与的帮助。）

苏州工业园区以转型升级率先实现现代化
Take the Lead in Accomplishing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周九锡 Zhou JiuXi

式运行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了中新合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全国开发区中的翘楚，

作的典范，但也面临经济增速下滑、对外贸易停

2008 年以来，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

滞、土地资源短缺等全国开发区面临的普遍性问

是依旧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2013 年，

题。因此，苏州工业园区通过“五个转变”，实

园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910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现经济、产业、环境、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争创

长 10%；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206.9 亿 元， 增 长

苏南现代化先导区。

11.8%；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2 亿元，增

【关键词】苏州工业园区 ; 园区经济 ; 五个转变 ;

长 16%；实际利用外资 19.6 亿美元，完成进出口

先导区

总额超 800 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740 亿元，基

【Abstract】Suzhou Industrial Park (SIP) is one

本保持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1%。

of best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nd model

客观而言，以上数据和前几年纵向比较，的确不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够亮丽，但是横向比较，无论是和苏州各区县相

However, SIP meets problems of economic growth,

比，还是和长三角地区其他开发区相比，各项指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nd supply. SIP would take

标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ics, industry, environment

目前，园区以占苏州市 3.4% 的土地、5.2%

and society by “Five Transformation Landmark”

的人口创造了 15% 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续多

and be pilot area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序榜首，

【Keywords】SIP, Economics based Industrial

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在国家

Park, Five Transformation Landmark, Pilot Area

级高新区排名居全省第一位。除了经济指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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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头堡，肩负了地区未来发展的责任与使命。

苏州工业园区以转型升级率先实现现代化

【摘要】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国“园区经济”模

园区在经济运行质量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苏州工业园区树立了全国“园区经济”新标杆

2013 年，园区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党中央“十八大”提出，“鼓励有条件的

54%，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

60%，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37.7%，金融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园区经济”作为中国自

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园区研

1980 年启动经济特区建设，1984 年经济技术开

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 4.9%。，万人有效

发区建设以来，最具备鲜明改革特色的区域发展

发明专利达 30 件，
“千人计划”人才总数达 62 人，

模式，经过 30 年的开发建设，已经成为最具有

大专以上人才占比 35.5%。苏州工业园区从指标

经济活力、外向度最高、城市化进程最快的经济

结构来看，已经远远超越了“Industrial Park”的

功能区。近几年来，在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概念，已经完全符合“Innovation Park”的范畴。

大潮之下，开发区已经成为了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苏州工业园区成功要素可以归结

作者简介：
周九锡，邦城规划苏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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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 8 点：

年工业项目投资井喷的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

1、中新两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新区、成都高新区相比，大型工业项目进驻明显

2、适合企业投资的法制环境

减少，这也使园区在工业经济上这几年缺少亮点。

3、成功的商业开发模式

这对于一直以工业大项目为豪的园区而言，不利

4、高水平城市规划与管理

于新产业集群聚集和提升。

5、高标准的基础设施

2.3 进出口贸易发展停滞

6、靠近上海大都市区位

2008 年以来，由于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对

7、人力资源的保证

外依存度极高的园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园

8、抓住机遇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群

区拥有全国运行质量最好的综合保税区，但是还
是无法阻止进出口贸易增速持续下滑乃至零增
长。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停滞，将直接影响到园区
进出口贸易质量与结构的提升。
2.4 本土企业相对比较薄弱
园区在吸引世界五百强等大项目上卓有成
效，但是根植于本地的企业群体还比较薄弱，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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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培育了若干家上市企业，但是本土企业无论
在总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不算特别出色，达不到引
领产业发展的角色和作用。随着外资的减少，本
地企业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重要。
2.5 土地资源趋向枯竭
园区总面积 278 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区 80
图 1：苏州工业园区美景图

平方公里，从物理空间而言，园区土地资源很丰
富，但是由于在早年招商过程中对项目投入产出

2. 苏州工业园区面临转型升级新挑战

比与投资强度控制不严，因此土地集约利用率不

苏州工业园区建园 20 周年以来，虽然已经

高。目前，园区工业用地储备量逐年减少，导致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创造了中新合作的新

部分优质项目外流到周边开发区。如何客服土地

典范，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资源瓶颈，将是园区未来实现转型升级重要的命

外需市场不景气，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园区

题。

也遇到了发展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经济增速下降
苏州工业园区在经历了 2000 年到 2007 年高
速增长阶段后，从 2008 年开始，增速开始逐年

3. 苏州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新策略
苏州工业园区要顺利实现产业转型，要实现
“五个转变”：

下降。增速下降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大环境使
然，对于园区这样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体冲击比
较大；二是园区自身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很
高的水平（2012 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贵阳、银川、
乌鲁木齐等西部省会城市），在高存量经济上扩
大增量自然就有更大的挑战。

图 2：苏州工业园区转型升级路径图
1）制造业为主体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2.2 引进工业大项目较少

2）外向型经济带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2008 年以来，园区除了引进总投资超过 30

3）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亿美元的三星第 8 代液晶面板项目以外，与这几

4）资源环境消耗型模式向生态可持续发展

5.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生态宜居新环境

模式转变
5）以规模、速度为导向向质量、效益为导
向转变

苏州工业园区要整合城市功能要素，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丰富城市发展内涵，建设集“生态”
与“智慧”于一体的主题园区，以优化新环境。

4.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转型新路径
苏州工业园区在产业发展上要以建立现代产
业集聚区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服务经

5.1 丰富城市发展内涵
——建设环金鸡湖国际商务区在内的七个
功能片区。

济为主体，以高端制造为基础，以优秀人才为支
撑，通过产业体系战略性调整，实现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践行一条“园区经济”转型新路径。
4.1 调优三产结构，打造高端商务新高地
——大力引进总部机构、金融机构，科技专
营机构和股权投资基金，到 2017 年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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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苏州工业园区服务业发展目标

——以信息化推进“两化融合”。

4.2 调优内部结构，构筑高端制造新格局
——大力发展涵盖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在内
的千亿级主导产业，纳米技术、云计算、生物医
药在内的 500 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图 7：苏州工业园区信息化建设
5.3 大力推进生态建设
图 4：苏州工业园区高端制造业发展目标
4.3 调优内外资结构，培育自主品牌新优势

——建设“国家低碳示范园区”和“生态文
明示范园区”。

到 2017 年，培育一批在业内具有相当影响
力的自主品牌

图 5：苏州工业园区自主品牌发展目标

图 8：苏州工业园区生态建设

周九锡

5.2 加快建设智慧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以转型升级率先实现现代化

图 6：苏州工业园区功能片区布局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6. 苏州工业园区引领社会综合改革新高地

7. 结语

苏州工业园区在对外合作、文化建设、民生

“十二五”时期是苏州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

服务方面也要走在改革前沿，为其他区域提供发

关键时期，园区通过深化中新合作，坚持高端引

展示范。

领，强化创新驱动，提升质量效益，聚焦新人才、

6.1 积极“走出去”，输出园区经验

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进一步赋予园区经验

——在苏州相城区、宿迁、滁州、南通、新

新内涵、营造核心竞争新优势、构筑科学发展新

疆霍尔果斯合作共建园区，创造合作共赢机制。

高地，把园区打造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东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经济繁荣
与生活宜居相得益彰的新天堂，积极争当苏南现
代化建设先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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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苏州工业园区“走出去”战略
6.2 加强文化建设，繁荣园区文化
——建设“国际文化产业示范区”和“全国
旅游标准化示范区”。

图 10：苏州工业园区文化建设
6.3 提升民生服务覆盖，建设和谐园区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

图 11：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服务建设

“新沂水环”与新沂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
The“XINYI Water Loop”and Urban Space Quality Upgrading in
XINYI

李江
Li Jiang
王向阳 Wang XiangYang
汪锦华 Wang JinHua

新沂位于江苏北部，苏鲁交界处。这里历史

程，随着城市的拓展以及对城市空间品质追求，

悠久、文化灿烂。从北沟镇何山头发掘的原始石

新沂市将“新沂水环”按照城市滨水景观带进行

器和马陵山花厅文化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可证明，

提升改造。在“新沂水环”景观工程实施之前，

早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是人类祖先活

新沂市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设计层层递进，

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东周时，新沂为钟吾子爵封

组织了战略定位、规划设计和景观设计三个层面

地；明清漕运鼎盛时期，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成

的规划设计工作。“新沂水环”成为一个通过城

就了窑湾古镇的繁华；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孕育

市滨水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典范

了悲壮昂扬的红色革命文化。
新沂所处的江苏省，其城镇化水平一直领

【关键词】新沂水环；空间品质；生态；景观设

跑全国。2011 年，江苏省整体城镇化率已达到

计

61.9%，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之后，社

李江 王向阳 汪锦华

绕新沂城区的水系组成。四条水系原来是水利工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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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沂水环”与新沂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

【摘要】“新沂水环”全长 10 公里，由四条围

会和公众对城市发展诉求逐渐由“数量”向“质量”
【Abstract】The“XINYI Water Loop” is 10 Km

转变。这一年，江苏省建设厅组织全省 13 个市

long ,it is composed of four rivers which are around

编制城市空间特色规划，为各个城市找“味道”，

the XINYI city. Those rivers were irrigation works.

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备受关注。这一年，新沂在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aspiring to higher

“十二五”规划中将“生态新沂、智慧新沂、魅

space quality, the loop is positioned on waterfront

力新沂、幸福新沂”作为城市发展纲领，从中可

landscape zone. Before the loop landscapeproject

以看出新沂对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视程度。
作者简介：

implementation, Xinyigovernment take out planning

新沂把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工作的重点聚焦

and design on three levels from macro to micro,from

在了“新沂水环”。新沂城区东侧的沭河和北侧

strategytodesign. Now，the loop is an model case

的城中引河的滨水空间已经建设成为城市的景观

王向阳 , 徐州市贾汪区副区长，原

on urban space upgrading by improvement of the

带。南侧的新戴河、西侧的臧圩河是解放后开凿

新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waterfront public space

的引水渠，随着城市的拓展，它们也已经成为城

【Keywords】XINYI Water Loop; space quality；

市中的河道，2012 年起，新沂将新戴河和臧圩河

ecology; landscape design

按照城市滨水景观带进行设计和建设。这 4 条河

李江，邦城规划南京分公司，
副总经理。

汪锦华，邦城规划南京分公司，
景观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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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组成的全长约 10 公里环城水系被称为“新

图 1：新沂水环范围

沂水环”（图 1、图 2、图 3）。

图 2：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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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鸟瞰效果图
1. 新沂水环的战略意义

的打造提升新沂城市的旅游吸引力，从而将新沂

1.1 对新沂的旅游格局完善

城区打造成为一个新沂旅游服务核，优化新沂的

新沂当前的旅游资源大多分布在城市的外

旅游格局——将旅游格局从“一山一湖一古镇”

围。“一山一湖一古镇”是新沂的三处代表性的

转变为“一湖一古镇；一山一水环”（图 4）。

旅游景点。“一山”指马陵山景区、“一湖”指
全国七大淡水湖之一的骆马湖、“一古镇”指窑
湾古镇。除此之外，新沂还有众多的乡村旅游资
源分布在各个乡镇。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以观光为目的的旅
游方式正在向个性化的、注重体验的休闲旅游转
变，自驾、骑行等形式的休闲旅游蓬勃发展。“城
市即旅游”，这样的转变就需要依托城市打造旅
游综合服务功能，并且城市就是旅游的目的地。
新沂水环作为中心城区最重要的公共开放空间，
以“心旷神怡”为旅游形象，旨在通过新沂水环
图 4：水环与新沂旅游格局

1.2 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升

经城市的商业区、行政区、居住区，水环内的功

人类逐水而迁、傍水而居。纵观中外，水造

能和设施针对其周边地区人群的特性，设置了生

就了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波士顿贯穿城区的

活游憩、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商业休闲等内容。

绥德河被誉“翡翠项链”、圣安东尼奥一条 4.5

并且，规划将城区的公共空间与水环联通形成“泛

公里的环城河成就了城市成为旅游胜地、南京的

水环”，构建生态新沂中心城区的生态基底，为

“十里秦淮”……新沂城市的发源地就位于沭河

市民提供生态、连续、惬意的慢行网络。

西岸。随着城市的拓展，沭河与解放后开挖的排
水道臧圩河和新戴河、城中引河已经成为城市中

2. 与城市一体化的规划策略

的河道，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水环。这些河道的

2.1 功能的互动

功能也随着城市的变迁而变迁。这四条河道组成

新沂水环的功能是多样复合的，包含生态保

的水环，已经不再仅仅是昔日的水利设施，而是

育与生态观光、文化展示与文化体验、商业休闲

城市的公共空间骨架，并且集区域绿廊、城市公

与文化娱乐和运动休闲与康体养生四大类功能。

园、旅游景区三大角色于一身。新沂水环作为新

根据水环各岸线周边用地性质及人群的需求差

沂市“双环三带”景观格局中的重要内环，是提

异，因地制宜落地七类主体功能到博爱东岸、浪

升城市空间品质的重要载体。

漫南岸、生态西岸、碧玉北岸，在“七彩玉带”

新沂水环是一个环形的城市公园，是满足民

四条岸线（图 5、图 6）。

生需求、实现幸福新沂的重要空间载体。水环流

图 5：新沂水环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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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形象的指引下，形成功能互补，各具特色的

“新沂水环”与新沂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

1.3 对城市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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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沂水环功能布局
红带为商业休闲功能，主要布置在北岸和南

在新戴河和臧圩河的功能设置中进一步与河

岸，与城市商业主轴钟吾路对接和延续，打造活

道周边的功能进行对接（图 7）。臧圩河西岸为

力商业岸线；橙带为运动休闲功能，主要布置在

工业区、东岸为住宅区，规划将本段落定位为生

南岸，与南部学校的文体功能相延续和对接，亦

态隔离功能，栽种生态防护林；南侧的新戴河自

可满足周边居民区的运动休闲需要；黄带为文化

东向西依次布置运动、会所、公园、商业功能，

体验功能，主要布置在原水泥厂的文化创意园、

旨在景观带中嵌入城市功能。

东北部的延续老镇区和东岸规划的钟吾公园地
块，以及南部结合企业会所建设的文化型精品会
所岸线。绿带为生态观光功能，
主要布置在需要与西部产业区
隔离的西岸，以及东岸展示城
市生态形象的岸线。蓝带为生
态游憩功能，布置在西南角，
利用汇水处大水面打造城市水
环湿地公园。人民公园和东岸
沭河之光加强生态游憩功能。
靛带为康体养生功能，主要布
置在服务重点住宅区的西岸中
部和东南角。紫带为娱乐游憩
功能，结合南部码头处，注入
娱乐游憩功能。

图 7：水环功能与城市互动示意图

2.2 文化的传承

环，是景观系统的主体，灵动之水承载活力之魂，

正如刘易斯 • 芒福德所说：“城市是文化的

增添城市魅力。同时，水环通过东部的沭河和西

容器”。新沂的历史上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花

部的臧圩河两条滨水轴线向南北渗透。四轴是由

厅文化，其后的东周钟吾国、三国时期、民国时期、

钟吾路、新华路、市府路和大桥路构成的“井”

红色革命时期在新沂都留下了许多历史的足迹。

状道路景观轴，连接南北迎宾公园和火车站广场

水环是新沂的城市窗口，是展示新沂文化的舞台。

门户地区、贯通东西城区，串联起水环内外的体

规划提出“文化卷轴”的概念，通过“花厅巢居”、

育公园、馨园。新沂博物馆等重要景观节点。十

“钟吾公园”、“沭河之星”、“三国战车”等

片区分布于水环之上的十个特色片区，展现水环

景点叙述新沂历史事件或典故，展现从古至今的

的不同风情。此外，规划在水环的四角，以景观

文化（图 8）。

塔的形式设置四处标志性景观节点，使水环更具
特色和可识别度，同时成为俯瞰城市和水环整体
风光的观景塔（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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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文化表达还体现在具体的景观小品

按基地现状和景观空间特点，将水环分为四

中。新沂的历史人物典故融入到在景观带中的石

大区。碧玉北岸，世纪广场商业区的涓涓细流宛

刻雕塑；剪纸艺术是新沂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小家碧玉般精致，人们可以在这里最大程度体

景观带中的文化景墙提炼了剪纸的形式（图 9）；

验亲水的乐趣，未来在水环西北角修建的文化创

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

意产业园也应继承这样的品质，创造精致的滨水

这些也特别提炼在景观带的铁艺、装饰柱等景观

空间。博爱东岸，宽阔的沭河水面磅礴大气，滨

小品中。

水应以能够提供足够观赏空间的景观广场、平台
为主，保证视线开阔。浪漫南岸，水环以建设成
为 4A 级景区为目标，南岸主要结合旅游服务设
施，塑造有特色有活力的滨水景观，使人流连忘
返。生态西岸，作为河西岸工业区和东岸居住区
之间的生态隔离带，过滤工业污染，塑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
图 9：剪纸文化景墙

2.3 景观特色的塑造

2.4 绿道的链接
环内部和外部功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和互动；

根据水环附近景观资源分布以及城市门户形

结合城市道路网的布局，水路相合提高水环的可

象的要求，规划形成“一环四轴十片区”的主要

进入性；加强水环与城市居住和商业区的联系，

景观空间结构。一环由沭河及城市河道组成的水

针对西部工业园区进行有效的生态隔离，从而形

李江 王向阳 汪锦华

图 10：水环四角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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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文化卷轴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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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井字框架，水环串联，内渗外延，有机聚合”

线性是笔直的。设计中模拟天然湿地的物理特性，

的总体结构。（图 11）

如形状、深度、边缘梯度和湿润期等，结合景观
带的腹地在上述两条河道中进行水体改造，通过
增加浮岛、局部水面扩大等方式优化水流路径，
增加水利与湿地植物的接触面（图 12）。

图 12：浮岛段落河道断面图
除了布局的重要节点处，其余岸线处理采用
软质驳岸，并模拟自然湿地进行植物的配置。
3.2 生态材料
生态材料是人类保护生存环境，实现建设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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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水环景观设计大量地
选用生态材料。选用透水系数高的材质作为硬质
地面部分材料，尽量减少石材的用量。自行车道
选用透水沥青；步行道选用透水砖和砾石；在广
场、亲水平台等部位采用防腐木。在景观小品、
构筑物等部位使用可再生材料。
图 11：水环与城市绿道链接示意图
井字框架即以南北向的新华路、钟吾路以及

3.3 植物设计
植物的配置遵从适地适树和多样性的设计原

东西向的市府路、大桥路四条干道作为道路骨架，

则，结合各个分区配以群落稳定、氛围适宜的植

其中钟吾路作为城市的商业主轴线串起火车客运

物品种。

站，各商业中心，迎宾公园等空间，其他道路以

臧圩河以生态隔离功能为主，北段的植物配

特色绿廊与水环衔接。环城水环与井字框架水路

置生态密林，以自然的配置形式，结合岛屿营造

相通，借助道路内渗外延，滨水岸线根据周边城

富有森林气息的自然生态景观。臧圩河与新戴河

市功能区布置互动功能，构建水城交融的发展格

拐弯处为人工湿地区，该段的植物结合驳岸特点

局。

布置。岸上乔灌结合，形成疏密有致、高低起伏
的背景林，沿岸线片植水生植物，增强湿地功能

3. 基于生态理念的景观设计

并营造具有野趣的人工湿地。新戴河段落结合河

3.1 人工湿地

道功能定位分为公园绿化区和商业绿化区。公园

人工湿地可以有效地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绿化区通过花卉、地被的色块组合，营造浪漫、

在设计中既要考虑到景观，又能考虑到栖息地建

活跃的场地氛围；商业绿化区以通透式的植物配

造，创造更大的效益。人工湿地能够最大限度的

置方式为主，适当配置彩叶植物点缀。

提升景观环境和生态价值。
设计中对现存生态、景观和文化价值，如现
状树种尽可能的保留和保护，将现存的自然湿地
进行保护并与设计进行衔接。
在新戴河、臧圩河开凿之初为排水渠，河道

4. 结语
当前，江苏乃至全国的城市正处在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城市空间特色的保持和培育既是城
市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城市公共开放

空间作为城市空间内涵最为丰富的部分，是
当今城市建设关注的焦点之一。城市空间品质提
升是一项综合工程。新沂水环项目是一个能够充
分反映当今时代诉求的案例，是“四个新沂”发
展纲领引领下的缩影。新沂水环的建设必将提升
新沂的城市空间品质。
【参考文献】
【1】 里茨尔 .《虚无的全球化》,102-8.
【2】 吴智萤 .《城市环境景观设计中的空间品质
研究》, 10.
【3】 叶菁 .《城市外部公共空间的整合》, 东南大
学建筑系 ,2000
【4】 张全，王学峰 . 塑造魅力城市的探索，建筑
学报，2012(1):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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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市水环项目酒吧街建筑设计浅析
Bar Street Building Design of Water Loop Project in Xinyi

易博文 Yi 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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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项目定位整体建筑风格为新中式。提取

段，总长度约 4 公里，总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新沂当地传统建筑元素和符号，进行抽象化和艺

建筑设计对象为各主题片区中配备的景观建筑和

术化的再设计，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设计手法，

酒吧街，总建筑面积约为 19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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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颖独特并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群。主要采

建筑设计一共涉及两大部分，包括商业服务

用灰瓦、灰砖等传统材料和玻璃、钢等现代材料

设施、艺术展馆和旅游服务中心等景观建筑以及

结合，形成景观、院落、单体建筑、建筑群组的

酒吧街建筑群设计。其中商业服务等景观建筑总

空间层次，为游人提供多层次的空间体验和丰富

建筑面积约为 8000 ㎡；酒吧街总建筑面积约为

的活动内容。

10981 ㎡。整体建筑风格为新中式，景观建筑以

【关键词】传统建筑；地方特色；空间

白墙灰瓦为主体色调，酒吧街建筑则主要以灰砖
为主要材质，其主要设计灵感源自新沂当地的窑

【Abstract】The Architecture style positioned

湾古镇。

for the new Chinese style. Extracting Xinyi loc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symbol and

2. 项目概况

using the moder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esign

酒吧街建筑设计是该项目的重点，不仅仅针

methods, to form a new and unique buildings which

对水环项目，对于整个新沂也有提升城市活力的

ha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Mainly use the

作用。作为水环项目在东端的收尾，逐渐将自然

traditional materials such as slope roof, grey brick

景观空间过渡为商业空间，为景观注入更多活力

material which are combined with modern materials

的同时，更好的协调了该项目与城市的关系。

such as glass, steel. Landscape, courtyard, monomer

酒吧街总建筑面积约为 11000 ㎡，建筑主体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groups form pleasant space,

为两层，局部三层。从新沂当地的窑湾古镇提取

provide multiple levels of space experience and a

相应元素，打造古朴与现代结合并具有当地特色

wealth of activities for visitors.

的建筑群。

【Keywords】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 Local
characteristics; Space
1. 项目背景
2011 年，新沂市提出打造“生态新沂、智
慧新沂、魅力新沂、幸福新沂”的城市发展总纲。
新沂水环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成为建设“四个新沂”
作者简介：
易博文 : 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助理建筑师

的重点抓手项目。本次项目分为景观设计和建筑
设计两个层面。景观设计范围为水环的南段和西

图 1：酒吧街区位图

3. 设计理念
从中国传统建筑中汲取设计灵感，实现建筑
与景观的和谐共存。通过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打
造符合现代商业活动的户外空间，同时体现新沂
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
3.1 水绿为媒
利用现有水系进行景观设计，酒吧街临水一
面设置适量的亲水平台，打造宜人的亲水环境，
利用落叶乔木柔化建筑边界，增加绿化面积的同
时与建筑共同参与空间营造。
3.2 内渗外延
因其良好的外部景观环境，考虑景观与建筑
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院落等形式的灰空间过渡，
形成内外渗透，具有复合景观价值的景观建筑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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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酒吧街有东西两端较大的两个广场和中

部两个较小的广场，南北两侧的建筑围合的线性
的街巷空间，将这四个广场串联起来，而这四个
广场也为狭长的线性空间带来了节奏上的变化。
3.4 地域传承
汲取当地特色文化，特别是窑湾古镇中相应
的意向，例如灰砖墙，坡屋顶，街巷空间等要素，
将其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打造具有地方文化底蕴
的现代建筑。

图 2：酒吧街设计理念示意图

图 3：酒吧街鸟瞰效果图

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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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连点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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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布局
4.1 组团分区

街整体的活跃氛围，并能够一定程度上调节小气
候，打造清新怡人的景观环境。

在建筑总体的布局上，采用南北两侧建筑，
中间留出街道的空间布局，暗合了窑湾古镇的街
巷空间。

5. 空间营造
在本项目中，室外空间要比建筑室内空间的

在南北方向上，从南至北分别营造出临街商

营造更为重要。前面已经提到，酒吧街在南北向

业、内部街道、邻水商业三个空间层次，由城市

和东西向都分为三个层次，南北方向从城市街道

街道景观逐渐过渡到滨水景观。

景观过渡到滨水景观，东西方向上则动静分明。

而在东西方向上，整个酒吧街在东西两端各
留有一个较大的广场，为酒吧街和周围环境预留

在空间层次上，大体分为三个层级：组团间院落，
组团内院落和小院落。

了过渡和缓冲空间，也为可能的商业和集会活动
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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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组团间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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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两个小广场将建筑群分成三个组

其空间形式为广场，酒吧街从西到东一共

团，三个组团各自的氛围也有所区别，从西到东

四个广场。东西两个端头面积较大，其作用是为

依次摇滚酒吧区、慢摇酒吧区和休闲酒吧区，从

今后的商业和集会活动做准备，也为酒吧街建筑

动到静。而其中的两个小广场也起到过渡和衔接

群预留一个缓冲空间，使得建筑更好的与景观相

的作用。

融合；中间两个广场相对较小，其主要是作为酒

4.2 层级空间

吧街在中部的入口，从城市街道直接接入滨水空

整体布局上的组团分区，创造了层级分明，

间，这样直接的方式有利于吸引人们进入酒吧街

形式丰富的空间层次。线性空间和块状空间相结

内部。而这两个小广场的存在也打破了酒吧街内

图 4：空间层次示意图

合，创造张弛有度的空间节奏。
4.3 立体交通

部东西贯穿的单调的空间节奏，为人在内部行走

交通流线方面，在内街设置二层的步行天桥，

提供了一定的趣味性。

将三个组团的建筑串联起来以提供一个不同的连

5.2 组团内院落

续的游览体验，同时也提高了二层店铺的商业价

其空间形式为街巷空间，本质来讲是一条线
性空间，无论是在一个古老的村镇还是在一个聚

值。
4.4 水陆体验

族而居的住宅群中，传统建筑中的公共室外空间

因该项目临近水面，在临水一面设置了足够

通常是线型的。城市村镇的街道，风景区中的游

的亲水平台以及户外的商业空间。另外，在内街

览路线，以及建筑群中的夹弄都是具体的例子。

沿南侧建筑设计了一条贯穿东西的水系，提高内

但过于单调的线性空间对于商业活动是不合适

的，因此设置了两个小广场将整个空间分割成三

失现代感。

个由南北两侧建筑围合的狭长院落。中间部分的

为了贴合空间氛围的营造，建筑立面设计也

院落空间稍大，两侧较小，结合建筑立面以及相

相对应的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临街面、内街立

应的景观元素，各个院落也具有自身相应的特性。 面、临水面。
由于间隔距离不大，并且在建筑立面的形式和材

6.1 临街面

料上形成了统一，因此总体来看依然能够营造出

因为中部两个广场的存在，临街立面被分成

连续多变的街巷空间。从而在保证各个组团内部

三段。中间建筑体量最大，东端次之，西端最小。

空间个性的同时能够看到窑湾古镇街巷空间在此

各段建筑的主要体量上采用了相似的设计手法，

处的应用。

一层主入口采用相同的形式；二层灯箱与木格栅

5.3 小院落

结合的形式也贯穿东西，使得夜景也具有统一的

小院落则是各个建筑由内部过渡到室外的空

氛围；另外，每段建筑都有一个以灰砖材质为主

间形式，利用二层的出挑，景墙的运用，亲水平

的体块。这样一来，相似元素的重复出现，为立

台的搭建以及天桥的设置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灰空

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主体印象，同时具有良好的

间。在提供室内外过渡的同时也成为可以被利用

节奏感。

的户外商业空间，提升了地块的商业价值。

6.2 内街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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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提供良好的背景。而内街立面的变化由人
行天桥和水系带来，建筑与水面交接处以木平台
过渡，可作为户外商业空间，而人行天桥为地面
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遮风挡雨的功能，人行天桥和
建筑的交接也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灰空间。
6.3 临水面
临水的建筑立面同样分为三段，中间部分由
三个建筑体量构成，东西两端各一个。采用相同
的建筑形式和材料，都是大面积的玻璃和景观盒
子的组合，并带有亲水平台。从对岸看过去，也
图 5：院落空间效果图

有比较好的完整性和节奏感。

6. 立面设计
酒吧街建筑主要高度控制在两层，临街一面
局部三层，邻水建筑皆为两层。建筑材料和形式
取材于窑湾古镇的传统建筑，以灰砖墙、木格栅
和灰瓦坡屋顶为主要元素，辅以玻璃，钢结构等
现代材料和设计手法，使建筑整体风格古朴而不

图 7：酒吧街临水面效果图

图 6：酒吧街立面图

易博文

和坡屋顶营造较为低调和连续的空间界面，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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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街立面基本保持一致，采用灰墙、木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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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景观元素

7.2 水系

在建筑与周边环境的融合上，各种景观元素

在内街中，沿南侧建筑的北面设计了一条贯

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景墙、水系、植物作为主

穿东西的水系，并在端头形成一定面积的水景。

要元素被考虑进来。

在内街中引入水系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调节小

7.1 景墙

气候；增加趣味性；创造良好的户外环境；提升

中国传统建筑给人的首要感受是那种一重又

店铺的商业价值。

一重的分隔。这种分隔通常是由墙、房屋等造成

7.3 植物

的。该项目中建筑的布局大致将空间分隔成南北

由于该项目的性质决定了硬质景观较多，因

方向上的三个部分，而在东西两个端头使用了景

此利用落叶乔木柔化建筑边界，乔木的高度也需

墙作为分隔的延续，一是用来区分酒吧街的内外

要根据建筑的高度进行选择，人行天桥的存在一

之别，拉开空间氛围的差别，二来也将内街和停

定程度上对空间还是有破坏作用，乔木的存在能

车分隔开来。景墙上的空洞使得视线能够透过墙

够很好的进行遮挡，并且乔木和建筑相结合能够

体，达到隔而不断的效果。

创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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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酒吧街内街效果图
8. 结语
该项目作为景观设计的配套项目，与景观进

【3】李楠 . 城市滨水商业街景观设计探讨——以

行了很好的融合，并提取了新沂当地的历史文化

苏州工业园区月光码头欧式风情商业街景观设计为

元素，利用现代的设计手法，打造了传统与现代

例 [J]. 现代园艺 . 2012,08.

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在提升地块价值和丰富新沂
市民活动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缪朴 . 传统的本质——中国传统建筑的十三
个特点 [J]. 建筑师 . 1990,03.
【2】金剑波周海蓉 . 传承和复兴 - 滨水历史商业
街区的规划实践 -- 以台州路桥为例 [J]. 现代城市
研究 . 2005,08.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及养老模式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nd Pension Models in Japan

宁涛 Ning Tao

化的问题，直到今日已经形成了“年金、介护、

口比例打破了 1950 年以来的纪录，首次上升到

超高龄”的养老体系。本文从日本的养老保障制

25%( 见图 1)，也就是说每 4 名日本人中就有一

度入手，解析日本现在较重要的两种养老模式：

名是 65 岁以上高龄者 , 这个数据以及远远超过国

居家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通过对日本养老

际 7% 的标准。日本已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系统的学习，能为开发商和规划设计人员带来灵

国家之一。预计 2060 年，日本老龄人口的比例

感的碰撞。

将达到 39.9%，每 2.5 个人中就有 1 个 65 岁以上

【关键词】养老保障制度 ; 居家养老模式 ; 机构

的老年人。正是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促

养老模式 ; 启发

使日本政府在 1942 年就开始研究如何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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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长期的实践摸索促使日本
【Abstract】Japan began to realize the problem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养老构架。

of an aging population since 1942。So far, it has
built a pension system which is consisted of 3 key
components, "annuities, Care and super senior
citizens'. The paper start with analyzing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in Japan,
then focus on two important pension models: home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so as to bring inspiration
for developers and planning staff.
【Keywords】Old - age security system；Home
care； Institutional care；Inspiration
【前言】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的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 10%，新标准是 65 岁

图 1：% of Japan’s population over 6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
1. 日本的养老保障制度

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

1.1 针对全民养老

龄化社会。日本政府总务省在 2014 年公布上年

日 本 从 1942 年 开 始 推 行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度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截止 2013 年 10 月 1 日，

1959 年颁布了《国民年金法》，规定 20 岁以上

日本总人口数为 1 亿 2729 万人，与此前一年相

的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基础养老金，日本从此实现

比减少 21 万 7000 人，这是日本人口连续第 3 年

了“全民皆有养老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减少。15 岁到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 32 年来首次跌

的变化，日本又在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于 1985

作者简介：
宁涛 , 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规划师。

宁涛

破 8000 万大关，而 65 岁以上高龄人口所占总人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及养老模式

【摘要】日本于 1942 年已开始意识到人口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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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过渡。
1982 年 7 月出台《老人保健法》已经将养
老的重心转向了居家养老、护理照料的方向。《老
人保健法》的主要目的是将老人医疗和保健从一
般人的保健体系中剥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体
系，强调家庭和社区是老人保健设施的社会基础。
《老人保健法》同时提出了“40 岁保健，70 岁医疗”
的原则，规定 40 岁以上的国民可免费享受疾病
的预防诊断、检查、保健治疗。70 岁以上的老人
图 2：日本双层养老保险构架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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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支付必要的医疗费用外，其他的均有国家和保
险机构承担，形成了一套保健和医疗相结合的合

年推出“双层养老保险制度”（见图 2）。即第

理体系。为了完善老人保健法的细节，同期政府

一层是指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又称“基

出资培训了大约 10 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

础年金”），法律规定 20 岁以上 60 岁以下在日

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出资建立托老所，为有需

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

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护理和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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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与收入相关的雇员年金制度，按照加入者职业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瘫

的不同又可分为“厚生年金”和“互助年金”，

痪或痴呆症老年人增加，而家庭的护理功能无法

其中 5 人以上私营企业职工的年金称为厚生年金，

应对老年人护理专业化的需求。1989 年，日本政

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公营企业职工、农林

府制定了号称“黄金计划”的《高龄者保健福利

水产团体的雇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等分别有各

推进十年战略》，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

自专门的年金，统称为“互助年金”。因此，加

善与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机，各种老

入厚生年金和互助年金这两种年金的职工的养老

年公寓、老人活动室、老人医院纷纷建立起来。

金实际上在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再加入报酬年金，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黄金计划”被重新修订，

而报酬年金则是由加入者投保数额的多寡来决

进一步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

定。

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
在“双层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日本还

推行了私营企业的退休补贴金制度，类似于企业

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老人日托中
心等，提供各种日常服务。

或是行业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的不

2000 年 4 月又在《介护保险法》的基础上，

断完善和发展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

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度”。介护不等同于中文

会环境。

意思的护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护理是医疗

1.2 针对老人养老

行为，而介护则是生活行为，一种对护理初期阶

日本在保证全民享有养老年金的基础上，针

段的辅助。介护保险将居住在日本的 40 岁以上

对老年人特别推出了一些政策。1963 年，日本政

者（包括外国人）纳为对象，其中 65 岁以上为

府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生活利益的《老人福祉

第一被保险者，40 ～ 65 岁为第二被保险者。介

法》，推行社会化养老。全国大范围建设福利院，

护保险费 50% 由国家负担，其余 40% 依靠各地

所用经费 75% 由国库支付，25% 由地方政府负担。

上缴的介护保险承担，使用者自付 10%。第一保

1969 年东京率先对 65 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医疗，

险者不问原因，只要需要介护时，保险权自然产

1973 年老人免费医疗作为国策在全国推行。但是

生。第二被保险者则限定在痴呆症等 15 种疾病内。

由于国民家庭观念较重，最后形成了养老院无人

当保险者需要护理时，提出申请，经“介护认定

问津，免费医疗带来的庞大财政问题也日益棘手，

审查会”确认后，即可享受介护保险制度所提供

促使日本政府逐渐开始从纯社会化养老向居家养

的不同等级的介护服务。但是，介护服务不是随

便可以使用的，有严格的程序限制。通常要申请，
身体状况鉴定，即使认定有条件可以享受介护服

2. 日本的现行的养老模式
虽然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给老年人以优厚的

务，还要在细分成需要支援级和要介护 1 ～ 5 级

社保，但是较具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多代同居”

共 6 个等级（见图 3）、( 见表 1)。

模式在少子化加重和核心家庭化暴增的冲击下越
来越少。核心家庭化日趋明显，2013 年每户家庭
的构成人数创下历史最低值 2.32 人（见图 5）。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政府更多的是采取居
家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相结合，让家庭养老走向
社会化和多元化，把企业机构引入到养老计划中。

图 3：日本申请介护程序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1 居家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模式，顾名思义，简单理解为待在

需要介护的
程度区分

老人的身心状况

家里或是原来的生活范围圈内进行养老，但是护

需要支援

具有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但诸如
洗澡之类需要一部分帮助、护理

理的职责不再是直系亲人，而是专业化、社会化

站立、自己行走不稳、上厕所、
洗澡需要一部分的帮助照顾
独立站立、行走空难、上厕所洗澡
等组要部分帮助，偶尔有全部帮助
的情况
不能自己站立、行走、洗澡、上
厕所、脱衣服需要全部帮助
上厕所、洗澡、穿脱衣服等日常
生活需要全面帮助

卫生等专业的介护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在

介护 1 度

介护 4 度

介护 5 度 表达意思困难、关于生活要全面护理

念是完全不同的。
居家住宅的设计上也适当的做出了回应，以
应对居家养老的需求。设计中即关注年轻人的私
密性，同时又能便捷的照顾到老人的生活（见图
6）。

表 1：介护程度评定标准
资料来源：日本《介护保险法》
介护服务又分为 2 类，即居家介护服务和设
施介护服务。
居家介护服务 , 包括来访护理、沐浴、看护、
康复训练、日托、设备租借、痴呆老年生活护理
指导、居家疗养指导等多达 14 种之多。这些项
目是针对老人的不同身体状况的需要，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细化。
设施介护服务，包括介护老年人福祉设施（特
别护理的老人院）、介护老年人保健设施和介护
疗养型医疗设施共 3 种类型（见图 4）。

图 5：日本核心家庭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按网络数据整理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6-29/3146362.shtml

由此通过多年摸索实践，从老人福祉法阶段
到老人保健法阶段再到现在介护保险法阶段，整
个养老体系内容完整，有效的解决了日本部分养
老问题。

图 4：设施介护服务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图 6：居家住宅模式解析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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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护 3 度

强大的法规和制度保障下，和传统的居家养老概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及养老模式

介护 2 度

的服务护理，例如：聘请钟点工以及社会医疗、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居家养老模式可以减轻家庭传统护理的压

类型

力，由专业的介护人员去服务，有利于家庭成员
之间的情感得到维系，但是，日本今后少子化加

护理型

剧，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拒交年金。缴纳保险的人
口下降，促使“后代人抚养前代人”的模式不能

住宅型

持续发展。有专业人士已经开始预言，日本的年
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崩溃。居家养老需
要大量的介护人员，而劳动力的大量减少，注定
其补充人员的不足，就必须从越南、菲律宾等引
进务工人员，而日语考试却成为了门槛。全体国

健康型

服务范围
主要供身体不便和患病老人入住，由
养老院下属团队为入住者提供看护服
务，此类养老院通常与医疗机构有固
定协作关系。
身体状况正常的老人居住，当老人需
要看护服务时，院方寻找上门看护，
企业提供临时看护服务。
以自理者为对象，拥有丰富的设备，
让老人度过快乐健康的每一天。

表 2：机构养老设施类型
资料来源：《日本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对我国的借
鉴与启示》，王桥

民也意识到养老今后必须要变革，养老的理念也

近年来，一项名为“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

从“后代人抚养前代人”向“自我努力”和“自

的新举措开始推行，政府着力打造“30 分钟养

我负责”为前提的积累式养老模式的转变（见图

老护理社区”即在距离大概 30 分钟车程为半径

7）。

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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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服务社区。这种小规模多功能老人服务设施分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2 期 VOL.2

布在各个街区，提供日托，短期入住、组团式护
理和上门服务等，可以全天候、一站式、近距离
的服务周边街区的老人。而这种小型多功能养老
图 7：养老理念转变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2 机构养老模式
日本在社会化养老功能方面提供多种多样运
营模式的养老机构。
2.2.1 老人福祉设施
老人福祉设施由政府或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经
营，根据老人不同的需要细分为：老人日托中心、
老人短期入院、养护老人之家和老人看护中心等。
根据入住老年人的要求不同，采取不同的收费标
准和服务内容，但是因为收费低廉，床位有限，
要住进这些设施并不容易，往往要等很长时间才
能排队入住，促使大量需要帮助的老人寻求其他
的养老设施。
2.2.2 私立收费老年人之家
私立收费老年人之家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
养老机构，其盈利性表现在收费服务方面，根据
入住的环境和服务程度制定收费标准。固定收费
是入住时的一次性收费和每月收费，经常性收费
为护理费和医疗费用，事务管理费等。
主要分为三种：护理型、住宅型、健康型，
这三种机构设施均要老人自己出钱，是在介护服
务排不上队时的最佳选择（见表 2）。

图 8：日本社区中的小规模多功能服务设施功能
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218cf570100yeb7.html
设施是目前日本机构养老发展的主要方向 ( 见图
8)。
下面通过一则案例介绍小型多功能养老院
的基本模式。
用地面积 3125 平方米，共一层，总建筑面
积 915 平方米，是集日间照料（30 人），短期
入住（9）和痴呆老人（9）组团式护理三种功能
为一体的小规模多功能老人设施。员工 29 人，
老人 48 人二者比例：1:1.6
平面功能配置分析：( 见图 9)
平面自北向南划分为日间照料中心，短期居
住和痴呆症组团式护理院三个区域，每个功能区

域分别设有通向外部的单独出入口。相邻区域间

岁以上且生活能够自理的健康老人。“面向高龄

可通过内部走廊相互连通，同时又设有分隔门，

者的住宅”是当前经营者倾向的“住宅”类中具

便于分区管理。职员办公室设在两个区的交界处，

有代表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保护入住者

能够兼顾两边老人的情况。

权利，在合同期内，房东不能随意要求入住者搬

厨房邻近外部道路，并设置了单独的货物搬
用出入口，防止与其他车流线发生冲突。

走，更不能随意涨价，但入住者有权拒绝违反合
同约定的任何要求。签订了租赁合同后，“面向
高龄者的住宅”的房东可以配置护理、餐饮、清扫、
家政等服务以增加收入，入住老人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服务项目与房东另行签订服务合同。“面向
高龄者的住宅”与“收费老人住家”最大的区别
是“面向高龄者的住宅”不是必须配置护理服务，
而“私立收费老年人之家”一般必须配备护理服
务。

由专业公司经营管理的养老机构，以盈利为
主要目的。公司出资兴建管理的老年住宅，这些
养老机构多建设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提供高水平
的设计，各种人性化的齐全设施（见图 10）。

中国与日本的国情有着明显的不同。日本是
在进入发达国家后老龄化问题突显，中国是处于
发展中国家阶段就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
龄化程度很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人口发展预测，到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
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
高的国家。面对潜力巨大的养老市场，国内涉足
养老市场的相关组织或是机构，均已积极学习国
外养老模式，希望从成熟的养老模式中获得借鉴
和启发。
3.1 国家制度层面
根据 OECD 数据，2012 年，日本政府债务
余额占 GDP 之比达 214.3%，其中日本人口结构
的快速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是
加重财政负担的重要因素之一。每年中央财政支

图 10：老年住宅建设要求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出有将近 1/3 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特别是用于 65

居住场所具备各种完善的服务，以出租或是

务费三项合计占社会保障支付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分期付款购买为主要经营方式，出租型老年住宅

69% 左右。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双层养老保障制度

及分期付款公寓的收费水平要比福利型养老机构

和介护保险制度都受到打击，迫使日本政府从改

高，一般入住老年人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抵押金，

革社保制度入手，缓解日趋严峻的财政危机。

每月交纳房屋管理费。
“住宅”类的模式分为 4 种，面向高龄者的

岁以上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费、养老金、福利及服

中国在借鉴学习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时应该注
意到其缺点，避免造成国家财政难以支付的局面，

住宅、年长者住宅、银发住宅、自由产权住宅，

同时借鉴日本把养老的层面扩大到保健的范围，

其中除“银发住宅”的入住老人可能需要轻度照

提早做好保健养生以减少日后养老的压力和日本

顾以外，其他 3 种住宅模式的入住对象一般为 60

介护服务的模式，同时引进日本介护服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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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具备多种多样服务的老年住宅

3. 日本养老体系对中国的启发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及养老模式

图 9：该小规模多功能老人设施的平面图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218cf570100uet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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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大量社会企业来参与养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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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软件系统来支撑整个老年地产的运作。养老

3.2 养老模式层面

地产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开发模式，但不论民间

根据中国民政部和老龄委的规划，“9073

资本采用哪种模式拓展养老地产项目，养老地产

养老模式”是首选方案，即居家养老 90％，社

真正成功的核心要件是专业的养老运营服务，这

区养老 7％，机构养老 3％，居家养老是最重要

也是万科、绿城等业界大佬在推进养老地产中，

的部分，理想的养老模式是混合养老的模式，混

所强调的都是养老服务，而不再强调地产本身的

合就是在普通的地产项目里面增加适老产品及配

根本原因，只有专业的养老运营服务，才是养老

备养老服务中心，这样的混合模式的居家养老最

地产的灵魂，才能够提供市场所需的养老服务。

理想，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混合型养

日本在这方面就做的较好，日本地产商每开发一

老即可以通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减轻子女的养老

个项目都会请专门的设计团队，按照本国的养老

负担，又可以让老人不脱离原有的社区生活，不

保障制度与养老机构一起来合作开发软件系统，

脱离亲情，尽享天伦之乐。增加建设的养老服务

以支持建成后整个社区的养老运营。这样地产商

中心将承担服务范围内老人的各种生活和护理需

可以自如的进入或是退出养老市场，而不给购房

求，它可以借鉴日本居家养老模式中让养老服务

的老人带来影响。今后的规划设计咨询企业因适

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但在操作混合养

当的为甲方提供养老软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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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模式的过程中要明确配比养老部分的建筑面
积，以及分析社区配套能支持的老年人口等因素，
以免造成配套养老服务中心运营困难。
机构养老方面，日本的小型多功能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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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探讨
——以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为例
Discussion on Urban Design of CBD
——Based on the case of Urban design of the CBD in SuChu Modern
industrial park
佘亚楠 She YaNan

【摘要】本文首先对当今主流城市设计观念进行

所需要的场所。例如培根认为城市设计的主要目

阐述分析，然后从城市设计中塑造城市特色及城

标是改造使人类活动更有意义的人为环境和自然

市设计的控制管理两个方面解读苏滁现代产业园

环境，以改善人的空间环境质量，从而改变人的

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思路，为同类型城市设计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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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 ; 城市设

计与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城

计 ; 空间塑造 ; 设计控制

市设计进行定义，例如《1990 年城市设计北京学
术研讨会》：城市设计是以人为中心，从城市的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main

总体环境出发的规划设计工作，是城市规划的延

ideas of urban design. then uses two aspects（creating

伸和具体化，是深化了的环境设计。

Feature space and urban management）to illustrate
the planning frame of this project, and to provide

2. 项目概述

a reference for the same type of urban design.

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与江苏南京市接壤，

【Keywords】CBD of SuChu Industrial Park,

是泛长三角经济区腹地，属“南京一小时都市圈”

Urban Design, space creation, design control

核心城市。2011 年 12 月 27 日，滁州市与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这标志

1. 课题特征
城市设计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不同

着滁州市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下的苏滁现
代产业园项目正式拉开序幕。

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研究者对城市设计有不同的

本文以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

理解，并从不同角度对城市设计有自己的定义。

为例，从城市特色空间塑造及城市设计管理两个

归纳来讲，现在主流的观点有以下三点：

方面探讨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一方面以塑造

1.1 形态为上：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设计是从

城市特色为目的，形成特色的城市空间印记，另

形体构思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社会、城市的发

一方面以构建可实施的规划管理办法为目标，延

展对城市环境的需要而对城市环境进行改造。例

伸城市规划，并给建筑设计提供相应的设计条件。

如 1981 年推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城市
设计是指为达到人类的社会、经济、审美或者技

3. 塑造城市特色

术等目标在形体方面所作的构思，它涉及城市环

3.1 构建大滁城新的增长核

境可能采取的形体。

2010 年 6 月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视察滁

1.2 空间塑造：这一种观点是以都市活动为

州时提出“建设合宁之间新型区域性中心城市”

设计思路，根据既定的原则来综合组织这些活动

的指示精神，苏滁现代产业园正努力被打造成承

作者简介：
佘亚楠，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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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优先：还有一种观点，是从城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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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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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转移的新型产业园、紧靠南京的城市新家园、

3.2 塑造具备滁州自身特色的中央商务区

吸引东部的魅力后花园。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

中央商务区是依托区域和城市高度发达的经

务区将“领跑皖江城市带，齐肩长三角地区，迈

济要素逐渐积聚形成的。它必须在宏观的引导、

向世界”。

扶持下才可能在具备条件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

通过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的开发建

逐步形成。宏观的规划理念是立足区域、国家、

设，促进滁州的产业升级，刷新滁州商业模式，

乃至全球层面的发展策划，它并不针对具体的某

提升滁州的城市形象。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

个地区、城市、地块。现实中，从城市规划到具

区是滁州市“一轴四区”钻石型城市结构中城东

体地块的规划设计，还存在衔接上的空档，这使

片区的中心所在地，也是未来商业文化的中心（图

好的城市规划理念常常无法落实到实时实地。
为了弥补这个空档，使宏观的规划理念在区

1）。
中央商务区的功能定位包括：滁州商务商业

域和城市中获得全覆盖，一方面，需要在城市总

中心、城东片区生活服务中心和滁州体育会展中

体规划中突出整体感，另一方面，还需要在规划

心。

和建筑设计之间设置一个衔接。同时，我国经济
飞速发展的现阶段，对土地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
导致城市空间的僵化，单一的方格网道路、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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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轮廓线、开敞空间的严重缺乏，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批评，所以城市设计来打破这一格局
显得更为重要。
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在城市设计中的
做法是，通过借鉴本地的文化特征来打造具有特
色的城市品质空间。滁州地域的特殊性，使之成
为国内少数同时具备中国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特
征的城市之一，城市设计为此塑造了一座具备北
方文化特征的楚城以及南方文化特征的吴苑，并
借鉴苏州工业园区李公堤的案例，以当地的醉翁
亭为设计原型，布置了一条小桥流水，浪漫时尚
图 1：城市“钻石型”结构示意图

的醉翁堤（图 2）。

图 2：愿景意向图

问题是，如何在空间上组织这些设计概念，

一带相伴，三区并置”的空间结构模式（图 4）。

使之既能成为中央商务区布局结构的核心，从而
把城市最精华的地区留给最广泛最普通的民众群
体，又能成为整个区域的核心景观。城市设计的
做法是引入“生长脊”+“生长单元”的概念（图 3），
在空间上串联三大概念。其中，生长脊将成为一
条连续的结构性线索，串联整个中央商务区，其
功能和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图 4：空间结构示意图

是人流的主轴和城市形态的中轴。也是城市公共
空间的主要构成。
“一带”: 南侧的滨河景观带将成为一个为
整个城市服务的中央公园。除提供周边居民的日
图 3 ：“生长脊 + 生长单元”结构示意图

常休闲生活服务，还将发展文化博览、餐饮、酒
吧等休闲商业。
“三区”: 包括体育公园、商业会展区，中

（1）城市逐步建设的纽带和桥梁，将开发
不同阶段的建设单元综合成一个整体；

央商务区。
3.4 建立从清流河至体育公园的城市空间序

（2）提供一个明确的空间组织线路，让使
用者可以清晰的获得认知途径；
（3）一个景观要素和体验通道。
生长单元则为在生长脊两侧与之衔接并紧密

列
清流河作为中央商务区发展轴线的起点，同
时也是南北向视觉通廊的焦点。清流河风貌带将

联系，随着生长脊的不断延伸扩张而不断产生，

成为中央商务区

可以根据项目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和形态。

风貌的第一层次，

生长单元的主要表现形式将为以上提到的城市设

是中央商务区的

计概念的内容。

核 心， 开 放 空 间

3.3 构架轴线式发展的城市中心区模式

系统、公共建筑、

轴线式发展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串联城市设计

城市轴线等都与

理念中的三大要素，另一方面，“南苑北里”的

之联系在一起（图

格局是中国传统城址的因变。中国的传统城市基

5）。

本上都采用了一种有序的格网结构，苏滁现代产
业园中央商务区的整体结构自然也将延续中国传
统城市格网结构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城市设计形成了“一轴贯通，

图 5 中轴线空间序列示意图

佘亚楠

“一轴”: 中央商务区的发展主轴。该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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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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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正好面向清流河展开，因此通过

分，用于商业发展。它主要将用于发展办公楼，

合理组织清流河北岸及中央商务区的天际线，可

此外也包括一些商店、服务设施、餐馆和其他辅

以形成园区丰富的城市轮廓线层次。

助设施。为了增加商业中心的活力，在这一区的

而通过轴线的延伸，塑造多种品质空间引导

边缘地带将发展商业／住宅综合用途。这些综合

不同功能分区之间的过渡，另一方面可为周边人

地段将为园区提供更多样化的住宅，同时成为商

群提供多样化的场所体验。

业到住宅区的过渡地带。地面层和裙楼适合作为

中央商务区在空间序列的塑造过程中，基于
面向清流河开放度的考虑，在主要干道两侧布置

零售用途，以确保整个商业核心的活动能有连贯
性（图 7）。

了两座标志性建筑与开敞空间。
3.5 形成多层次的绿地系统
作为新区建设，绿色对于核心商务区、对整
个园区的生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流河滨
水预留足够的生态绿地，联系清流河滨河生态廊
道，同时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绿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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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贯通的中央绿色廊道。另外还设置了两条辅助
绿色廊道，分别位于徽州路与经三路两侧，形成
特色的城市界面（图 6）。

图 7：土地利用规划图
3.7 构建特色的城市形象区
中央商务区东西向主要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
态势。结合临清流河的地标建筑，突出清流河湖
自然风景存在于此区域的重要性，创造了人工建
筑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和平共生的时代精神。
① 地标建筑的确定
根据凯文·林奇的理论，城市认知的重要
线索便是地标建筑，是人们感受总体意象的基础
图 6：绿地系统规划图

和手段，是景观框架中最重要的角色。
核心商务区的地标建筑建造在临清流河畔

步行街道绿化强调趣味性和参与性。庭院绿

的两个地块上，为 150 米左右高的商务办公楼，

化不仅要为办公人员提供休憩空间，注重植物选

是整个中央商务区在工业园区以及滁州市的新坐

择的安全性，同时还应强调平面视觉效果的美观。

标。地标建筑群将由中央商务区的平均 100 米左

道路绿化旨在提升空气质量，隔绝噪音，提供行

右的其他建筑群以及清流河水岸得到衬托。

人游览休息的绿地。
3.6 塑造多元混合的土地使用模式
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以均衡的格式划

②城市天际线的组织
天际线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徽州路东侧天际
线及清流河北岸天际线。

徽州路东侧天际线（图 8）：徽州路作为中
央商务区的门户空间，其两侧界面将重点打造。
整个中央商务区沿徽州路形成跌宕起伏的天际

形成全线最高潮。全线一起一伏，生动多变，令
人陶醉。
清流河北岸天际线（图 9）：双子塔楼是该

线，天际线起于横向线条为主导的大型公建建筑，

段天际线的最高点，周边群楼簇拥，众星捧月，

上升至 80m 的主题酒店，形成第一个高潮，之后

统领整条天际线的形态，形成一道靓丽的城市天

天际线一路缓慢升起，直达 150m 标志性塔楼，

际线。

图 8：土地利用规划图

53

3.8 小结

（3）小尺度的街区模式

（1）轴线分明、结构清晰

对于大多数的城市而言，其城市中心区是历

在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中有一条非常明显

史发展演变的结果。由于历史的积淀、功能的混

的轴线控制整个过程，将人流和视线从中央商务

合、自由生长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其街区尺度

区的起点中央公园引至中央商务区内部。

比较小，城市公共空间的尺度非常宜人。

同时，在开放空间以及绿地系统的处理上，

然而，国内的许多城市在新区建设的时候，

更加强化和利用了这条轴线，在空间形态上，两

为了突出城市建设的成就，塑造城市新形象，许

侧低中央高的城市天际线将这种轴线关系从平面

多新区的中心区设计在空间形态上追求大尺度的

延伸到了三维，使整个区域的结构形态非常清晰

设计特征。街道尺度宽大，两侧的建筑体量巨大

有序。

到跨越以往的好几个街区。这样的设计从市民活

（2）文化特色

动的角度来说，并不具备步行的尺度，而只具有

在中国，一个城市兼具北方文化特色与南方

象征的意义。

文化特色是十分少见的。中央商务区尽管是新建

在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

的现代化商务区，区内的建筑现代感也非常强，

中，避免了此类形式的生成。设计延续了以密集

但是在文脉上也继承了这一点。设计塑造了三处

型为特征的传统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肌理，体现了

极具特色的区域使之成为城市特殊的标志性场

城市中心的集聚效应。同时，小尺度的街区设计

所。

有利于土地的出让、开发和充分利用，同时也创

佘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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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清流河沿岸天际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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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更多的临街面，体现了城市土地使用的均衡
性合并提高了中心区土地开发的潜力。这一点在
如今的实施过程中也得到了体现。
4. 构建可实施的管理方法
在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控制
体系中，除了常规的城市设计要素之外，我们对
中央商务区内每个地块的建筑物做了严格的建设
控制，以确保城市整体形态的纪律性，同时又给
建筑设计留有足够的设计空间。
4.1 裙楼退线控制
为塑造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中央轴
线的两侧商业氛围，打造中央轴线的宜人尺度，
中央轴线两侧的地块建筑退线为 5 米，且裙楼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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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塔楼退线控制图

线率应保持在 80%；为保证中央商务区道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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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商业氛围良好，中心五路，中心六路两侧
街道设置街墙控制线，道路两侧建筑裙楼应保证

4.3 塔楼与裙楼位置

80% 贴线率。（图 10）

中央商务区的建筑形式为裙楼加塔楼。塔楼
满足建筑高度控制，裙楼高度则分为两个层次。
才汇广场周边布置不高于 24 米，最大化土地价
值，使才汇广场产生较强的围合感；其余地块的
裙楼不高于 15 米（图 12）。

图 10：裙楼退线控制图

4.2 塔楼退线控制
图 12：塔楼与裙楼位置控制图

为降低塔楼对中央轴线的压抑感，规划将塔
楼布置在中央轴线外侧。即沿着中心五路、中心
六路布置，且为保证中央商务区整体空间形态的

4.4 小结

有序性，两侧塔楼最长边需紧贴强制贴边线，且

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控制

贴线长度不少于标准层周长的 25%（图 11）。

以落实城市设计理念、塑造城市品质空间为基础，

从建设控制的角度出发，对规划区内的建筑物进
行了严格控制。从而达到了城市形态的规律性、
绿色空间的公共性等方面的落实。
5. 结语
本文初步探讨了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
城市设计及控制。最后，本文用一段话来概括——
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以城市设计衔接城市
规划和建筑设计，以塑造优美的城市环境、创造
舒适的城市空间为原则进行城市设计，从建筑、
空间、绿化、市政等多方面把规划落实到地块单
体设计中去。希望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能
将苏州工业园区创新的管理体系借鉴吸纳，运用
城市设计控制的各种方式将设计的成果付诸实
施。而在城市设计的后续工作中，可运用弹性设

组织的效率、法律法规的完善，从而最终实现整
个苏滁现代产业园中央商务区的城市设计的总体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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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层面，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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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原则来指导下一步的设计与实施，同时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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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的产业园区新样板
——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策划研究与城市设计
A New Model of Industry Park Integrated With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Of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Hi-Tech, Financial
and Service Park
姚晨楠 Yao ChenNan 宋 来 Song Lai

【摘要】当今世界，科技和金融日益成为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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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新主题。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

1.1 时代背景

聚区项目深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以“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为载体，为广东经济

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经历了

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本文从战略策划、城市规划

200 多年的现代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全球化等一

和城市设计三个方面入手，解读广东国际科技金

系列重大发展阶段之后，当代科学技术正以前所

融与服务业集聚区项目的规划设计思路，并为创

未有的迅猛发展之势，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迅

新型产业园区规划设计提供一种新型的样板。

速转为生产力。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科

【关键词】科技创新；科技金融；创新型产业园区；

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带动复苏和增长成为世界主要

规划设计

国家应对危机、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经济金融

【Abstract】In this day and age, Technology and

化的发展进程也日益加快，程度不断加深，金融

Financ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theme of the

也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Following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已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reativity Makes

【1】

Development’ and, The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已

Hi-Tech, Financial and Service Parktries to combine

成为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creativity, and create a

把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以金融支持

new ‘engin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实体经济发展”【2】 则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article uses three aspects

型升级的重要议题。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

(strategic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1.2 广东课题

to illustrate the planning frame of this project, and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锋地

provides a new model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区，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存在经

a creative industry park.

济总量大、质量不高、效率偏低等问题，迫切需

姚晨楠，邦城规划深圳分公司，

【 Ke y w o rd s 】 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C r e a t i v i t y ；

要转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增强创新驱动发展

设计部，景观设计师。

Technological Finance；Creative Industry Park；

的能力。从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状来看，

Planning and Design

科技金融和创新投入滞后、创新人才和明星企业

作者简介：

宋来，邦城规划深圳分公司，
规划部，副经理。

培育少，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不强等问题已成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阻力（图 1）。

图 1：广东在创新发展领域的主要问题
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项目承载

规划设计的落脚点，充分融入“生态、智慧、科技、

了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使命，通过科技

融合”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一座融国际一流的

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紧密融合，从而“聚焦一个主

创新发展平台和崭新生活方式于一体的创新发展

题（科技金融创新）、打造一个样板（先行先试， 磁核。（图 3）
可复制推广的样板），开启一个时代（由广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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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3】
2. 项目概述
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
务业集聚区项目地处广州市
北部，白云区中部，距白云
国际机场约 9 公里，距广州
市区约 20 公里，是广东粤科
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小
额贷款、科技融资担保、科
技融资租赁、科技资产评估、

图 2：项目在园区中的位置

交易、科技基金）与广东华
熙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开
发、投资）着力打造的全国
首个以“科技创新、科技金
融服务”为主题的创新科技
园区，成为一个“可复制的
科技、金融创新样板”。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909
亩，位于广州民营科技园首
期 启 动 区 范 围 内（ 图 2）。
以“科技梦、创新梦、中国梦”
为规划研究的出发点，以“中
国结、中国玉、中国情”为
图 3：整体鸟瞰夜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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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引 领 中 国 经 济 3.0 版 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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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硅谷经验

机制【5】。特别是 1983 年应运而生的“硅谷银行”，

3.1 为何看硅谷

为高科技初创公司提供各发展阶段全流程多样化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是享誉全球的

金融服务，成为支撑硅谷持续创新运作的中流砥

高科技企业聚集区，硅谷的特点是以大学或科研

柱（图 5）。

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
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它是
继科学技术的个人研究、研究单位集体研究、国
家组织的大规模项目研究之后，人类研究发展科
学技术的又一重要方式，是当代发展高技术产业
的成功方式。
3.2“硅谷生态系统”
硅谷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必然，有着
其应运而生且独特运作的推动创新和技术集聚的
“硅谷生态系统”，其中的“金融、人才、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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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素推动硅谷成为持续创新的“魔力磁石”。
其中，科技金融、一流设施在推动高效率创新方
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4】
（图 4）。
图 5：硅谷银行模式
（2）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创新服务模式
依赖市场化运作出现且不断完善的“硅谷实
验室、硅谷孵化器、硅谷云服务、硅谷云生活”
等为创业企业孕育成长，为创业人员提供优质生
活服务的全流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了
硅谷各种创新要素的转化整合和创新能力的快速
提升（图 6）。

图 4：“硅谷生态系统”全景图
概括而言，硅谷的发展模式有如下特点：
（1）金融紧密服务科技的双赢模式
大量风险资本的积极介入和良好的融资环境

图 6：硅谷创新设施示意图
（3）逐步激发而凝聚的创新人文精神

为硅谷高新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风投资金成

硅谷作为高科技产业的集聚中心，高科技的

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直接催化剂，形成“金融服

特性呼唤勇于创业、宽容失败、崇尚竞争、讲究

务科技，科技反哺金融”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独特文化。硅谷文

化正是在这种独特环境中逐步凝聚，并由此对高
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产生巨大的影响。与
此同时，科技人才通过创业实现的致富效应和价
值体现也更加增加了人才的汇聚，成为持续推动
硅谷发展的重要因素。
（4）政府的有效监管和适时引导助推
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化的产物，政府
很少直接介入，而是通过制定各种适当有效的创
新政策措施和完善法律制度来推动硅谷企业的成

图 7：园区重点发展方向

长，包括适时的政府采购扶持、加大针对性科技
研发经费的投入、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全世界高端

4.3 产业选择

人才、立法优惠税收政策支持创新企业发展等。

产业选择方面，结合科技、金融产业发展趋

硅谷一直被模仿，但为何从来没有被超越？

金融和科技服务业为“双轮驱动”，实现在节能

其他地区除法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外，发挥关键

环境技术、新能源技术、云计算产业等战略性新

作用的科技金融、一流设施方面存在短板：欧洲

兴产业局部领域突破性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并

缺少科技金融，而亚洲缺少一流设施。为了把广

在此基础上提出 12 种重点发展的功能业态：硅

州打造成为创新的“魔力磁石”，只有跟国际接轨，

谷银行、互联网金融中心、创投中心、硅谷孵化器、

做到极致，为科技金融提供一流创新设施服务，

微观实验室、云平台、智慧社区、节能环境技术

才能吸引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创新性人才，并促

中心、云服务技术中心等；通过一流设施的打造，

进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来满足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的核心需求（图 8）。

4. 定位策划
4.1 总体思路
借鉴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广东国际科技金
融与服务业集聚区提出如下发展思路：
（1）先行先试：通过深度整合硅谷的科技
金融和科技服务模式，引入新兴产业业态，构建
一流创新载体。
（2）以点带面：与国际接轨，整合世界一

图 8：产业选择与功能业态

流的创新要素；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创新性人才；
对广东乃至整个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为经济发

4.4 发展策略

展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规划提出以下三大策略，来支撑项目的总体

4.2 发展定位

发展构想：

以硅谷为模板，规划提出如下发展定位：打

（1）股权合资：以股权合资的模式，深度

造一个融国际级创新平台和崭新生活方式于一体

整合美国硅谷设施和服务模式，打造广东硅谷银

的，时尚前沿、接轨国际、世界一流且具有可持

行、广东硅谷孵化器、微观装配实验室等，构建

续生命力的创新“磁核”。并通过国际合作、国

一流平台。

际资本和硅谷设施的引入，打造全天候 24 小时
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和 360 度的智慧化生活服务
设施，构建云生活发展社区（图 7）。

（2）集成创新：与国内知名 IT 企业结合，
打造世界级的云服务平台。
（3）重点产业导入：加快导入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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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规划提出以科技

一个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的产业园区新样板

3.3 硅谷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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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科技服务和节能环境技术等产业。

充分融入了“生态、智慧、科技、融合”的发展
理念，努力打造一座具有创新意义的崭新融合发

5. 概念设计

展之城。并提出如下发展愿景：

5.1 设计理念

·一个巨型的科技“航母”综合体

项目规划设计紧扣时代发展命题，以“科技

·一个展示城市产业精神的“城市客厅”

梦、创新梦、中国梦”为规划研究的出发点，以“中

·一个紧凑复合型的“科技创新社区”

国结、中国玉、中国情”为规划设计的落脚点，

·一个定制化的“科技办公旅馆”。（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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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总平面图
5.2 总体布局

层平台系统为纽带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围绕园区功能需求，规划重点布置了科技、

“居住 - 工作 - 生活”的一体化系统。

金融、服务三大片区，形成科技服务、科技金融

5.3 设计亮点

服务和文化生活三大核心。其中，西部片区以居

1）便捷高效的低碳出行方式——Woonerf 慢

住、文化、商业服务功能为主，主要设施包括智

行系统：体现了以人为本、低碳环保的理念，且

慧社区、智慧舞台、国际金融街、国际文化艺术

具有可扩展的灵活性。（图 10）

中心、酒店式公寓；中部片区主要以
展示和金融服务为主，集中了园区的
高层建筑，包括科融中心、创投中心、
硅谷银行、城市客厅、科技金融办公
区；东部片区以科技创新功能为主，
以四个相互环绕联接的巨型科技综合
体为主体，主要引入了科技研发中心、
云技术中心、节能环境技术中心、硅
谷孵化器。
这三大片区功能各有不同，但其
功能配套却相互补充，以 Woonerf 二

图 10：Woonerf 二层平台系统

2）
“浴火重生”的象征——科融中心：象征“浴

地库入口规划设计则遵循高效及分流的原

火重生的凤凰”的主体建筑，预示着科技金融的

则，力图在各个地块的入口处即设置地库入口，

蒸蒸日上和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决心。（图

将进入各个地块的车流直接引导至地下停放，为

11）

地块内部营造良好的无机动车的和谐空间。
3）科技建筑综合体：象征“四轮驱动”发

高架轻轨系统与 Woonerf 系统同在二层平

展的科技建筑综合体以独特的造型和功能，为园

台，与机动车分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形回路，

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图 12）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定量的人员输送到园区

4）“城市客厅”：园区中部是巨大的“城

的主要片区，高效便捷的运输系统能够极大地方

市客厅”开放空间，绿色开放的空间不仅能够聚

便园区人员的工作生活。而且轻轨作为 Woonerf

集人气，为人们提供一个宽阔的室外交流场所，

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能够将更多的人吸引到二层

并具备全天候“7 天 24 小时”的服务能力。（图

平台上来，提高二层交通系统的运作效率。（图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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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Woonerf 慢行系统设计
Woonerf（荷兰语）慢行系统是最人性化的
社区交通系统，它代表着和谐而美好的社区空间，
图 12：科技建筑综合体效果图

虽然人车混行，但是人行至上。其主要特点体现
在以下方面：
·专注于使机动车降低车速的设计手法，例
如曲线道路，适当遮蔽驾驶员视线等；
·灵活的停车方式，车不会沿路大量停放；
·强化步行体验而不是用刻意的手段去降低

图 13：“城市客厅”夜景图
5.4 交通系统设计
地块交通系统以现有规划为基准，并局部进

车速；
·机动车道与行人道无明显区别（一般以铺
地材质作适当区分）。（图 15）

行调整，道路分级清晰，能够满足地块未来交通

Woonerf 系统的概念在本设计中被扩展并被

的基本需求。同时，由于行人和自行车被引导到

转化使用，借鉴美国纽约高线公园的设计理念，

二层 Woonerf 平台，地面的交通情况将变得简单

Woonerf 在本项目中被二层平台化并贯穿连接了

而安全，行车速度也可以相应提高。

项目中的主要空间。其主要的作用包括：

姚晨楠 宋来

图 14：交通规划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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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科融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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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东部与西部大地块，极大地增强了空
间的连续性；
·以步行和单车为主的慢性空间；
·公共活动展示空间；
·带状绿色生态系统；
·真正实现了安全的人行空间。
5.6 景观系统设计
景观系统设计是规划的亮点之一，由于该项
目的容积率较高，楼宇密度较大，所以寻找有效
的方法将景观面积最大化显得尤为必要。为了达
到上述目的，该项目的景观设计采用了以下几种
手段：（图 16）

图 15：Woonerf 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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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景观设计总平面图
（1）东部地块（像素化景观）
此处的大型建筑被整体架空，以若干突出地
面的景观土丘为支撑点，将大量的地面空间还给
行人，这样的设计方法在满足了原有建筑的功能
和容积率要求的前提下，保证了景观空间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
这四个地块的景观形态由大量大小不同的矩
形构成，这矩形中的景观形态略有不同，其中穿

图 17：东部地块架空层基本空间形态示意

插着形态自然的景观土丘，造就了规整化和自然

（2）覆土建筑景观

化的视觉冲击效果。在大型建筑顶棚边缘，建设

坡地覆土建筑能够在保持建筑基本功能的前

有多个尺寸不同的水池，其目的在于以简单的物

提下极大地提高城市绿化面积，其基本目的与前

理手法进行雨水收集，雨水可以通过圆弧形的建

一种建筑架空景观的目的一致，但是实现手段完

筑顶盖自然地流入这些水池。（图 17）

全不同。

坡地覆土建筑位于中部靠左的两个地块中

探索成果。

间，市政道路从其底部下穿，地面层为建筑，覆
土坡地从其西侧地面层缓缓上升，与东侧裙楼相
连接。这种设计使得整个建筑变成了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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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景观主要集中在项目的西北地块中，运
用在国际金融街和智慧社区等位置，其主要特点
是运用现有建筑围合的空间，营造体量较小但层
次丰富的景观体系，为身在其中的人带来多样化
的景观体验。其中，屋顶绿化和立面绿化也建议
适当使用。
6. 结语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科技园区的
建设和理念也在经历新一轮的创新和突破。在经
历了“制造型园区”和“投资型园区”之后，创
新要素正日益成为科技园区发展的关键。在传统
的经济效益之外，新型园区将更加关注园区内工
作人员的生活的品质、高级人才的去留和园区企
业的成长。这种“以创新为主体”的、“园区社
区化”的规划理念也将成为中国未来科技园区规
划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
服务业集聚区项目作为这种模式的先行者和实践
者，将为新一代园区的发展，提供具有导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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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国际科技金融与服务业集聚区策划研

大地景观位于项目的西南角，由于此处位于

一个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的产业园区新样板

（3）大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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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背景下基于地区发展需求的城市更新规划
探索
——以深圳坂田南 GX03 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策划与概念规划为例
The Urban Regeneration Research On The Demand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Project and Conceptual Planning of Bantian South GX03 Unit
Redevelopment
高鑫 Gao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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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便进入了 30 年的

plan is proposed. Balancing demands should be the

快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但

priority because the process of urban regeneration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

may face some tough problems, like the chaos of

低、局部地区城市面貌较差等问题。近年来，深

land ownership and different demands of clients.

圳面临可建设用地规模日渐耗尽的尴尬局面，适

GX03 Regenerative Units in this project no longer

时提出了城市更新计划，由于城市更新过程中会

mee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So the

面临众多诸如土地权属不清、业主诉求各不相同

client, as one of the right-holders in these units, has

等问题，更新规划过程中应该考虑多方利益的平

foresee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this area, so

衡问题。本项目所在的 GX03 城市更新单元内现

scp has been commissioned for Urban Regeneration

状早已不符合地区未来发展的需求，作为更新单

research work . Therefore, the point of this project

元内权利人之一的本项目甲方，就是看到了地区

is to ensure its practicability in the future, guide the

未来发展前景所在，委托 scp 开展城市更新规划

regenerative planning to move smoothly in the next

研究工作。因此，本项目的工作重点就是确保项

step and satisfy the needs of clients.

目未来可实施性的前提下，能够指导下一步旧改

【Keywords】Urban Regeneration; Area

专项规划的顺利开展，满足业主的利益诉求。

Development Demands; Project Planning; Urban

【关键词】城市更新；地区发展需求；项目策划；

Morphology Research

城市形态研究
1. 全面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作者简介：
高鑫，邦城规划深圳公司，
规划部副经理。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过

up policy was carried, Shenzhen has been in the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for 30 years and creates

展成为如今中国与国际交往的主要门户、内地与

the well-known 'Shenzhen Speed'. But the rapid

港澳合作的前沿阵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

development has caused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速度”，跻身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逐渐成为国

weakness of land intense use and poor urban portrait

际知名的大都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in some areas. In recent years, the exhaustion of

深圳的发展经验令中国其他内地城市纷纷借鉴和

construction land has been becoming an embarrassing

学习，深圳的发展模式也影响到国内其他城市的

situation for Shenzhen, so the urban regeneration

发展。

处在深港前沿的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原

2.3 城市更新类型多样化

关内四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原关外区域发展

深圳目前存在大量性质不定、权属不清的土

则相对缓慢，差距不断加大。随着特区的扩容、

地，造成了土地权益不清，责权不明等现象，面

深圳一体化推进，推动深圳全面发展成为大势所

临市场经济下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多方利益平衡的

趋。

要求，城市更新既是一次全面的利益的重新分配，
又是一次城市物质资源的重新配置。

2. 城市更新成为未来发展主要方向
按照城市化标准衡量，深圳目前已实现了全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深圳市城市更
新办法》中将城市更新分为综合整治、功能改变、

市域城市化，但是，从城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

拆除重建三类。对于拆除重建类更新项目，政府

度来看，目前诸如土地储备不足、城市化水平较

鼓励权利人在符合相关政策和流程的情况下自行

低等种种困扰已经摆在城市发展的脚步面前。特

改造。

别是在原关外地区，早期的城市快速发展不仅仅
带来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土地资源

3. 坂田 GX03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为了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深圳市近年来启动

市域城市化，但是，从城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

了城市更新规划等工作。

度来看，目前诸如土地储备不足、城市化水平较

2.1 土地储备不足

低等种种困扰已经摆在城市发展的脚步面前。特

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快速扩张建

别是在原关外地区，早期的城市快速发展不仅仅

设，目前已面临几乎无地可用的局面，在用地需

带来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土地资源

求仍然旺盛的情况下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的严重浪费，城市面貌不协调等等问题，因此，

据统计，深圳市域范围仅 1953 平方公里，
2007 年建成区已达到 750 平方公里，实际剩余可

为了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深圳市近年来启动
了城市更新规划等工作。

建设用地仅 200 多平方公里，根据深圳市 2008-

3.1 项目背景

2013 年土地利用规划年度实施计划中建设用地供

GX03 城市更新单元位于深圳市中部组团，

应量数据（表一）推算，5 年左右的时间土地资

属于龙岗区坂田街道管辖区内，面积约 47 公顷。

源就会被耗尽。

北部紧邻华为科技城，南部距深圳市中心区直线

年份

距离仅 8 公里，区位优势明显。基地周边区域交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项目
计划供应
15.4
（平方公里）

27

20.7 19.5 18.7 17.1

表 1：深圳市 2008-2013 年份年度供应统计表
2.2 城市化水平低质化现象普遍
在建成区域中，早年建设的商住混合区、工
业区以及遗留的城中村逐渐出现功能不合理、产

通条件发达，规划地铁 10 号线穿越规划区且设
有站点，可快速接驳高铁站，周边高、快速路网
发达，可便捷的与市区及周边城市联系。
在相关上位规划中，本次项目所在的坂田南
片区未来将成为：
·沿中部发展轴承接福田中心区功能转移的
前沿阵地；

业结构落后、城市面貌差等问题，与深圳现阶段

·沿北部产业带崛起为高新技术发展高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同时也不能满足当地

·可依托国家级高铁枢纽深圳北站拓展其项

居民现在的生活服务需求，亟待更新。
在此背景下，深圳市借助城市更新这一重大
举措，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法严格管理和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这一做法显得尤为重要。

目影响力；
·同时，紧邻华为科技城，可借势服务华为、
配套坂田。
在《坂田南片区城市更新规划研究》中，对
GX03 单元提出了明确的功能定位和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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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城市化标准衡量，深圳目前已实现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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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浪费，城市面貌不协调等等问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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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为以产业升级为主导的高科技企业研

具等加工制造为主，且部分企业已停产；创意产

发、办公及商住配套区；改造模式主要为拆除重

业以传统手造文化和创意企业为主，目前主要集

建和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方式。

中在坂田手造文化街和创意园区内，现状文化产

由于更新单元内现状用地权属主体众多，产

66

业目前仅停留在观光层面，人流量小，活力不足、

权关系复杂，未来改造难度较大，且现状建筑面

缺乏互动性强的文化体验活动和大型商业文化设

临建设年代久远、质量差、使用功能不符合该地

施项目。

区未来发展需求的境地，迫切需要改造更新。本

2） 周边更新态势分析

项目业主作为更新单元内权利人之一，就是看到

周边旧改项目主要以居住为主，缺乏商业、

了该城市更新单元未来发展的前景所在，委托我

产业升级等改造项目，且现状工业用地目前多未

司开展更新规划前期研究工作。

启动升级改造，本项目应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机

不同于政府为主导的改造项目，权利人作为

遇，带动一定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

改造主体，在遵从市场规律，地区发展需求及产

业机会，促进就近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

业升级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注重未来项目的可操

城市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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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和实施性，对市场需求较为敏感。因此不仅

3） 周边项目竞合关系分析

需要设计团队从空间及城市形态角度出发，对项

通过对坂田片区整个项目类型比较，目前以

目具体城市形态进行设计，更重要的是准确把握

住宅项目居多，商业、办公以低端为主，而基地

整个项目在区域中的地位及扮演的角色，作出准

北部华为科技城将作为深圳下一个区域中心，以

确的定位，迎合未来市场的需求，这才是项目未

目前已有项目来看仍不能符合区域发展需求，因

来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项目迈向实施的第一步。

此新的区域级文化综合体项目需求强烈。

3.2 工作思路

4） 项目价值挖掘

基于本项目的特殊性，SCP 建议该项目分为

从项目地块内部特点、自身区位及交通优势，

两部分工作内容，分别为项目策划研究及概念性

周边生态条件、以及地块未来发展潜力等方面挖

城市设计。项目策划研究工作主要在区域环境及

掘未来项目价值。

基地自身条件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项目自
身潜力，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并为实现其
目标制定相应的策略等。概念性城市设计在策划
研究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对规划区未来城市形态
进行研究，展现城市形象。
3.2.1 项目策划研究
（1）自身条件分析
首先对项目内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梳理，找出
图 1：项目价值挖掘

问题，分析周边城市更新态势，以及周边更新项
目的竞争关系，挖掘项目价值并梳理项目自身更

5） 项目更新诉求

新诉求。

土地增值诉求：从深圳市层面来看，原关
内和关外地区存在明显的土地效益二元化结构，

现状产
业分析

→

周边更新态 → 周边项目竞 →
势分析
合关系分析

项目价值
挖掘

→

项目更新诉
求

原关内四区单位土地产出效率远远高于原关外地
区。从基地自身来看，地块内土地开发强度较小，
土地产出效率较低，亟待提升。

1） 现状产业分析

产业转型诉求：基地内的产业目前除了部分

更新单元内现状产业以传统产业和文化创意

文化产业外，大部分为旧工厂，以传统工业和低

产业为主，传统产业以印刷、纸制品、服饰、皮

端租赁为主，产值不高。从坂田片区整体发展来

看，坂田北片区的华为科技城高端产业迅速发展，

文化商业综合体，形成“慢生活”创意社区，满

南片区发展则较为滞后，南北片区发展失衡，成

足人们从物质到精神多层次消费需求。

为坂田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基地要率先引领坂

·构造高端产业体系

田南片区产业转型。

充分融入周边产业集群，淘汰基地内部低端

环境营造诉求：基地内现状环境较差，以旧

经济业态，释放高端产业发展空间，导入智慧型

厂房及旧屋村为主，缺乏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整

高附加值产业，如科技研发、商务办公、金融服务、

体环境品质亟待提升。

文化创意、培训展示等。

（2）定位及发展思路

·营造品质产居环境

在以上对基地全面分析认知的基础上，提出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基地内商务办公、科技研

本次项目规划愿景，发展理念等，并针对未来具

发、文化创意等产业的需求，同时配套综合完备

体发展内容进行功能定位研究，为保障项目未来

的服务设施，如商业服务、公寓、高端住宅等功能，

建设发展的可行性，提出具体发展策略和措施。

营造宜业、宜商、宜居的产居环境。

规划愿景

→

发展理念

→

功能定位

·打造多元产业业态

→ 发展策略

围绕智慧办公、文化创意、休闲商业三大主

智汇坂田、创享领地

文化中心——片区“慢生活”中心，满足创意办

一座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科技文化城

公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智慧中心——满足科技

2） 发展理念

企业高端办公及研发需求，为科技企业提供办公

秉承共融的发展理念，通过本单元的更新，

场所；商业中心——服务于坂田南片区的购物消

优化坂田区域环境品质，和已有的科技、文化企

费、休闲娱乐、居住需求。

业实现联动发展，构筑单元内各个地块的多赢格

3.2.2 概念性城市设计

局，实现从深圳、坂田及基地内部多层面、多角

（1）概念构思

度的融合。

城市更新如同“破茧成蝶”的过程，规划提

3） 功能定位

取蝴蝶展翅飞翔的形态进行整体构图，寓意基地

从使用者的角度提出“舞台经济”的概念，

未来将通过城市更新释放更多的价值空间，为周

为实现“深圳梦”提供一个创业乐享的舞台，满

边地区营造一个魅力四射的产、居、商综合核心

足人们对事业、物质及精神三个层面的追求。

区。

图 2：功能定位
4） 发展策略
基于对基地土地增值诉求、产业转型诉求以
及环境营造诉求的分析，规划提出四大策略实现
地块的更新升级：
·创造地块核心文化价值
通过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文化、居住与商业
的融合，打造配套华为、服务龙岗、面向深圳的

图 3: 规划构思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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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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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项目策划研究为依据，秉承融合发

东部的文化创意轴以“文化营销”为主导，发展

展的理念，体现基地内“以产业升级为引领、以

文艺表演、书店、美术馆、文创产品交易展示等，

产业链整合为带动、以产业间跨界交融为目标”

是坂田的“慢生活”中心。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

的理念。进行具体功能布局：基地西侧为科技产

产业互补联动，在商业中心完美融合，打造全方

业片区；东侧为文化创意产业片区；中部为两侧

位一站式的消费平台。

服务的商业居住综合片区；中部以南为保留现状
的综合整治片区。

以智慧大厦和酒店与高级公寓综合体分别布
置在五和大道两侧，形成龙岗区高科技产业南大
门的形象。在商业核心区布置造型独特的“科文
交互中心”，构成园区视觉中心。周围环绕流畅
舒展的未来感造型的商业裙房，共同构成向心聚
集的城市客厅形象。通过建筑的前卫设计，布置
若干交互平台及表演舞台，营造一个魅力四射的

图 4: 城市形态构思模型一

商业中心，一个永不落幕的城市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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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市形态构思模型二
图 7：沿街城市形象示意图

（2）城市形态设计
城市形态设计在 GX03 城市更新单元内核心
地块展开，规划形成“三心 + 三轴”的规划结构。
三心：智慧中心、交互中心、文化中心；三轴：
科技智慧轴、交互融合轴、文化创意轴。

图 8：交互中心建筑示意图

图 6: 规划结构图
智慧中心、文化中心分别引领东西两侧地块，
西部的科技智慧轴融入华为“智慧增长”理念，
打造智慧商务港，满足企业高端办公及研发需求。

图 9：内部空间环境示意图一

诉求。
《深圳坂田南 GX03 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策划
与概念规划》作为该单元旧改更新项目开展的前
期重要工作，旨在明确该项目未来发展方向及思
路，并对未来城市形态进行初步设想，下一步能
够引导旧改专项规划工作的顺利开展，力争保障
社会、政府、业主等多方利益需求的均衡，希望
图 10：内部空间环境示意图二

深圳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多一些理性与计划，少
一些盲目与冲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
令（第 211 号）
【2】表一数据来源：2008-2013 年深圳市近期建设
与土地利用规划年度实施计划。

图 11：城市形态效果图一

图 12: 城市形态效果图二

4. 总结与思考
深圳这个快速发展了 30 年的城市，如今在
新的发展需求下，城市更新项目正如火如荼的开
展着。对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更新项目，主要以市
政及公共服务设施为主，为居民提供社会公共服
务，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不以个人意愿而改变。
而对于以企业、开发商等业主为主导的更新项目，
则是在保障该地区公共配套设施，符合市场规律
及地区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更注重项目的可实施
性，满足地区发展需求的同时满足权利人的利益

高鑫

念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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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园区城市设计探讨
——以沈阳环普新加坡产业园启动区城市设计为例
Discussion on Urban Design of New Industrial Park
——Based on the Case of Urban Design for Starting Area in Shenyang 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
刘成成 Liu ChengCheng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

【Keywords】new industrial park, special layout,

断加快，产业新城的规划建设思路也产生的重大

traffic diversion, landscape design

改变，单纯的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产业新城建设的
唯一目的，越来越多的产业新城在建设中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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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品质不高，能耗污染过大，园区空间缺乏特

铁西新城是沈阳乃至全国产业发展的示范

色，交通系统混乱，配套设施落后等问题；绿色

区，是东北产业复兴的重要引擎，而宝马汽车城

低碳，智能高效，可持续性，人文特色已经成为

是目前铁西新城发展建设的重要项目，汽车年装

当下工业园区建设的趋势。本文将以沈阳环普新

配量能达到 20 万辆，将带动周边一系列汽车配

加坡产业园启动区城市设计为案例，来探讨新型

套产业的发展。沈阳环普新加坡产业园位于沈阳

工业园区的设计思路。

经济技术开发区，宝马新城内部，紧邻汽车总装

【关键词】新型工业园区；空间布局；交通分流；

厂和发动机厂，总规划面积 13 平方公里，其中

景观设计

启动区城市设计范围面积 3.3 平方公里，本项目
城市设计范围不仅是沈阳环普新加坡产业园的启

【Abstract】Follow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动区，同时也是整个宝马新城的重要门户。
（图 1）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recent years, ideas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or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is undergoingmajor transformation. Nowadays The
purpose of planning and building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is not only emphasizing theeconomy, we
should 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which appear
in construction, such as low quality environment,
heavy pollution, lack of special features, disabled
traffic systems, backward infrastructures and so
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nstruction trends of

作者简介：

new industrial park are green, intelligent,efficient,

图 1：项目区位

sustainable and with humanity characteristics. Under

启动区西北面紧临二十五号路与宝马总工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厂隔路相对，东北面紧邻的宝马大道是外界进入

thoughts of new industrial park based on the case of

宝马新城的重要通道，东南面紧临快速路大堤路，

刘成成，邦城规划成都公司，starting
规划师。

area urban design for Shenyang 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

是园区重要的形象展示界面，同时也和浑河生态
绿地相望。基地整体用地基本平坦，交通便利，

且区位优势明显：以区域视角来看，基地能有效

一优势，打造环境品质优秀，强化内部空间特色，

依托宝马汽车总装厂、发动机厂及周边配套产业

并通过相关的技术手段提高资源利用度，降低园

发展汽车零配件制造、科技研发、仓储物流产业

区碳排放量，减少能耗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现代

的潜力；浑河体育公园紧邻基地南侧，为沈阳环

化产业园区将是本次城市设计的重点。

普新加坡产业园提供了优质的生态基底；另外基

启动区内除了工业厂房单元以外还配套有研

地北侧已经确定将布置 40 公顷的物流用地。（图

发中心，便利中心，员工集宿区等设施，如何布

2）

置设计这些配套设施将直接决定未来产业园的整
体品质，其中员工集宿区在传统的思路中被认为
是相对杂乱，难以管理的对环境容易产生负面影
响的区域，规划设计将不仅仅在空间形态上对此
区域进行设计，还将从交通引导，优化管理模式
等方面入手，提升集宿区的环境品质和景观形象，
为沈阳环普新加坡产业园打造新的亮点。
3. 设计思路

2. 设计难点

发商的诉求，明确了本次城市设计的八个目标：
（1）设计方案具有可实施性，符合当地政
策法规。

沈阳环普新加坡产业园启动区内建筑类型以

（2）启动区具有良好的区域形象展示功能。

厂房建筑为主，其中包含通用厂房，定制厂房，

（3）该区域可以与本区域的产业经济主体

高层厂房，仓储物流等多种类型，如何解决产业
单元的均好性，使各产业单元均有良好的交通可
达性和形象展示面是本方案设计的重点。规划设

宝马工厂高效衔接。
（4）设计的产业单元产品必须是灵活可变
的，以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计需通过合理布置道路网络分解地块，设置客货

（5）保证经济效益，土地集约利用。

分流的交通系统提高各个产业单元和其他配套功

（6）拥有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能单元之间的交通效率，空间上针对不同厂房建

（7）打造良好的园区环境，改变以往工业

筑的空间特点合理布局等多种方式做出解答。
围合启动区的宝马大道和大堤路是重要的园
区形象展示界面，而传统的工业产房一般缺乏特
色，界面起伏变化较为单调不利于重要道路形象

厂房区环境品质低下的印象。
（8）设置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确保园区
生活的便利性。
本次城市设计以这八个设计目标为出发点，

界面的打造，规划设计中通过适当调整功能布局，

提出了三个设计愿景：一座高效智慧的汽车配套

合理设置区域地标节点，设计多元化的道路景观

基 地； 一 片 承 接 宝 马

空间等手法来优化园区界面形象，满足工业园区

王 国 的 靓 丽 园 区； 一

良好整体形象的诉求。

个具有示范意义的现

传统的工业厂房单元内部空间品质一般较

代 产 业 园， 并 以 此 为

差，地块内部的开放空间与货物堆场等空间难以

基础提出相关设计策

区分，造成内部空间杂乱无序，可识别性差等问

略指导整个启动区的

题，另一方面本项目的甲方普洛斯集团在工业物

空 间 形 态， 寻 求 相 应

流园的建设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在未来的开

的设计亮点进一步提

发建设中拥有先天的资源整合优势，如何利用这

升园区空间品质。( 图 3)

图 3：设计思路

刘成成

图 2：基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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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策略及设计亮点

仓储物流用地，研发用地和配套需要的便利中心

规划从土地价值的角度出发，确定规划结构， 和集宿区用地的诉求从交通便利程度，客户贴近
确保方案布局不会与可实施性和基本的经济效益

程度，空间展示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到最

发生冲突。我们通过研究本次城市设计涉及到的

为合理的用地布局模式，并以此为根据进行深化，

几类产业类型：定制厂房用地，通用厂房用地，

提出设计策略。（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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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土地价值与功能契合度解析
4.1 区域契合，构建功能协作发展的结构

发单元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研发创

3.3 平方公里的启动区位于环普产业园东侧，

新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工业生产利用研发技

紧邻宝马工厂，南部紧邻大堤路和浑河体育公园， 术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同时服务配套设施为规
基地北侧和东侧的宝马大道和大堤路是两条快速

划区内所有功能单元提供配套服务，支撑整个功

路，通过它们可快速连接到沈阳市外环，京沈高

能，将生产，物流联系成一个整体。最终在整体

速，地铁三号线和沈辽城际铁路从启动区外围北

的功能结构的布局中提出了“产业关联，功能有

侧通过，靠近这些重要的交通设施的地块拥有更

机”的概念，从而建立良好的“研发—零部件制

好的区位交通优势，而靠近宝马工厂的地块有利

造—整车生产—物流”的产业空间体系。（图 5）

于形成产业集聚。规划设计将这些因素进行通盘
考虑，尤其是针对物流片区和产业片区合理布局，
将规划设计的着眼点定位在整个区域，使启动区
的功能布局能和整个区域契合。
将眼光放在启动区本身，则是强调内部的功
能协作。将生产单元作为整个启动区的核心功能，
物流单元和研发单元均围绕生产单元进行布置，
在空间上形成完整的“研发—生产—物流”的产
业链条，物流仓储为工业生产提供直接的原料输
入，工业生产为物流仓储提供产品输出；生产研

图 5：以“研发—生产—物流”产业链条为导向
的空间布局模式

具体措施包括合理分配工业区内通用厂房和

客运为主兼顾货运功能，并与快速公交线路结合，

定制厂房的比例，明确工业区以通用厂房为主，

组织基地内部客运及货运出入口，并在二十五号

定制厂房为辅；工业区内零部件生产单元的空间

路设置人行出入口，实现适度的客货分流。( 图 7)

需最大程度集约化，集中化；通用厂房区和定制

4.3 丰富产品，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厂房区将纵向布局，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零部

为了丰富产品类型，将启动区内的工业厂房

件企业之间，零部件企业与宝马总装厂之间建立

产品分为大型定制厂房，小型定制厂房，大型通

高效的衔接；物流园布置于对外交通最为便捷的

用厂房，小型通用厂房，多层厂房，仓储物流，

区位，同时内部组织交通系统，保证其与产业用

智能仓储等多种类型。规划设计通过分析各类型

地间的便捷联系。（图 6）

工业厂房的建筑特点，空间形式，从园区整体的
空间形态，功能组织入手对这些不同的空间载体
的布局进行通盘考虑，保证其实用性的前提下使
园区工业厂房区的空间形态有序美观。另一方面
针对这些产品的不同特点，研究具体到各标准单
元地块内部的各功能建筑的布局模式。在充分考
虑内部空间围合，货流客流组织，沿街界面塑造，

( 图 8)

图 6：土地价值与功能契合度解析
4.2 便捷高效，建立适度分类的交通模式
将启动区内部的产业地块的出入口按客运出
入口、货运出入口和人行出入口进行分类，通过
对地块不同出入口位置的界定，引导货运交通和
客运交通进行适度的分流，尽量避免货运交通流

图 8：通用厂房和定制厂房区布局模式

与客运交通流和步行人流的相互干扰，为货物运
输提供高效通道的同时，也有效保障了工业区客

最终的方案中将大型联排通用厂房沿二十五

运和人行的交通安全。具体方法是将启动区内部

号路、二十六街、大堤路布置 , 使重要的道路界

东西向次干道规划为货运主要通道，主要货运出

面保持连续性；小型通用厂房由于入驻企业较多，

入口均设置在次干路。其余园区内部道路功能为

交通量大，结合中间东西向交通次干路布置，有
利于交通疏散，并与物流园交通联系便捷，最大
化简化货运交通流线；在每一个通用厂房单元内
设置 1~2 个智能仓库，位置尽量靠近中间东西向
交通次干路，发挥环普智能物流的整合优势；将
大型定制厂房布置在二十五号路两端，与宝马工
厂在空间体量上相呼应，彰显园区的实力；将小
型定制厂房设置在大型定制北侧，空间上起到承
接南北、平滑过渡作用；最后基于多层厂房企业
货流量低、对环境影响小且生产产品科技含量高

图 7：适度客货分流的交通模式

的特点，将高层通用厂房与研发区结合，有益于

刘成成

房单元的基本模块，以此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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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快速公交站点衔接等方面后给出各类型工业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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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园区富有科技感的整体形象。( 图 9，图 10)

图 11：二十六街将成为重要形象展示道路
设计将便利中心和员工集宿区整体打造，
分别从道路界面，空间廊道，内部开放空间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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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进行设计，其中集宿区改变以往的封闭的
图 9：土地价值与功能契合度解析

宿舍管理模式，采用开放的公寓模式，并对公寓
的类型进行分类，满足不同的需求，同时将大面
积的中心绿地和班车站点进行空间上的联系，最
大化简化上下班交通流的同时提高绿地景观的使
用率，提升集宿区的整体形象和空间品质（图
12）。另一方面包含高层厂房和研发中心的研发
区也一并进行设计，将最具特色的建筑研发中心
靠近整个启动区的入口布置，展示独特的园区形
象；同时高层厂房的设计主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
整体呈组团式布局，保证每个研发组团有独享的
内部庭院式空间，并且设置内外两个环路的内部
道路系统，确保外围的机动车流不会对内部的中
心景观造成过大的干扰。通过这些不同的人性化

图 10：总平面图
4.4 重点打造，塑造独特区域形象

设计使标志性的区域更具特色，从而加强园区形
象特色。（图 13）

通过分析基地内的道路在区域交通中所扮演
的角色可以发现连接宝马工厂和启动区的交通通
道中宝马大道为快速路，是主要的过境通道，因
此联系宝马工厂和启动区内部的道路二十六街将
成为重要的形象展示道路。在布局上将便利中心，
研发中心等特色功能建筑靠近此道路布置，延续
宝马工厂的特色形象；另一方面对于道路两侧的
集宿区和高层厂房区进行更为详细的空间设计，
连点成线打造入口形象。（图 11）

图 12：便利中心和员工集宿区整体打造

4.5 园区形象界面的打造
通过强化启动区内重要道路的道路景观提升
园区整体的形象界面，通过分析各条道路的区域
角色确定相应的道路景观设计理念（图 15），
其中大堤路作为重要的过境展示界面，面对较快
速的过境交通展示园区形象选择堆土围合和大尺
度绿化的设计理念，利用不同层次的树阵和高低
图 13：具有独特形象的研发中心

起伏变化的微地形使道路景观界面产生韵律感；
二十六街作为园区的形象展示大道其道路景观采

在整体空间形态布局遵循上述四个策略之

用“动态网络”的设计理念，设计以构建不同层

外，城市设计方案还从细部着手，为启动区赋予

次的植物景观为主，植物以树阵、剪灌两种形式

了更多的亮点。

重复交替出现，结合具有韵律感的网格形成强烈
的序列感，局部种植大乔木，成为景观视觉焦点，
并在节点处设置园区文化景观构筑物及景观墙；
二十五号路是分隔宝马工厂和启动区的道路，是

的设计理念，考虑进入式的开放性绿地，简洁大
气的小空间结合“流动花园”进行组合重复，形
成动态的发展空间，并在节点处设置企业 LOGO
图 14：整体鸟瞰

及文化雕塑等。（图 16）

图 15-1：各重要道路的区域角色

图 15-2：各重要道路景观节点示意

刘成成

要场所，两侧为企业工厂，设计采用“流动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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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企业展示界面，此主干路是人群聚散的主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4.6 具有示范意义的现代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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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智能化工业园区设计概念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一的生产功
能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园区的需求，横向上产
业链条向两端延伸带来的空间格局变化和纵向上
更完善的相关城市配套功能的引入都将是未来工
业园区发展的趋势，作为设计师应该在这些大趋
势下结合各方诉求，突破以往单一对空间形态的
关注，探寻新的工业园区设计思路，以适应新发
展。

新加坡的雨水管理
Storm water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陈淑鹏 Chen ShuPeng

【摘要】新加坡将采集雨水作为获取淡水的主要

采地下水，以防止地面沉降，因而获取水资源的

途径，为实现雨水汇集的目的，在全岛范围内大

主要途径就是采集雨水。新加坡一位政府部长曾

兴水利设施，强化水源零污染意识，通过高效的

说过：“每一滴落在新加坡土地的雨水，我们都

雨水管理和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

会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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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雨水的方法。

1. 集水区计划
经过多年的实践，新加坡政府成功地采取了

【关键词】雨水管理；集水区；源头；路径；接

适合岛国特色的集水区计划，在规划建设、环境

受器

保护和综合利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

【Abstract】Collecting storm water is the main

尝试，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

way to obtain fresh water in Singapore. To collect

1.1 集水区规划建设

storm water, Singapore put great effort into water

新加坡地处热带，赤道型气候明显，长夏无

conservancy and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water

冬，降雨充足，年均降雨量在 2400 毫米左右，

zero pollution. Through efficient storm water

每年 11 月到 1 月为雨季，雨水较多，降雨特征

management and support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为密度高、持续时间短、分布面积小。由于没有

Singapore solve the shortage of water around the

河流，新加坡的主要水源就是降雨，因此修建了

islan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

许多蓄水池，水通过集水区收集流入蓄水池，输

watershed plans for Singapore and a “source-

送到水厂进行处理后进入供水管网系统。

pathway- receptor” approach that covers

陈淑鹏

集水区计划和“source- pathway- receptor”全面

新加坡的雨水管理

全岛的缺水问题。本文剖析了新加坡独具特色的

集水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受保护集水区、

Singapore’s entire drainage system.

河道蓄水池以及城市骤雨收集系统。中央集水区

【Keywords】storm water management; watershed;

为受保护的集水区，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其土

source; pathway; receptor

地专门用来收集雨水，因而有着高质量的原水。
随着用水量的逐步增加，中央集水区已经无法满

新加坡国土面积 71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足供水需求。1971 年，新加坡开始实行第一个非

540 万，水资源总量 6 亿立方米，人均拥有量排

保护集水区的供水计划，即利用河流建造蓄水池。

名世界倒数第二，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据统计，

2005 年 7 月，新加坡政府不惜斥资上亿美元，开

新加坡日均用水量 110 万～ 130 万立方米，年均

工建造滨海堤坝，把滨海湾开发为一个大型河口

供水量 4.8 亿立方米，其中约一半水量从邻国马

蓄水池，2007 年年底建成后，它的面积等于新加

来西亚的柔佛水库经管线引入，另一半则从境内

坡总面积的 1/6。另外，新加坡几乎每栋楼顶都

陈淑鹏，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本土采集。受岛国地质条件限制，新加坡严禁开

有专门用于收集雨水的蓄水池，雨水经过专门的

规划师。

作者简介：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管道输送到各个水库储存，由水泥建成的规模较

将有污染工业和有潜在污染的工业安置在非集水

大的暴雨集水池有 8 个。

区；禁止在集水区内饲养有蹄动物；在蓄水池的

新加坡分为三大集水片区：西部集水区、中
部集水区和东部集水区（图 1）。据统计，新加

周围建立绿化带；当发展新镇公共组屋时，限制
建筑物的密度等。

坡国土面积一半是集水区，总库容接近 1 亿立方

1.2.2 监测水质及控制污染

米。马洛蓄水池及其设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采

早在 1971 年进行第一个非保护集水区的供

集城市居民区雨水的现代化集水工程。新加坡政

水计划时，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就成立了一个污染

府计划在 2009 年把滨海盆地围成一个大水库，

监测小组。小组成员执行例常的野外勘察，监视

并建造“实里达 / 实龙岗”蓄水池，并把所有蓄

及阻止在集水区倾倒废物等污染活动。另外，每

水池连接起来，使集水区范围增至全国土地面积

日由公用事业局中央供水检验室检验从原水的水

的三分之二。

源、净水厂、净水库、配水网络及客户处抽取的
样本。水务部门通过这些日常监测，确保供水质
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1.2.3 废污排放
新加坡是世界上带头推行两种水沟并行系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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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一，能分开收集雨水和用后的废水。新加坡
政府环境部和水资源部负责管理当地的污水系
统，在反污染方面执行严格的管制条例，污水处
理厂必须将污水处理到符合标准的水质后才允许
排入大海。针对工厂、居住区、商业区等不同情况，
政府都有详细的排污规则，并按时进行升级和改
进。例如：如果工厂排出的污水不符合所规定的
标准，其必须建立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在新加坡
图 1：新加坡集水分区图
图片来源：www.pub.gov.sg

所有的建筑物上装置现代化的卫生设备；所有住
宅区内的沟渠都必须加盖；更新垃圾收集中心及

1.2 集水区的环境保护

垃圾槽的设计以减少污水的泄漏；更改住宅区楼

新加坡政府对于集水区的环境保护十分重

下地面的倾斜度，以便使清洗地面后的水能够排

视，制订出台了严格、详细的规定，主要分为以

入污水管；在建筑工地实行各项控制污染措施；

下三个方面：

将小贩迁移到有完整废物排放设施的小贩中心或

1.2.1 工业布局和用地规划
公用事务局（PUB）与规划发展机构共事，

场所。
1.3 集水区的综合开发

在新镇或其他项目开发之前为排水系统预留土地

公用事务局还引进了“ABC 水计划”，将

执行新的排水方案。比如，早在建屋发展局开发

功能性的排水设施转变成社区使用的活力水道。

榜鹅和盛港住宅区之前（2000 年），公用事务局

“ABC 水计划”发起于 2006 年，是公用事务局

已经完成了榜鹅水道的排水改善工程。淡宾尼北

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花园城市的项目之一。这

和 Bidadari 新镇都是在开发之前就完成排水方案。

个想法是把新加坡最广泛的水道、运河、水库组

政府规定，在策划新的供水发展计划时，要

成的水系网络结合周边的环境创造优美的社区空

评估现有的环境条件，严格控制、管理与供水计

间，让市民更加亲近水。除此之外，
“ABC 水计划”

划不相适应的施工建设，保护集水区环境以确保

的水处理还以生物滞留功能为特色，比如盆地、

原水的水质。这些措施包括立法、管制土地的应

湿地，这些可以减缓径流高峰值。加冷河 - 碧山

用、征用土地、迁徙非法住户和反污染等。例如：

公园是 ABC 方案下的旗舰项目之一 , 是第一个在

热带地区利用土壤生物工程技术（植被、天然材
料和土木工程技术的组合）来巩固河岸和防止土
壤被侵蚀的工程。公用事务局“ABC 水计划”的
目的是改善水环境质量和市民的生活质量。

如儿童游乐场和停车场。
2.1.1 乌 节 路 百 货 商 场 的 屋 顶 花 园 Orchard
Central Mall Green walls（图 3、4、5）
屋顶花园的植被能够截获雨水，通过植物蒸
腾作用散失到大气中，从而达到减少径流到达排

2. 一个全面管理雨水的方法

水管道的效用。

为了达到更好的排水和满足新的防洪标准，

乌节路中央商场的屋顶花园拥有一个从 11

公用事务局采取了“source- pathway- receptor”

楼延伸至 12 楼的 13 米高的大绿墙，绿墙使用全

的方法（图 2），覆盖了新加坡整个排水系统，

自动滴管技术，绿墙前面耐践踏的草坪选用的是

解决防洪不仅从雨水流经的水道和运河（路径

新加坡本土草种牛肯草，草坪中央有草间弥生的

“pathway”）下手，还包括产生雨水径流的区域

艺术作品。

（源头“source”）和可能会洪水泛滥的区域（接
受体“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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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乌节路中央商场位置图
图片来源：www.greenroofs.com

2.1 源头“Source”解决方案
雨水落在不同的表面，或通过土壤渗透，或
通过地表径流进入下水道。那些产生地表径流的
区域被认为是源头“source”。
源头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减缓从建设地区流入
公共排水系统的地表径流。减缓措施主要包括污
水沉淀池、生物滞留槽（也被称为雨水公园）和
湿地池。通过私人和公共开发的通力合作，源头
解决方案作为途径解决方案的补充，可以改善集

图 4：乌节路中央商场屋顶花园
图片来源：www.greenroofs.com/

水区的防洪。
公用事务局致力于提高水道、沟渠（也就是
路径）的承受能力，开发商们也有义务缓解城市
化进程对城市带来的不利影响。公用事务局提出
新的地面排水行为准则，自 2014 年元旦起正式
实施。要求开发商新建或重建项目时实行现场截
流沉淀，减少至少 25-35% 的地表径流，缓解排
水系统压力。这些措施可以位于建筑屋顶、地面
或者地下，也可以位于一些美化市容的空间，比

图 5：乌节路中央商场屋顶花园垂直绿化细部
图片来源：www.greenroofs.com

陈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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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source- pathway- receptor”示意图
图片来源：www.pub.gov.sg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2.1.2 格 林 伍 德 避 难 所 的 干 池 塘 Greenwood
Sanctuary @ Admiralty（图 6、7、8）
降雨时节，地表径流会从周边区域汇集到这
个干涸的池塘，并通过池塘里的植物过滤而后渗
透至地下的过滤槽。不下雨的时候，池塘中的草
坪区域就可以用来开展娱乐休闲活动。
图 9： Balam estate 雨水公园
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Asia report
2.2 路径“Pathway”解决方案
在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区域，都有无数根下
水管道，把雨水运输到运河和河流最终进入水库
或者大海。这些下水管道、运河和河流就被称为
路径“pathway”。
图 6：格林伍德避难所公园鸟瞰图
图片来源：www.sila.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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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开挖新的运河或者引水渠。在高密度建成区，
尤其是排水沟非常贴近道路、绿地和私人财产，
如果要不对公众造成破坏，就只有非常有限的空
间用来拓宽排水沟和水渠。这种时候，可以有一
个替代方案，通过设置集中的污水沉淀槽（或者
池）临时存储多余的径流。待到暴雨过后，这些
存储的径流再释放到水道。
公用事务局考虑到集水流域的大小，未来城
市发展的水平和降雨强度，为每一个区域的水道

图 7：格林伍德避难所公园干池塘（旱季）
图片来源：www.sila.org.sg

沟渠的承受能力做出判断。鉴于新加坡这些年降
雨量增加，降雨频率也增强。2011 年，公用事务
局提高了排水设计标准。每个集水区的排水系统
的承受能力根据它的大小都提高了 15-50%。
2.2.1 武 吉 知 马 运 河 Bukit Tmah canal（ 图
10、11）
2013 年，为了达到新的设计标准，武吉知
马运河自 Jalan kampong Chantek 至 Maple Avenue
的一段被加宽和挖深。

图 8：格林伍德避难所公园干池塘（雨季）
图片来源：www.sila.org.sg
2.1.3 巴拉姆社区雨水公园 Balam estate rain
garden（图 9）
地表径流首先通过表面高密度植被区过滤，
然后通过设计过滤介质层。经过过滤的径流通过
位于底部排水层的一种多孔管收集并排放到附近
的水渠。

图 10：河道升级之前
图片来源：www.pub.gov.sg

2.3 接受器“Receptor”解决方案
洪水的产生一般有三个因素：1）径流峰值
超过排水管道的承受能力；2）局部地势低洼；3）
排水系统遭到堵塞。洪水会破坏各种基础设施，
比如道路、建筑、地下空间。那些会被洪水影响
的地方被称为接受器“receptor”。
接受器解决方案是为了保护基础设施免受
图 11：河道升级之后
图片来源：www.pub.gov.sg
2.2.2Kallang river 加冷河——碧山公园（图
12、13、14）
为了满足因城市化发展而增加的雨水径流排
放，加冷河从笔直的混凝土排水道改造为蜿蜒的
天然河流。遇到特大暴雨时，紧挨公园的陆地，
可以兼作输送通道，将水排到下游。碧山公园是

洪水破坏，可以分为两大类：结构性的和非结构
性的。结构性措施包括抬升道路标高，建筑物的
平台标高（图 15），地下设施和地下空间的入
口标高（也叫顶部高程）（图 16），还包括安
装机械防洪设施，比如防洪墙（图 17）。非结
构性措施包括定制暴雨警报，实时监测新加坡水
道的水位更新，实现先发制人的洪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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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启发性的案例，它展示了如何使城市公园作
在一起，起到洪水管理、增加生物多样性和提供
娱乐空间等多重功用。

图 12：原先的混凝土排水道
图片来源：www.landezine.com

图 15：抬升建筑物入口平台标高
图片来源：Photograph by Simon Claessen on Flickr

图 16：抬高地下车库出入口地坪标高
图片来源：www.pub.gov.sg
图 13：现在蜿蜒的天然河流
图片来源：www.gooood.hk

图 14：河道改线图
图片来源：www.gooood.hk

图 17：防洪墙
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海峡时报》

陈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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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基础设施，与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巧妙融合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3. 结语
发展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暴
雨水灾频繁的问题，在城市里开展雨水管理对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颁发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
范》，中国的雨水综合利用也逐渐得到重视，但
是起步较晚，研究不够系统，管理滞后，相较于
新加坡存在不小的差距。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加
强雨水管理技术研究，推动管理体制的创新，建
立适合国情的法规和标准，真正实现雨水合理有
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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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健康水网构建之风河实践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Hydrographic Net in Wind River

杨春梅 Yang ChunMei

【摘要】文章借助 GIS 辅助分析手法，采用系统

simulation; Space control; Elastic water containing

论的分析方法，以青岛市黄岛区风河为例，尝试

facilities; Waterfront activity

探讨城市健康水网系统研究的整体思路和工作方
法。在流域层面重点解决河流水系的框架搭建以

1. 前言

水系与周边开发用地之间的良好互动，营建充满

依水而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与河

活力的滨水空间；在微观层面重点通过生态技术

流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从最初的依河而

的运用来营造健康的水环境。通过从宏观到中观

建到现在众多河流水网穿城而过，城市与河流之

再到微观层面的系统研究，希望提供一个水友好

间形成了一种更加紧密和复杂的耦合关系。针对

型城市的构建模型，用以指导城市的健康水网构

这种类型的城市，如何构建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

建，为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健康发展持续提供新鲜

相对完整的水系空间的研究体系，正是该篇文章

的血液。

希望做的尝试和探索。将河流与城市看成一个整

【关键词】城市健康水网；径流模拟；弹性水容

体的有机生命体，分析河流对这个有机生命体的

设施；空间管控；滨水活力

影响，以及怎样理顺水系和城市的关系，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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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最初的城市大多

城市健康水网构建之风河实践

及水资源的调蓄问题；在中观层面重点解决河流

研究成果可以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在城市的规划建
【Abstract】With the help of GIS aided analysis

设和实施中得到实际运用。

technique,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
in the Wind River Qingdao Huangdao district as
an example, try for the overall ideas and metho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y water system.
At the watershed level key solution framework of
river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olve a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surrounding development at the meso level
图 1: 风河现状

focus on waterfront space construction,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at the micro level focus on the hope

2. 项目概况

that through the ecological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风河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原胶南市）境内 ,

and create a healthy water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发源于城市西北部的低山丘陵地区，穿城而过后

overall research of micro level.

在东南方向汇入黄海。主干河流全长 27 公里，

【Keywords】Urban; healthy; water vein; Runoff

杨春梅，邦城规划深圳分公司，

流域范围 318 平方公里。随着青岛西海岸经济带

设计部经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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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原胶南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从原来

双珠嵌云、九龙归海”来概括。而其中的“九龙

的县级市跃升为西海岸经济区的服务中心，新的

归海”指的就是穿城而过的九条水系，其中最大

定位和新的发展契机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城市建

的一条“龙”就是风河。

设。在这个过程中，风河与城市的关系会发生怎

风河是胶南的母亲河，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样的变化？在新的城市结构中承担着怎样的功

前，胶南城市是位于风河北侧单侧发展的；到了

能？又如何在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避免对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胶南

风河独特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破坏？正是在这

首先实现了跨河发展，并逐渐沿风河两侧向东南

样的背景下，启动了风河项目的规划设计。该项

向的海边灵山湾方向发展；到了 21 世纪初，城

目的业主方非常有远见的设定了工作的内容是两

市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沿着临山湾向北发展对接青

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风河流域范围内的总体河流

岛。到了现在，随着西海岸经济带的建设，胶南

水系规划和梳理，另一个层面是局部重点建设地

城市定位的提高，单独的沿河或者拥湾发展都不

块的详细城市设计。这样很好的体现了系统和局

能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了，城市必然进入到山水

部之间的整体协调性以及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

湾一体化的发展时代，从湾区沿着风河向风河上

衡。

游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新的发展趋势下，风河在城市结构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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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随之变得更加突出，可以将之概括为城之脊、
文之衍、水之经、叶之脉和游之廊。风河仿佛是
城市的生态脊柱，串联其众多的支流水系和城市
建设用地，就如同植物的主经脉，所有的能量输
送和物质循环都要通过这个大动脉来输送到城市
的各个毛细血管。重要的公共空间、人的活动也
会沿着风河两侧蓬勃展开，所以，风河也必将会
是胶南城市文化传承和演绎的主要廊道。
图 2: 黄岛区位图

萌芽时代
1940-1970 年代：城市育于风河北侧

图 3: 风河工作范围图
3. 风河与胶南城市的关系演变
胶南城市背山面海，众多河流穿城而过，自
然山水格局独特。可以用“离岛为案、群山列屏、

风河时代
1990 年代：城市跨河发展，并逐渐沿风河两侧
向灵山湾发展

营建，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共同解决
水质污染的问题；最后是在水量和水质保证的基
础上，构建健康的滨水活力生活。
4.1 水资源的合理管控
胶南城市常年降雨少、蒸发多，是一个严重
缺水的城市。风河在横贯城市的过程中，同时承
海湾时代
2000 年代：城市主要方向沿灵山湾向北发展
对接青岛

担了上游的农业灌溉和城市 50% 以上的饮用水
水源，城市下游的河道常年处于缺水状态，很难
展开滨水活动，没有了水，滨水空间的设计和特
色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所以，首先是要解决水
资源不足的问题。
4.1.1 合理布局小型调蓄水库
规划借助 GIS 辅助分析工具，首先构建风河
流域的径流模拟模型，再现流水过程，划分子流
域，模拟排水点。根据各个子流域的汇水面积和

更多的降雨，来补充非降雨时期的水量需求。
径流模拟模型：
△ W=Q 入 -Q 蒸发 -Q 渗漏
Q 入 =A 流域 ×200mm/1000 (m3)
山水湾城一体化时代

Q 蒸发 =A 水域 ×946.1mm/1000(m3)
Q 渗漏 =Q 入 -Q 蒸发（m3）

4. 健康水网构建
风河对于胶南城市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但
是和很多城市的河流一样，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缺乏对河流的殷切关注，粗暴而目光短浅的攫取
眼前所需，导致河流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
的破坏。对于风河而言，目前主要存在以下方面
的问题：水资源的严重不足，上游农村地区的垃
圾倾倒导致的水体污染以及沿河滨水空间的功能
单一、活力缺乏等问题。针对风河存在的以上问
题，健康水网的构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首
先是水资源的合理管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也可以说是多与少的问题：胶南城市一方面严重
缺水，一方面又存在洪涝灾害，其中深层次的原
因就是水系统缺乏弹性设计，或者说自然的水系
统本身是具备弹性的，后期的人为建设破坏了这
种弹性。在水资源管控方面重点就是恢复具有弹
性的水资源储备空间。其次是健康清洁水环境的

注：1. 胶南市 2011 年蒸发量为 946.1mm
2. 该地区降雨量为 730， 径流深度取 200mm
3. 中等渗透水平计算年渗透量取 15%（1020%）

杨春梅

情况，设置库容合理的小型水库，以在雨季储蓄

城市健康水网构建之风河实践

出水点的位置，结合现状出水点区域的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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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子流域分区图

图 6: 径流模拟及出水点分布图

通 过 以 上 的 分 析， 计 划 共 在 风 河 流 域 新

间。这些区域将会是沿河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

建 13 处 小 型 水 体 进 行 蓄 水， 湿 地 总 面 积 达

域，对于河流甚至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都有

13.52KM2 , 可以新增库容 3126.6 万 M3 , 这对于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有效补充地下水。

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

4.1.3 其它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方式

这些水体将会改善周边区域的环境品质，提高周

对于水资源的合理管控，除了上面提到的通

边区域的土地价值，对于城市的土地开发建设开

过合理布局小型调蓄水库和保留潜在的滞洪区之

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外，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提高水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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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率和多渠道补水。

表 1：新增湿地面积及容量表
4.1.2 保留潜在的洪泛区

图 7: 水敏感性分区图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弹性水容空间就是沿风

首先是可以通过中水回用的方式建设新生水

河沿线线性的洪泛区。通过模拟不同暴雨级别时

厂（或人工湿地）处理污水厂尾水，达到中水回

的淹没区范围得出潜在的洪泛区，保留这些潜在

用的要求后可以补充风河的景观生态用水，或者

的自然洪泛区，增设季节性滞洪湿地，同时恢复

作为沿岸市政绿化浇灌以及附近工厂低质工业用

河道的生态自然化，建设蓄泄兼施的弹性水容空

水等用水的补充。在这方面，新加坡是做的非常

好的，新加坡是一个水资源非常匮乏的城市，长

城市排水规划（2004—2020）》 ，目前，在风河

期以来依靠从外国买水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改变

下游主要有两个污水处理厂，如果对这两个污水

这一现状，新加坡指定了非常严格的水资源计划，

处理厂的中水回用率达到 30% ～ 50% 的话，就

其中就包括新生水厂的建设，新加坡新生水厂的

可以完全满足沿岸的市政绿化浇灌和工业低质用

出水水质可以达到直饮水的标准。我们很多城市

水，大大节约了水资源。

对于中水回用的利用率还比较低。根据《胶南市
项目
日均排放量
（现状）
日均排放量
（规划）

海清污水处理厂 中科威污水处理 沿岸市政绿化浇 生态补给水及工
回用率（%）
尾水
厂尾水
洒用水
业低质用水
约 2 万吨

约 2 ～ 3 万吨

约 13 ～ 16 万吨

0

0

0

约 1 万吨

3.5 ～ 7 万吨

35 ～ 50
表 2：中水回用

另外一方面，风河下游的景观用水可以利用

设施，如氧化塘 + 人工湿地处理工艺。

水闸或者水坝截留一部分的海水作为景观用水。

垃圾随意倾倒也是导致水质变差的主要原因。对

海水作为景观用水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

于上游分散的农村生活垃圾，采用“户分类—组

面：一方面海水较高的盐分使得滨水区植物品种

集中—村收集—村处理（邻近村庄联合处理）”

受限，海水也会一定的腐蚀滨水区的建筑材料；

模式：秸秆、菜叶、畜禽粪便等，采用农田免耕

但是，另一方面，海水因为其高盐分，微生物的

技术、发酵堆肥、沼气净化等进行处理，还田还

滋生较难，水质更清洁，不易富营养化。如果结

园。金属器物、纸板、书报、塑料制品、玻璃等

合适应该土壤盐分的抗盐碱植物来打造，可以营

废弃物，可由废旧物资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再利用，

造出富于乡土特色的滨海景观。

严禁直接排入河道。

4.2 健康水环境的营建

4.2.2 构建滨水绿网，有效截留面源污染

健康水环境的营建主要是针对水质污染的问

风河沿线现状绿地缺乏连贯性，宽度较窄，

题。控制水质污染，构建健康水环境主要从以下

不能很好的截留沿线的面源污染和提供连续的生

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是污染物的排入控制，主

境空间。规划希望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将沿

要是通过城市截污管网和垃圾处理等工程措施来

河破碎的生境进行连接，形成一个蓝绿结合的城

实现；其次是河流沿线面源污染的控制，包括泥

市的生态基底大动脉，然后再结合道路绿地以及

沙、有机物的截留等内容，主要是通过沿河绿地

庭院绿化、屋顶绿化等微绿化一起，共同构筑一

的生态措施来实现，最后是针对河流中已经有的

张低冲击开发城市的绿地缓冲体系。

污染物，通过生态河岸的工程技术来进一步的深
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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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系沿线根据不同的河流级别和两侧的
用地情况来指定相应的绿地宽度。根据不同学者

4.2.1 污染物排入控制

的 研 究， 不 同 的

对于风河沿线集中污水的排入采取分区分策

绿带宽度具有不

略的处理方式：在胶南城区和铁山镇等城市集中

同的生态服务功

建成区，要沿河设置截污干管，污水集中收集后

能， 综 合 起 来，

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后作为中水回用。

指定了风河水系

在上游分散农村区域，基础较好、财力较强、土

的蓝线和绿线控

地紧张的村庄，建议采用全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

制网络。

设施；在基础较差、低洼处有坑塘、财力一般的
村庄，推荐改造原有坑塘，采用微动力污水处理

图 8：水体污染现状

杨春梅

除去污水直接排入的因素之外，上游农村的

城市健康水网构建之风河实践

海水来进行一定的补充。可以在海水涨潮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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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宽度（米）
12
30
50 ～ 60
80 ～ 100
200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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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功能
对于草本植物和鸟类来说，12 米宽是区别线状和带状廊道的临界点。草本植物的
多样性。
可以增强河流岸线的稳定性，有效截留氮素、控制磷的流失；使河流生态系统
不受伐木的影响；含有较多边缘种。
对于草本植物和鸟类来说，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和林内种，满足动植物迁徙和传播
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
有效减少 50% ～ 80% 的沉积物；保护白鹭所需的较为理想的河岸湿地栖息地的宽度。
保护鸟类种群
能够创造自然化的、物种丰富的景观结构，含有大量林内种。
表 3：廊道宽度与对应功能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2 期 VOL.2

河流名称

位置

蓝线宽度

绿线宽度

河流名称

风河

上游段

10-50

60-200

月牙河

城郊段

40-90

60-150

长安河

铁山路 - 人
10 月 18 日 12 月 20 日
民路

城区段

70-170

50-100

峄山河

挪庄北侧 大河东

河口段
人民路南侧
双凤山 - 烟
台东村

200-360
10-50

100-300
30-60

潥水河
挪庄河

30-100

30-100

李家沟

15-30

100-150

修家沟

豆金河
小辛河
寨家河

前沟村 - 腾
家村

位置
大珠山镇 阡上村

张家楼镇
王戈庄
屯子沟 - 上
柴村

蓝线宽度

绿线宽度

20-70

50-100

20-60

30-60

60-120
25-60

60-150
50-100

15-40

150-200

下柴村 - 杨
10 月 20 日
家兰子

100-200

表 4：河流绿廊宽度控制表
术包括梢困、石笼、土工布、芦苇卷、筐和植物
的搭配使用。与其它技术不同的是，植物不仅仅
起到美观的作用，在生态工程技术中更是起到重
要的结构支撑的作用。生态工法的特点是能够适
应环境的变化，并且能够通过日益增加的坚固性
和稳定性进行自身的修复。这种技术安装成本低，
并且从长远利益看，比僵硬的混凝土河道具有更
好的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新加坡在加冷河的更
新改造中就运用了这些生态工程技术，使得公园
里的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约 30%。

图 9：滨河绿廊控制图
4.2.3 生态工法处理河岸
现在的风河两侧很多段都是生硬的混凝土加
固的，这些区域必须被改造为自然的生态驳岸，
利用土壤生物工程技术来巩固河岸和防止土壤被
侵蚀，这种处理河岸的方法被称之为生态工法：
是指将植物、天然材料（如岩石）和工程技术结
合，稳定河岸和防止水土流失。这些生态工程技

图 10：生态工法堤岸

4.3 活力滨水生活的构建
在整体框架搭建好的基础上，怎样更好的释
放沿河存量的土地，进行高效的城市建设开发，
营建富于特色的滨水区域是城市健康水网构筑的
第三步。针对目前沿风河两侧用地功能单一、两
岸缺乏对话，滨水空间活力不足，景观风貌较单
调等问题，规划分别从功能布局、公共服务、交
通系统、绿化系统、景观系统、活力注入和形态
控制七个方面来提出了激活滨水空间的策略。
4.3.1 功能激活
首先在功能的考虑上，沿风河从入海口往上

图 12：“珠链式”公共中心体系

依次规划了四大功能组团。在河海交汇的节点，
景观资源和区位优势都最好，存量土地也最多，
规划将其定性为西海岸中央活动区，作为将来整
个西海岸片区商业商务的中心和对外旅游服务接
加强河流两岸的交通联系

步行和自行车网络

区，分别打造了活力水岸商住区块、海洋产业科

图 13：交通改善策略图

创园区块以及铁山新市镇区块。以新的功能为引
擎，来激活各个区的发展，引进产业、集聚人气。

机非分离，构建完善的滨水

4.3.3 绿色开放空间激活
在滨水绿化空间体系中，原来的控规划分的
地块偏大，公共空间内向化，与风河关系不紧密；
规划对原有的地块进行一定的切分，增加公共通
道，联系内外部公共空间，加强地块与滨水的联
系。同时在滨水绿化空间的设计中加强岸线设计
的生态性、观赏性与亲水性，构建滨水的大绿地
系统。

图 11：功能分布图
4.3.2 公共服务体系及交通激活
各个区块分别作为区域的服务核心，和下
一级别的公共服务设施一起形成“珠链式”的公
共服务中心体系，建立健全的多层次公共服务网
络。在交通系统方面加强滨水可达性，贯通整条
滨河路，增加沿岸支路网密度和步行通道。并优

现状绿地空间模式

绿地空间优化模式

图 14：绿地空间改造意向图

化原公交系统并增加线路密度，形成由快速公交
专用道和区间公交环线共同组成的公交走廊。其

4.3.4 城市形象整体激活

中快速公交专用道起到连接区域主要交通枢纽的

新的大绿地框架结合滨水绿道慢行系统以及

目的；区间公交环线串联区间人群，方便市民便

“珠链式”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同构筑了活力十足

捷到达风河滨水区域。

的滨水娱乐休闲系统，形成连贯的、充满生机和

杨春梅

河流往上，结合之前水系梳理所设置的小型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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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核心区，代表了西海岸新的形象中心。沿着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活力的滨水生活。再运用城市设计的相关手法，

备注

通过对沿河城市地标的设置，天际轮廓线的塑造，

该项目为青岛市黄岛区风河两侧用地规划设

以及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和城市肌理的控制，最

计国际方案竞标中标项目，感谢合作投标单位深

后形成形象靓丽、特色鲜明、富于生机与活力的

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魅力水岸生活区。

90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2 期 VOL.2

图 15：总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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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特色
——以《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汇智谷概念设计》为例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industry park Unde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ntang international spa resort HuiZhi valley concept design

张晓峰 Zhang XiaoFeng

文明的理论根源。基于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的总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

体定位，深入研究创意产业及其发展规律，选择

模式”的目标，并将它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适合规划区的创意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通过创意

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加以强调。面对资源约

产业与基地乡村景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半汤国

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

际温泉度假区汇智谷不同于一般创意产业园区的

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产业特色与空间特色。

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创意产业；规划设计；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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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汇智谷概念设计》
中，项目组探索以重建“生态文明”为规划设计

旅游

的主线，以新兴生态园区为项目突破的抓手，进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行了以创意产业为原动力，以地域文化再现为核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心的技术路线。下面以本项目为例，就如何进行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 the policy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规划设计，进行一些探讨与思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考。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1. 解读理念——国内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研究

overall orientation Bantang international hot spring

1.1 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概况

resort, in-depth study of creative industry and its

创意文化产业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

development rule, select the appropriate planning of

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core industry, through the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1998 年英国出台的

creative indust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ase of rural

《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提出创意产业是指

landscape, created a Bantang international hot spring

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

resort creative industry valley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

creative industry park of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1986 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也曾撰文指出，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reative

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市场和财富创造

industry,Planning and design,Village,Tourism

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
原动力。较多数学者认为，创意产业，又称创

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建设生态文明是在党的
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来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

意工业、创造性产业等，其概念主要来自英语
Creative Industries 或 Creative Economy( 图 1)。

作者简介：
张晓峰 , 邦城规划南京公司，规
划部副经理。

张晓峰

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特色

【摘要】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探寻生态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特点反映了创意产业居于价值链高端的地位，并
且享有在生产各个环节中分配利润的特权。
三是创意产业具有特殊的产业组织模式。创
意产业是一个目前仍处在动态变化发展中的新型
产业形态，其影响将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演变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创意产业园成为推动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
要抓手和载体，创意产业园区是植根于一个地域
创意产业的提出建立了一条在新的全球经
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下，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把
握新的核心要素，建构新的产业构成的通道。
1.2 创意产业的国际趋势
近年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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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报告和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
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新观点。这些报告中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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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门的范围包括广告、表演艺术、广播媒体、
博物馆、软件开发乃至交响乐。一些经济学家对
创意产业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调查，力图建立一门
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创意文化
产业包括广告设计、建筑设计、艺术设计、工业
设计、影视传媒等 11 个部门。创意产业不仅仅
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产业。创
意文化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

生长的园区，需要形成与区域产业互动的创意产
业生产系统和价值链，集中优势资源、创造力和
生产力，提高集聚效益。
2. 解析巢湖——明确半汤旅游度假区的地区发展
背景
2.1 规划背景
汇智谷位于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西部，坐落
在安徽合肥市东南，巢湖东北的汤山山麓，距离
巢湖市中心约 5 公里，距离巢湖高铁站点约 3 公
里（图 2）。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是巢湖市半汤
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环巢湖重要的旅游重
点发展区域。巢湖市已面向国际招标完成了《合
肥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概念规划及城市设计》，
规划把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定位为国际知名的综
合型温泉度假区。

性，对于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
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我国香港也在 2003 年推出《香港创意产
业基线研究报告》，全面梳理了香港的创意产业
的现状。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国家的
政府也都对创意产业进行了研究和规划。
1.3 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前景
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其意义不在于对其所
涉及的产业内容进行重新分类统计，而在于强调
创意产业作为独立的产业形成及其对整个经济增
长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创意产业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新经济
的优势和特点。
二是创意产业日益呈现出融入服务业、制造
业甚至包括初级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特点。这一

图 2：半汤在巢湖区位
本次规划基地北靠弑刀山，南临芜合高速公
路，距巢湖主城区直线距离约 7 公里，总规划面
积约 4 平方公里（图 3）。

规划期末到 2030 年，巢湖城市人口规模 9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90 平方公里，人均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为 100 平方米 / 人。
2.1 城市人文
巢湖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居巢”、
“南巢”，五千年前有巢氏“构木为巢”，在巢
湖开创了人类居处文化和建筑方式的巢居文化先
河；更是人文荟萃之区；半汤温泉历史悠久，是
中国四大古汤之一（图 6）。

图 3：半汤在经开区区位
2.2 城市性质、城市定位与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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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先进制造

2.3 产业发展基础

业集聚区之一；皖江北岸重要的交通枢纽，区域

巢湖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性现代商贸、物流和休闲旅游服务中心；市域政治、 基地、电子信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家
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图 5）。
电产业基地、国家节能汽车试点城市、国家级动
漫产业基地。
以汽车产业和电子电器业为例，已经拥有广
通客车及改装车、东风零部件等汽车零部件制造
企业，开发区周边分布江淮、奇瑞、安凯等众多
自主品牌和合资汽车整车和装备制造企业。电子
电器产业方面，集聚了格力科技、南特精密制造、
正威科技、南峰集团等众多制冷产业零部件和家
电配套生产企业。
3.《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汇智谷概念设计》简介
3.1 产业新格局
图 4：巢湖在都市圈区域位置

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为一心（半汤之心综合
服务区）、三谷（养生谷、逍遥谷、汇智谷）、
八汤的总体结构，汇智谷作为半汤的三谷之一，
区别于养生谷的养生度假和逍遥谷的运动休闲，
定位为创意文化产业园。
3.1.1 城湖联动、转型创新的大合肥
2011 年 7 月，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
分行政区划调整（图 7）得到正式批复，合肥，

图 5：巢湖在合肥区域位置

迎来跨越发展的新纪元。借助区划扩张，一个辖

张晓峰

图 6：历史人文

以休闲旅游为主要特色的滨湖宜居城市（图 4）。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特色

皖江北岸核心城市，合肥经济圈副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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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多平方公里市域面积、拥有 1200 万人的特大

转型创新：转型指从一般省会城市走向功能

国际化都市呼之欲出。大合肥规划为“1331”空

更加多元完善的中心城市；创新指从传统科教城

间布局，1 个合肥主城区；3 个副中心城区（长丰、

市走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智慧城市。

庐江、巢湖）；3 个产业新城，一个环巢湖示范区。
大合肥发展的战略途径是城湖联动、转型创

3.1.2 升级定位、特色发展的新巢湖
副中心城区之一的巢湖城区，升级定位为
“特色发展”，规划人口 60 到 80 万人。

新。
城湖联动：主城区与巢湖相互依托，城湖共

按照中心城区的要求等高对接，巢湖城区将

生。城市地区与巢湖地区在生态修复、文化保护、

提高档次、纯化功能，突出旅游度假特色。按照

产业发展、旅游发展、城乡建设、交通组织六个

总体发展思路，未来巢湖城区将成为现代产业发

主要方面进行联动（图 8）。

展高地，全国著名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山川秀
美的生态之城。
3.1.3 旅游支点、综合发展的新半汤
在大合肥格局中，环巢湖地区是大合肥旅
游发展的重点区域，也是未来合肥地区旅游开发
的热土。近期，合肥市重点推进“一湖两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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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建设，打造温泉之乡旅游品牌。半汤温泉
定位为综合型温泉综合体，发展高档休闲养生旅
游，将成为撬动环巢湖旅游的新支点。
3.2 规划愿景与定位
巢湖经济开发区有四大片区，分别是半汤片
区、高铁站片区、花山工业园、以及本案所在的
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
在交通上，合巢芜高速公路穿城而过，本案
的南侧即是高速出入口。本案距离京福高铁高铁
站仅 3 公里，拥有高效交通条件。
在服务配套上，汇智谷依托国家温泉度假区，
享有度假 / 商务 / 会议 / 娱乐 / 养生等高端的服务
配套和独有的生态环境，高铁新城和半汤片区的
图 7：巢湖行政区划调整

商业中心发展也将为片区提供商业 / 金融等综合
服务配套。
在产业互动上，巢湖经济开发区作为省级经
济开发区，花山工业园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
兴产业，需要创意产业为其上游设计和下游产品
推广等提供产业服务。温泉度假区会展业 / 旅游
业也将激发创意产业的发展（图 9）。
3.2.1 产业定位
创意产业园以创新人才为核心动力，以内容
产业为基础，以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为导向，形
成联系紧密的产业链：

图 8：巢湖旅游格局

主导产业为终端产品所需的建筑设计、工
业设计、科技研发、艺术设计及会议展览及电子

商务业等相关产业，其中艺术设计的动画传媒、

教育培训功能：面向专业人士和创意产业爱

广告设计等产业门类也是其他设计产业的服务配

好者，成立国家级设计教育平台，组织设计夏令

套。

营，设立设计教育奖学金等，成为设计朝圣地。
配套产业为服务人的培训业、餐饮业、娱乐

购物业及其他服务业（图 10）。

展示交流功能：举办年度设计论坛、主题设
计周、设计双年展及国际设计奖、设计艺术节及
不定期的主题展览等。
商业旅游功能：与半汤国际温泉度假区的旅
游业互动，推出设计体验旅游、特色设计品购物
旅游等活动，成为创意旅游目的地（图 12）。

图 9：规划区总体定位
图 12：功能细分

规划结合场地特征，根据生态文明对生态空
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要求，采用低冲击力
图 10：产业定位

的生态开发模式，遵循“保护绿色田园”、“集
聚设计产业”、“集成服务功能”三大理念，使

3.2.2 功能定位

汇智谷成为：生态文明的先行区、研发设计的先

汇智谷的功能定位为“一个核心，三向延伸”，

锋谷。

一个核心即以设计产业功能为核心；三向延伸即

3.3.2 规划特色与亮点

依托设计产业，提供展示交流、教育培训、商业

本次规划的汇智谷，从创意产业园区、设

旅游多元功能，发挥综合效益。以建筑设计、工

计山谷、创意工场的目标出发，通过分析——定

业设计、科技研发和艺术设计及相关产业发展为

位——规划三大步骤，深入研究汇智谷所处的区

核心功能，成为设计山谷、创意工场（图 11）。

位特征、场地特征、周边产业互动可能，结合国
际创意产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对汇智
谷进行科学的总体定位。在进一步的规划设计上，
强调地脉文化的渗透和中国建筑设计艺术的新视
野，对汇智谷的总体结构、功能分区、交通系统
/ 开放空间、景观系统、分区项目进行规划。期
以把汇智谷打造为一个充满魅力、吸引力和创意
创新活力的价值高地（图 13、图 14）。
（1）思路构建
以地方的设计典故为起源——“巢 (zǎo) 湖
在居巢，龙腹筑圣巢”，引出 4 个设计圣巢；以
1 个徽派村落为文化本源，融入当地建筑特色，

图 11：功能定位

塑造文化核心；以中国园林造景手法营造 9 个节

张晓峰

3.3.1 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特色

3.3 规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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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景观，融入到以生态农业景观为基底的特色区
域中（图 15）。
设计中以“保护农田，利用荒地”为主旨，
保留山、水、田、谷，设计圣巢散落其间，营造“生
态包围，绿谷之中、聚落相见”的空间特色（图
16）。

图 15：总体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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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保护农田 利用荒地
（2）特色塑造
A、 农业景观基底
规 划 通 过 村 庄（ 保 留 90%）、 道 路（ 保
图 13：总平面图图

留 80%）、 水 系（ 保 留 100%）、 水 田（ 保 留
90%）、空地的叠加，得出适宜开发区域，充分
保留乡村景观，将乡村景观与乡村旅游相结合，
塑造原味的乡村创意园区氛围（图 17）。
B、 园林景观特色
规划充分结合现状的丰富水系，在水面宽阔
处，将园林景观引入，塑造特色节点。园林景观
将与农业景观相互交融，相互辉映。同时，打通
东西两侧山体生态廊道，确保生态保护区的连通
性。通过廊道实现建设区、乡村与山体农田有机

图 14：景观格局分析图

图 17：农业因子的叠加

过渡。丰富植被多样性，增强本地物种，构建区
域的绿色立面。（图 18）。

图 18：园林景观特色

图 19：徽派文化核心

C、徽派文化核心
规划保留了处于地域核心的村庄，通过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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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造，强化徽派地域特色，形成特色旅游集聚
园林景观以及当地作物相映成趣（图 19）。
D、 保留居住传统
以明代“九龙攒珠”的村庄格局——村庄以
水塘为中心，根据地形状况规划出村庄的排水系
统。塘即为“珠”，多呈半月状，在村庄地势最
低处。“龙”即是村庄巷道的排水明沟，成平行
或放射状”为母本，引入古村落布局艺术，设计“九
龙庄”精品酒店。
E、有机建筑聚落
通过对传统园林庭院的演绎，形成大分散、

图 20：九龙庄

图 21：有机组团

张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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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也是商业服务点。白墙灰瓦徽派村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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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聚落的空间布局（图 21）。
大分散：通过道路串联起不同空间的建筑组

能特性形成自己特有的建筑空间聚落。
F、生态建筑设计
半汤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以水和太阳作

团。
小聚落：结合各个组团内部的场地特征及功

为创新的基础设施框架构筑的生态系统（图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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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生态建筑
4. 综述
透过本次的规划，我们看到了创意园区发展

【4】章超开放而理性 : 创意产业在中国的思考 [ 期
刊论文 ]-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的新思路，也让生态文明得到了更完整的展现，

【5】
盛垒.马勇论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期刊论文]-

是创意园区未来发展的新典范。

现代城市研究 2008(1)
【6】章继刚．中国创意农业发展掘告 [M]．北京：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10．

【1】赵云飞 . 张楠浅析空间整合下的创意产业园

【7】肖歌 . 乡村旅游的产业化引导 ( 上 )[N]. 中国

区规划 [ 期刊论文 ]- 中外建筑 2009(7)

旅游报 ,2009—02—27.

【2】 汤培源 , 顾朝林 . 创意城市综述—城市规划
学刊，2007，""(3)
【3】 李明超创意城市与英国创意产业的兴起 [ 期
刊论文 ]- 公共管理学报 2008(4)

普洱洗马湖地块概念规划设计
Pu'er Xima lake conceptual planning
本项目位于云南普洱市洗马湖北部，地块在原控规中属于生态游览休闲组团，辉固集团希望藉由
当地文化特色打造出一座具有国际星级酒店、产权式酒店及高端养生别墅的休闲度假中心。在设计上，
结合当地文化资源与基地自然环境特色，提出五大设计策略，包含：都市纹理融合化、环境资源最适
化、地方体现自明化、别墅定位多元化、绿色生态永续化等，作为主要设计架构。并以洗马湖文化背
景中的“马”，转化为建筑造型、塑造公共艺术地标；运用传统茶文化中的品茶八步骤，转化为“洗
马湖八景”。以普洱的特色文化与洗马湖的优质环境，打造当地第一个具国际水平之休闲度假中心。
业主：云南辉固鼎达投资有限公司

区位：云南普洱市

占地面积：23.2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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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医疗养生项目概念性城市设计项目
Conceptual Urban Design of Pu'er Medical Care Project
本项目位于云南普洱市南侧野鸭湖沿岸，地块于原控规中属于生态游览休闲组团。辉固集团希望
整体规划以云南民族文化及自然生态优势来创造一座具在地特色的医疗养生园区。功能设施以专科医
院、养老公寓社区为主，康复医院特色精品酒店、商业配套、特色精品酒店、商业配套、社区服务、
宗教等运动休闲、文化产业配套为辅，推动身、心、灵健全的生活型态。在设计规划上遵循自然纹理，
保留原有茶园生态，顺应基地内临湖特色，将各个组团环绕设置、依山就势，使空间层次背山面湖，
禅意环绕。另设置景观步道串连整个功能组团，加入各式户外休闲主题配套，使居民融入基地优质的
自然环境，以符合业主对基地养生养老的规划理念。
业主：云南辉固鼎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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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云南普洱市

占地面积：14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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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秀兰易水新城概念规划设计
Concept planning for Xiulan group new town in Yishui ,Baoding
本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规划面积约 44 平方公里。基地延中易水河两侧展开，东临燕下
都遗址，西接清西陵，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与旅游文化资源。
本次规划将基地由东向西定义为“产、城、游”三大板块，利用其优势的生态景观资源，创造一个宜
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文明新城，积极承接首都的外迁产业。
业主：河北秀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区位：河北保定

占地面积：44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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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novation Design fo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Compound, Xinyi
本项目位于新沂市政府，设计面积约 32000 平方
米。由于现有的政府大院环境老旧，影响政府的整
体形象，通过对整体环境进行梳理整治，展现高效
务实、公开透明、互动亲民、清正廉洁的服务型政
府形象。
在设计上，从景观功能、空间、尺度以及细部用
材等各方面系统地提出整改建议，使人车流线清晰，
公共设施合理布置，景观格局开敞大气，同时兼顾
经济实用性，采用生态材料、乡土树种。
功能定位：现代服务型政府形象工程。
业主：新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位：徐州新沂市
占地面积：约 32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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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施总体设计
Overall Design of Urban Public Space Facilities in Yibin Lingang EDZ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设施总体设计范围为临港区至 2020 年主城区规划建设
用地范围，面积 40 平方公里。为了进一步提升宜宾临港新城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城市户外设
施可持续发展、体现临港区区域特色，本次设计提出打造“一座可阅读的城市”的设计愿景，通过“易
辨识”、“人性化”与“可实施”三大设计策略，分别构建区域导视系统、交通指示系统、广告标识
系统以及公共设施系统等四大系统。
业主：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区位：四川宜宾
占地面积：40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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