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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产业与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两

大基础。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

产业发展的载体。产业与城市反映出作为

社会中的“人”在经济社会中工作与生活

的一体两面。因此，产与城必然是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的。寓产于城、以城促产的融合

渗透发展，产城融合是两者共同的内在发

展需求。应该来说产城融合、三生共融是

城市更新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现状与问题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北京产业转移与升级、城市功能疏解以及

京津冀三地的空间结构调整，为石家庄纳

入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桥

西区现状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更新的

生产、生活需求，城市更新迫在眉睫。

本次规划的金融创新区位于石家庄主

城区，处于石家庄城市结构中心，在城市

功能升级上具有战略性的地位 ；本次规划

研究范围 4 平方公里，核心区规划范围约 1

平方公里 ； 结合现状调研分析，规划区现

状在用地、功能、交通、开放空间四大层

面存在问题：

1. 现状用地   

建筑风貌混乱 ：规划区内不同时期建

筑交杂，现有部分界面较为混乱。用地情

况复杂 ：现状保留、保留改造、待拆迁规

划等状态用地交杂，散点状的新规划地块

因未统筹规划开发，造成新旧建设不协调

的现状。

2. 功能业态

功能业态单一 ：现状金融机构在桥西

区自发聚集，以金融办公业态为主，并已

形成一定的金融氛围，办公环境有待提升 ； 

用地性质单一：商业办公用地为主，性质

单一且比例过大，未能满足生产生活等复

合需求。

3. 交通系统

道路系统性差 ：已基本形成四纵两横

主干路网系统，对外联系性强；但片区内

部存在次干路网及支路网系统性差、通而

不畅、难以承担大容量交通疏散等问题。

道路友好性差 ：现有内部道路以穿越性的

交通干道为主，尺度较大，规划区内缺少

人性化尺度、承载城市活动的特色街道。

4. 开放空间

文化传承差：规划区内老火车站及省

艺术中心等城市记忆节点，被城市开发所

淹没，历史文脉未能得到重视与保护。开

放空间未成系统 ：现有开放空间呈斑块状

分布，缺乏特色和亮点，并且未能形成有

效串联。

三、诉求与目标

1. 规划诉求

结合现状问题，以促进京津冀金融产

业良性互动、打造石家庄金融新窗口为目

标，在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城

市活力营造提出了更高的规划诉求。

诉求一：城市形象提升

如何在用地情况复杂、现有的城市架

构基底下，完善城市系统，提升区域运营

效率及塑造富有特色的城市形象。

诉求二：城市功能完善

如何满足金融产业高强度开发对城市

“产城融合、三生共融”的城市更新策略探讨
——以石家庄桥西区金融创新区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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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高速发展，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旧城已难

以承担城市或区域中心的重任。旧城中的产城分离、新旧城的建设不协调、开放空间缺失、

生活配套不完善、城市历史文化节点被破坏等城市问题亦日渐凸显。随着新时代的产业换代、

消费升级、生活需求，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石家庄桥西区目前也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结合本次规划，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探索一条产城良性

互动融合，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政企互动的城市更新之路。

【关键词】城市更新；以人为本；产城融合；三生共融；政企互动

图 1 现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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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配套的要求，完善城市功能，实现

产城融合，引领城市发展。

诉求三：城市活力营造

如何结合火车站、省艺术中心等城市

遗迹，创造有地域特色的开放空间体系，

提升城市活力。

2. 他山之石

结合开发诉求，我们研究了国内外金

融城开发经典案例，包括伦敦金丝雀金融

城、东京丸之内金融城、北京金融街。希

望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借鉴与启发。

a）以人为本，营造开放的街区形态，

考虑人、自然、建筑之间的秩序，创造了

有层级、有序列、注重人的尺度的街道空间。

b）从金融产业客户需求出发，匹配大

中小型金融机构客户对物业的个性需求。

c）强调业态功能复合，实现“产城融合、

职住平衡”，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强调区

域能在白天、夜晚持续迸发活力。

d）结合现有城市特色资源，延续文脉，

打造具有城市个性的的城市公共空间。

3. 规划目标

以“规划先行、产业驱动、片区统筹、

公益优先”为原则，立足产业服务融入城

市发展，实现城市记忆遗址的保护传承、

城市功能的丰富、 城市空间的共享和生活

环境质量提升等多个维度的诉求，将规划

区打造成：以金融创新为核，以“高端配

套＋人文宜居 + 公共活动”三大功能为辅，

以人为本、产城融合、三生共融的复合型

宜居宜业宜游金融创新区。

四、方案和策略

策略一：以人为本、完善城市系统，

提升形象、打造城市名片。

规划区形成五纵两横主干路网系统，

增强对外联系性 ；规划完善并优化次干路

网和支路网，加强内部联系，提升交通运

营效率。

结合土地价值分析及对城市界面控制，

规划区依托胜利大街、自强路形成十字发

展轴线，发展金融城核心区、老火车站广

场 2 个重要的城市活动核心，打造 4 条外

围展示界面 +5 个城市次要节点。

规划首先通过对规划区内城市记忆节

点（老火车站、省艺术中心），以及新型城

市活力节点（万象城、万象天成、绿地中

山公馆商业街等）现有重要城市空间进行

梳理，并且利用开放空间体系将五个得以

串联，环状布局，形成规划区开放空间的

基础；在核心地块增加城市支路，增强内

部交通循环，缓解高强度开发带来的交通

压力 ；地块切分后，中间打造成中央公园，

南北向上与火车站广场串联；在东西向上，

将永安路街增加退界及流线型建筑界面的

处理手法，打造成区域内的特色生活街道 ；

最终形成核心区 T 字型的整体发展骨架。

图 2 创新区规划结构

图 3 中央公园 & 金融核心区效果

图 4 政企互动模式建议

表 1 金融机构办公空间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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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央公园，组织标志性塔楼，打造新

的金融核心区；核心区中央以 300 米金融

中心——石门塔为核心，结合 3 栋 150 米

以上的超高层作为区域统领，其他建筑围

绕中央公园呈环状布局。 

策略二：产城融合，打造多元功能，

政企互动、 引领城市发展。

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要实现要素集聚

集约、产城互动、人城互融。在本次金融

创新区规划中也希望借鉴成熟的北京金融

街政企互动模式经验。包括开发模式、组

织模式、服务模式三大模式对创新区的开

发提供帮助。

结合产城融合的目标，融入五星级国

际酒店、高端办公、精品购物中心、酒店

公寓、住宅等多种生产生活业态，满足吃

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生产生活需求。让新城

区的建设形成科研、教育、产业、居住、

生活、商务、社交、文化、休闲等融合协

调发展的环境，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策略三：文脉传承、营造特色空间，

三生共融、重塑城市活力。

如今，文化在城市综合竞争中的地位

和作用越显突出。在这种背景下，该如何

将文化与城市有效融合，为城市化的进程

注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城

市更新”中不忘“文化传承”，有着长远性

的意义。

石家庄是一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

老火车站等伴随着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城市

节点尤其代表着城市的生命力、彰显着城

市的个性。

在规划中希望首先对老火车站主体建

筑进行保护性改造提升，成为铁路文化博

物馆，延续历史和城市记忆，使之成为重

要的城市文化载体。其次将火车站前广场

升级改造，与中央公园、金融中心有机融合，

整体打造成石家庄新旧文化碰撞的石家庄

文创漫谷。

开放空间体系 ：在规划区未来将形成

火车站城市广场、CBD 中央公园、胜利大

街沿线的带状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等五种不同的特色开放空间，来满足人们

日益提高的户外活动、社交需求。

特色街道营造 ：通过地块小尺度街区

的打造及复合功能开发，从空间上呈现出

城市化、街区化、生活化、生态化的特征。

五、结语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 是城市建

设的永恒课题，是城市建设中涉及面最广

的一项系统工程。 在城市更新改造中 , 政

府的决策、开发商的利润、社会公众的利

益和城市规划设计师的作用应该是互动的、

利益相对平衡的。相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 以政企互动、产城融合、三生共融

的城市更新发展之路，必将助石家庄走上

新台阶。

图 8 永安街 + 胜利大街效果图

图 5 产城融合示意

图 6 小尺度街区开发模式

图 7 典型街区  路网调整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