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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的城市，智慧的人
智能化、现代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对城
市规划的新要求，SCP 邦城规划近年来在城市规划领域逐步开创智慧思考理
念，将物联网、传感器、现代通信技术、云计算、智能分析、数据挖掘等技
术运用于城市规划理念，依托科学技术调动各种资源配置，使人们能够科学
高效地享受生活、获取资源。
新加坡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被称为“智慧创新城市”
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其规划建设可以说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在
产城一体发展的过程中，利用不断提高的现代信息技术水平，使人与城市硬
件有机融合，使城市越来越便捷、高效地为人服务，使产、城、人更加高效
地融合。
人口红利被认为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
化，人口红利被逐渐摊薄。可是根据联合国人力资源开发调查报告的数据，
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二十六分之一、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和德国
的二十分之一，这就说明，我们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降低的同时，还有巨大
的人口素质红利可供开发。提高人口素质，智慧城市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云计算、物联网、远程教育、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智慧城市将为提高人口素质贡献巨大的力量。
正如人口素质一样，中国城市的质量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城市
发展将在做好新城、新区建设与完善的同时，更要做好老城区的有机更新，
向存量要质量。善用城市的每一份资源，服务于人，服务于城市生活。
在新型城市化建设的要求下，城市发展也应当体现出更大的智慧：即城
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宜居城市的建设、如何协调人与城市的关系，使城市
的发展与人的需求达到和谐，是 21 世纪规划领域的使命。
“最美的风景是和谐，最好的感受是幸福”。刚刚过完十岁生日的 SCP
邦城规划，一贯秉持和谐发展的理念，懂得人居与城市的关系，将人文文化、
人文精神、人类宜居摆在了首位。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充分考量
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绿带布局的规划，让绿
意贯穿于城市的摩天大楼里，让城市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森林。进可感知科技
现代化，退可亲密接触大自然，更能维持人与人之间传统的邻里气息，这份
融合之美，完美衬托着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的绿色主题。（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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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城规划新闻 / SCP NEWS
1 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公益援助贵州威宁县草海镇中心幼儿园场地
规划设计
2014 年 4 月，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受草海镇中心幼儿园各位老师之托，公益为该幼儿
园提供室外活动场地景观设计方案。该幼儿园地处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西北七公里的草海镇，总占地
面积 6065 平方米，现仅有教学楼一幢，占地约 3000 ㎡的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由于各种原因未建，项
目组与园方各位老师沟通后达成共识，活动场地的建设宜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创造一个生态、充满
乐趣的儿童室外游戏场地。该项目经过前期概念沟通，目前已完成初步方案设计。

2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受邀编制扬州市江都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2014 年 5 月，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SCP）受邀编制《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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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概念总体规划及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邦城规划专业团队一行 16 人已于 5 月 4 日赴现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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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工作。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紧邻扬州主城区，地跨邵伯、丁伙、仙女三镇。高端装备制
造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热点。扬州江都
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将整合现状邵伯工业园、丁伙工业园两大工业园区，打造扬州装备制造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成为扬州领先、苏中一流、省内知名的生态、科技、人文的产业新城。邦城规划
将分析高端装备产业园的发展背景，提出规划愿景和发展思路，明确产业布局，统筹空间关系，确定
空间布局，提出实施策略和建议。
本次规划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约 40 平方公里概念性总体规划，以及 5 平方公里起步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项目预计 4 个月时间完成。

3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受邀编制江苏洪泽经济开发区规划设计项目
2014 年 5 月 20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与江苏洪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约，受
邀编制江苏洪泽经济开发区规划设计项目。
近年来，洪泽县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指标在淮安名列前茅，开发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形成了盐化工、冶金机械、纺织等主导产业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但
开发区一期开发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很多新的问题，如经济开发区与老县城之间如何产城融合的问
题，两区交界之间的产业需要逐渐退二进三，需要有新的用地承载企业搬迁；开发区自身产业发展问
题，需要形成若干新兴产业园区或园中园来引导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与升级等。特别是在近期总体规划
正在修编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有高水平的规划来整合已有规划与思路，对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提出更为
高瞻远瞩的发展建议和指导。
本次规划共分为三个层次：50 平方公里概念规划、25 平方公里土地利用规划以及 10 平方公里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该项目预计 6 月初进行现场踏勘，整个项目预计 4 个月时间完成。

文化”的十年百城规划展，庆祝公司成立十周年，并为苏州工业园区成立 20 周年献礼。新加坡贸工
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先生莅临，同园区管委会杨知评主任，SCP 曾士生主席，陈启宁总裁共同为十年百
城规划展剪彩。
规划展使用不同材质的模型，添加灯光、音乐、动画以及时尚元素，诠释了“水源”、
“创新”、
“元
素”、“尺度”、“混合”、“融合”、“未来”、“生态”、“田园”、“智慧”10 个规划理念，
展示了 SCP 十年发展历程，向广大市民呈现了城市规划的魅力所在，用最直白的方式演绎了城市规
划带来的深刻影响。
展览期间 5 月 24 日下午，SCP 在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小小设计师”儿童绘画活动，迎来众多在
场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小朋友用五彩缤纷的画笔描绘出他们心中的未来城市，奇思妙想、形象生动，
展现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

邦城规划新闻

2014 年 5 月 21 日 -25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主题为“规划 •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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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 (SCP) 十年百城规划展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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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 (SCP) 受邀参加“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研讨会”
2014 年 5 月 26 日，邦城规划顾问公司（SCP）受西交利物浦大学规划系邀请，在西交利物浦大
学中心楼参加了“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研讨会”（Intermediate Cities in China）。本次研讨会由西交利物
浦大学城市化研究中心 Giulio Verdini 主任、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Olivia Bina 教授与意大利
系统科学研究学院 Andrea Ricci 教授组织并主持，中国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规划院系等专家也应邀出席。
本次研讨确定了中国中小城市在未来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四个关键性议题，即 “城市规划与设计”、
“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参与”与“生态环境”，展开了开放式、互动式讨论，与会人员都收获了
相关领域最新知识与观点。SCP 全球规划设计总监陈思中先生也在研讨会上做了关键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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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邦城规划顾问公司 (SCP) 城市交通研讨会圆满成功
2014 年 6 月 6 日 , 邦城规划顾问
公司 (SCP) 在上海古井假日酒店举办
“城市交通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有
幸邀请到新加坡城市交通国际学院罗
兆广院长以及资深城市规划、城市交
通规划专家李朝阳教授。
罗兆广院长围绕“新加坡一体化
城市交通的特色与启示”这一主题进
行讲座。主要简述新加坡交通一体化
分为政策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发展
一体化、管理一体化；新加坡通过近 30 年的建设改造成为全球交通发达城市之一。对于中国部分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罗院长指出，交通规划建设需要一定的缓和周期，解决拥堵问题并非立竿见影，向
着现代化交通规划走，在未来会达到一定的理想效果。
李朝阳教授主讲“城市新城交通规划关键问题探究”，把当今中国部分城市交通问题与新加坡、
香港、美国作比较，归纳总结出当今社会三大危机和三大挑战。三大危机即：雾霾、水灾、事故；三
大挑战为：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高铁时代到来、轨道时代到来。对比细化探究新城交通规划关
键问题。
研讨会期间，大家积极利用提问时间向两位教授请教各类专业问题，并获得一一解答。下午 SCP
几位同仁进行了城市交通方面的课题讲座，两位教授分别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缅甸的改革之路，邦城的印记
The reform path of Myanmar , the impressive mark of SCP
郑维敏 Zheng Wei Min

缅甸，这个与中国云南接壤的邻国，对于大

指导规划”工作。

始丛林，但是对邦城来说，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

是政策环境以及硬件设施方面的不足：如缅甸的

机遇……2012 年 3 月，符总带领来自苏州、深圳

城市规划还停留在英殖民时期，没有有效的法律

的邦城团队来到缅甸曼德勒市，进行曼德勒缪达

法规与管理机构；基础设施落后，工作当中经常

工业园（前大海德工业园）和港口的概念规划的

断电，通讯网络状况差；另一边飞速的发展，麦

初次汇报。

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缅甸经

三月的曼德勒的气候已经炎热起来，正如这
个国家刚刚开始进行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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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量将从 2010 年的 450 亿美元增加到 2030 年
的 2000 亿美元，有望成为亚洲发展速度最快的
经济体，政府和甲方也表达了强烈的发展意愿。

炙热的缅甸 热忱的邦城团队
缅甸，东南亚第二大国，曾经是中南半岛的

按照美国著名投资商吉姆 • 罗杰斯的说法，这个
国家此刻“像极了 1979 年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

强国，拥有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时的中国”，对于邦城以及更多的外资公司来说，

资源。然而，这些恩赐并没有使缅甸保持强国的

缅甸这个国家在充满机遇的同时，又存在着一定

地位。经过半个世纪的军人专制和闭关锁国，缅

的风险。但是邦城凭着专业和热情，成功完成了

甸的发展严重滞后，进入新世纪仍然是一个落后

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的农业国。直到 2010 年底，缅甸的新政府上台，

2012 年邦城完成的概念规划，得到了甲方

随即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和逐步对外开

的充分肯定，同年概念规划获得了曼德勒省政府

放，这个封闭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开始在艰难

（MRG），缅甸国家投资委员会（MIC）的批准。

的变革中迅速地重回国际社会。

2012 年底，大海德集团继续委托邦城进行

曼德勒，曾经是缅甸国都，拥有良好的经济

缪达工业园及港口的总体规划和工业园首期发展

基础以及联系中国 - 印度 - 东南亚的战略区位，

指导规划（包括启动区）。这一次，符总带领来

在国家改革机遇下，本地实力企业大海德集团计

自澳洲、缅甸、台湾以及邦城中国、特别是来自

划开展新的工业园区和伊诺瓦底江港口建设，以

深圳的年轻团队，借鉴国内外经验，在 2013 年

吸引国内外资本与企业，促进地区发展。应大海

底完成项目，并再次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可。

德的邀请，从 2012 年初到 2013 年，符总组织了

在两年多的工作过程中，邦城为了使项目顺

两批年轻的团队数次来到这片新的热土，进行缪

利推进，帮助甲方得到政府的支持，提供了一系

达工业园及港口的“概念规划 - 总体规划 - 发展

列合同以外的高增值服务。

作者简介：
郑维敏 , 邦城规划深圳公司，
规划师。

郑维敏

邦城团队面对的是一个剧变中的缅甸，一边

缅甸的改革之路，邦城的印记

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中缅公路、昂山素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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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例如缅甸新星光公司杨总通过缪达工业园的
全面的视野 高增值的服务
甲方大海德集团是一个以资源开发、工程为

勒 Mingalar 商业地产及后续系列项目。

主的公司，没有开发大型工业园区的经验，所以

缅甸是个充满了机遇的国家，转眼间，邦城

在委托项目时目光主要集中 40 平方公里的工业

一步一个脚印，已经在缅甸这片热土完成了近 20

园和 1.5 平方公里的港口区，但是邦城团队以专

个项目，树立了优秀的口碑，希望在缅甸的改革

业的经验和眼光指出，有必要以区域的发展观来

之路中，邦城能走的越来越远，在这个的国家变

看待这一项目。

革中留下更多的印记。

邦城将工业园及港口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
层面考察规划区在区域未来发展的潜能，在规划
过程中分析了缅甸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规划区
与周边城市和重要设施的关系（包括曼德勒市、
敏建市、曼德勒机场等）以及规划区的区域交通
条件等，从区域发展角度创新提出了缪达新城的
概念以支撑工业园区和港区未来的发展，并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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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认识了邦城，主动找到了符总，带来了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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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缪达新城的土地利用概念规划图及相关分
析图纸。
缪达新城的概念在帮助甲方项目取得曼德
勒省长认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通常，政府机构
都非常重视项目对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
用，正如甲方之所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样，也是因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当地建立
基础设施、带动就业等。所以，当符总与伍教授
代表甲方向曼德勒省长提出缪达新城概念时，省
长很快意识到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高度认
同了这个概念，与邦城就规划理念、工业园和港
口的发展规划达成了共识。
除了协助甲方与政府会谈，邦城还邀请了省
长到苏州考察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果，进一步
增加了省长及省政府对缪达工业园未来成功发展
的信心。
这样一系列的增值服务不仅帮助缪达工业园
及港口项目成功通过了省政府的审批，甚至使省
政府愿意协助甲方使该项目进一步成功获得国家
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证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邦城继续秉承高品质的服务精神，额外为甲方准
备了审批汇报材料等。
结语
邦城的专业和高品质服务不仅帮助甲方取
得了成功，也使公司在缅甸市场获得了认可和尊

城市更新中的“大刀阔斧”和“小规模渐进”
——对洪城商圈项目的再解释
“Drastic reforming ”and “Small step” in urban renewal

——Explain to the Hongcheng business district project

杨瑞 Yang Rui

模渐进 ; 洪城商圈 ;420 厂片区

47 个，多为沿海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和省会城市。

【Keywords】new urbanization; comphrensive

根据 H. 钱纳里的分析，国内的大中城市多处于

subject; innovaion model; development law;

工业化实现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的过程中，

写这篇文章是源于一个结果上失败的投标项

此阶段最易出现经济和社会的大转型；在经济和

目——南昌市洪城商圈及周边地区概念规划和城

社会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产业结构、城市

市设计，这个一个关于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的项

功能、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结构等

目，基于做项目之前对城市更新的一些初步认识，

都会发生深刻的转型。

我一度对结果抱着比较好的预期，因此，当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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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更好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也呈现

标的消息传到耳朵里时，我当时的郁闷心情持续

出从对“空间拓展”的关注转向“优化和提升”。

很久，也引起了我对该项目的再次思考。

而随着住房和土地政策的变更，房地产市场快速
发展，沿海发展较快的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更是

1. 关于这个话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根据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历年数据统计，从 2003 年至

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产业用地“腾笼换鸟”，
而以旧区拆迁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也成为了目前
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

2011 年，中国 GDP 实际增长了 1.5 倍，年均增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2 年 11 月发表

速 10.7%； 同 时， 城 镇 化 水 平 持 续 增 长， 截 止

的题为《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 69,079 万人，城镇人口

精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

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城镇化水平首次过半，

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

未来新一届政府将“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主攻方

美国经济学家 H. 钱纳里借助多国模型，按

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崛起”，

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 ( 或地区 ) 经济

同时将“做大做强服务业”；此外，还明确将“积

发展的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准工业化阶

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不是简单

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

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

化实现阶段又可细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依

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

照 2012 年中国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地区

的转变。可以预见，未来城市更新在城市建设发

生产总值数据，位于工业化实现阶段高级阶段的

展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

作者简介：
杨瑞，邦城规划成都办事处
主任。

杨瑞

城市有 93 个，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有

城市更新中的“大刀阔斧”和“小规模渐进”

【关键词】城市更新 ; 更新模式 ; 大刀阔斧 ; 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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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或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旋律。

式更新的支持更是体现到了实际的项目建设中，
如吴良镛先生基于“有机更新”理念基础上的菊

2. 关于城市更新的概念
对于“城市更新”的概念，从 1958 年的海
牙城市更新研究会到现在，出现过多轮的、多层

儿胡同；清华大学张杰教授 1990 年代中与北京
市文物局、东城区规划局合作开展的国子监地区
保护整治等。

面的解释，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三点：
（1）对于城市更新的理解越来越广泛，不

10

4. 两个项目的对比解析

只是限定在城市的某一个区域或具体地块，而逐

若是践行这样的理论，南昌洪城商圈的项

渐延伸到城市整体，侧重于采用一种发展的、战

目将得到完全不同的方案，或许也将取得截然不

略的、全域的角度去看待城市建设。

同的投标结果，然而“小规模渐进”究竟能否全

（2）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再仅仅

盘适用于洪城商圈？洪城商圈多年多番探索而未

是城市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产物，而是作为城市

解决的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我对此持有怀疑的态

发展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但是城市更新的角色和

度，并另外选取了成都 420 厂的更新，通过其与

重要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亦不同；城市更新的目

洪城项目的对比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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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主动、更好地对城市区域空间进行改造，

4.1 两个项目的可比较性

而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作用下的城市区域

洪城项目位于南昌市西湖区，南昌市传统的

空间出现调整和改善的机会时，如何运用城市更

老城区的南侧，项目占地规模 4.14 平方公里，在

新的理论更好地改善和维护。

南昌市向南沿赣江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老城区与

（3）
“城市更新”即“旧城改造”，或者说“旧

朝阳新城间的中间“毒瘤”，它的主体是 18 家

城改造”包含于“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是

业态发展规模都较大的专业批发市场，多年来交

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不全面、

通堵塞、环境脏差、治安乱。洪城商圈俨然就是

不准确的说法。
3. 关于城市更新理论中对“小规模渐进”的倡导
和对“大刀阔斧”式的批判
二战中，西方城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破坏，从而引起了大范围的“城市更新”运动。
当时城市规划界的盛行理论是柯布西埃的现代城
市理论和以 CIAM 为代表的城市功能分区理论，
受此影响，更新运动主要是对城市中心区进行了
国际化高楼式的改造以及推倒式的贫民窟清理，
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用传统
的形体规划和大规模整体改造来更新城市是致命
错误的，包括简 .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
与生》和路易斯 .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
演变和前景》中，以及克里斯托弗 . 亚历山大、L. 文

图 1 洪城项目区位

丘里、F. 吉伯德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战后大

每届政府心病，迫切解决却感觉乱如麻般的无从

规模城市改造进行了批评和反思，认为应该注重

下手，因此有了十多年来若干轮的方案征集比选

对人的需求的探索，主张中小规模的、多功能的、

再深化到控规，再推倒重来。

渐进的改造方式。而在国内，对于“小规模渐进”

成都 420 厂在成都也是一个“明星”区域，

这源于他曾经在三线建设中的辉煌成绩，源于厂

的大动作，基于的最重要的思路就是“触媒效应”
：

内苏联规划专家留下的方格肌理和那些让人忘不

通过对迫切需要更新的落后地区的政府大规模投

掉的行列式的樟树群，也源于贾樟柯拍摄的电影

资，改善其城市风貌和形象，形成刺激，从而在

“二十四城记”。420 厂位于成都市东二环外，

后期形成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

占地规模为 1.6 平方公里，除了与洪城商圈相似，

整体性增长。尽管我反复纠结于“大刀阔斧”和

在占地规模上都处于城市“片区”等级外，在更

“小规模渐进”的选择，但最终认定，小规模渐

新前由于城市的外扩而成为夹杂在老城与新城区

进不适于洪城更新的初期，一个具有较大能力的

间的毒瘤，对城市环境、形象有着较大的影响也

触媒对于洪城商圈这样复杂、难以解决的区域更

是他们的共性，以及大多少面临城市更新的区域

为有效，先难后易、先投入再产出、 先重点区域

共性。

的“大刀阔斧”再一般区域的“小规模”自发式
更新，更有可能为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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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成都 420 厂最终的土地权属由
华润房地产开发公司全部拍得，并在其上按照推
倒重建的方式修建了大批的高层住宅和商场写字
楼，如今已基本成型。从实施效果和各方的意见

图 4 洪城项目整体鸟瞰图

来看，区域原有的肌理、宜人的巷路尺度、多年

4.4 原由

的原生树种群荡然无存，只留下千篇一律的现代

既然都具有城市更新典型项目的共性特征，

都市形象是其遭受批评的最多一点。这其中，政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项目选取的城市更新模式截然

府的简单粗暴的更新方式，对开发商利益和社会

不同？我认为这两个项目之间存在如下两方面的

公众利益的平衡不到位，体现无遗，更有甚者用

不同，正是由于这样的不同导致适用的更新模式

“小规模渐进”方式进行模拟更新而得到了更为

不同。

理想的结果预期。

（1）由于现状情况、规划功能区别而引起
的复杂性程度不同
420 厂更新前现状以生产区和职工生活区为
主，规划对更新后的功能要求是以居住功能为主，
辅以少量的商业功能。相对而言，洪城项目则更
为复杂，其现状主要有居住用地、市场用地、商

图 3 420 厂片区更新前后影象图对比
4.3 投标方案中采用的洪城商圈更新模式
如图所示，通过现状和规划方案的对比，可
以发现在洪城商圈项目中，我们采用了“大刀阔
斧”的方式，在规划结构、市场位置与功能、交
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特别是在
规划区东侧挖出的大面积水体——云霁湖。这样

业用地、工业用地、物流用地等。其中居住用地
主要分散布局在区域中部及西部，由居住小区、
安置区和城中村等构成，权属复杂，环境差别较
大；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以批发市场为主，主要
集中在基地东部，现状商家经营规模各异，定位
较低，硬件设施较落后；现状工业物流用地与居
住混杂布局，散落在规划区域内。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难以

杨瑞

4.2 成都 420 厂的更新模式

城市更新中的“大刀阔斧”和“小规模渐进”

图 2 420 厂更新前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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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和平衡的问题，与其艰难梳理，不如从区域

城市更新包含效益性、公平性、景观性三大

主要问题入手，引进特色开发项目，作为区域激

方面目标，并可以具体细分成 13 类，各目标之

活引爆点，带动周边联动、主动更新，形成第一

间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城市

步“优先遴选商业活力强，具有引爆潜力的片区”、

更新目标也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结合其目标

第二步“优先改造建筑质量差，对形象界面影响

框架，对洪城项目和 420 厂项目的主要目标、次

大的地块”、第三步“优先选择易改造的大地块，

要目标和附加效益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

零散地块滞后择机改造”、第四步“自主更新”
的更新时序。

更新
目标

指标
类型

指标
名称

效益性
目标

经济

经济增长
水平

洪城项目 420 厂项目
城市
城市更新目
标
更新目标

产业结构
调整
土地利用
效益
基础设施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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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物古迹
风貌保护
文化生活

公平性
目标

社会

生活质量
居住质量
社会协调
机制

景观性
目标

环境

生态环境
建筑环境

图 5 洪城项目更新时序
（2）城市更新目标不同
更新目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效益性
目标

经济

经济增长水平

更新速度

产业结构调整

更新后的城市活力

土地利用效益

更新后的单位土地产生的效益，
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文化

公平性
目标

景观性
目标

社会

环境

城市特色
其他

基础设施水平 更新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
文物古迹
更新后改善文物古迹环境保护

更新速度

为主要目标

为次要目标

为附加效益

通过上表的对比，可以看到，420 厂更新的
主要目的是满足工业用地被置换为居住用地过程
中的经济效益和土地使用效益的问题，并解决城
市环境脏乱差，在此过程中，需要满足对历史建
筑、特色风貌和城市文化生活特色的保留和传承，

风貌保护

更新中对城市文脉的保护或破坏
程度

文化生活

更新后文化生活质量

是否更新对于其他区域特别是外围新城区的发展

生活质量

更新后居民的生活水平

影响不大，因此，更新对于速度的要求也没有过

居住质量

更新后居住质量

社会协调机制

市民对更新的评价

生态环境

更新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

建筑环境
城市特色

更新后的建筑空间环境
更新后的城市印象

表 1 城市更新目标框架

且由于成都圈层式向外扩展的方式，使得该区域

于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小规模渐进”
式更新既不造成矛盾，也更容易达到对文化效益
性的目标。
而洪城项目由于其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基础
设施水平亟需完善以及城市风貌特色、建筑环境
大幅度提升的目标，建筑风貌、城市肌理方面的

考虑较少，且由于规划区处于延赣江线性向南发
展的中间位置，其是否有效更新已经严重影响到
南昌延赣江向南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影响到朝阳
新城的存活问题，因此对于更新速度也更为迫切
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大刀阔斧”方式则更
能够满足其更新目标和要求，同时赋予洪城商圈
一个高起点、高标准、高能量的更新动力。
结语
城市更新是一个非常负责的系统性工程，洪
城商圈更甚，最佳的规划方案基于经济的、社会
的、政治的以及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统筹和多方
利益相关体的层层博弈，本文的初衷是对洪城商
圈项目方案形成的再解释，因此仅对投标这样的
初级阶段关于更新大原则的一个引子，至于是否

【1】H. 钱纳里，S. 鲁宾逊，M. 赛尔奎因 . 工业化
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克强 .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N]. 人民日报：要闻，2012-11-21:03 版 .
【3】于今 . 城市更新：城市发展的新里程 [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1.
【4】张京祥，罗震东，何建颐 . 体制转型与中国
城市空间重构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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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需要实际建设的验证。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苏州市吴中区中心城区规划浅谈
Discussion on Central Area Planning of Wuzhong District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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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苏州城市快速扩展，产业升级加速和

1. 引言

交通条件改善的历史时刻，吴中区中心城区也将

SCP 起源于苏州，在十年的发展中不断为苏

面临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城市更新的发展机遇，

州吴中区提供规划服务，完成了一系列的规划项

城市结构将会发生剧变，如何在这个变局中掌握

目，其中《苏州市吴中区宝带路南侧豪仕登地块

先机，未雨绸缪，建设一个理念超前，规划合理

城市设计》是位于吴中区中心城区的一个发展项

的中心城区是摆在规划师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也

目，通过本次项目我们对吴中区中心城区有了更

是极其迫切的题目。本文以苏州市吴中区宝带路

进一步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吴中区中心城区规

南侧豪仕登地块城市设计为例，对苏州市吴中区

划设计做出的解读与建议。

中心城区规划做相应的解读与建议。

苏州市吴中区中心城区范围南起越湖路、东

【关键词】苏州市吴中区；中心城区；轨道交通；

吴南路；北至湄长河；东起京杭大运河；西至友

产业发展；城市特色

新路。总用地面积 19.8 平方公里（图 1: 区位图）。
这个区域紧邻苏州古城，东有独墅湖澄湖绿楔，

【Abstract】At the moment of rapid urban
expansion,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romotion of traffic condition in Suzhou, central
area in Wuzhong distric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revolution and opportunit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urban structure is coming to
change, how to use advance idea in planning to grasp
chances and take precau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作者简介：
马圣佳，邦城规划苏州公司

This paper takes the urban design of Haoshideng

副总经理。

land parcel in Wuzhog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and

邱榉檀，邦城规划中国区高

give interpretation and suggestions aim at program.

级副总裁，苏州公司总经理。
陈启宁，邦城规划中国区总
裁。

【Keywords】Wuzhong district; central area; rail
transi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ity characteristics

图 1 区位图

西有七子山石湖绿楔，南有吴江广阔发展空间，

严格意义上来说，吴中区中心城区功能并不完整。

可谓得天独厚，是不可多得的一方宝地。

（图三：1996 版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图）
在 1996 版规划中，这个区域的河道和绿化

2. 吴中区中心城区演化历程
苏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

系统发达，大运河沟通了东西两楔，西塘河纵贯
南北（图四：1996 版总体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图）。

游胜地。老苏州的城市结构，具有典型的单中心

这个区域可以说是苏州市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

同心圆结构特征，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类似，城市

经过 10 年的发展，本地区基本建设成形，居住

的发展以观前街为核心向外扩展，本区域作为城

用地占据 45%，工业用地占 25%，可说是一个产

市边缘区获得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在发展

业新城。但对于城市公共设施与开放空间的建设

地方企业和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却相对滞后，从比例上来看，绿地仅占 3.5%，

1996 版苏州城市总体规划强调了苏州作为长三

公共设施占 9.8%，造成城市功能不完善，城市

角重要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苏州新区和苏州园

环境欠佳的问题。

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尤为突出，城市产业发展创造
了就业机会，带来了居住人口，苏州城市发展形
态结构由团块发展形态演化为东西向轴线组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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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有“东园西区，一体两翼”和“新苏州、古
苏州、洋苏州”之说。当时吴中区还是隶属吴县
市行政辖区范围，在苏州市中份额很小，规划到
2010 年苏州市区人口 185 万人，其中吴县市区仅
15 万人。（图二：苏州市城市结构示意图）
从总体布局看，本区主要是发展工业，以及
配套的居住区，在东吴北路和宝带路一带形成中
心商业区。在运河以南形成了东西两个次级中心。
在这一轮发展中，南北向的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图 2 苏州市城市结构示意图

图 3 1996 版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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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形态，城市东西向扩张迅速，对苏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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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中心等。吴中区中心城区因此定位为以
“人文吴中、山水吴中、创意吴中、快乐吴中”
为目标，以宜居、宜业、宜乐为主要功能的苏州
市副中心地区。（图五：2007 版总体规划中心城
区空间结构图，图六 :2007 版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图）
3. 城市轨道交通对中心城区结构的影响
图 4 1996 版总体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图
2007 版苏州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面积扩
大为 602 平方公里，除了东西向城市发展主轴以
外，提出了南北向的城市发展次轴，要求吴中片
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江南传统文化和自然山水特
色的区域，发展文化创意、科研教育的产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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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乡特色住区。吴中区中心城区的地位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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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由边缘转变为苏州南部核心区域，要服务
于周边地区，要发展市级商业中心、文化中心、

影响现代城市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
轨道交通，中国城市人口密集，内聚力很强，没
有快捷、安全的大容量交通是形成这种状况的重
要原因，一旦交通条件改变，制约因素消除，将
促使城市结构的演进，基于轨道交通导向的城市
模式，更利于城市人口的疏解，人们的居住形式
由块状内聚型转变为线状外延型，城市结构将以
轨道站为源点形成核心组团，再由核心组团和边
缘组团组合成片区，片区规模通常在 5-15 万人
左右，片区中心一般位于轨道交汇处。
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3 号、4 号线进入吴
中区中心城区将改变本区域的规划结构。吴中区
中心城区在运河北是一个片区，大约 10 万人，
运河南是一个片区，大约 15 万，两个片区分别
有自己的片区中心，均位于轨道交通交汇的枢纽，
运河北片区中心位于宝带路和东吴北路交汇处，
既服务于北部片区，也扮演吴中区的商业文化中
心角色，同时承担着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副中
心功能；运河南片区中心位于石湖路和东吴南路

图 5 2007 版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图

图 6 2007 版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图

图 7 吴中区中心城区组团结构示意图

交汇处，服务于南片区；北部片区进一步划分成

首先，应强化中心区的集聚效应，作为本区

4 个组团，每个组团 2.5 万人，南部片区进一步

域最高等级中心，其功能应该是复合并有一定规

划分为 5 个组团，每个组团 3 万人，在轨道交通

模的，满足该区域人们一站式的服务需求。关于

站点将形成组团中心，承担社区商业中心的功能，

功能，HOPSCA 的开发模式就非常适合中心区，

人们的活动将围绕轨道交通展开，连续慢行系统

所谓 HOPSCA，是指 Hotel（酒店）、Office（办

将交汇于轨道站点。（图七：吴中区中心城区组

公）、Park（ 停 车）、Shopping mall（ 商 场）、

团结构示意图）

Convention（文化娱乐）、Apartment（公寓）等
各类功能复合、相互作用、高度集约的街区建筑

4. 产业发展对中心城区结构的影响

群，它具备完整的街区特点，是建筑综合体向城

济、文化中心聚集地，总体上应以现代商务为主

化的开发模式；另一方面也需要确定合理的开发

体功能，发展高增值、强辐射的现代服务业，行政、

规模，从近期服务于整个吴中区，中远期服务于

商业、办公、居住构成此区域主要功能。因此在

吴江地区的角度，通过市场吸纳法、人均指标法、

发展过程中，“退二进三”成为调整用地结构，

GDP 指数法等测算方法，确定商业零售业、商务

减少工业企业用地比重，发展高价值物业的主要

办公、文化娱乐设施、酒店与酒店式公寓等业态

手段。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利益驱动，实施过程

的比例和规模，综合考虑该区域已经开发的相关

中往往会陷入“退二进住”的误区，这样会带来

设施量级，最终确定中心区开发规模，从而提出

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中心城区的公共配套设施

完整的解决方案。（图八：宝带路南侧豪仕登地

建设滞后，中心城区的集聚效应弱化，另一方面

块城市设计）

居住人口的过度集聚和产业的外迁使得通勤交通

其次，为了保证本区域功能的完整性，应在

量剧增，加大城市营运成本。因此，如何整合好

本地区保留一定的就业机会，长期以来，受传统

空间资源，使吴中区中心城区能够避免患上功能

的功能分区规划思想的影响，中国城市的土地利

性失衡的城市病，可以从下两方面入手：

用通常是将不同的使用功能分开布置，如清一色

图 8 宝带路南侧豪仕登地块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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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巨型化、城市价值复合化、城市功能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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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心城区，主要是指本区域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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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文教区等，虽然分

也可以说是规划区的一大特色，在规划区内水不

区规划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最大的弊端是

仅多，还承载了较多的历史积淀，如京杭运河本

忽视城市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有机整体，特别是对

身历史地位堪比长城；宝带桥跨澹台湖，始建于

于工业区的设置，布局原则大多远离居住区，没

唐元和十一年 ( 公元 816 年 )，也是历史久远；蠡

有考虑到城市各功能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

墅镇老镇，形成于吴越春秋，现仍有不少历史遗

内在联系。因此，部分工厂迁移以后，应尽量保

存。这些都应在开放空间规划中进行重点关注与

留一些用地发展创新产业，使本地区尽可能保留

保护，成为规划重要的文化特色。

一定的就业机会。

18

规划区与苏州古城相距仅 1 公里，是苏州“一

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发展一些创新产

核四城”格局中最接近“核”的“城”。城市肌

业的载体，如商务园（Business Park）、科技园

理与风貌特色也与苏州古城最为类似。古诗云：

（Science Park）等。所谓商务园可以直白地解释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

为办公园，多数是由一群低层办公建筑组成，人

小桥多。”这样的风景与意向即使在古城区内也

们普遍在其中从事的是产业链较为高端的生产性

逐渐减少，而如果能够在规划区内能够有所展现，

服务行业，比如很多为企业信息中心、研发中心、

也将成为该地区最具文化价值与吸引力的因素之

总部等入驻。因服务对象较为高端，商务园更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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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便捷的交通与优美的环境。科技园则更强调科

吴中区的文化底蕴历来较多地体现在山水、

技研发与创新，与商务园相比产业服务门类与准

人文之中。而作为载体功能的如博物馆、展览馆、

入门槛更为高端，一般需要一流的大学、重要的

剧场、音乐厅、美术馆却少之又少。一般国外发

研究机构作为重要依托。

达国家观光旅游中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参观大大

建 议 在 本 区 域 规 划 商 务 园（Business

小小功能各异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如英国伦敦

Park）、科技园（Science Park）等与居住区兼容

就拥有 300 多座博物馆，而且大多均为免费参观。

的产业功能，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对于减轻

苏州博物馆虽然藏品不多，但其建筑本身因为贝

交通压力，低碳出行和创造税收，都有一定益处。

聿铭的因素也成为城市观光旅游的一个热点。这
些都是一个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

5. 塑造吴中区中心城区的城市特色
长期以来，许多城市忘却了自己城市的地域

规划区本身并不是一块空地，很多历史建筑
也具有特色与文化内涵，如果能够充分挖掘，规

文化及城市文脉，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

划建造一批符合城市需求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文

毫无特色可言。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来

化载体，对整个苏州的文化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

反思城市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走了弯路。因此，

的作用。

理性的城市发展道路一定是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
路。保护与发掘城市的文脉与特色，弘扬地方文
化，极力打造城市特色品牌成为城市政府在城市
经营与城市竞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

6. 结语
一个地区的城市规划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综
合性的工作。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出发来研究城

山水、人文、生态、乐居历来是吴中区规划

市规划问题，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殊

的关键词。怎样利用现有苏州其他几个发展区域

途同归，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城市能够发

无可比拟的自然资源与人文环境来做中心城区的

展的更加美好。

规划，创造独特的城市特色，就是要做好“山水
吴中、人文吴中”的文章。
山水是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中心城区内河
道纵横，京杭大运河横贯东西，西塘河纵贯南北，
河流总面积达 212 公顷。水是苏州的城市名片，

吴中区中心城区规划是吴中区发展的重中之
重，上述论述只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规划从业者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研究后产生的一些感想。

城市海滩开发模式初探—以海口假日海滩为例
Tent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Urban Beach Take Haikou Holiday
Beach As An Example
杨春梅 Yang ChunMei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城市海滩的特质，结合海

1、前言

产品导向”的综合开发模式。通过加强景区与城

受大众喜爱。海滩，向使用者所传递的是一种代

市以及周边资源的互动联系，来营造整体形象鲜

表了自由、浪漫、放松和辽阔的场所感。人们对

明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海滩的深切热爱也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中代表着

同时通过重点产品的打造来留住吸引来的游客进

开放、包容和积极探索的一面，这也许就是海洋

行活动和消费，实现景区整体经济性的平衡。并

文化的精粹所在。

阐述了该开发模式在海口假日海滩项目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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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城市海滩主要是指地理位置位于

运用。

城市规划区内，离城市集中建成区较近，市民可

【关键词】城市海滩 开发模式 整体形象 产品

以便捷到达，满足市民日常休憩功能，同时又作

导向 旅游目的地

为城市内一处旅游景区的海滩。希望通过探讨城
市海滩的特质和问题，来探索一种符合该资源特

【Abstract】By analy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点的合理的开发模式，使城市海滩这种稀缺资源

urban beaches and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of Haikou

得到合理的利用，做到既保证市民和游客对于海

Holiday Beach,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comprehensive

滩的双重诉求，又不会对环境造成破环。真正达

development mod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overall

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杨春梅

海滩作为一种稀缺的环境资源一直以来都深

城市海滩开发模式初探—以海口假日海滩为例

口假日海滩的实际情况，提出“整体形象导向 +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products orientation. In
this mode, enhancing the connection of secnic spots

2. 城市海滩的特质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can be used to create

2.1、和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

an outstanding comprehensive tourist destination

通过分析国际公认的全球十大城市海滩的特

and attract more tourists. Meanwhile, the creation

点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和其所在的城市有着互为

of important tourism products will promote tourists'

成就的关系。城市以其在风貌、地域文化、建筑

activities and consumption,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特色等方面的独特魅力为海滩带来宏观的外部整

of scenic spot's economy. This article also explains

体形象，从而吸引游客的到来。同时又以其成熟

the utilization of this mode in the project of Haikou

完善的服务配套来支撑海滩的服务品质。

Holiday Beach.

而一处环境优美的海滩对城市的发展而言，

【Keywords】Urban Beach, Development Mode,

是地区旅游形象甚至整个城市形象的代表。它给

Overall Identity, Product Orientation, Tourist

城市提供有分量的支撑，一定意义上是城市的名

Destination

片。同时，它也能带来商机和隐性收入，为城市

杨春梅，邦城规划 , 深圳分公司设

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对城市的旅游发展而言，

计部经理。

作者简介：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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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免费的旅游景区，是旅游者的好去处，完善

餐饮、娱乐等设施，这些设施是经营性的、消费

了城市的旅游要素，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使目的

性的。他们依托开放式景区而存在和繁荣，开放

地增值，同时，景区往往配套较为完善的住宿、

式景区给他们带来客源，从而带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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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

依托的城市

特点

1

巴塞罗那海滩

巴塞罗那

独特的建筑、佳肴、夜生活

2

克利夫顿海滩

开普敦

美丽的落日、温暖的海水、依山临海的城市格局

3

怀基基海滩

夏威夷

冲浪、火山、民俗表演

4

尼斯海滩

尼斯

艺术气息、地中海文化、温暖的气候

5

迈阿密海滩

佛罗里达

青年人的聚会、温暖的阳光

6

科帕卡巴纳海滩

里约热内卢

狂欢、城市风貌、足球

7

圣莫尼卡

加利福尼亚

海军码头、游乐场、逛街购物

8

邦代海滩

悉尼

冲浪、靠近商务区，配套完善

9

戈登海滩

特拉维夫

啤酒、狂欢、

10

基斯兰奴海滩

温哥华

免费的球场，超大型加热的咸水游泳池。
表一：世界十大城市海滩

2.2. 定位和功能的双重性

往形成多头管理的局面，公共投资的部分由政府

城市海滩在产品的定位上具有双重型，这是

相关部门来管理，投资商开发的旅游产品又多是

它的最大特点。它既是城市公共产品又是旅游产

采用谁开发、谁经营、谁管理的模式主导。往往

品，既要满足作为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开放性、公

导致整个海滩整体风格不统一，环境品质不一致，

益性和公平性，又要满足旅游产品的盈利性和竞

甚者有产品同质化现象，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更

争性。从开发模式的角度看，公共产品往往是财

严重的是把海滩各自瓜分，导致公共产品的开放

政投资，希望能为更多的市民提供免费的活动空

性和公共性遭到破坏，这也是导致很多公共海滩

间，改善生活品质。而旅游产品则会更多的关注

在做旅游开发时遭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的诱因。

投入产出比，赢利性是其区别于公共产品的鲜明
的特点。

3. 旅游开发模式的回顾

定位的不同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产

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一直是旅游规划者研究

品类型和消费方式的不同。怎样在有限的空间和

的热点问题。回顾一下，旅游开发先后经历了旅

资源内，满足以上两种消费者的公共诉求是城市

游资源导向、旅游市场导向、旅游形象导向和旅

海滩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二者

游产品导向四种开发模式。在旅游开发的不同阶

也有一些共性：比如都希望有更好的环境品质：

段，上述四种模式分别占据了主导地位，每一种

干净的海水和沙滩、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开发模式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背景。

更人性化的、周到体贴的服务。多样化、有特色

在旅游开发早期，多是针对一些旅游资源丰

的产品和丰富多彩的海滩活动、便捷的交通、完

富的地区，该阶段的开发思路基本是“资源—产

善的标识体系等。抓住这些共性的关键点，也就

品”的开发路线，既“我有什么—我就做什么”。

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突破口。

后来，随着旅游产品的增多，竞争加剧，独特的

2.3. 运营管理的多重复杂性

自然资源越来越少，旅游开发开始走向市场导向

这种兼具公共产品和旅游产品性质的海滩往

性开发模式，更多的分析市场的需求和外部同类

的竞争关系，以此来打造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发模式上，我们采用了“整体形象导向模式 + 产

但是，市场预测的准确性和动态性是很难精准把

品导向模式”的综合开发模式。该模式的优点在

握的，这也是导致在一个时期很多旅游产品失败

于通过城市整体旅游资源的整合与整体形象的提

的原因。到了近十年，随着旅游观念和旅游方式

升来弥补海滩本身自然禀赋不突出的短板，同时，

的改变，使得单个的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已经远远

也通过重点旅游产品的开发，来激活城市整体的

不够了，各个地区都开始整合资源做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业链，获得景区与城市的共赢格局，以实

从而导致了旅游走向形象导向模式：旅游目的地

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的主题和整体形象打造就变得很重要。在这方面，

也就是说通过精准的形象定位 , 合理的旅游

新加坡的整体旅游就做的非常到位。在区域整体

产品设计开发和专业化运营，实现既满足城市居

形象打造的基础上，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旅游综合

民休闲需求、创新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又

体是实现整体赢利的一个很关键的点，特别是针

能达到营收平衡，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是该项

对那些并不具备传统的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

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资源优势的地区，就需要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个
性化和多样化，创新性以及投入——产出的经济
效益分析。这种模式多见于主题性景区和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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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形成的。

图二：海口假日海滩项目技术路线图
5. 旅游开发模式在假日海滩景区项目的运用
5.1、海滩现状及外围发展条件分析
但是整体而言，海南岛的旅游目前存在南重
北轻的局面。海口旅游资源保护总体较好 , 但部
分文化资源由于地处偏僻，未得到有效保护性开
发，对比旅游发达城市，海口旅游开发模式比较
单一，产品也比较单一，导致旅游市场吸引力较
图一：旅游开发模式衍化图
4. 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

弱。这和海口城市营销力度较弱，整体定位摇摆
不定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假日海滩位于海口市西北部，是海口市最具

针对海口假日海滩而言，单从海滩资源本身

代表性的海滨旅游休闲胜地。旅游区海岸线全长

的自然条件而言，并不具备绝对优势，海滩资源

约 6.9 公里，总规划面积约为 647 公顷。目前是

的开发可以说是处在三亚海滩的阴影之下。但是

由海旅集团开发、经营管理的大型滨海旅游观光

相较于三亚，海口城市本身具有绝对的区域优势：

景区。2009 年 12 月 28 日，获批国家 4A 级景区

作为海南省的省会和国际旅游岛的门户，海口有

称号。

着便捷的交通，众多的政府和商务机构，同时，

景区目前已经开发建设了一些项目，但是与

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人文资源和综合的较高的

国内外一流海滩相比，在软硬件设施方面还存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三亚没法比拟的。

较大差距，整体环境品质和服务水品偏低，项目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海口假日海滩的旅游开

缺少亮点，空间发展受限，海滩纵深较窄，受滨

杨春梅

发模式都是在原有的模式基础上添加了一些东西

城市海滩开发模式初探—以海口假日海滩为例

品的开发，也就是产品导向模式。各个阶段和开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海大道的分割，和腹地的联系较弱。周边地块大

在人口基数上是最大的，包括都市休闲、商务会

部分已出让并完成开发，且多为酒店、房地产等

议和避寒养生的人群。专项市场是做特色的，包

项目，导致景区对周边地块的增值效应跟景区的

括游艇度假和蜜月旅行。潜力市场是有待挖掘的

建设开发失去联动性。

高附加值产业和项目。不同的需求对应与不同的
客户群和产品特征，详见下表：
类型

基础
市场
图三：假日海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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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
市场

图四：海滩现状温泉乐园
潜力
市场

特征
主要来源
休闲体验为主，
团队客、自由行
都市
停留时间短，消
群体、
休闲
费水平中等
来海口参加各种
完善的高端服
会议、展览、贸
商务
务，配套夜间娱
易洽谈和公务出
会议
乐项目
差的游客。
长期度假，需要 养老人群、北方
避寒
完善的生活配套 市场和亚健康等
养生
和康体设施
特殊人群
国内高端客户
私密性强，部分
群、大中型游艇
游艇
商务需求，消费
需求的中端潜在
度假
档次高
客户群。
浪漫的环境氛
国内白领阶层的
蜜月
围，私密空间，
新婚青年
旅行
休闲娱乐活动
自助或半自助度
定制 个性化需求，产
假人群、家庭度
度假
品自主性强
假群体
高端疗养保健群
医疗 和专业医疗服务
体、专业运动康
康复
结构联合
复群体
奖励 综合会议、拓展 国内企业团队型
旅游
等相关内容
市场
具有科普教育意
国内学生团队群
修学
义，活动安全需
体
旅游
求性高
表二：市场及客群细分表

在深入分析区域发展条件和对假日海滩自身
图五：印象剧场现状

5.2 市场需求预测及发展定位
休闲化、生态化、主题化和综合化将会成为
未来旅游的新特征。休闲化体现的是旅游方式的
改变，生态化体现的是旅游需求的深入，主题化

资源研判的基础上，结合对于目标市场的细致分
析，确定假日海滩在海口城市中的定位为：“一
个主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对外，这个客厅是海
岛海洋文明的展示窗口，是海岛特色生活方式的
体验区；对内，是多彩文化的活力公共空间，是
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
海口的城市客厅和旅游地标

则要求旅游产品有更高的文化性和创意性。而互

中国海岛海洋文明展示窗口

联网时代的到来也必然导致散客游、自助游成为

海岛特色生活方式体验地

未来旅游的主力群体。以上趋势的变化都要求对

 多彩文化的活力公共空间

客户群分析的进一步细化和旅游产品的进一步细

5.3、整体性策略

化和综合化。
在此基础上，规划将未来假日海滩的市场细
分为基础市场、专项市场和潜力市场。基础市场

5.3.1 以假日海滩为龙头，打造海口旅游产
业链
海口现有景区精品化程度不够，知名度不高，

且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旅游资源整合和城市旅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罕见的第四纪火

游形象营造。假日海滩作为海口目前唯一以海滩

山群，火山类型之多样，熔岩景观之丰富，熔岩

资源为主题的 4A 级景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

隧道之神奇，实为罕见。是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

力和较高的群众口碑，海口的旅游产业应以假日

城市火山群地质公园，也是海南省第一家由联合

海滩为引擎，同时通过和其它景区的互补发展，

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具有突出而重要价值的世界级

共同激活海口的旅游产业链。塑造特色鲜明、体

旅游景区。从山到海，从火到水的戏剧性冲突正

系完整、产品多样化的海口旅游产业体系

是构筑了海口城市最重要的自然特质。所以，在
假日海滩的旅游策划和规划中，将会深入挖掘火
山文化与海洋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美丽火花。来构
筑假日海滩不同于其它海滩的个性与特色。
5.4、重点旅游产品打造
在产品的打造上，采取了从“核心资源”到
“重点产品”的路径，经过梳理，发现在假日海
滩可以挖掘的资源中，“风”“火”“泉”是三
种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资源要素。

图六：海口旅游体系现状图

帆船帆板队都会来此冬训，已经成为假日海滩的

5.3.2 错位发展、点亮多彩海岸带

一景了。目前，专业化运动大众化是一个趋势所

海口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带，在这条海岸带

在。规划希望将帆船帆板运动从目前的仅有专业

上，分布着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旅游资源。自

运动员参与拓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主要包括两类

西向东，有以康疗度假为主的金沙湾；有以会议

人群。一类是喜爱帆船帆板运动的中高端商务和

会展、商务酒店为主的海口国际会展片区；有以

业余爱好者。以帆船俱乐部的方式，配套专业的

游艇为主题的秀英国际邮轮港，也有以红树林为

航海技能培训中心，定期举办活动和培训，同时

主题的生态海岸。假日海滩作为海口北岸的珍珠

配套会议交流，商务活动等场所，提供一处“以

链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需要在业态上和其它片

运动会朋友，以运动促交流”的健康交流场所。

区错位发展，共同借力，一起点亮海口多彩的岸

另外一类是针对青少年帆船帆板爱好者组建的航

线，成为海上看海口整体环节中的重点元素。

海学校，可以和本地的中小学校、体校等单位合
作，定期举办培训赛事以及夏令营等活动，将帆
船帆板运动发展成为海口独具特色的青少年日常
体育活动项目，让市民真正享用海滩的发展红利。

图七：假日海滩与周边资源关系图
5.3.3 打通龙脉、深入挖掘资源特色
从城市结构的角度来看，假日海滩向南延伸
到火山地质公园的绿廊是海口城市重要的生态脊
梁，也是展示海口城市形成和地质变迁的展示廊。

图八：风帆俱乐部效果图

杨春梅

船帆板运动所需要的风浪条件，每年冬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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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即“风帆运动”，假日海滩具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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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即“火山文化”，假日海滩作为海口

酒店等配套设施相结合打造亚洲一流的亚健康理

火山群倾斜向海的一处出口，海滩上留存多处火

疗中心。针对商务客群和本地高端客群开展海上

山石遗迹，是海滩难能可贵的独特资源。对于火

温泉会所，中医理疗等中高端健康型旅游产品。

山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导入：形态上的导入和文脉上的导入。形态上的
导入包括建筑形态的导入，在正对火山口的海滩
主景区，以火的形态构建旅游综合体，涵盖了主
题餐饮、海上游乐场、大型演绎等集中消费场所；
另一方面是在景观风貌上体现火山海滩的独特风
格和魅力，比如铺装材料、小品构筑物等细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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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打造风格统一协调的景观风貌。文脉上的

图十：“火”旅游综合体效果图
5.5 配套运营模式

导入主要通过大型的主题来演绎，例如通过模拟

在投资模式上采取包括 PFI、PPP 在内的多

的海上火山喷发来诠释海口的历史变迁和沧海桑

渠道融资的模式，多种资本的进驻，可以形成强

田，并以此激活目前经营不良的“印象·海南岛”

大的资金与管理经验优势，以实现景区的快速开

项目。

发和发展，政府的主要地位则是各方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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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协调。建议将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由专业旅
游管理机构对假日海滩旅游区的发展战略、规划、
建设进行统筹管理。在经营权上以对外招商为主，
内部经营为辅，商业服务设施经营权对外开放。
在赢利模式上采取大景区免费加服务点收费的模
式，整个景区的维护资金主要来源于租金和税金
两部分。租金包括商业网点经营权拍卖、大型项
目经营分成、停车、场地租赁等管理收入，税金
主要指政府专项拨款和税收返还。再配合整合营
销，创意推广等营销模式和多渠道的盈利模式来
保证假日海滩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
希望通过假日海滩开发模式的成功探索，寻
找到一条城市海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合理
的开发强度，有针对性的产品选择，以及和城市
的密切互动关系，是城市海滩开发模式的关键所
在。假日海滩的成功升级将会对促进海口旅游业
的发展，扭转海南旅游业长期南重北轻的局面、
提升城市影响力，塑造城市品牌起到积极的促进
图九：“火”的演绎概念图

作用。

“泉”是指“温泉”。假日海滩所处的海岸
带下面正是一处地热资源经过的带，有着很好的

【参考资料】

温泉资源优势，现状已经建设的一处小型的温泉

【1】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区项目策划及概念性规划

水上乐园，深受当地市民的喜爱。规划将结合著

设计项目成果

名的南药在景区西部和西片区的会展中心、高端

长春产业地产之实践——从北科建到绿地
Practic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Planning in Changchun

周九锡 Zhou JiuXi

【摘要】产业地产主要是服务于生产制造、研发

上，主要包括了工业园、科技园、商务园、物流

办公、仓储配送、商贸物流、生产性服务等产业

园及相关的生产配套设施等空间载体，产品形式

价值链上相关环节的地产开发模式，产品形式为

为独栋写字楼、高层办公楼、标准化厂房、中试

独栋写字楼、高层办公楼、标准化厂房、中试研

研发楼等业态。

地产需求持续增长，因此，北科建与绿地集团也

帮助企业提升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发展力，帮助

在长春规划建设了科技园，进行科技型产业地产

产业提供集聚发展平台，提高产业发展速度，帮

开发，SCP 也就此总结了长春产业地产开发的一

助政府改善区域环境，提升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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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经验。
【关键词】产业地产、开发模式、价值链、业态、
科技园
【Abstract】Industrial Property focus on providing
service on manufacturing, R&D, Warehousing,
Trading and so on, by the form of office tower, plant
on standard, researchbuilding. Changchun is third
biggest city in Northeastern China, meeting the rapid
growth of demand of industrial property. Beijing
Science Park Development Group and Shanghai
Greenland Group aim to develop science parkin
Changchun. SCP concludes industrial property plan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in Changchun.
【Keywords】Industrial property, Development
Scenario, Value Chain, Format, Science Park

图 1：产业地产类型
目前，产业地产发展最新趋势是融合生态、

周九锡

产业地产通过构建价值链一体化平台，可以

长春产业地产之实践——从北科建到绿地

发楼等业态。长春作为东北老工业城市，对产业

环保、智慧、低碳等发展理念，办公区域与更多
的城市生活元素进行结合，形成文化特性同样也
是未来产业地产追求的价值核心。
2. 产业地产的成功要素
与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相类似，产业地产发
展过程中，无论是工业园、物流园、商务园还是
科技园，其成功建设与运营都离不开区位、交通、
产业链、政策、综合环境等要素。核心要素包括

1. 产业地产的定义

如下：

产业地产相对于住宅地产、商业地产与旅游

——区域与城市选址，分析区域市场环境和

地产，目前业界尚未有明确的行业公认定义，一

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要先确定主导产业，围

般意义上认为是：以产业为基础，由工业用地和

绕主导产业进行资源的配套，二级、三级的配套

仓储用地两大类型为载体，开发服务于生产制造、

企业在哪种情况下可以进来，了解企业需求和园

研发办公、仓储配送、商贸物流、生产性服务等

区的产业定位及产业发展方向。

产业价值链上相关环节的新型形式；从表现形式

——园区主题定位，任何一个园区本身的定

作者简介：
周九锡，邦城规划苏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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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先要移植外部强势资源，
培育内部特色优势，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形成园
区本身特有的优势。在具体定位的时候，要考虑

交 产业 政 人 信息 技术 资金 投资
通 链 策 流 流 流 流 环境

工业园 强

强

强 弱

中

强

强

中

定位的角度可以判断是制造型的园区、物流园区，

物流园 强

弱

弱 弱

中

弱

中

弱

还是研发型园区、商务型园区。

商务园 中

中

中 强

强

中

弱

强

科技园 中

中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市场的导向、资源的整合、创新的能力。比如从

——目标客户市场，要对目标客户进行细分。
一般情况下，对客户的分析要从几个方面进行。
一个是对现有园区企业和潜在客户进行分析；一
个是从产业链的角度，包括对区域本身的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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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表 1：不同类型产业地产影响系数表
3. 产业地产的开发运行模式

业分析，跟踪二级配套企业、关联企业的投资动

产业地产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开发商与入

向。另外要确立以商招商概念，对专业市场进行

驻企业三者的部分角色是重叠的。其中政府作为

分析，考虑把市场和制造融合在一起，形成前店

产业地产指导者，提供政策、税收支持，参与或

后厂的园区模式。

部分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开发商前期进行土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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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造势，通过挖掘潜在优势，创造市

物业开发，中期负责建设和招商，后期负责服务

场，促进发展。首先确定园区营销的推广理念，

与运营；企业作为终端用户，企业运营参与者，

搭建公关平台（政府沟通平台、中介商务平台、

通过有偿方式使用开发者管理服务。开发理念要

客户交流平台），创新传播渠道（网络、行业、

符合平台化、服务化、城市化。产品定位要从“盖

户外、展会论坛）。要结合城市资源、城市特点，

厂房”到“造平台”转变，从单纯的工厂物业转

考虑产业经济和园区发展的和谐共赢。让客户意

向为入驻企业提供产业配套服务，打造产业服务

识到园区不仅仅提供厂房，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

平台。规划设计从“做产品”到“做服务”的转变，

全新的适合企业发展的生活方式和超值服务。

根据入驻企业需求对产品进行量身订做，从企业

——产业招商。招商的核心是招商渠道的建

需求方面建立全新的服务体系。功能定位从“园

设，可分为国内投资企业、国内异地企业、同区

区”到“城市”的转变。联动地产改变单一工业

域企业，通过优惠政策等各种方式把真正需要的

厂房开发的园区运营模式，转向集办公、智造、

企业招进来。以一个汽车产业链为例分析，一个

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产业功能区开发。

整车的组装厂家涉及的产业链企业比较多，要把
各个配套行业层层分解，找到适合园区发展和需
要的零部件企业。
——综合服务。要想成功的运营工业地产，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服务。一是对政府和开发区服
务，政府和开发区最需要的是推动产业升级，促
进区域产业集群，产生税收。另外要为客户提供
价值。客户有区域的价值需求，只要来园区就享
受低成本、优惠政策等便利。更重要是通过园区
的管理，提供上下游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园
区独特的企业文化。

图 2：产业地产利益方关系图

根据不同类型产业地产，其影响系数也有所
不同（见下表）。

产业地产开发一般而言，有以下四种模式：
模式一：产业园区开发模式
是以政府为主导，根据城市规划发展的需要，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经招商引资、土地出

综合运作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性，

让等方式引进符合相关条件的产业发展项目，以

同时也能发挥市场的灵活性，权责明确，有利于

地产为载体，产业项目为依托，实现城市功能建

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实施综合性、大规模成片开发

设的开发模式。

项目。但是，这种模式对政企关系协调要求非常

产业园区开发模式是目前我国最常见的产业
地产开发模式，鉴于是政府根据产业运营的特点

高，如果关系处理不当，则很容易造成产业园区
的发展停滞。

进行规划与开发，并在此基础上为园区提供政策
支持、税收优惠等，所以这种模式的产业园区具

4. 长春发展产业地产的基础与条件

备集中统一、权威性高、规划性强、形成周期短

长春作为东北第三大城市，目前已经有四个

等优势。但是，这种模式也有缺乏灵活性和创造

国家级开发区，在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性、活力不够等缺点。

材料等领域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为产业地产发

主体企业引导模式是指在特定产业领域内具

新区下属的开发公司，即“长春经开”与“长春

有强大实力的企业，获取大量的自用土地后建造

高新”均已成为上市公司，且早已经在产业地产

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并在自身入驻园区且

领域耕耘。因此，这几年随着长春新兴产业的发

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借助其在产业中的强大号

展，对产业载体提出了新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

召力，以出租、出售等方式吸引同类企业的聚集，

北科建、绿地等产业地产开发商在长春开始攻城

最终实现整个产业链完善的开发模式。

略地，进行主题性园区的开发。

这是政府支持、企业带动的一种开发模式，
不仅符合主体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也利于带动
统一产业的聚集。但是，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功能
定位比较单一的小规模开发，无法适应跨行政区
划的综合开发要求，所以难以作为产业地产开发
的主要模式。
模式三：产业地产商模式
开发商在工业园区或其它地方获取土地，建
图 3：长春开发区产业布局图

设基础设施以及厂房、仓库、研发楼等，然后以
租赁、转让或合资等方式进行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目前，长春产业地产产品类型主要包括如下：

最后获取开发利润的模式。

总部办公：独栋办公、双联排、多联排办公、

从本质上而言，产业地产商模式和传统的住
宅开发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模式的产业
地产对开发商没有后期经营和管理的要求，难以
形成产业的积聚以及产业辐射力。
模式四：综合运作模式
综合运作模式是指产业园区开发模式、主体
企业引导模式和产业地产商模式混合运用的开发
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
政策，并成立管委会负责行政管理事务，地产商

高层写字楼办公；
研发办公：独栋研发、联排研发、高层写字
楼研发；
标准厂房：单层厂房、多层厂房、双联排、
多联排厂房；
产品定制：企业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定制各种
产品；
生活配套：员工宿舍、员工公寓、食堂、运
动休闲区。

投资开发建设并提供相应的园区服务，龙头企业
入驻发挥产业号召力，多方合力共同推进产业园
区开发与运营。

5. 北科建长春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规划
北科建长春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位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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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支撑。同时，长春经开区与高

长春产业地产之实践——从北科建到绿地

模式二：主体企业引导模式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高新区北区北侧，占地面积 65.8 公顷，规划目标

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重点项目组合如下：

成为创新企业的孵化基地、创新人才的集聚基地、
创新技术的研发基地和创新资本的汇聚基地。

图 7：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重点项目组合
6. 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规划
绿地长春产业园位于长春净月高新区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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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孵化中枢、长春市科创服务业产业化基地
和净月区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中心。
图 4：北科建长春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区位图
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产业体系又主导性产
业和支持性产业组成：

图 5：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产业定位图
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业态定位如下：

图 8：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区位图
绿地长春产业园最终形成“1+X”的产业发
图 6：长东北科技创新产业园业态定位图

展体系，以科创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以 3D 打印、
物联网、生态科技与生物科技为特色发展产业。

园区最终功能布局如下图：

图 11：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功能布局图

图 9：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产业选择图
根据产业定位，确定满足纯办公、生产性服
务与生活性服务三大类型物业形态。

7. 结语
可以看到，北科建与绿地在长春的产业园
项目，基本都满足以下特点：
——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内，土地属性以
工业与商业为主；
——产业主要以生物医药、3D 打印等既有

混合楼、孵化楼等形式为主。
总体而言，长春产业地产是具备发展市场
基础的，只不过相对于原有政府主导开发模式，
图 10：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物业形态选择图

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要在长春产业地产市场形成一
套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

根据不同物业功能的合理配比，实现产城一

【参考资料】

体、产居一体、产景一体的多元化规划建设方案。 【1】长春长东北核心区科技创新产业园前期策划
通过对案例及需求的分析，初步确定办公类物业

项目成果

和服务类物业面积比例约为 8：2，如下表：

【2】 绿地长春现代科技园概念规划项目成果

表 2：绿地长春现代产业园物业配比表

周九锡

——业态主要以独立研发办公、研发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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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基础、又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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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区规划与设计引导的新加坡经验与启示
Histor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 in Singapore and Its
Revelation
王茂林 Wang M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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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解读、分析新加坡历史

加坡历史保护区规划与设计引导起到了至关重要

保护区规划的主要措施和成功经验。希望为中国

的作用，这样的经验是值得中国许多城市在进行

在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采取怎样的相关措

历史街区保留、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中借鉴

施，来解决历史保护街区及保护建筑的难题，提

的，使城市成为有记忆、有特质、有文化承传的

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多元化的文明载体。

【关键词】新加坡；历史保护区；设计引导；启
1. 历史保护规划沿革

示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and interprets the

2006 年，由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主

measure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conversation

导的新加坡历史保护区规划计划获得了城市土地

planning in the historic district inSingapore. It

学会（ULI）所颁发的全球卓越奖（Global Award

could provide a goodreference for China to adopt

for Excellence），这标志着新加坡历史保护区规

and integrate to its own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划建设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practices in its historicdistrictduring the process of

其实，从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新加坡在

rapid urbanization.

快速化城市建设中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住房短缺、

【Keywords】Singapore, Historic Conservation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落后等方面，当时没有顾及

District, Design Guideline, Revelation

太多的历史保护问题，只有一些零星的措施来保
留部分历史建筑。

自 1819 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开埠以

1986 年，市区重建局推出了关注历史片区

来，新加坡走过了近 200 年的历程，也从无名的

的中央区结构规划（图 1），划出了乌节路、红

马来渔村演变成了 540 万人口的知名国际大都市。

灯码头、滨海湾（填海部分）等地区为高强度发

特别是 1965 年新加坡建国以来，新加坡城市建

展区，而牛车水、小印度、新加坡河等区域则作

设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华丽转身，在

为历史保护区界定下来，这是一个富有策略的高

其“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的美名之下，还

明规划结构，它将世界级城市高强度的开发大量

离不开历史保护区及历史建筑对城市特色的贡

需求疏导在重要的历史街区以外。如作为国际金

作者简介：

献。虽然与北京、罗马、巴黎、伦敦相比，新加

融中心的 CBD，推向了与旧区相邻的填海造地的

王茂林，邦城规划高级

坡的历史很短，没有古老的宏伟建筑，但这 100

新区。试想，如果没有对洪水般大规模新增建设

多年来的典型历史街区及历史建筑是新加坡自身

的疏导，位于市中心的历史片区，在高容积率商

的足迹和历史的见证。虽然地处城市核心地段，

业利益的冲击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有效的保护。

许多历史建筑仍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

1989 年，市区重建局被正式确立为历史保

中被谨慎且有效地保留了下来。而在此过程中新

护的国家机构，并深化完成的第一个历史保护专

顾问，中国区副总规划
师。

项规划（Conservation Master Plan），并根据其价

保护区环境，政府也提供了良好的协助措施，如

值和重要性进行分类，且公布了 10 个历史保护

免除发展税和停车位缺额，免除道路扩展界线，

区：TanjongPagar, Little India, Kampong Glam, Boat

提供技术和具体指南，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Quay, Clarke Quay, Bukit Pasoh, Telok Ayer, Cairn
Hill, Emerald Hill，为以后的历史保护区的保留、

自 1989 年以来，已有分布在超过 90 个区域
的 7000 多座建筑得到了保护、保留 。

更新、改造实施打下了基础。
1993 年，市区重建局公告了《保留、保护的
目标、原则和标准》（<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并
推出一系列具有详细措施的《历史保护及保留建
筑设计导则》（<Conservation Guideline>），将重
要的保护规划标准、经验、原则、技术处理、质
量要求、外形控制、标志系统法规化，在操作中
有效地指导了保留、保护建筑的业主和发展商在
统一的历史风貌下，对其的修复、更新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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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5 年起，市区重建局为鼓励高质量的
历史街区及建筑修复工程，分别设立了“优秀鼓

图 1 中央区结构图

励 奖”（Good Effort Award）、“ 建 筑 古 迹 奖”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ward）。
2000 年以来，有更多的公众参与，逐渐增

2. 历史保护区及保留建筑规划与设计引导
近 20 年来，新加坡历史保护区及保留建筑

多的社会团体、专家、群众、企业等都加入到了

规划与设计计划，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历史保护及打造有特色的新加坡建设中来，也使

有完整技术性法规作为保护性开发指导，也便于

历史保护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条重要的租金管制法令
（The Control of Rent Ordinance），这一条法令始

相对于中国许多城市的保护片区缺乏系统性导则
以个案逐一独立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于二战后住房短缺的 1947 年，该管制法令规定

2.1 历史保护区及保留建筑的分级、分区

屋主不得向租客收取高于政府规定水平的租金，

在 1989 年 至 1992 年 的 历 史 保 护 规 划 中，

也不准驱除租客。1969 年有所调整，可以申请

对历史街区及建筑，从以下多个维度进行研究、

驱除租客，但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翻新房屋。这

分析，即包括建筑的艺术性与质量、稀缺性，对

条法令打击了老旧建筑的市场价值，使许多有历

环境的贡献，在文化、社会、宗教、历史中的重

史价值的破旧的老建筑在各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

要性和意义，形象特征，对经济的影响等要素的

下，特别是 1970-1990 年代，在新加坡专注高速

评价，共有 6532 座建筑物被保留，其中，店屋

发展新镇、新区、基础设施等，而且是资金缺乏、

和排屋 6261 座，独立洋房 139 座，其它 132 座

缺乏专家、无暇顾及历史保护实施的时代，避免

。并将其分成六大类：历史价值保护区（Phase

了被迅速转让、改造、拆除的厄运。为后来，特

1A）、独立洋房保护区（Phase 1B）、纪念性建

别是 2000 年以后，政府统一征收和实施大规模

筑保护区（Phase 2）、次要历史保护区（Phase

对历史片区保护、更新、改造工程提供了经济上

3）、保护性私人产业（Phase 4）、保护性公共

较低成本的前提。

产业（Phase 5） 。

此外，为了促进历史保护计划的实施，改善

王茂林

5 年回顾（Review）一次。

历史保护区规划与设计引导的新加坡经验与启示

为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这些规划设计导则，每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在历史保护规划图大致有五种分区：历史价

历史住宅保护区控制比较严格，允许在旧建筑后

值保护区（Historic District）、历史住宅保护区

院加建低于旧建筑檐口的新建筑（图 5、图 6），

（Residential Historic District）、次要历史保护区

次要历史保护区控制相对宽松，允许在旧建筑后

（Secondary Settlement）、独立洋房保留区（Bungalow

院加建高于旧建筑两层的坡屋顶的新建筑（图 7、

Area）、其它地区（Other Area），并以此分类进

图 8），独立洋房保护区对洋房本身外形控制较

行差异化规划设计引导、管控 （注 4）。此分类、

严格，但允许与洋房保持一定距离时加建与之相

分级在城市的有机分布，即增加了城市形态的多

协调的新建筑 （图 9、图 10、）。

元特质，丰富了城市意象，也兼顾了大部分保护

在规划参数和建筑修复方面，主要建筑元素

建筑，为适应商业经营和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度改

分别在不同分区中都得到了管控，例如：在历史

造和再利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图 2）。

价值保护区管控的主要元素有：屋顶、前院、正
/ 侧立面、五脚基、山墙、建筑背面、后侧服务
建筑、后院、后 / 侧院墙、通风井、地板、界墙、
楼梯、阁楼、天花板、烟道、排气扇、升降机、
管道、空调系统、屋顶机械电气、信箱。不同分
区管控的元素与严格程度不一样，例如，对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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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历史价值保护区比次要历史保护区更严
格（图 11）。历史价值保护区对于门、窗、通风
口的处理管控要求也较严格 （图 12）。

图 2 中心区历史保护区分区图
2.2 历史保护区及保留建筑的设计引导
为配合全面展开的历史保护计划，市区重
建局制定的《历史保护及保留建筑设计导则》
（<Conservation Guideline>）是系统地指导规划、
设计、保护、改造、修复、利用的重要指南，也

图 3 历史价值保护区剖面示意图

是新加坡历史保护计划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
内容包括：规划参数和建筑修复条例、外形控制
条例、标识控制条例、保护建筑“加建及改建”
决策条例、保护建筑准入功能控制条例、申请修
复保护建筑局部条例、开发费用条例以及保护建
筑“加建及改建”执行条例。
在保护建筑准入功能控制方面，就有负面
清单式的控制。在历史价值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不兼容及不允许的用途包括：酒吧或夜店（包括

图 4 历史价值保护区 Boat Quay 屋顶实景照片

KTV 及迪厅）、医疗中心、娱乐中心、西式快餐
店、超市、建筑装饰材料或汽车展览厅、疗养院、
西式组装家具店及办公室（只允许设在建筑上层，
但银行允许设在底层）。
在外形控制方面，历史价值保护区对外形控
制很严格，不容许加建任何新建筑（图 3、图 4），

图 5 历史住宅保护区剖面示意

图 9 独立洋房保护区平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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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次要历史保护区剖面示意

图 8 次要历史保护区 Joo Chat 加建外形实景照片

图 11 三种保护区导则比较图

图 12 历史价值保护区导则门、窗、通风口

王茂林

图 10 独立洋房保护区 Mountbatten Road 洋房
加建外形实景照片

历史保护区规划与设计引导的新加坡经验与启示

图 6 历史住宅保护区 Emerald Hill 沿
街立面实景照片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3. 新加坡经验结论与案例
新加坡的分级、分区规划，并将历史保护区
城市设计引导法定化处理，是精细化规划与管理
的重要措施，保证了重点街区城市肌理、风貌的
打造和特色商业营运。也可以说，它成为解决文
化承传与城市发展矛盾的一把金钥匙，造就了许
多成功的案列。
作 为 历 史 保 护 区 的 克 拉 码 头（Clarke
Quay），位于新加坡河畔，集装箱时代以前是散
货的仓库、店屋，目前是餐饮、娱乐、休闲为一
体的受保护的历史性地标，在保持原外形下，全
部更新了原有功能，而且在十字形步行街上空加
上了能够避雨的玻璃顶，也引进了自然通风。特
别是在晚上，人潮似海，光芒四射，来自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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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休闲漫步。这里生意兴旺，物业出租面积 2.7
万平米，出租率达到 98%，物业市场估计 3.25 亿
新币，年游客量 1240 万 。（图 13）
牛车水（China Town）作为历史价值保护区，
其保护导则控制是较严格的，并且规划包含有着

图 14 牛车水保护规划图

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繁华商业街，和风貌管控更
严格地保护核心区（图 14）。在 CBD 超高层当
代建筑群的背景衬托下，更彰显出这些多层红屋
顶历史街区及其传统街道肌理的珍贵与美丽。牛
车水也是较大规模的历史保护片区，吸引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图 15）
再如作为保护性建筑的原英殖民时代的邮政
局，是新加坡河口的地标建筑，目前已在保持其
欧洲古典外形下，成功地将内部改造为五星级浮

图 15 牛车水邓波街实景照片

尔顿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图 16）。

图 16 浮尔顿酒店实景照片
4.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反观中国城市建设，许多城市有着几百年，
图 13 克拉码头滨水区实景照片

上千年的辉煌历史，有许多优秀的历史街区与建
筑遗产。城市历史保护区的规划设计与改造，也

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北京的后海酒吧街，

归属感，也能促进参与式旅游，平衡文化遗产的

北京的南池子，上海的新天地，成都的宽窄巷子、

维护、修缮、改善成本，加强了保护区在财政资

丽江古城等；但是，整体现状并不乐观，许多历

金上的可持续营运，延续了城市文脉。

史街区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正在迅速消失，城市

在总体规划结构方面，可在有历史价值的旧

意象延续出现断裂，历史被割断，文化遗产、传

城以外，开辟新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用于疏导

统特色正在丧失。为避免遗憾，城市历史保护的

大量新增建筑量的客观需求。这方面苏州的总体

措施，可从新加坡经验得到启示。

规划做的较好，由于在老城以外开辟了工业园区、

首先，政府应担当起城市历史保护在政策导

高新区两大新城，使具历史价值的苏州老城，在

向、制度设计、法规制定、执行监管方面的核心

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压力大大减少，起到

角色。并提供一些经济的资助，特别是在基础设

了有效保护作用。

施、公共设施、传统建筑技术等方面，政府应该
有相关措施。
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各

最后，希望加强历史保护区的特色定位、商
业业态更新、历史文化、古迹保留、古建筑修复
修缮及再利用、旧区风貌保护等综合研究，借鉴

具操作性的、技术性强的历史保护区的规划设计

魅力与活力，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

导则，将保护区城市设计法规化，用于指导各类

延续城市的文脉，成为美丽而独特的城市。

历史保护片区（包括片区整体改造和独立自我更
新建筑）的规划实践与管理。这将有利于避免充
满着高度不确定性的保护区城市设计的极端性、
灾难性情况（如任意提高高度、容积率、更换材质、
改变结构等）的发生。
另一方面，作为城市文化文明遗产，历史街
区及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同样重要。在中国经常有
两种极端化现象：无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大
拆大建，或者将大量建筑遗产作为不能改动的纯
观赏性摆设，在普遍缺乏维修基金的情况下任由
大量杂乱的建筑遗产内外结构腐朽、坍塌、消亡。
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传统建筑遗产，新加
坡分为五类，意大利分为四级，英国分为三级，
都是为了便于保护与利用兼顾。所以，对于历史
保护区和建筑，分类要有多层次、多分区。特别
是对于历史街区，不宜只简单地分为保护区与建
设控制地带两类（普遍缺少对保护街区进一步分
类和法定设计导则的管控），也不宜过分依赖于
文物部门的将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体）进行各
行政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文物
古迹与非文物古迹的分类。而应将大量够不上文
物部门所定义的文物古迹的历史街区与建筑，有
差异化地、系统地保护性再利用，以缓解高地价
与低容积率、低收益的矛盾。这将盘活历史遗产，
不仅方便市民的现代生活所需，增加市民自豪感、

（感谢符基仕先生、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提供
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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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使中国的城市充满

历史保护区规划与设计引导的新加坡经验与启示

省市可根据各地区传统建筑特征，制定较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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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框架体系和控规导则
——以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为例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framework and guidelines: Taking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Logistic Park as an example
白岩 Ba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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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相关资料文献，总结控制性详

导，形成指导规划实施管理的图则，实现规划管

细规划编制的框架体系和其中控规导则的解释。

理有序进行。[1]

本文中，结合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的编制，通过参

根据城乡规划法和规划管理的要求，明确控

考郑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技术导则，研究

规在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有所为、

在控规导则中，应该涵盖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刚

有所不为的原则，准确把握控规的内容和深度。

性和弹性的控制。

合理确定控制指标，处理好控规的刚性与弹性的

【关键词】控制性详细规划；框架体系；控规导则；

关系，对涉及全局和民生的城市公益性设施要进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一步严格管控，对依赖于市场、暂时难以确定的
用地，增强控制的灵活性。同时，协调、整合、

【Abstract】By analyzed relevant materials, we

吸收相关规划和研究成果，统一管理依据。适当

summarize the definition of regulatory detailed

简化规划成果，便于管理使用。

planning framework and guidelines. Based on case

郑州市国际物流园区控规导则项目始于

study of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Logistic park and

2010 年，为郑州控规全覆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

Zhengzhou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full overage

规划用地面积约 82 平方公里，由郑州经济开发

guidelines, we shall know what the scope of control

区和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规划局委托邦城新加坡公

plan guideline is and how to control in flexible and

司编制。

compulsory ways.
【Keywords】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2 控制性详细规划框架体系

framework; control plan guidelines; Zhengzhou

2.1 以往控规普遍存在的问题 [2]

International Logistic Park.

2.1.1 规划编制的层级不完善，城市空间结
构无法有效控制

1. 引言

在未普及控规全覆盖前，仅局部城市重点发

郑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以满足规划管

展地区编制了分区规划，总规和专项规划，往往

理需求为导向、突出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全

难以指导和明确具体控规编制范围内的发展定位

作者简介：

面整合已有各项规划成果，对一定时期内土地利

及设施配套要求。 在局部规划范围内结构体系较

白岩，邦城规划新加坡

用、人口分布、产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

为完善，但是从宏观角度上来看，难以落实城市

基础设施进行具体安排，对各项建设进行规划引

总体规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部署。

公司总经理

2.1.2 未与专项规划建立统一、有效的衔接
平台，造成系统控制内容失衡

片区总体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导
则（简称“控规导则”）、控制性详细规划细则（简

专项规划是城市系统的控制，但以前无具体

称“控规细则”）两级规划体系进行控制。导则

的规范明确其深度和控制内容，且对系统的控制

编制单元和细则编制单元的规模应以便于管理和

内容和控制要求，未能分配到控规编制单元，同

利于发展为主要原则，结合总体规划的功能分区、

时在控规的编制过程中，对无法落实的设施，与

主要道路、行政边界、自然边界等综合确定。（图

专项规划没能建立互相反馈机制，因而容易造成

1）。

某些控制内容失衡。
2.1.3 控制方式和控制内容与公共政策的不
适应性
公共政策通常具有通则性。尤其是“六线”
的控制内容直接到地块边界线，往往在实际操作
中，因资产运作等问题，会发生较大变化，很难
按规划实施，因而需要再制定灵活的控制模式，
允许适当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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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编制组织方式与规划管理的不适应
控规是规划管理的依据，但在实际管理过程
中，往往会调整规划，但调整中因不明晰系统控
制内容，往往会造成城市的公共资源被占用或浪
费，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控规的编制，又能保证
城市系统的资源能得到有效控制，需要进行新的
探索。

图 1 法定规划体系与地域划分体系对应关系图
控规导则是与分区规划同层次规划，以落实
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为目标，将分区规划的

2.2 控规编制体系的变革思路

控制内容转化为规划控制文件，控制范围一般为

2.2.1 建立地域划分体系

1.5-10 平方公里。

依据《城乡规划法》，总规和分规均属于战

控规细则是以控规导则为骨架，在满足区域

略性、框架性和系统性控制，控规则属于实施性、

系统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应对开发建设的实际需

独特性和局部性控制，各层次规划按照不同的控

求，对管理单元内的地块进行深化和细化，控制

制深度、逐级落实总体规划和上位规划的控制要

范围一般为 20-30 公顷。

求。在编制过程中，如果对上位规划解读不全面，

2.3 确定控规分层控制内容

就会造成系统性设施控制的遗漏，因此，需要与

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框架，控规导则

法定规划体系对应，建立完善的地域划分体系，

的控制内容包括编制单元的主导功能、“六线”

作为承接上位法定规划控制要求，指导下位规划

控制、公共配套设施控制、人口规模、规划用地

编制的空间平台。

控制、管理单元划分、强度指标控制、特殊控制

同时，对地下空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

和管理单元划分；控规细则的控制内容包括用地

市设计等专项规划，也可通过地域划分体系将专

性质和开发强度、“六线”控制、公共配套设施

项的管控要求，逐级分解，最终在控规中落实，

控制、指标控制和特殊控制。

保障了系统规划的层级性和控制性。

控规导则和控规细则的内容在控制重点、设

2.2.2 构建控规分层控制框架

施级别、灵活性和规划期限、管理适用性等方面

按照郑州市政府提出的“空间上分层次，时

存在明显的区别。

间上分阶段，公共利益法制化，重大基础设施明

2.3.1 控制重点的区别

确化，管理维护动态化”的编制思路，郑州市在

控规导则是以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为目标，控制重点主要针对控规编制单元进行总

需依据控规细则，并且控规细则各项管控要求，

体控制，确定单元的功能定位、土地利用、人口

不能突破控规导则的控制要求。

分布、居住区级及以上公共设施和重要市政基础

2.4 采取灵活的控规控制模式

设施，而不是对具体地块进行控制。

为适应规划管理的弹性需求，规划采取实线

控规细则以落实控规导则为目标，控制重点
主要是在明确管理单元控制要求的基础上，确定
地块的各项控制指标。

行用地控制。
实线控制是指对纳入保护或控制的规划要素

2.3.2 控制设施级别的区别

采用实线予以界定。实行实线控制的规划内容，

控规导则和控规细则按照“分级控制、逐步

其位置、边界形状、建设规模及设施要求等原则

落实”的指导思想进行各类设施控制。
控规导则的主要任务是落实片区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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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虚线控制、点位控制和指标控制的方式进

上均不得更改，确须更改的，要经过相应的调整、
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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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则编制单元作为基本的指标分解和控制单

虚线控制是指对纳入保护或控制的规划要素

元，将片区人口规模进一步分解，按照片区规划

采用虚线予以界定。实行虚线控制的规划内容，

确定的控制原则，对导则编制单元的主导功能、

其位置、建设规模及设施要求不得更改，用地边

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开发总量（强度分区）、

界可以根据具体方案深化确定。根据城市规划和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等用地进行规划控制，

建设的具体情况，对部分绿线控制用地、黄线控

对整体城市设计进行引导。

制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采用虚线控制方式。

控规细则以落实控规导则为目标，对细则编

点位控制是指对纳入保护或控制的规划要素

制单元内主导用地属性、建设指标、居住区及居

采用点位予以界定。实行点位控制的规划内容，

住小区各类设施进行规划控制。具体地块的控制

可在确保设施规模的前提下，结合相邻细则编制

指标根据其建设条件，参照《郑州市中心城区建

单元开发和其它项目进行联合建设。

设强度管理技术规定》等综合平衡确定。具体规

指标控制是指对纳入保护或控制的规划要素

划控制和要求的内容以条文和图示的形式表达，

采用指标予以界定。实行指标控制的规划内容，

包含地块编码、用地性质及代码、用地面积、容

其控制指标不得改变，其用地的位置和范围则可

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停车位、

以通过下位规划落实，是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

配套设施、城市设计引导、交通组织控制、地下

2.5 形成面向规划管理的控规成果形式

空间利用引导以及现状建设情况、规划建设状况

以满足规划管理需求为导向，合理解决规划

等方面的内容，用以日常规划管理。
2.3.3 控制灵活性和规划期限的区别

刚性和弹性，控规控制内容分为法定文件和指导
文件两部分。

控规导则具有系统性、策略性和稳定性，规

法定文件是刚性内容，是对城市规划实施进

划期限应该与总规、分规以及各专项系统规划的

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必须予以公示，并报市

期限一致，特别是强制性的控制内容，不会因为

政府批准，主要包括“六线”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城市建设的具体项目而进行调整。

控制，并且各项设施分解到控规管理单元。

控规细则具有针对性，独特性和时效性，规

指导文件是弹性内容，是下位规划编制或规

划期限应与近期规划的期限一致，可以在不突破

划管理指导依据，必须报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控规导则控制要求的前提下、满足具体城市建设

主要包括对各类用地的控制，以及强度和高度的

项目的要求而做出适当的调整。

控制内容。

2.3.4 规划管理适用性的区别
控规导则的控制内容是框架性、通则性，具

3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控规导则编制实例

有稳定性，但不能作为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只

3.1 编制单元分区

能作为控规细则的上位依据，具体的规划管理必

结合功能分区、主要道路、行政边界、自然

边界等综合确定编制单元分区。（图 2）。

图 5 六线控制图
图 2 控规导则编制单元编码图

3.5 006 编制单元城市设计导引图（图 6）。

3.2 006 编制单元土地利用现状及概貌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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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城市设计导引图
3.6 006 编制单元重点地段城市设计导引图
图 3 土地利用现状及概貌图

（图 7）。

3.3 006 编制单元土地使用规划图（图 4）。

图 7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导引图
图 4 土地使用规划图

4 总结
由于大城市的现状情况错综复杂，若要在短

3.4 006 编制单元“六线”控制图（图 5）。

时间内既要实现控规覆盖，又要保证每个地块规
划的合理性具有较大难度。为此，控规分成两个
阶段有效平衡了规划管理需求和成果质量之间的
关系。控规导则实现控规法理上的全覆盖，使总
体规划的关键要素得以尽快落实，对涉及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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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的支撑性设施进行了明确和严格控制，保

【参考资料】

证了城市的根本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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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依据；控规细则的编制范围较小，可以在

乡规划局规划处 .2010 年 2 月

导则的基础上，结合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对现

【2】胡忆东，宋中英，商渝 .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状及相关要素进行细致和深入研究，提出更为细

制框架体系和控制模式创新——以武汉市为例 [J]，

化与具体的地块的控制要求，更大限度保证了规

城市规划学刊。2009：779-785

划成果的合理性。
控规的成果形式分为法定文件、指导文件和
附件等三类。其中前两个用于管理，包括文本和
图则，成果简明扼要，便于查阅。附件包括了现
状调研报告、规划报告及各类规划图纸，是法定
文件和指导文件内容的详细说明。法定文件是需
要由市政府审批的文件，主要控制规划区的功能
定位、“六线”、中小学、公益性公共设施、开

40

发总量等强制性内容，是城市建设中必须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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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随意变更的内容，体现了对城市关键要素的
严格控制。同时还对法定文件中的规划要素提出
了实线、虚线、点位、指标以及虚位控制等多种
控制方式，根据规划要素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具有
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控制要求。法定文件其调整
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论证程序，并由市政府审批；
指导文件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主要包括
各地块具体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
筑高度、城市设计指引、地下空间控制等内容，
这部分内容由于在没有具体建设项目时，难以具
体确定，因此可以在管理单元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通过规划咨询和相关审查程序由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调整，体现了灵活性。
城市规划编制的重要目的是不断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控规导则项目即是基于此而进
行的有益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
市建设中大量涌现过去城市规划中未曾遇到或较
少出现的各种新要素、新情况、新要求，如地下
空间、生态环境保护、旧城更新、城市景观建设等，
要求控规编制也应不断完善和补充。随着国家对
控规的定位和作用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控规还将
根据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
完善，不断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促进经济、
社会、环境又好又快发展。

新型城镇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展望与思考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Outlook and Refle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text
——Case study on the smart city application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柴箐 Chai Qing

引证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 A series

人与城市硬件有机融合，通过物联网、云计算技

of effects will be cre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术对实时感知数据进行处理并为城市提供智能化

cities, as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服务。智慧城市建设一是可以催生和带动新产业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

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向信息服务业的逐步转型；

improving local public governance and living

二是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standards. Finally, it coul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力；三是助于提高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居民生活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 reflection

质量，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研究引发

has also been brought: first, to build a smart city

以下思考：1）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政务形象工程，

is not image projects, residents are the ultimate

居民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收益者，提高智慧

beneficiaries indeed.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should

城市概念的普及率以及居民的参与度十分重要，

be popularized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volve

只有居民的行动意识聚焦于此，智慧城市才能从

residents’ participations. Only by concentrating

单一的城市管理服务转型为社会、经济、产业层

conscious act of residents can make smart city

面的实体；2）夯实城市数据库基础是智慧城市

transform from public governance service into entity

建设的动力源泉，针对不同载体类型进行有侧重

on the level of soci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的智慧城市规划更为适宜；3）规划从业者适当

Second, to create database i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补充信息技术知识背景十分必要，互联网思维的

building smart cities. And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have

逐渐形成有助于智慧城市顶层体系设计，更有助

a matter of emphasis for smart city planning according

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将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

to different types of space carrier. Third, planners are

的规划相结合。

better to supplement the knowledge of Information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苏州工业园区；

technology. An awareness of internet could be helpful

信息技术

when making a top level design of smart city, an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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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uman and city hardware facilities through

新型城镇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展望与思考

【摘要】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建设为例

more useful to combine the design of physical space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Suzhou Industrial

andnonmaterial space.

Park as an empirical exampl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new urbanization; smart city; Suzhou

of smart cities. It shows that the smart city is an

Industrial Pa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ectualized service to make an organ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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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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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联系

信息技术产业每 10 年到 15 年会发生一次重

2012 年政府在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

大变革，并催生新的市场、新的业务模式和新的

的成效逐步显现，宽带普及和移动网络建设强

产业规律。2008 年，IB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

烈带动了城乡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另一方面

盛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智慧地球：

3G、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和无线应用的多样化

下一代的领导议程》的演讲时，第一次提出“智

极大的推动了手机网民的增加。截止 2013 年 6

慧地球”概念。其中把智慧城市定义为：充分运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5.19 亿，其中农村网民占

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

27.9%,2013 年上半年农村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

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民生、环保、

5.8%，高于城镇。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 4.97 亿，

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城市基

尤其以手机端发展最为迅速，手机端即时通信网

本活动做出发展决策，为城市居民创造更美好的

民规模为 3.97 亿。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互联网的

城市生活，促进城市可持续成长。

普及，足以推动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增长。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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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智慧城

网的普及更是突破了终端和地区的限制，提供无

市建设也做出了响应。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

线互联网的可能性。此外，农村网民是中国互联

为本，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

网增长的重要动力，移动互联网的创新也为传统

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互联网提供了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和发展空

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

间。新型城镇化强调的公平共享公共服务和基础

为依托，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历史人文传承融入城

设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

镇化进程，以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在《国

步发展都将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变迁逐步迈向智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10 年）》中也强调

化发展。

了“强化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推广智慧化

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在概念上有所区别，

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

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即坚持以人为本，以人

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为核心，提升经济社

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发展策略。

会发展水平，让城乡居民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结晶，

带来的成果。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倡集约、智能、

是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典范。建园

绿色、低碳，从追求城市发展的速度转为追求质

二十年以来，园区以信息化为重要发展战略，坚

量。而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正是通过智慧化的管

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探索新型

理方法和技术手段，改善市民生活，创新产业升

商务模式、政务模式和生产生活模式。2013 年 1

级，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城市更加智慧、更加有

月，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之

品质地发展。在 IBM 与 IDC 推出的《引领更具

一，标志着园区城市建设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发展

竞争力的智慧城市 3.0 时代 - 创新、和谐、中国梦》

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就，并具备建设智慧型城区

的白皮书中指出，“智慧城市”将从新产业、新

的条件。本文在理清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

环境、新模式、新生活、新服务五大方面支持“新

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引入网络信息时代转型背景

型城镇化”发展：建立信息的互通与共享，利用

下与智慧城市建设紧密联系的若干概念对实证研

信息分析确定优先改善的领域，推动城市产业结

究作下铺垫，再以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建设为

构转型，有效提升资源管理与环境监控，提升市

例，从智慧城市管理、智能企业服务和智慧生活

民的生活水平。此外，“智慧城市”还将加强政

服务三个方面的建设实例切入，探索苏州工业园

府管理，促进政府转型。

区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并从中
引发思考。

3 智慧城市建设的热点概念
3.1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信息化顶层设计包括在规划指导下

4.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的设计业务构架、信息构架、应用构架和技术构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智慧城市的主要策略是突

架，并规划实现目标的路径。制定协调社会各相

出“GIS 应用”特色，打造“宜居园区”。 目前，

关部门和企业进入智慧城市系统的总体构架是顶

宽带网络、高清数字电视网络已覆盖全区，光纤

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入户、城市光网建设也已展开，并实现了全区主

3.2 物联网

要商务楼宇、公共场所 WIFI 免费接入，形成了

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

覆盖广泛、高速便捷的基础网络环境。园区按照

息承载体，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运用的

国际 Tier IV 标准设置和建造的国科数据中心最

基础上，将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标签、传感

大可提供 1200 万亿次计算能力、42 万 T 存储能力。

器、二维码等通过无线网与信息传感设备相连，

该数据中心成为智慧园区建设的主要运营支撑平

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物联网主要运输和物流领

台。

域、健康医疗领域、智能环境（家庭、办公、工厂）
领域、个人和社会领域等。

同时，苏州园区较为强化地理信息综合利用，
建成智能精准的国土、规划、建设、管理、环保、

3.3 大数据

水务等一系列信息化应用系统和智慧城市建管体

信息爆炸时代每人一部手机、每桌一台电脑、

系，促进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逐步

集海量数据。用常规软件工具无法在一定时间内

市建设和管理体系，打造“宜居园区”。

对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形成大
数据。大数据技术则是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
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的分析。2012 年联合

4.1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建设基础与顶层
设计
园区按照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四个维度，

国的《大数据：机遇与挑战》政务白皮书指出使

以人口库、法人库、地理信息库三大基础数据库

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对社会经济进行前所未

为基础，基本建成以地理信息库、法人信息库、

有的实时分析，可以帮助各国政府更好地管理社

人口信息库为支撑的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以实

会和经济。维克托 • 迈尔 - 舍恩伯格《大数据时

现基础地理信息、人口、法人三大资源库的信息

代》作者指出，政府不需要去补贴和建立所谓新

融合，构建各种时空可视化的信息系统，实现跨

兴产业，只需要开放政府的数据，就能培育一个

部门的协同共享，促进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深化应

新的增长点—新型的服务业。

用，推动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图 1）。

3.4 云计算

法人信息库通过将企业名称、办公地址、经

“云计算”由“云”和“端”两个部分组

营性质等法人属性信息与城市地理空间信息相结

成：“云就是通过网络把资料储存在大型的服务

合，能有效提供城市空间不同区域的法人分布、

器中，“端”就是各种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平板

活动及变化等信息，进而为宏观经济、楼宇经济、

电脑等终端。“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

规划编制、社会服务等提供实时准确的资料。

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

人口信息库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信息源之

息可以按需求提供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不仅可

一，整合社区、劳动社保、社会事业等业务部门

以把计算机资源作为管理部门的主要管理手段，

人口数据，初步建成覆盖园区全员人口的索引库。

提高管理效率，也可以作为一种公共设施提供给

建设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人口数据比对、查

大众，极大地节约了资源，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

询、核查、引用等功能服务，在基础信息库、各

生活。大数据和云计算一个是问题一个是解决问

业务部门业务库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

题的方法，通过云计算对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
使决策更为精准，释放出更多数据的隐藏价值。

地理信息平台包括园区现状基础数据、覆盖
园区的全系列比例尺全数字地形图、覆盖园区的
解析宗地属性数据、规划编制相关数据、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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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面感知、广泛互联、高度智能的立体化城

新型城镇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展望与思考

每个办公室形成一个局域网络，随时随地都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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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审批数据以及行业专题数据。为地理信息需求

实现对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环保、水务、医疗、

单位提供在线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包括运维系统、

教育、生活等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各方面信息资

服务发布系统以及应用支撑系统三部分。

源的整合（图 3）。

园区提出了“四纬、三库、九枢、三通”的

截至 2012 年底，地理信息库已建成 669 个

顶层设计思路，即按照政府、社会、公众、企业

图层，约 4T 数据量，其中基础数据 136 个图层、

四个维度，以三大基础数据库（人口库、法人库、

部门共享数据 250 个图层、部门专有数据 283 个

地理信息库）为基础，构建涵盖社会保障、教育、

图层，通过园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用于 43

文化、商贸、医疗、人才等领域的九大枢纽，并

个系统，支撑 16 个部门协同共享，数据服务访

通过建设“三通”（政务通、企业通、居民通）

问量约 5503 万次。发布共享数据及分析服务 669

应用门户将九大枢纽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

个，其中基础数据服务 136 个、部门共享数据服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以“互联互通”，并能够有

务 250 个，接入应用系统 43 个，服务部门 18 个，

效地为政府、社会、公众、企业所用（图 2）。

累计服务访问量约 5503 万次，提供了 24 小时在
线的实时更新、全面、精准的地理信息云服务。
在地理信息库基础上，通过园区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地理信息服务的统一管理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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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为城管、国土、规划、公安、交警、环保等
业务部门和公众提供实时的地理信息全息视图，
为园区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提供
了有力支撑（图 4）。

图 1 苏州工业园区三大数据库

图 3 苏州工业园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 2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园区顶层设计
4.1 智慧城市管理
4.1.1 园区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园区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包括了城市从地下到
地上、从历史到现状的海量地理信息数据。建设

图 4 苏州工业园区地理信息全息视图

内容覆盖全园区 280 平方公里范围的地上建筑物、

4.1.2 数字城管系统

地表绿化植被湖泊等全要素、地下公共空间的历

园区智慧城管系统的运用主要涉及园区城管

史、现状、规划等全生命周期的属性信息。同时

局及下属的园区城管执法大队、园区城市照明公

建设了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各专题数据库，

司、园区市政物业公司的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务的

所有相关业务以及与园区公安局、园区规划建设

300 多个，场站经常出现拥堵，直接影响物流效

局、园区公交、园区监察局等部门的业务接口。

率提升，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生产运作，影响企业

园区将负责管养的设施划分为 7 大类 115 小

实现“零库存”以及物流、仓储成本控制。为此，

类部件，并为约 22.3 万个具体部件普查、入 GIS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海关一直于研究运用物联网

库，建立空间身份信息，并与养护公司挂钩，落

技术优化物流监控体系通过智慧口岸作业、智慧

实维护者。通过网格划分，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

仓储、智慧集装箱、智慧环境检测等功能以实现

分级、全区域、全方位管理，落实设施养护责任

综保区智能化作业。

和案卷的派发。通过精确定位，自动派单，案件

智慧口岸作业区。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了

处理速度得到显著提高。根据 2012 年案件分析，

区内道路、卡口、停车场、泊位、仓库、人员、

园区内城管问题的发现率从运行之前 5% 提高到

单证等各环节涉及的进行链接整合，通过系统的

81.25%；月均处理案件从运行之前的 80 件左右

自动化数据采集，在车辆通过主卡口时直接提示

提高到 1200 件以上，结案率为 99%。

“查验”或“放行”，从而减少车辆进场等待的

园区数字执法系统、数字市政管理系统的应

滞留时间，加快实货放行速度，最大化场站的利

用，实现了发现问题、自动派单、主动管理、问

用率，无纸化通关作业，车辆进出区域 24 小时

题处理、结果反馈、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的信息

无需人员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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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空间可视化，并以全新数字城管模式，促进

车辆货物自动识别，并自动分配泊位；对于入库

了城市精细、主动管理的变革（图 5）。

货物，与海关国检系统配合进行在库查验的自动

4.2 智慧企业服务

化排队、调度，查验人员使用便携 PDA 终端至

4.2.1 智慧综保区

监管仓库，进行查验确认工作，并自动将信息发

苏州工业园区综合报税区主卡口每天进出的

往各接收点。

车辆超过 6000 辆，而监管场站内的停车位只有

智慧集装箱。对综保区内堆场的集装箱进行

图 5 数字城管系统框架

柴箐

智慧仓储主要功能是通过资源分配系统，对

新型城镇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展望与思考

化，实现了城市部件和事件管理的数字化、网络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分配，调运、管理，实现堆场集装箱吊装的自动化，

的重复录入和来回往返，从整体上提升了各部门

区内集装箱定位的精确化，改变传统人为模式的

的协同作业和服务效率。通过政务服务导服系统

统计、计算和分配工作。同时，系统将与船务、

的建设，顾客可以通过网络、手机、大厅触摸屏

货代公司建立集装箱流转的上下环节处理模块，

等方式方便访问政务服务导服，利用网站、热线

智慧化地全方面监测集装箱运输流转过程。

电话的咨询数据，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智慧环境监测。通过各类传感器的结合运用，
对数据中心机房、冷链仓储、药品口岸仓储等重
点区域的环境指标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发出
告警，确保物流各环节的稳定运行。
智慧综保区的实现使 80% 车辆实现出内卡
口即验放模式，不停留场站直接出主卡口，滞留
时间由原来 20 分钟左右缩短到 15 秒左右，大幅
提高场站运作效率。海关、场站和企业能及时获
取查验的每个环节；节省 40% 企业查验获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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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50% 场站理货效率，30% 海关查验效率。

图 7 一站式服务中心系统框架
4.3 智慧生活
4.3.1 智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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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建立了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综合卫
生管理为一体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医疗机
构信息化，实现区域内不同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相
关部门的业务应用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为医务人员、居民和患者，提供动态、连续的就
诊信息服务。依托计算机信息中心，建立了全区
统一的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建立了符合标准、动
态连续的电子健康档案，建成了居民健康网站，
实现网上预约挂号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自动建
档、自动更新和共享利用”。
图 6 智能综合保税区系统框架
4.2.2 一站式服务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是借鉴新加坡
经验的重要成果，并创建了“政府统一授权审批
模式”，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拥有审批职能的行
政服务中心，真正实现了前台受理、前台办结。

同时，各医院建立了符合要求的数据分中心，
基本建立了符合卫生部要求和园区特色的以电子
病历为核心的数字化医院系统，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基于云模式的 SaaS 系统，
同时依托信息平台，为药品监管、医疗保障、公
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监管提供支持（图 8）。

一站式服务中心联合海关、国税、外经贸、
外管和国检和企业法人库，启动了“园区加工贸
易综合服务平台”项目。通过流程的优化和数据
的重复加密使用，减少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
通过多个项目的建设，一站式建立了健全的网上
行政审批、政府数据交换融合、政务服务导服系
统平台，为园区政府、办事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
政务服务平台（图 7）。
通过加工贸易平台的建设，大大减少了企业

图 8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医疗设计框架

4.3.2 指尖上的园区

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现代信息技术使人与城市

“指尖园区”是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号码百

硬件的有机融合，对实时感知数据进行处理并提

事通推出的一款集便民服务、应用为一体的手机

供智能化服务可以产生一系列推动城镇发展的效

APP 平台，是园区的本地移动互联网生活门户。

应：一是可以催生和带动新产业发展，促进经济

“指尖园区”采用大数据技术，依托的云平台，

结构向信息服务业的逐步转型；二是促进传统行

让用户能实时了解园区及苏州本地最新新闻资

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提高公

讯；在生活服务上，汇聚 114 查号、购电影票、

共管理水平，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从而推进新型

水电气缴费、小区生活、公交查询、快递查询、

城镇化进程。未来智慧能源、智慧教育、智慧交

公积金查询等各类服务应用。“指尖园区”以解

通、智慧建筑都将不断诞生，可以更加精细和动

决园区居民实际生活过程中的小问题为初衷，其

态地管理生产和生活，极大提高城市资源利用率

中“洗衣”应用，可以帮助用户很方便的与周边

和生产力水平。智慧城市建设将成为融合城镇化、

的洗衣店建立起联系，只要在手机上预约下单，

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这一道路

就可以享受商家免费上门取衣服务。“院线通”

势必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落实。

应用，帮助用户随时查询园区影讯、票价、排片
情况等，还能实现手机在线选座、在线购票功能。

但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推进中也存在城市管
理者和设计者进行思考的问题：

家政、维修、开锁、搬家、宠物等生活信息（图 9）。

国家住建部已公布了 193 个智慧城市试点，可见
“智慧城市”理念获得不少地方政府的认同，智

5 展望与思考

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如火如荼，且越来越多的城

从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智慧城市的实践可以看

市将智慧城市的建设提升到战略层次。再反观管

出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将统筹集约、高效智能、

理者偏向与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80% 以上的

低碳绿色的先进理念、技术融入到园区管理、生

企业都是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目标的服务供应

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极大地提升管理效能、

商。公共安全、给排水方案、管道施工管理、景

图 9“指尖园区”APP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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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智慧城市”是谁的城市？至 2013 年

新型城镇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展望与思考

“小区生活”应用包括小区的物业电话、周边外卖、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观园林管理是常见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组

[R]. 中国信息化周报 ,2013-6-24.

成部分。而城乡居民普遍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过

【4】 许 兰 . 智 慧 城 市 助 力 新 型 城 镇 化 .www.

程和意义知之甚少。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政务形

smartcities.com.cn

象工程，居民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收益者，

【5】吴庆敏 . 非凡苏州 , 智慧园区 .www.smartcities.

提高智慧城市概念的普及以及居民的参与度十分

com.cn

重要，只有居民的行动意识聚焦于此，智慧城市

【6】杨川梅 . 中新合作共建智慧城市—两国企业

才能从单一的城市管理服务转型为社会、经济、

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R].2013-10-24.

产业层面的实体。

【7】黎林峰 .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 [R]. 第八届

二是数据库基础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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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技术研讨会暨设备博览会 .

泉，并针对不同载体类型进行有侧重点的规划。

【8】郑燃 .IBM 智慧城市助力新型城镇化 [R]. 经济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本身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处理

参考报 .214-4-3.

技术较为落后，数据开放程度不足，并不适宜各

【9】非凡城市 , 智慧园区 http://www.isip.org.cn/

类智慧项目同时推进。苏州工业园区利用人口信

【10】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息库、地理信息库和企业法人信息库三大资源库

统计报告 .

的信息融合，才构建了各种时空可视化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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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现跨部门的协同共享，促进各部门业务系
统的深化应用，因此数据收集、整理和处理是一
切智能化开发的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大都市、
小城镇、产业园区等不同载体，智慧城市建设的
内容应该有所倚重。对于大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
可能重点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解决现代城市病；
而对于中小城镇来说，应以与民生相关的公共管
理与服务为发展重点，产业园区则倾向于园区管
理、企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
三是规划工作者是否了解智慧城市建设的信
息技术背景并具备顶层设计的能力？在瞬息万变
的互联网时代，单纯的城市物质性空间规划已经
不能满足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从业者应
加强对城市发展信息化趋势的关注，对于智慧城
市的规划更强调规划从业者适当补充信息技术知
识背景，逐渐具备互联网思维，逐步掌握智慧城
市顶层设计体系，更有助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对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规划相结合。

【参考资料】
【1】李海涛 , 李浩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
建设思考 [J]. 资源与环境 ,2013(20).
【2】李广乾 . 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期 , 智慧城市如何
走下去 [R]. 人民邮电 ,2014-4-7.
【3】张雪娇 .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新型城镇化破题

城市主干道的进化 / 退化？
The Involution or Evolutionof Urban Main Street?

张璐 Zhang Lu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

行人最不友好的城市之一。如果单从空间基本职

快和机动车辆的迅猛增加，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

能而言，大尺度的城市主干道仅仅是满足了线性

重。城市主干道是城市交通的主要承担者，因此

空间范围的要求，如果在特定时期一味的追求大

对城市主干道的交通组织优化研究是缓解和改善

尺度，势必导致其它功能的丧失。笔者将选取欧

城市交通的主要内容。

洲两个不同城市具有代表性的街道，探究其发展

【关键词】城市主干道；放射状路网系统 ; 进化；

变化的机理和模式，对比研究城市主干道的演变

退化

过程。
1. 柏林－ Schloss 大街

economic and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urban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

transport is growing. Main Street is the main bearer

现有居民 345 万，是德国 16 个城邦洲之一。柏

of urban transport. Therefore, optimization of the

林是欧盟区内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以及城市面积第

city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the main road is the one

8 大的城市。柏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13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to ease and

世纪。其地理区位十分重要，东欧至西欧的重要

improve the urban traffic problems.

交通线路大多由经柏林，到了 19 世纪中期，柏

【Keywords】Urban main road; Radikal-Radial-

林通过四通八达的过境公路与欧洲其他重要城市

System;Involution; Evolution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1890 年到 1910 年这段时间，

城市主干道作为城市的重要枢纽，是城市
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通常在长、宽等尺度空间
方面占有突出的优势，因而对城市肌理产生显著
的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城市道路的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城市的空间结构。
二十世纪以来，对道路的形式变化影响的主要原
因是以汽车为主的城市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汽
车涌入城市，他们既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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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柏林城市面域的不断扩张，这些重要的过境
公路慢慢发展成为柏林内部重要的交通要道。它
自然形成的路网肌理也尤为独特，由柏林市老城
区中心向外发散，呈放射状。（参见图 1）他们
结合了柏林两个重要的中心“historischeMitte”和
“City West”，造就了柏林的城市骨架，也使得
柏林的交通，经济和社会生活得到快速的发展。
(RADIKAL RADIAL BROSCHUERE 2010: 4)

改变了城市。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城市
规模越来越大；经济的不断增长使机动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
展的关键因素。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全国各地大
行其道的拓宽马路，超出交通需求本身的大尺度
作者简介：

道路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种的一个特有现象。譬如

张璐，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北京城则依其超宽尺度的道路、夸张的中分隔离
带和密集的人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成为全球对

规划师。

图 1：柏林放射状路网系统

张璐

1.1 柏林放射状路网结构

城市主干道的进化 / 退化？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独特的形式造就了独特的功能。从柏林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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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柏林 Schloss 街道的演变

度的城市中心到人烟稀少的城郊，放射性路网将

作为放射状路网的一个重要分支，Schloss

城市的各个区块联系起来，互为贯通。极大的提

大街（图 3）全长 1.7 公里，它是由 1800 年前弗

升了城市的机动性，城市各个功能得到很好的协

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了加强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

调。可以这么说，没有主干道，就没有大都市；

联系而建造的。在十九世纪的 30 年代和 40 年代

没有放射状的路网，就没有柏林，没有大都市圈。

道路两侧建造了许多餐馆，使该地区成为当时一

(RADIKAL RADIAL BROSCHUERE 2010: 4) 这 些

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后来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

形式独特的主干道极具潜力，造就了柏林。在主

道路周围的建筑也随之改变，由以前单纯的商业

干道上，布满了各种私密的或者开敞的公共设施。

建筑演变成 3 － 4 层的住宅建筑，道路也拓宽至

你可以沿着一条主干道从柏林的城市中心 CBD，

30 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街道得以很好的保

穿过魅力十足沿岸很多咖啡和酒吧的河流，路过

护，其功能也在经济飞速发展期迅速的转变。在

很多玩滑板的年轻人的街心公园，到达城市的边

1963 年和 1967 年，伴随两大主要百货商店的建

界。而这每一个场所都代表了柏林，代表了柏林

成，Schloss 大街成为柏林第二个城市购物街，这

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

一形式一直保持到 90 年代。( GESCHICHTE DER

这些放射状的主干道功能划分明确，基本上

SCHLOSSSTRASS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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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道路都有轨电车道，机动车道，自行车道
和步行道。（参见图 2）从交通的角度来看，放
射状的主路对于集中和疏散人流和车流是最好的
一种形式。配合着柏林完善的公共交通，比如柏
林重要的轻轨线路 S-Bahn 环线，市民能在最短
的时间里到达目的地。在柏林，堵车的情况极少
发生。当然，对于主干道本身来说，绿化带也必
不可少，甚至部分街道布置了街心公园，这也进
一步优化了城市的开敞空间和可持续性，并且使
得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图 3：柏林 Schloss 大街

由于放射状路网体系比较庞大，研究整个放
射状路网的发展和演进比较复杂，所以笔者挑选

自 2010 起，Schloss 大街从原本单一的车行

了其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支 Schloss 大街做

道路转变成可以同时供行人和自行车使用的道

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且选取了另外类似的

路，增加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咖啡馆和更多

一条道路 - 哥本哈根的 Norrebrogade，作为对比

的休息区。（图 4、图 5）这在当时被称为“漫

研究。通过对城市的动脉 - 主干道的发展演变的

步一英里”计划，这项政策规定从 2012 年 4 月

研究后，笔者希望得到其功能转变的启示。这不

以后，Schloss 大街在某些特定的周日（购物天）

仅仅是城市功能方

只能作为人行道路，所有汽车和公共交通不可以

面的改变，也是城市

穿行，保证行人可以漫步在没有交通噪音和废气

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

的街道上。

人的思想以及其观
念的改变。或许，这
些成果能给我们研
究城市的发展带来
一些启示。

图 4、5：沿街的休憩空间
图 2：柏林 LandsbergerAllee 大街

2. 哥本哈根 Norrebroagde 街道

8. 减少停车场面积

Norrebroagde 是哥本哈根一条连接城市和郊

9. 在街道某些结点只能设置自行车进入

区的主要的放射性道路。它起源于城市西北方向，
穿过城市湖泊到达 Norrebro 公共火车站。这条道

(BICYCLE-FRIENDLY STREET
NORREBROGADE 2010)

路所穿行过的是极具特色的城市时尚生活区与
300 个专卖店，餐厅，咖啡馆所结合的商业区等。
在 Norrebroagde 街上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小店，街
头市场，快餐店和货币兑换处。它曾经是一个限
制速度 50 公里 / 小时的普通城市道路。在道路的

图 6、7：改造的自行车道

每一侧有两个车行道，另外还有一条宽仅为 2 米
测算，这条道路的自行车通行数量约为 30000 人

那么在现阶段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在丹麦，社

/ 天和 17000 辆 / 日，道路原本的宽度远远达不

会各阶级的人都喜欢选择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

到使用者的需求。为了保证自行车行驶速度，在

甚至政治家。这样的转变将变成一个永久性的计

2006 年 Norrebroagde 大街为自行车行驶者修建了

划纳入城市设计中。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街

一条绿色通道。

道改造举措使哥本哈根成为“自行车大都市”，

这个项目是在政治上确定“生态城市”计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变化。

划的背景下将哥本哈根发展成全球气候和循环
的中心。到 2015 年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比例将达

3 案例对比研究

到 50％，同时因为骑自行车受伤的比例将下降

作为城市中最为重要的角色——道路，去研

约 50％－ 80％，保证骑车人的安全。为了实现

究它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研究城市的

这一计划，Norrebroagde 街道将改造成供大量自

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通过

行车使用的安全道路。（图 6、图 7）减少汽车

对以上两个城市中两条主路的发展对比，我们发

在道路上的通行量是最好的保证，具体实施方法

现，这两条有着悠久历史，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

比如将减少机动车道路的数量，降低道路的最高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主要道路，其发展的模式却

行驶速度，或者提高汽车使用的价格，然而根据

完全不同。

法律，实施道路收费是不可行的。( BICYCLEFRIENDLY STREET NORREBROGADE 2010)

哥本哈根经济高度发达，有大量的社会福
利，贫富差距极小，市民有经济实力买得起汽车，

针对这一问题，设计师于 2009 年采取了以

也享有极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却鼓励市民使用自

下方法来对这条路进行全面改造，以此来减少汽

行车，并对购买汽车收取相当高的税金，以此来

车的交通量：

控制城市中汽车的数量，汽车使用的频率和城市

1. 道路每侧只设立一条机动车道（每侧比原
来减少一条机动车道）

环境。并且，压缩主要道路的机动车道。为自行
车骑士建设停车处、休息站、轮胎充气、修车和

2. 控制汽车行驶速度（40 公里／小时）

饮水等服务设施，并在主路上安装自行车优先的

3. 自行车道宽度在某些区域增加一倍（达到

交通信号系统。在这样政府引导下，目前已经有

4 米）

55% 的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政府计划 2011 年

4. 人行道路宽度增加

年底前在市区和郊区之间建成两条 15 公里长自

5. 在路面朝阳处增加供室外咖啡和餐厅使用

行车“高速路”，到 2012 年建成第 3 条连接市

的空间

区和郊区的自行车“高速路”，长度 20 公里，

6. 公共汽车可以通行

计划将根本哈根打造一个自行车之城。而城市主

7. 设立巴士乘客庇护所

干道 Norrebrogade 正是三条道路之一，目前每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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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汽车在 60 年代的丹麦作为自由的象征，

城市主干道的进化 / 退化？

的供自行车和行人使用的路面。根据 2004 年的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约有 3.6 万名骑车人行驶在这条路上。
德国地处中欧，跟丹麦一样，德国也很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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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中国的经济发展良好，城市化进程速度逐渐
加快，越来越多的市民购买汽车并选择私家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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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可以说是德国普通家庭重要的成员之一。

行。而自行车被扔到了角落。让我们来看一组数

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在 1991 年东西合并后，

据：在 2000 年北京有 38.5% 的市民骑自行车上

发展的十分迅速。柏林有着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班，到 2005 年，只有 30.3%，2010 年上半年降

辅以发达的高速公路，交通情况良好，很少出现

至 17.9%。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北京 44% 的机动

堵车的情况。拿 Schloss 大街来说，尽管它是一

车日出行距离不足 5 公里，而这一部分需求本可

条城市放射状路网系统中的一条主干道，但是它

以通过自行车解决。不仅在北京，中国其他的中

的机动车道的功能还是被削弱，公共交通被提倡

小城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城

和鼓励。而其重要的功能 - 柏林和波茨坦的连接 -

市无序扩张，原有的城市路网已经不能满足交通

将被一条平行的高速公路取代。在不久的将来，

的需要，主要道路被拓的越来越宽，机动车道却

就如报道中说的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Schloss

无情的挤压非机动车道。为了安全，机动车道中

大街甚至可能完全成为商业步行街，乘坐公交车

间设置了隔离带，行人和骑士只有从人行天桥和

来这里购物的人们可以免除噪音和汽车尾气的干

地下通道过马路。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堵车

扰，完全享受着生活的乐趣。道路两边有休憩空

越来越严重。城市的发展以汽车为主导，却也被

间、咖啡吧、面包房等。

汽车所限制。

我们分析了欧洲这两个不同城市的主街道演
变的案例。归根结底，人类的生活方式深刻的影

4 结语：进化或退化？

响着城市道路的发展，从而间接的影响着城市的

根据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城

肌理。进入 20 世纪以来，影响这些主要道路的

市主干道是进化或者退化。柏林 Schloss 大街作

形式改变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汽车”这一重要

为一条重要的放射状道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我

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汽车在城市中穿行，满

们舍弃了它最为重要的交通功能，它真的就不重

足着人类的需求，同时也改变了城市。许多譬如

要了吗？这么大的购物区，前来的人们愿意在购

美国的一些新兴城市的道路，都是以汽车的尺度

物之后提着沉重的购物袋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吗？

来建造的。早在公元前 32 年至公元前 14 年之间，

会不会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失去了前来购物的热

古罗马伟大的建筑师 Vitruvius 就已经在城市形式

情而驱车去其他的购物区呢？会不会导致整个街

以及道路形制方面做了研究，并绘制了理想城市

区的衰落？我希望答案是：不。其实，这些问题

的方案。后来到了 15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本来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还没有足够的

L.B. 阿尔伯蒂、伊尔·菲拉雷特、斯卡莫齐等人

证据去证明这到底是退化还是进化。或者，客观

师法维特鲁威，发展了理想城市理论。理想城市

的说，从整个大的放射状道路系统来看，这条道

的方案，平面为八角形；城墙塔楼的间距不大于

路的交通功能退化了。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弓箭射程，便于防守者从各个方面阻击攻城者；

这种类型的道路出现或许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它

城市道路网为放射环形系统 ; 为了避强风 , 放射

使得城市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的尺度。

道路不直接对着城门 ; 在城市中心设广场 , 广场
的中心建庙宇。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按理想城市
方案建造的城市并不多，但这些方案设想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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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加坡城市 TOD 发展模式的应用
——以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为例
Tal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ingaporean TOD Development:
——Taking “Urban Design of Singapore Zhenjiang Smart City” as an Example.
李修毅 Li XiuYi

【摘要】本文将简要说明新加坡城市 TOD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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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加坡的 TOD 城市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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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特色，萃取相关成功案例经验；同时，藉

1.1 何谓 TOD 发展模式？

由〝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阐述这

TOD 是指“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Transit

些发展经验在项目上的应用。主要聚焦在交通建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的开发模式，主要以

设模式、土地混合使用与无缝接轨的步行环境等

公共交通枢纽和车站为核心，让公共交通与土地

几个方面。

发展挂钩，配合混合的土地使用，提高公交使用

【关键词】新加坡、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土地

效率；进一步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混合使用、无缝接轨的步行环境

相关线路联接主要商业中心和住宅区。此外，其
环境设计是对行人友好的，可以有效控制步行空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written, not only to

间。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TOD development in

1.2 浅析新加坡 TOD 模式

Singapore but to extrac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发达，尤其是地铁系统，

from relevant precedents. Meanwhile, it is going

它是世界上少数盈利的地铁之一。事实上，地铁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experiences

系统与站点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可观的土地开发，

in practical project, named as “Urban Design of

造就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与地铁系统互利共生。追

Singapore-Zhenjiang Smart City”. The topics will

本溯源都是因为 TOD 模式对地铁站点与周边邻

focus on “Transportation”, “Mixed Land Use”

近土地的有效利用，相关应用主要可以从以下三

and “Seamless Walking Environment.”

个方面进行说明。

【Keywords】Singapore, TOD（Transit Oriented

1.2.1 差异化的容积率控制

Development）, Mixed Land Use, Seamless Walking

对于地铁周边的土地开发，新加坡政府在相

Environment

关土地规划上有独到的举措。具体而言，就是针
对地铁站点周边的地块进行容积率控制，在站点
500m 范围内的地块容积率较高，容积率随距离

1. 引言

递减。举例而言，地铁站点周边的居住地块容积

从苏州工业园区到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国

率在 4.0 ～ 4.5 之间，500 米半径以外，逐步降低

与新加坡在城市规划设计上合作多年，成功移植

至 2.5 ～ 3.0 之间。这个举措进使得土地价值与

多项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经验，对中国近十年来的

站点位置紧密关联，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城市规划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如今，藉由邦城

1.2.2 土地综合开发

作者简介：

规划十周年纪念刊的这个机会，以〝新加坡镇江

新加坡地铁站体的兴建讲求综合开发，包括

李修毅 , 邦城规划深圳公司

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为引子，浅谈新加坡 TOD

地下空间与地面上的周边建筑，结合住宅、商业、

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应用。

商务办公等不同功能进行土地综合开发。在步行

设计部 , 助理城市设计师。

结构上，以通廊、风雨廊等设计完善的行人空间
串连站体与周边建物，将地铁站体与居民生活紧
密结合，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与效率。
1.2.3 弹性化的开发时序
最后一项体现在站点周边土地的开发时序
上，具体的作为有两种：一是在地铁通车的前提
下，先关闭预定开发的地铁站点，等周边土地到
达一定发展规模后，再进行站体与周边建筑的综
合开发；另一种则是将站点周边预定作为综合开
发的土地划设为绿地（预留地），等周边区域的

图 2 新加坡榜鹅新镇中心分布

发展因为地铁站的带动至一定规模后，即预留地
的土地价值提高了，政府再进行综合开发，由此

依托交
通系统

名
称

占地面 服务
积
人口

地铁
(MRT)

新镇
中心

10
公顷

面向城市：
15-25 以零售、机构、
万人 银行、娱乐、文
化城市功能为

轻轨
(LRT)

熟食
中心

0.5 公
顷
以下

面向社区：
普通日常商品商
店、餐饮、瓜果
超市等

获取利益并反馈在地铁建设上。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 TOD 发展原则，在土
地规划、建筑结构与开发时序等方面意图达到一

技城为案例，探索 TOD 原则在新加坡的实践与

若干

应用。

表 1 新加坡榜鹅新镇两级中心体系内容整理
3. 案例分析
3.1 新加坡榜鹅新镇
榜鹅位于新加坡东北部，三面临水，西南面
以高速公路为界，是新加坡第五代新镇，是典型
的 TOD 发展模式。在交通模式上以“MRT（地铁）
+LRT（轻轨）+ 短途巴士 ”的模式，实现交通
的无缝对接。透过土地规划手段，商业、商务与
生活服务机能集聚在地铁站与轻轨站点周边，作
为城市生活服务的中心，辐射周边几个住宅组团；
依据占地面积、服务人口与服务内容的不同。形
成层级化的中心服务体系如下：

3.2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
这个案例与 TOD 的直接关系不如榜鹅新镇，
更多的关注将集中于动态的土地细分和功能混
合，这是前述新加坡 TOD 发展原则之一，藉此
说明一种高效率与高附加价值的土地开发模式。
纬壹科技城整体开发面积约为 2 平方公里，
主要功能包括生命科技园、传媒科技园、文化娱
乐商业中心、私人住宅、公寓、工商管理学院等。
其发展愿景在于，创造新加坡中部一个充满活力
的技术、研发和娱乐中心。
用地布局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严格的功能分
区，强调不同用地类型间的穿插与混合，将生活、
休闲与工作功能依据分区主题与发展定位不同，
按不同的土地使用配比进行混合，塑造多元化且
更具活力的城市空间。( 图 3)
同样的理念也进一步落实到三维空间上，强
调立体化的建筑空间混合，通过空中连廊等连接
方式，使工作者可以在相邻建筑间自由移动，城
市生活在工作、生活与休闲等重要功能之间随时

图 1 新加坡榜鹅新镇 TOD 发展结构示意

切换，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图 4)

李修毅

想机制。以下，将以新加坡的榜鹅新镇与纬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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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效、灵活与便利的土地与交通综合开发的理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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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土地混合使用概念示意
地往往具有较高的开发强度，承载城市生活必须
的服务机能，形成沿着公交线路分布、与公交站
点重合的城市中心体系。
综合性的土地利用不仅体现在用地规划上，
更强调建筑机能的垂直混合，让生活、工作与娱
乐适度混合，朝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为
了达到这样一个生活品质，交通建设与周围建物
之间的连接就显得至关重要，具体的方法必需透
过合理的建筑结构与空间安排才能实现。这些理
解被适当应用在“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
目”上，以下针对相关内容进行阐述。
4. 新加坡 TOD 发展模式在镇江智能城的应用
4.1 项目背景
2013 年 10 月 30 日，由新加坡都市发展有
限公司 (SUD) 牵头的新方财团和镇江交通投资建
设发展公司 (ZTICD) 签约，双方就“镇江市官塘
图 4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三维混合使用概念示意
3.3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新加坡的 TOD 模式
是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所有的站点开发都
伴随着综合性的土地利用，围绕着站点配置的土

新城合作开发建设新加坡镇江智慧城”(SZSC) 开
展深入合作。为顺利推进新加坡镇江智慧城的规
划建设，SUD 与 ZTICD 委托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
公司 (SCP) 编制《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
规划的主要内容为城市设计，包括土地使用优化、

功能结构组织、城市设计策略与空间形态设计等。

划结果。以本项目为例，基地北侧邻近凤栖湖——

基地位于镇江官塘新城东南角，总规划用地面积

附近最大的生态景观资源之一，湖景对湖畔的土

约为 222.77 公顷。

地价值具有正面影响，这也影响了规划团队对于

本次设计在原有控规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
上导入智慧城市等先进概念，这里将不深入论述，

容积率控制的考虑，使得容积率与地铁站点的关
系未能完全符合 TOD 发展概念的预期结果。

主要仍聚焦在新加坡 TOD 开发概念在本项目的
应用进行阐述，具体体现在公共交通、土地混合
使用与步行结构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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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加坡 TOD 模式的应用
4.2.1 以 公 交 为 导 向 的 发 展 策 略（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基地西侧未来有城市地铁通过，站点的设置
位于基地边界上，服务半径在 800m 左右，为了
实现 TOD 发展模式的应用，引进“导向巴士系统”
取代新加坡案例中的轻轨系统，每个轨道巴士站
点服务半径在 300m 左右，构成一个服务范围明
确的公共交通系统。( 图 6)
下一步在土地利用上针对站点周边的容积率
进行控制；紧邻站点的土地，开发强度越高，范

图 7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容积率
与公交站点的分布关系

围在 2 ～ 3.5 之间；外围区域则较低，开发强度
在 1.2 ～ 2.0 之间。这种规划方式让开发力度集
聚在地铁站周边，可以预期未来站体周边的人气
较易集聚，提高公交系统的使用率之余，也提高
土地使用效率。( 图 7)

4.2.2 强调多元混合的土地利用（Mixed Land
Uses）
根据新加坡的 TOD 发展经验，除了提高公
交站点周边的开发强度之外，导入多样化的城市

然而，这种开发强度控制除了受到公交系统

服务机能进行综合开发，也是关键的发展手段。

站点位置影响之外，还有其他条件因子会影响规

依托“纬壹科技城”的成功案例，新加坡镇江智

李修毅

图 5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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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总平面
图地铁与轻轨线路分布与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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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项目把居住与产业适度混合，相关配比则依
据区域规划定位而调整，成功描绘一个多元混合
的规划蓝图。（图 8,9）在土地混合使用的基础上，
我们更进一步提升，将混合使用的概念体现在三
维的建筑功能混合上，突破传统制式的规划框架，
企图塑造一个更为多元化、更有人气与活力的城
市环境。（图 10,11）
图 11 启动区建筑功能混合效果图
4.2.3 无 缝 接 轨 的 城 市 步 行 环 境（Seamless
Walking Environment）
TOD 理念的发扬必须将城市居民的生活与
公交系统紧密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站体与
周边建筑环境的连接与沟通变得格外重要。为了
体现这个重要特性，镇江智慧城项目提出垂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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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行系统。以启动区为例，整合轨道交通站点、
轨道巴士站点、下沉广场与山水阶梯等城市空
图 8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项目的产城融合概念
回应 TOD 发展的土地综合开发原则

间，打造一个垂直整合的城市步行系统，让未来
的市民生活与公交系统达到真正的无缝接轨。( 图
12,13,14)

图 9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项目的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 9 新加坡镇江智慧城项目的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 10 建筑功能混合使用概念示意图

图 12 启动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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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前人的努力基础上加入现代的创意思维去解决

新加坡的 TOD 发展概念，旨在为现代生活

日渐复杂的城市规划议题仍然是不变的硬道理。

提供更高效、便利与经济的城市环境。它在各国

未来，我们仍将承先启后，将 TOD 的概念发扬

城市规划过程中被广泛应用，依据各个城市环境

光大，不断精进，创造更为理想的城市生活环境。

的差异而有所调整或改变。过去十年，邦城规划
作为国内城市规划的先驱者之一，曾多次灵活应

【参考资料】

用 TOD 概念，为多个中国城市立下发展基奠，

【1】Robert Cerver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其中许多已建成且蓬勃发展。本文不仅是为了论

TOD 与可持续发展 . 城市交通 . 2011.Jan, 9 (1).

述该概念在规划实作上的应用，更是为了荣耀邦

【2】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URA 官方网站

城规划十多年来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努力耕

【3】镇江智慧城城市设计项目文本

耘。尽管现代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局势诡谲多变，

李修毅

图 14 无缝接轨步行系统的三维效果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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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无缝接轨的垂直立体化步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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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口岸城市风貌的解析与构建
——以霍尔果斯口岸为例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city and analysing
——Taking khorgosport as anexample
薛国凯 Xue Guo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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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霍尔果斯口岸为例，在分析口岸城市

辞》中，有代表我国最早哲学思想的论断，即“形

风貌特征的基础上，解析了口岸城市的风貌要素，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风”近似

构建了口岸城市的风貌载体。

于“道”，“貌”近似于“器”，“道”与“器”

【关键词】口岸城市；城市风貌；霍尔果斯

不相分离又相互转化，当达到动态平衡统一的状
态时，最终呈现为良好的城市风貌。在整个城市

【Abstract】Taking khorgosport as anexample,

风貌体系中，“风”指导“貌”的形成，“貌”

Based on studying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port

又是“风”的载体。

city,analysingthe style elements of port city, and

城市风貌由隐性形态风貌要素和显性形态风

constructingthe style carrier of port city .

貌要素组成。隐性形态风貌要素可以分为两类：

【Keywords】 PortCity ，City Style ，Khorgos

一类是可量化、可统计的，如人口年龄构成、职
业构成、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污染相关

1. 引言

指数、拥挤程度、贫富差距、土地利用、人口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受到越来

育水平、犯罪率等；另一类是不可量化的，如宗

越多的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众多城市在大规

教信仰、民风民俗、城市历史、地方观念等。显

模的快速建设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城市风貌和

性形态风貌要素按人工与自然二分法，可分为人

个性特征。

工要素和自然要素，然而现实环境中，较难界定

口岸城市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它不仅

纯粹的自然要素或人工要素，很多时候是人工和

是国际货物运输的枢纽，更是国家形象对外展示

自然的混合物，这里暂且称为复合要素，因此就

的窗口，口岸城市风貌特色的强化与完善显得尤

存在三种要素，即人工要素、自然要素和复合要

为重要。究竟什么是城市风貌？城市风貌的框架

素。

体系如何搭建？口岸城市的风貌特色如何体现？

城市风貌载体对应隐性与显性形态风貌要

本文将以霍尔果斯口岸城市风貌为例，尝试对上

素可分为文化载体和空间载体。空间载体是城市

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和研究。

风貌载体形成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城市风貌载体
中占据优势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具体可划分

2. 口岸城市风貌解析
作者简介：
薛国凯，邦城规划南京公司，
规划部经理。

为五种类型：(1) 城市风貌圈、(2) 城市风貌区、

2.1 城市风貌的含义及其研究方法

(3) 城市风貌带、(4) 城市风貌核、(5) 城市风貌符

从字面上理解，“风貌”由形而上的“风”

号。文化载体在城市风貌的时间结构中发挥主导

（指风格、格调、品格、精神等）和形而下的“貌”

作用，反映特定地域特定时间段的文明程度、文

（面貌、外观、景观、形态等）组成。在《易·系

化格局、伦理准则和技术水平，往往具有统一和

一致的文化与生活氛围。文化载体反映到城市风

盲目的追赶欧陆风，城市特色定位不准；(3) 一味

貌中，主要可体现在城市文化区、城市肌理、城

的追求发展速度，缺少精品建筑及空间。

市色彩构成、城市空间形态符号等空间结构中。
因此，只有空间载体和文化载体二者高度统一并
能有机协调，方能构建高质量的城市风貌。
2.2 口岸城市风貌发展概况与存在问题

3. 霍尔果斯口岸城市风貌解析
3.1 霍尔果斯口岸概况
霍尔果斯口岸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

2.2.1 口岸城市风貌概况

地处素有“塞外江南”之美誉的伊犁河谷西端，

口岸原意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对外通商的沿海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是我国

港口，但现在，口岸已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往来（即

西部历史悠久、辐射中亚市场区位最优、自然条

通商）的商埠，还是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旅

件最好、综合运量最大、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一

游和移民等方面的外来港口，同时口岸也已不仅

类公路口岸。是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开

仅只设在沿岸的港口。目前口岸按交通运输方式

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和桥头堡，在促

大致可分为三类：陆路口岸、水路口岸以及空港

进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及文化交

口岸。

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边境口岸众多，其中陆路口岸从广西防城

一个跨国边境合作项目——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港市东兴市开始，顺时针经越南、老挝等国，中

境合作中心开工建设，以及口岸老城区的更新升

途穿过新疆、内蒙古等口岸大省，最后至辽宁丹

级，霍尔果斯由一个以口岸为主体功能的小镇逐

东，分布了近 60 个口岸城市（不包括至香港、

渐向综合性城市发展。作为一个口岸城市，霍尔

澳门的地区口岸）。这些口岸城市由于交通区位、

果斯未来将以何种城市风貌展现，一直是当地极

地形地貌、历史文化以及宗教民族等环境要素各

度关注的问题。

不相同，所以在城市风貌的类型上也呈现出多元

3.2 现状城市风貌要素分析

的状态。按文化背景划分，结合当前口岸城市发

3.2.1 隐性形态风貌要素

展现状，城市风貌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1) 传统

(1) 丝绸之路亚欧枢纽：“霍尔果斯”的名

风貌口岸、(2) 现代风貌口岸、(3) 多元风貌口岸。

称源出蒙古（准噶尔）语。原意为“地多干骆驼

其中，传统风貌口岸分布较少，如：满洲里和樟木，

粪”，也可作“最佳游牧地”解。早在隋唐时期，

满洲里是欧式传统风貌的口岸，樟木是民族传统

霍尔果斯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一个重

特色的口岸；现代风貌口岸和多元风貌口岸分布

要驿站，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历史上

相对较多，主要因为现阶段大量的口岸城市具有

霍尔果斯口岸多次开放并又被迫关停，直到 1983

一定的历史性和民族特色，一部分口岸保存了部

年 11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口岸最终

分历史和民族特色，一部分却在早期的大拆大建

正式恢复开放。随着连霍高速公路和精伊霍铁路

中将历史风貌一笔勾销。

与哈萨克斯坦的对接，霍尔果斯将成为中国西部、

2.2.2 口岸城市风貌存在的问题

亚欧大陆桥上的同时拥有铁路、公路口岸的国际

口岸城市是对互通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社会、

交通新枢纽。

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的综合体现，城市

(2) 多元文化内外渗透：新疆地区有着多元

风貌记忆了口岸城市的发展历程，留下了口岸城

的文化背景，伊犁地区以哈萨克、汉、维吾尔、

市的发展轨迹。但是，由于历史、规划建设理念

回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当地的城市风貌融合

等方面的原因，口岸城市的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

汉族，俄罗斯及中亚等地的艺术元素。哈萨克斯

尽人意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岸城市风

坦主要民族是哈萨克族，历史上属于游牧民族，

貌的和谐，留下了诸多遗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其当代建筑风格也是多元化的，体现了欧式建筑

个方面：(1) 忽视了历史文脉的延续和保护；(2)

和伊斯兰建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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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世界上第

浅谈口岸城市风貌的解析与构建

我国边境线绵延几万公里，有 10 余个接壤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3) 塞外江南旅游热土：伊犁“塞外江南”
品牌深入人心、久负盛名，而霍尔果斯常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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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斯河的境内支流，目前为季节性河流，是口岸
近期重点打造的景观性河道。

伊犁旅游业不可缺少的“龙尾”。口岸在全国和

(3) 复合要素：国门界碑。位于亚欧路尽头

新疆独有的地理位置是霍尔果斯旅游资源的重要

的是霍尔果斯老国门，目前口岸仍在运行中，同

买点和城市名片，同时周边霍城县的惠远古城、

时这里也承担了地区旅游的重要职能。这里有西

世界第三的薰衣草生产基地、赛里木湖与果子沟

部第一国门—“324（1）”界碑，在霍尔果斯目

自然风景区等优质的旅游资源每年都会吸引大批

前 9 千米长的边境线上，中方竖有 9 块界碑，其

的游客来此观光。

中“324”号界碑为河界双立碑，1 号在中国，2

(4) 中哈合作战略高地：2003 年 6 月，胡锦

号在哈萨克斯坦；同时，“324（1）”号界碑也

涛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哈国总统纳扎

是伊犁州沿边界 92 块界碑中唯一的一块特大型

尔巴耶夫，就在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区域建立自由

界碑，累计已突破 500 万人次游客来此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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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达成一致意见。随后，经过两国政府多轮

3.3 现状城市风貌存在的问题

会谈，2006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下文，对中哈

3.3.1 城市形象混乱，空间品质不高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行了批复。合作中

城市空间品质是城市风貌的重要表现，也直

心总占地面积 5.28 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域 3.43

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状态。霍尔果斯由于现状城

平方公里，哈方区域 1.85 平方公里。合作中心的

市发展基础薄弱，口岸整体形象较为混乱。例如，

基本功能为：贸易洽谈展示和销售、仓储运储、

高速入口区，虽然已经设计了门户雕塑及标识语

商业金融服务、举办各类区域性国际经贸洽谈会

言，但周边紧邻破旧的厂房，而且绿化层次单一，

等。合作中心是中哈元首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达

入口形象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城市空间与自然

成共识并共同推进的国家战略项目，是贯彻中央

生态要素（天山、卡拉苏河）联系薄弱；城市天

关于促进新疆发展和稳定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

际线零乱无序，新建的合作中心联检大楼及入口

对巩固中哈战略伙伴关系和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

广场被国际贸易中心遮挡，视线通廊不畅。城市

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建筑色彩较为混乱，降低了城市的审美品味，导

3.2.2 显性形态风貌要素

致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不高。另外，社区级商业服

(1) 人工要素：霍尔果斯现状城市建设整体

务设施配套不完善，商业规格和品质档次不高，

以多层建筑为主，建筑低平，整体形象较平淡。

难以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

近年新建的口岸联检大楼等公共建筑造型丰富，

3.3.2 主体文化不突出，风貌特色不明显

形象现代，新建住宅大都色彩明快鲜艳，喜用纯

走进霍尔果斯口岸，并没有让人印象深刻、

度较高的黄、蓝等色，人工建成环境总体上体现

主题鲜明的文化倡导，整个口岸尚未形成功能复

为现代风格。

合、气氛浓郁的文化中心，只在局部地区有片段

(2) 自然要素：一山三河。在霍尔果斯口岸，

性的文化节点存在，辐射力较弱；文化功能属性

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远处高耸的天山，天山是

的建筑 ( 如电影院、文化馆、美术馆、大剧院及

世界七大山系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 ) 仍然缺乏，体现地域和民

系，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

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也难得一见。

地区最大的山系；自古以来天山就是中国与中亚、

3.3.3 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利用不够

西亚联系的重要通道，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

远处巍峨的天山，脚下急速流淌的卡拉苏河、

支线。霍尔果斯河、卡拉苏河和东风干渠是流经

东风干渠，都是霍尔果斯口岸得天独厚的资源，

口岸的三条重要水系，其中霍尔果斯河作为中哈

它们共同构成了口岸的生态大背景。但口岸在建

界河，自北向南流入伊犁河；东风干渠为霍尔果

设中忽视了对自然山水的有效利用，人工建设环

斯河的人工引水渠 , 是作为口岸景观用水与下游

境没有达到“显山露水”的效果；卡拉苏河作为

团场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水源；卡拉苏河为霍尔

贯穿口岸南北重要的景观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的

利用，滨水岸线过于生硬，滨水景观也较为粗糙；

(2) 城市风貌区：未来霍尔果斯城市总体可

此外，公园绿地以及绿道建设滞后，影响了市民

分为“产、城、游”三大风貌区，即南侧以产业

生活的舒适度和便捷性。

及新口岸为主导的产业片区、以现状老城区为基
础整体升级为未来城市中心的生活服务片区以及

4. 霍尔果斯口岸风貌的构建
4.1 凝聚口岸之魂

北侧以贸易旅游为主体特色的合作中心片区。
(3) 城市风貌带：重点打造卡拉苏河新疆风

一个城市希望拥有高雅的文化品味和深厚的

卡拉苏河南北贯穿霍尔果斯，两岸结合不同主体

文化底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然要经历漫长的

功能片区，布置不同类型的滨水空间岸线，结合

历史过程。从霍尔果斯的历史发展看，源远流长

新疆地域风格的建筑风格，形成一条体现霍尔果

的“丝绸之路”文化对它的影响巨大，一直到今

斯地域文化的风情长廊。亚欧路以展现丝绸之路

天它仍然是我国西北五省最大的公路口岸，因此，

文明的入口景观为起点，以老国门旅游风貌区为

霍尔果斯的历史文化之“风”应以丝绸之路文化

终点，沿路串联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以丝绸之路

为主导，辅以其他文化元素，如由口岸所衍生出

文化为主题的城市空间。进入霍尔果斯的游客和

来的边防军事文化、由地方民族及宗教所孕育出

访者，在这条交通风貌走廊上最先直观感受到的

来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打造霍尔果斯历史文化

城市魅力就成为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总体印象。

之“风”。

(4) 城市风貌核：重点塑造现代风貌都市核

4.1.2 风貌类型的判断

心区和中亚风貌国门旅游区。都市核心区是整个

结合霍尔果斯当前建设情况和未来整体风貌

霍尔果斯的服务核心，整体建筑风格体现现代城

的控制引导，将城市的风貌类型定义为多元风貌

市风貌，同时注重与卡拉苏河滨水空间及新疆特

口岸。具体体现为：“现代风貌为底，多元风貌

色建筑的融合，塑造一个具有活力、现代感与地

并存”。所谓现代风貌为底，是因为霍尔果斯现

方风情交融的城市核心区域。国门旅游区充分发

状建筑多为现代风格，而且仍有不少规划和在建

挥老国门的历史文化旅游优势，融入丝路历史文

的新项目也都采用现代风格，虽然现状少数建筑

化、国防军事文化以及公路文化，集观光、购物、

采用具有新疆地域元素符号的设计手法，局部建

休闲、科普、度假等多重功能，打造“璀璨新丝路，

筑色彩也采用了较为艳丽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

西域第一门”的高品质国门旅游景区。

体现了异域的风情和风格，但数量和布局仍旧不

(5) 城市风貌符号：重视地方文化与城市擦

够。所以，想要整体扭转现状的风貌类型，难度

痕的多方面映射，充分融入丝路文明、新疆文明

较大。因此，在未来城市风貌的打造上，要以现

以及哈萨克族文明，不仅在建筑、小品、雕塑等

状城市风貌为基础，增加和强化主体文化以及其

传统的载体上有所体现，同时扩展到城市形象策

他辅助文化的空间载体，营造一个多元风貌并存

划、旅游口号、实施策略等方面，达到空间载体

的新型口岸城市。

和文化载体二者高度统一并有机协调。

4.2 塑造口岸之形

4.2.2 强化空间载体、注入空间内涵

4.2.1 构建空间框架，落实空间载体

(1) 以水为脉：生态舒适的滨水岸线。一条

(1) 城市风貌圈：就我国地理文化圈的划分

卡拉苏河象征着未来的霍尔果斯，带着对外贸易

而言，霍尔果斯应属于新疆文化圈，新疆文化圈

的记忆，一脉相承、创引新时代人们的幸福生活。

是以广袤的戈壁、大漠、雪山和草原为背景，以

近期在卡拉苏河沿岸创造不同的滨水空间，形成

丝绸之路为主线。因此，霍尔果斯城市风貌的特

步移景异的滨水景观聚落，在把人们引向水面的

色应该紧紧围绕丝路与自然这两大地理文化属

同时，提供人们娱乐休闲和健康生活的滨水场所。

性，结合口岸及当地民族特色，在更高的层次上
转化为个性，形成自身的独特文化圈。

(2) 街道渗透：尺度宜人的活力街道。街道
界面是城市的重要要素之一，对形成城市空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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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滨水风情带和亚欧路丝路文化交通风貌走廊。

浅谈口岸城市风貌的解析与构建

4.1.1 主体文化的明确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色、提升街道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口
岸重点打造亚欧路、友谊路和兰新路三条街道空
间，通过不同的建筑高度与道路视距比例的控制，
营造不同感知的街道空间，最终控制城市的整体
风貌。
(3) 健康慢环：低碳乐活的慢行空间。一条 6
公里长的环形绿化街道将穿越社区，把居住、公
园、商业、学校及滨水空间连接在一起，让城市
绿道与公共设施互动，形成健康舒适的慢行空间。
(4) 多区共生：宁静舒适的开放社区。通过
细分地块，创造适宜步行的小尺度社区，形成五
分钟步行街区，增加社区活力；同时控制封闭社
区规模，提倡组团封闭、社区开放的模式，创造
并共享公共空间，提升住区的整体生活品质。

64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2014 年 第 3 期 VOL.3

5. 结语
口岸城市风貌的营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
时也是一个孕育与感知的历程。作为城市规划师
要从纷杂的城市要素中进行挖掘与梳理，透过现
象看出本质，从现实的需求把握重点与核心。当
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城市特色的问
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只有充分的关注自然环境
与历史文脉，对地域范围内的城市风貌要素资源
进行挖掘与梳理，并将其融合到文化及空间载体
之中，达到空间载体和文化载体的有机协调，方
能构建高质量的城市风貌。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
将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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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几点思考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mall and Middle
Scale Cities
程奎 Cheng Kui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中小

其建设，以保证中小城镇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城镇的规划建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推动

但长期以来由于中小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缺

中小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乏正确的指导和科学的管理，并且受人才及观念

国梦”的最重大任务。当前中小城镇的发展影响

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中小城镇建设发展规划普遍

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小城镇在发展的道路

存在起点不高、定位不准、观念不新等问题。

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文章就中小城镇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

1.2 中小城镇发展建设资金短缺，投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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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对投资缺乏吸引力、资金不足是中小城镇
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制约中小城镇建设和

【Abstract】Rec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阻碍中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中小城镇的

urbanization, people begi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投融资体制目前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政府仍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mall and middle

然是最重要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城镇基础设施

scale cities.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建设投资大、收益小、问题多，市场化运作难度

middle scale cit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which

大，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管理的机制尚未

can realize the constrcution of modern country and

形成。加之，地方财政配套财力不足，中小城镇

the 'China Dream'. Now,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健全的现象。

and middle scale cities influences the progress of social

1.3 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规模较小，公共配套

development, and many issues remain to be solved.

设施严重滞后辐射能力较差，集聚功能难以发挥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is development

中小城镇规模不够大，人口的数量少，就会

process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t.

造成中小城镇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对资源

【Keywords】
Small and Middle ScaleCities; Planning

的利用能力低，导致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过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能满足中小
城镇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制约了中小城镇的

1. 当前中小城镇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小城镇功能的发挥

中小城镇规划建设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的

就会受到极大影响。城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共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小城镇的建

配套的建设，因为公共配套设施是投资环境的物

设和管理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

质基础，没有完善的基础建设如教育、医疗、社

1.1 对中小城镇规划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短
期行为
中小城镇建设整体规划不强，布局不合理，
特色不够鲜明。中小城镇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
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必须用成熟的思想指导

会保障等方面的供给，城镇经济就不可能有序发
展。
1.4 中小城镇建设权责不明，管理混乱，改
革滞后
由于中小城镇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不能形

作者简介：
程奎 , 邦城规划深圳公司规划
部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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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中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对策

J 十年征程 / 10- Year Journey

成集中统一指导，政策资源和资金项目比较分散， 一，给中小城镇提供了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环
不能集中投向重点中小城镇，未能形成加快中小
城镇建设的合力，城镇建设管理中存在盲目性、

2.1.4 重视城镇特色

随意性。

追求个性，重视城镇特色是美国城镇建设的

1.5 中小城镇建设偏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忽视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某些中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偏重经济建设，

特点之一，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面貌和
特色的中小城镇，那种千城一面、万镇雷同的现
象是见不到的。

却忽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出现了经济与社

2.1.5 重视建设管理

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最终影响了中小城镇的持

所谓“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一个好的城

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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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基础。

镇更需要好的管理。美国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主

1.6 政策落实不力

要有两点：首先是拥有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其

目前国家、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

次是依法办事，违法必究的管理作风。

小城镇发展的优惠政策，中小城镇发展已具备了

2.2 德国的村镇建设经验

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根本问题是落实不够，如资

2.2.1 政府高度重视村镇改造和建设

金政策、用地政策、户籍政策普遍落实不到位，

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用地、保护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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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小城镇的

品价格的法规，加强管理机构、管理队伍的建设，

发展。

完善村镇建设的投资机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1.7 环境问题也是制约城镇的规划发展的关

形成了比较均衡的城镇结构体系。

键要素
当前我国城镇化面临土地、能源、水资源和

2.2.2 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
建设

环境等诸多挑战，生态环境的破坏制约着城镇的

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

可持续发展，坚持走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

势在必行。

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
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2. 国外中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借鉴

2.2.3 注重单体设计与整体景观协调

2.1 美国的中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经验

靠村镇改造规划和单体设计的调控与引导作

2.1.1 重视规划的作用

用，德国的村镇建设是与建筑设计一同寻求特色，

根据建设需要编制详规，美国中小城镇规划

在突出特色中满足规划的统一要求。

有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尽可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二是充分尊重和发扬当地的生活传统；三是最大

3. 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对策

限度地绿化和美化环境；四是塑造城镇不同的特

3.1 公共配套的完善和环境的治理

点和培育有个性的新型城镇。

中小城镇的改革应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和经

2.1.2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济发展活力为重点。

美国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由联邦政府、地方政

首先应通过科学规划、制度供给和服务型政

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联邦政府负责投资建设连

府的建设不断优化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接城镇间的高速公路，中小城镇的供水厂、污水

的引导作用，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

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是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筹

金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等，改革措施要及

资建设，开发商负责中小城镇内及社区内的水电、 时、有序推进，为人口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制度
通讯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资金的筹集。

环境。优化中小城镇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

2.1.3 重视环境建设

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鼓

在美国，环境建设是城镇建设的主要内容之

励中小城镇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
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资源要素的集
聚和优化配置。中小城镇的建设应充分发挥市场

迷失的传统城镇化误区，通过对特色文化的继承
和创新，增强城市特色和吸引力，提升城市的创
意和创新能力。

的主导作用，在土地供给、融资和环保等方面深
化市场改革形成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此外还应

4. 结束语

加强治理，创新优化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基层

中小城镇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鼓励发展中

社区的治理机制，鼓励公私协作，并创造条件让

小城镇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城乡居民参与城镇化过程的讨论和决策，最终形

意义。通过新型中小城镇化的推进解决当前城镇

成“包容性增长”的良治格局。

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小城镇的发展开

3.2 实施基于城市群的中小城镇规划

辟崭新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区域范围内的中小城镇应尽可能构建功能互
补、分工合理的内在联系，空间上形成城市网络
体系，产业上形成城市价值体系。国家和省域都
城市群规划的体系中无论是中心城市、枢纽城市

【1】刘羽平 , 何跃飞 . 论发展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

还是节点城市，在城市体系中都可以更好地实现

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J]. 科技经济市场 ,2007,(1)

自身使命和价值，中小城镇自身更要突破行政区

【2】许经勇 . 我国城镇化体系中的小城镇建设问

划的狭隘视野和单体城镇化的封闭观念，重新审

题 [J]. 吉首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1,(32)

视区位、环境、资源、交通、产业、文化和社会

【3】曹宗敏 . 新时期小城镇如何发展 [J]. 城市管

发展条件在区域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中的角色和地

理 ,2006(3)

位，找准特色定位，明晰发展道路。

【4】贾玉洁 . 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思考 [J]. 改革与开

3.3 完善现代产业在大中小城镇之间的布局
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优
势，建立适合其发展条件的产业。中小城镇要利
用自身在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吸引
各类产业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重
视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以信息技术弥补自身
条件的不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承接大
城市服务业的溢出与转移，激发中小城镇持久活
力。
3.4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中小城镇在规模上更加人性化，环境也更亲
近自然，相对大城市而言宜居优势开始凸显。应
积极规划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发挥中小城镇风能、
水能、农村沼气等清洁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开
发利用清洁能源，发展低碳产业，进一步拓展宜
居优势，吸引人才和投资。
3.5 增强文化特色
中小城镇是我国厚重、多样化文化的脉络，
而文化则是中小城镇最重要的资产和识别要素。
中小城镇应传承和发展地区文化，走出文化要素

放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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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研讨突破行政区划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在

J 我与邦城共成长 / Growthing with SCP

我与邦城共成长之深圳 SCP

高鑫 Gao Xin

拿起笔，刚好是邦城十周年庆典的
日子，看着公司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
一组组现场照片，仿佛置身其中，也感
受到了那份盛大和喜悦的气氛。在邦城
公司成立 10 周年之际，不禁想到自己在
公司也度过了将近 5 个年头，在这段时
间里，自己在专业技能、项目经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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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了长足了进步，这不得不感谢公司
给予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
幸见证了邦城深圳分公司的成长，共同
经历着风风雨雨，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刚入职公司的时候，深圳办
公室还未完成装修，一起入职的 4 位同
事去苏州总部接受新员工培训及试用期
考核。在那里，我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
接待，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无微
不至的照顾，在参与项目的同时也了解
了公司的背景、企业文化等等，其中一
句“我们做可实施的规划”深深的吸引
了我，而且公司已经完成的多个落地的规划项目也印证了这个说法，更加强了我要留在公司
的念头。
转眼间，几个月的试用期结束后回到深圳，在分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团队也在不断壮大，
并陆续完成了一些规划类的项目，特别是 2011 年，在第一任领导离职后总部派来了经验丰富
的新一任领导接管，那一年，我们顺利完成了两个综合性规划项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个人项目经验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但是相聚总有离别时，在大家的不舍与期盼中，送走了
第二任领导并迎来了第三任领导一直到现在，周边的同事也换了好几拨，但是不变的是不管
新老同事，都对公司有一份真诚和热忱的心。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携手迎接下一个更美好
的明天！

作者简介：
高鑫 , 邦城规划深圳公司规划
部副经理。

我在邦城的五年

刘成成 Liu ChengCheng

2014 年是邦城成立的第十个年头，
也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加入邦城这个大家
庭的第五个年头，在邦城工作的这五年我
先后在邦城的苏州，南京，成都三个公司
任职，这样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从更多的方
面了解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此期间各
公司给与了我尽心指导 , 各位领导前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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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事是我的益友，在此我对你们想表达
的唯有感激。
回想在邦城工作的这几年，体会最深
的一个词是压力。五年中随着自己在公司
里角色的变化，公司对于我的要求也在发
生变化，从最初的助理规划师到如今在项
目中带领一个团队开展工作其间受到的压
力各不相同。我认为这些压力才是我在邦
城工作期间的宝贵财富，人的成长程就是
一个不断适应各种压力的过程，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需要承担的压力越大，而邦城
公司就是一个这样的老师，一个教会我克服困难适应这些压力的老师。
在这五年中邦城公司也有很多的变化，五年中邦城公司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几百名员工的
国际化设计机构，我相信一个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来自市场的种种压力，公司在发展过
程中适应了这些压力为我们这些设计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我相信不管是邦城公司还是我
个人在未来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挑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些挑战，适应新的压力，共创辉煌。

作者简介：
刘成成 , 邦城规划成都公司规
划部规划师。

刘成成 我在邦城的五年

高鑫 我与邦城共成长之深圳 SCP

我的良师，每个项目中与我一同奋斗的各

P 邦城规划项目 / SCP Projects

西安空港新城 LED 产业基地概念规划
Concept plan for LED industry base in Xi'an Airport Town
空港新城半导体（LED）产业基地位于西安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内，将依托西安空港——陕西省唯
一的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抓住机遇与优势，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千亿元半导体（LED） 产
业基地。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提出 “L-D-P”发展理念，即 Lead（引领）、Demonstration（示
范）、Practice（实践），塑造覆盖全产业链，聚集高端生产要素为一体的品牌化、聚集化、规模化，
同时具有完善配套设施、发达生态步行系统、宜居生态家园的半导体（LED）产业基地。

业主：西安空港新城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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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陕西西安

占地面积：5.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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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在北纬度 32° 17' ～ 33° 48'，东经 110° 58' ～ 113° 49' 之间。与湖北省、
陕西省毗临，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西依秦岭，南临汉水，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间开阔、南部开
口的盆地。总面积 2.66 万平方公里，是河南省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项目地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内，北望建设路，西临独山大道，南邻医圣祠路。
景观设计定位：
创造一个具有古典风格的宜居景观社区
创造一个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简约空间
营造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休闲生活空间
景观设计需要与规划设计建筑形成呼应，结合建筑规划的特点，塑造一个充满独特气质和地域风
情的园林景观。打造中高档具有艺术气息的生态化宜居社区，在这里能享受一种优雅、健康、自然、
轻松的生活。
设计理念：
享受 “清风明月，简单品韵”，心情投影水景中，不经意间锦绣一方惬意演绎着享受。
臻品 “一方臻品，上善之上”，祥荣人士雕琢一片尊雅私属领地，承奉给您一份惊喜和愉悦。
境界 “人居高位，有容博大”，感悟一生之城，成就人居品质典范，预约未来诠释圆美。
引领高层建筑姿态，俯瞰城市荣耀与繁华，新的城市地标，新的视野，不一样的生活。

业主：南阳新东海置业有限公司

区位：河南南阳

占地面积：11 公顷

邦城规划项目

Landscape Design of Dushan Dadao Project in Wancheng District,Nanyang City

邦城规划 STATE & CITY PLANNING

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项目景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