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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国产业 

新域数量多、规模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然而相关配套和单～的功能过于集中，造成产 

业新城空城化，城市新城镇空心化 ，一些新开 

发的片区成为夜晚的 “鬼域”或是 “卧域”。 

本文从新加坡产业发展历程开始提取新加坡产 

域融合的新镇模式，对其规划理念和模式进行 

理论和案例研究 ，在资源集约的发展和以人为 

本、经济与生态的高效发展等方面结合我国山 

东潍坊高新区城市设计方案进行分析 ，提出适 

合我国产业新城特别是城市周边产业型小城镇 

的发展之路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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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水计划 ：公园绿道连接 

Abstract：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n 

urbanization，China enters a new e ra 

0f raPid deveIOPment with the sign 

0f hug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new 

towns being built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Howeve r．ove卜cent ralized faCllities 

and singula r function makes the new 

industrial towns become “ghost towns” ．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ou rse of deveIOPment in 

Singapore for its experiences of building 

P r0dUCti0n citY fUSi0n，thi S a rtiCIe 

anaIyzed its fundamentaI ideas of city 

developments and planning with case 

stUdies．COmbined W．fh the studY in 

the u rban design of W eifang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in Shandong 

p rovince．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offer 

a soIution to the new indUstriaI towns 

especially the surrounding industral town 

adapted to China’S current sociaI status 

also计mean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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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务院将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设立 

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潍坊高新区的发展 

迎来了新的机遇。同年 6月潍坊市规划局 

组织了潍坊市高新区国际化城市设计方案征 

集。新加坡团队通过借鉴新加坡产城融合、 

新镇模 式，对 1]Okm 的全域范围 ，提 出系 

统性、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将高新区建 

设成 为潍坊市蓝色经济发展的创新启航 区和 

一 个有竞争力、生命力、吸引力的生态宜居 

乐业新城。 

2 新加坡产域发展历程 
2．1新加坡产业发展历程 

新加坡的发展之路，就是一个经济转型 

与产业升级不断求索的过程。从原始阶段处 

于既资金及人力资源不足、技术落后、没有 

自然资源、国内市场需求小、不利的环境因 

素等带来的约束，持续的探索研究及调动经 

济发展战略，并创建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 

促进经济不断改革和产业升级。最终从建国 

初期发展逐渐成为工业化国家，并取得亚洲 

四小龙的头衔，进而今天成为了亚洲乃至世 

界著名的经济金融中心。 

2-2新加坡产城融合的转变和理念 

新加坡从 1 960年至今，产业发展经历五 

个转型升级的时期，不同时期的规划手法与 

设计特点如表 1。 

3 新加坡新镇模式应用 
3．1新加坡新镇理论实践背景 

新加坡新镇理论，其核心思想是E-霍华 

德 (Ebenezer Howard)1898年提出的 “田 

园城市” (Garden City)的大型城市单元、 

中型城市单元、小型城市单元 “三级结构” 

单元式开发理念 ⋯。自 1960年至今，新加坡 

先后开发了几十个新镇 (NewTown)，结合公 

共祖屋的制度，解决了新加坡约百分之九十 

的居住人口。新镇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体现了一种理性的规划之路。 

3_2新加坡新镇模式特点 

3_2．1新镇体系结构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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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新加坡产城发展历程 

新加坡新镇体系分为 newtown--neigh— 

bourhood--prednt，即新镇一邻里一居住 

单元三级结构，体现了新加坡严谨及模型可 

复制的规划理念。 

新镇级别的用地规模为 1Okm 左右， 

人口规模为 1O～3O万人，涵盖为整个新镇区 

域的区域服务中心、公园、公共交通换乘、 

教育文化等服务设施，区域服务中心的服 

务半径为2km左右；邻里级别的用地规模 

为5O～1OOhm ，人 口规模 约 1．5～2万人， 

与我国居住小区的人口用地规模类似，大概 

3ocIO～50OO户，每个小区按照3OO～5Oom服 

务半径配备邻里中心和公园绿地；最小级别为 

居住单元，规模与我国的组团规模类似，人 

口1OO0～3OOO人，约3O0～500户，服务配套 

和公园。尤其是面向最大群体的新加坡祖屋， 

新加坡约8O％的人居住在全岛23个新镇内的 

政府组屋。这些新镇经过全面性和有时序性 

的规划，为居民创造自给自足的居住环境 ， 

配备完善的服务、开放公园、儿童游戏、餐饮、 

文化设施等，这是最接近社区的服务体系。 

3_2．2产城融合的土地利用 

新加坡的新镇模式是一个居住、工业、 

图 1一楞鹅新镇建设前后对比 

商业服务集合的综合型新镇而不是一个单一 

居住功能的卧城，在新镇周边配备一定的都 

市型无污染工业区，为市民提供就业岗位。 

在便利交通环境的支撑下，同时注重配备居 

民日常需要的各类设施，有效的提升了公共 

交通效率，降低了交通拥堵现象。在一个典 

型的新镇中，住宅用地仅为 4O～5O％ ，而其 

他各类用地的总和则超过 5O％的比例。 

3_2．3交通 

新加坡新镇的交通体系在公共交通系统、 

公交换乘做的尤为出色。新加坡的MRT多条 

线路与巴士线几乎可以覆盖全岛，大型轨道 

交通站点的间距为 1．5km左右，巴士站点的 

间距为5OOm左右，二者在绝大多数可以做 

到零步行的换乘。新加坡采用TOD模式，土 

地功能的使用与交通布局相结合，最大限度 

发挥土地效益，满足多样的公共需求。 

3．2．4ABC和 PCN体系 

2OO6年，新加坡公共事业局 (PUB)发起 

了活跃、美丽、洁净全民共享水源计划 此 

计划的目的在于： 

·拉近人与水之间的关系； 

·运用一个更好的雨水管理方式，尽可能 

把每滴雨水留住； 

·把功能型的沟渠、水道和蓄水池转型为 

美丽和清洁的溪流、河道和湖泊，以创造出 

充满活力的社区公共空间 。 

1 989年新加坡概念规划修编中提出 PCN 

(park connector)即新加坡绿道网络的构想， 

采用绿道将公园与公园连接成网络，方便市 

民到达使用公园。于此同时，在城市建成范 

围内建设生态型走廊，让生物特别是鸟类方 

便迁徙，它们会更好的寻找食物或繁殖地。 

3．2．5典型案例一榜鹅新镇 

榜鹅新镇是新加坡比较新的新镇 ，可以 

看到新加坡新镇的发展趋势。榜鹅的布局更 

加的紧凑，容积率与密度更高，各类设施布 

局服务半径更小，同时除了传统的ToD的 

布局，还结合了水道开放公共空间，进行中 

心土地的开发，即EoD的开发模式。201 1年， 

4．2km的榜鹅人工水道及水道交织的公园建 

成，水道横穿榜鹅新镇，榜鹅成为特色鲜明 

的新加坡 “威尼斯”。依托水道，滨水用地 

性质进行调整，主要商业和游憩项目依水道 

而建，高等教育学校和创新产业在榜鹅水道 

周边聚集。借助于人工水道的打造，榜鹅新镇 



图 2一潍坊高新区规划结构演化图 

图 3一潍坊高新区中心体系规划图 

图 4一潍坊高新区用地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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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五年增长 42％：商品住宅价位增长了3O一 

4O％ 公共组屋的价位增长了 15％左右 (图 1)。 

4 潍坊高新区的产城新镇模式 
4．]规划结构与中心体系 

以淮安路作为整体空间架构的脊梁，划 

分为东、西两大空间结构。西侧为新城中心， 

=：：：：” 东侧为产业中心，以双中心促进新城和产业 
- t一- 片区的发展。西侧的新城按照新加坡新镇规 

r ] ：：：：：： 模划分为3个新镇组团，东侧产业区为1个 
一 。 产业综合服务区 (图2)。 

：：：：： 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潍坊的 
·*- 一 特点，在潍坊高新区规划布局形成核心区、 

：： 。。 ． ． 片区(新镇)中心、邻里／便利中心三级中心 
- ⋯⋯ --- 体系 (图 3)。 

：：：?：” ：：：： 4．2产城融合与土地利用 ■■ o 5O0■●■ ＆ ’ 。 。 
一 ””t· 强化 不同产业功能的复合集聚，构建商 

业综合区、科技商务研发区、产业功能区、 

生活居住区几大功能区，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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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升级 ，使产业 由南向 

北沿产业链依次升级，循环带 

动产业结构转型。 

居住和工业用地的 比例 接 

近于 22％左右，配套的服务设 

施涵盖公益型和商业服务型 ， 

用地总和接近 15％，同时新镇 

和产业组团各类用地没有明确 

的界限，混合布局、职住平衡。 

每个新镇和产业组团的核心区 

密度较高，都将打造成为住宅、 

商务、公共服务设置和商业设 

施集中的步行友好空间和安全 

的街道空间 (图 4)。 

4．3 ToD交通导向的模式 

潍坊高新区的公共交通系 

统主要 由地铁 和快速 公交 BRT 

* 。 瘴 ：  宣 币 



Clean消沽 

Beautiful美丽 

Active},r-跃 设置廊道，步汀，凉亭等服务设施，承载多样公共活动，打造活力社区 

节点 

图5一新加坡公共事业局 fPUB)活跃、美丽、洁净全民共享水源计划 

构成。地铁线路将产业新城与潍坊中心城区 

衔接延伸，串联新镇和产业组团的中心，轨 

道交通的站点按照 800～1 000m 的服务半径设 

置；快速公交方面设置两条BRT线路分别从 

宝通街与北宫东街从潍坊主城区接人潍坊高 

新区，作为轨道交通的重要补充线路，与轨 

道交通线路可直接换乘，共同构成潍坊高新 

区的公共交通体系。按照 500m 半径设置快 

速公交站点，并在线路终点设置首末站和客 

运站，公交站点与轨道交通站点实现零换乘， 

在公共交通站点周边采用高密度混合用地的 

布局，提升土地价格，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方便人们工作生活。 

4．4ABC和 PCN理念的应用 

规划将流经高新区的两条主要河流张面 

河和浞河进行拓宽与延伸，形成高新区两条 

最重要的生态廊道。同时以横向的绿道加以 

串联，形成亲水宜人的蓝绿系统。2006年，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 (PUB)发起了活跃、美丽、 

洁净全民共享水源计划。我们应用这一理念， 

以清洁为基础，以美丽为条件，以活跃为目 

标，实现了对水源的渗、滞、蓄、；争、用、 

排 141(图 5)。 

5 新加坡理念在我国产业新城 

及近"2lUJ~城镇建设的应用前景 
5．1划定合理规模和尺度，避免 “摊大饼” 

式的城市建设 

按照合理的规模和尺度划分城镇，例如 

新加坡 的新镇规模 ，每个新镇应有配备完善 

的服务中心，多中心多组团的发展避免中心 

城区与近郊产业新城、小城镇无须蔓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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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活就业的不便 同时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 

和环境压力。 

5．2挖掘产业潜力 ，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 

产城融合，保障就业居住相对平衡 

城市近郊的小城镇与产业新城应该抓住 

特色和区为优势，挖掘潜力产业，利用产城 

融合的模式进行开发，避免形成单一功能的 

产业园区和大城市周边的 “卧城” “空城” 

应提供政策性的住房保障 ，同时配备完善的 

设施，吸引人才就业，恢复生机。 

5．3注重公共交通建设，应用ToD理念， 

引导周边土地开发 

交通是一个区域赖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加快发展各类公共交通，建立服务完善的 

公交一体化网络，缩短出行时间。采用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ToD开发模式，发挥交通对 

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在公共交 

通站点周边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混合开发， 

提升低价，方便生活和就业。 

5．4人性化的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步 

行系统，尺度宜人便于生活 

产业新城与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 

系统应以人的使用为出发点 ，借鉴学习新加 

坡先进的经验，按照不同层级的中一bN务半 

径配备公共设施，将公共设施和绿道与公共 

交通站点相结合，与良好的开放步行系统相 

接，提高使用效率，促进人才集聚。 

5．5强调城市规划的严谨性和可参与性 

新加坡城市规划管理的成功经验，告诉 

我们规划具有严谨和科学性，应按照量化的 

指标和原则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设计，加强城 

市规划的实施力度，同时及时进行公共参与， 

在公示方案之前要进行多轮民众意见调查， 

对民主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讲解和演示，让大 

家理解全面。 

6 结语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高密度发达国家，但 

是其资源极为有限，决定了其规划的科学严 

谨 ，以最大的经济和环境双重利益最大化的 

模 式进行建设 ，不浪费一点资源，并将之不 

断复制，覆盖全岛。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 

特别是一些产业新成和小城镇，土地资源多， 

规划不够紧凑和节约，极大地浪费土地，我 

们在规划上可以借鉴新加坡例如产城融合， 

以需求 (交通、环境、工作等)为导向的设 

计模式，将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际，按照人 

本的行为模式和尺度布局，挖掘地方特色， 

创造具有生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新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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