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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愿景篇

爸爸 36岁

妈妈 35岁

申申 2岁

1 5 分 钟 社 区 生 活 圈 ：
是上海打造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即在15分钟步行可

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

空间，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会基本生活平台。



1

奶奶 59岁

圈圈君

爷爷 60岁
姐姐 12岁

爸爸 36岁

社区规划专家，
申申家的“哆拉A梦”



居住篇

2



居者有其屋
无论收入高和低，无论单身或家庭

一起居住好温暖
无论老人或青年，无论国别或地区

走街串巷小街区
生活便捷不远绕，街边店铺真热闹

老旧住房换新颜
居住舒适共改造，历史住宅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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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篇
1

居者有其屋

       申申爸爸不要着急，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各类

人群不同的住房需求，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

希望实现“居者有其屋”。

       在商品住房用地中，建设更多的中小套型住房，建设适

宜的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提供多样化房

型选择，满足中、低收入人群居住需求。

       建设多类型的公共租赁房，如人才公寓、工人宿舍等，

让新上海人度过适应期。

       在商务区、科技园区、产业社区等地，留出更多的租赁

房，方便在这里工作的人能就近居住。

       小申申出生后，一家六口人挤在爷爷奶奶家的

老房子里实在是太局促了，我们夫妻两人想再买一

套房子，和孩子一起搬出来住，可收入有限，该怎

么选择合适的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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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申爸爸在圈圈君的指导下，开始了寻房之旅。

申申爸爸，你们全家人可以商量下，看看哪类房屋

更适合你们目前的状况哦

人 才 公 寓

中 小 房 型

廉 租 房

工 人 宿 舍



居住篇  
2

一起居住好温暖

       申申爸爸不要担心，我们在住宅规划布局中已

考虑到了社会融合，鼓励不同社会群体混合居住：

       中小套型住房会相对均衡地分布，同时在中心城和

轨交站点周边会重点加强引导中小套型比例；

       鼓励保障性住房布局“大分散、小集中”，与商品

房穿插布局；

       老年公寓零散地分布在一般社区中，方便家人间相

互照顾。

       老房子在市中心，我们收入有限，可又不希望

搬得太远，否则不方便照顾住在老房子的爷爷奶

奶，而且远离老房子周边的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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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圈圈君的指导下，小申申一家四口终于在爷爷奶奶家附近

买到了一套小房型住宅，搬进了新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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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篇
3

走街串巷小街区

       阿拉老上海，最喜欢抄小弄堂小

马路，方便热闹，可现在旁边的小区

门禁森严,一个个像“城堡”，买菜去

超市得绕好大一圈，街上也是冷冰冰

的，怀念从前啊！

       申申奶奶别发愁，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了大规模

封闭街坊对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鼓励建设活力

共享的生活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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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住宅将考虑人行需求，控制街坊尺度，并沿街布局城市

公共功能，创造活力街道界面。

       现在，申申奶奶又找到了“老上海”的感觉，

可以走街串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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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篇
4

老旧住房换新颜

       申申奶奶别为难，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了老

房子的宜居性和适老性改造，同时也注重对历史性

住宅的保护和住宅风貌的延续。

       现在年纪大了，住了几十年了弄堂也老了，结

构老化、也没有独立的厨卫设施，不适合现代生

活。但阿拉老上海人对弄堂有感情，不愿意搬到

新房子，也不愿它被拆掉！

10

保护历史



       老旧住房的改造应确保适宜的居住水平，具体改

造内容可参考：提高住房成套率，厨卫综合改造，增

设电梯等必要设施，房屋外部设施改造，逐步改善市

政基础设施；

       应对老龄化社会趋势，房屋的适老性改造会满足

老年人的安全、卫生、便利、舒适等基本需求，安装

无障碍设施；

       老旧住房的改造还应考虑绿色生态材料和技术的

应用。

       对具有历史价值的里弄、花园洋房、公寓、工人

新村等进行保护，不会随意拆除；

       老旧住房在改造过程中会注重对原有历史特征的

保护和延续；

       新建住宅会与周边的历史环境相协调，应传承和

延续当地的建筑文脉和特征。

       现在，申申奶奶和爷爷终于不用出去倒马桶啦，

老弄堂越住越开心 SOS

一键救援

无障碍电梯

住房成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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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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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两相伴

功能混合不单调

老旧空间有惊喜
创新办公好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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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篇
1

生活工作两相伴
             功能混合不单调

我们新家的周围都是住宅小区，觉得太冷清了。

听说我的一个好姐妹产后重新工作，在小区附近找到

工作，上下班很近很方便，好羡慕啊！我也想每天下

班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姐姐和小申申。

申申妈妈别担心，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就业和

居住用地功能的混合，希望避免社区功能过于单一，

创造一个活力、包容的社区。

14

鼓励社区周边布局一定比例的就业用地，主要包括商业

、商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

鼓励在轨道、公交站点或公共活动中心周围集中安排就

业空间。



在圈圈君的建议下，申申妈妈开始留意社区周边的工作机会。

申申妈妈，你可以看看新家附近有没有适

合自己的岗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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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想一起创业，但现在办公租金太高了，新

房还有房贷没还完，压力好大！我记得申申的爷爷奶奶

家那一带，有一些老旧厂房一直空着，还有一些特别有

风情的历史建筑也闲置，不知道可不可以租来使用。

申申爸爸别着急，我们社区周边在发展嵌

入式创新空间，利用既有空间资源发展科技创新

或文化创意产业，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办公场

所，激发社区创业活力。

老旧空间有惊喜
             创新办公好实惠

就业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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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在公共服务配套良好的地区，依托大学、政府及

科研机构等提供科技创新空间，依托历史风貌区、旧工业

厂房整体转型区等发展文化创意空间；

可以是一个小型园区，也可以是一幢或一组建筑；提

倡建筑复合利用，综合设置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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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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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道路密窄弯
街区尺度更宜人，转角过街人先行

绿色健康靠慢行
街区步道真丰富，连续通达成网络

公共交通更便捷
地铁公交在身边，换乘舒适又安全

停车供给要分类
内部挖潜增供给，周边资源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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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篇
1

社区道路密窄弯

       鼓励形成高密度的社区支路网络和宜人尺度的路口间距，

道路间距宜小于200米。t

       鼓励与街道功能相适应的支路宽度，宜为9-24米。

       申申姐姐别担心，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构建尺度

宜人的社区出行环境，倡导建立慢行优先、安全通达

的社区道路系统。

       现在汽车到处都是、速度又快，每次过马路都要

小心翼翼。爷爷奶奶也经常抱怨，现在的小汽车转弯

也不减速，他们好多次都差点被急转的车辆撞到。

12-24米
9-16米

100-200米

20



       鼓励减小交叉口路缘石半径，降低车辆转弯速度，保护行

人安全。

        鼓励采取交通宁静化设计措施，如采取小型环岛或凸起

的交叉口，适度曲化的道路线型等，减少机动车交通对居民产

生的消极影响。

       听了圈圈君的讲解后，申申姐姐可以放心地陪爷爷奶奶一

起压马路了。

曲
化
的
道
路
线
形

小
型
环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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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篇
2

绿色健康靠慢行

       步行网络由各类步行通道组成，包括城市道路的人行道、

街坊通道、地块内公共通道、公共绿地内的步行道、向公众开

放的防汛通道和防汛堤坝等。

      步行网络密度通常高于城市道路网密度。建议在公共活动

中心区与交通枢纽地区，步行网络进一步加密，步行通道间距

宜为80-120米。

       慢行步道应连续通畅，应有效联系公园、广场、公共交通

站点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较集中的场所。

       申申妈妈别烦恼，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

提升慢行出行的功能与品质，打造便捷连通、

舒适宜人的慢行网络。

       现在出门基本都是以车代步，虽然知道走路或骑

车对健康和环境都有益，但觉得周围步道不多、还经

常被沿街店铺占用，走起来麻烦，不如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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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设置通往或朝向有趣公共景观节点的慢行道。

       依托步行网络设计无障碍通道，保障弱势群体便捷安全的

出行环境。

       鼓励开放既有公共设施的内部通道、地块之间连通道等多

种形式的步行道，提高步行可达性。

       听了圈圈君的介绍，申申妈妈决定以后多走路、少开车，

既健康又环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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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篇
3

公共交通更便捷

       鼓励轨道站点周边成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布局的地

区，使居民在借助轨道出行时，可结合换乘，完成购物、娱

乐、接送小孩、用餐等日常活动。

       在轨交站点周边150米范围内，统筹布局地面公共交通换

乘站、社会停车场库、自行车存放场地、出租车候客点等。

       申申妈妈别烦恼，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

提高轨道与地面公交的站点覆盖范围，并促

进轨道站点、公交停靠站和周边建筑、公共

空间的有机结合，方便大家的出行换乘。

       平时出门如果不开车，走到公交车站要二十多分

钟，实在有点远。去市中心购物，地铁虽然直达，但

一换乘就要走很多路，实在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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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结合各类公共设施、公园、广场等就近设置公交站点。

       在公交车站布置方便行人的车站设施，如避免日晒雨淋的

候车亭，提供座位或可倚靠的设施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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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篇
4

停车供给要分类

按照交通特征划分三种地区类型，包括严格控制区、一

般控制区、基本满足区，各社区根据所属地区类型，合理配

置停车设施。

为鼓励低碳出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好的地区，停车

配建需进行一定的折减，并设置一定比例的公共停车位，满

足临时停车需求。

    申申爸爸别着急，我们在规划中提倡通过分区

差异化供给商业、办公和居住地块的停车位，合

理调控小汽车出行，确保更多的道路空间给公共

交通使用。

 我每天上下班乘坐公交，可是马路上私家车太多，

道路很拥堵，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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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供应折减区

半径500米

在符合上述分区要求的前提下，住宅小区内新增停车位

应在征得居民同意、对周边不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可利用社区公共绿地、低效空置用地等空间增加停车位，也

可与住区周边的商业、办公或公共设施等进行协商，利用错

时停车，提高泊位资源的利用率。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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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人人享
社区活动真多样，老人儿童齐保障

健康乐活新时尚
娱乐锻炼有去处，全民健身共欢乐

生活服务更便捷
步行到达各设施，办事休闲一楼装

共享使用更高效
资源整合分时用，公共设施不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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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篇
1

公共服务人人享

       我们一群老人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消遣的时

间变得多了，但每天宅在家里觉得更空虚寂寞了，

不知道小区周边有啥好白相的地方啦？

       爷爷别发愁，我来给您介绍下，保证您全家老小都

能在社区找到合适的好去处，尤其是对于老人，不仅让

您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乐！

       提供覆盖不同人群需求的社区服务内容，包括康乐多

样的社区文化、学有所教的终身教育、全面关怀的健康服

务、老有所养的养老服务等。

       尤其针对老年服务，配置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日间照

料中心和老年活动室，全面覆盖老人保健康复、生活照料

以及精神慰藉多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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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 复健

健身点

老年大学

家

图书馆

社
区
食
堂

老
年
人
活
动
室

       爷爷您看，社区里针对老人的文体娱乐、生活照料、保健

康复等样样俱全，赶紧和朋友一起选择合适的去处吧！

十
五
分
钟
内
到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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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篇
2

健康乐活新时尚

       构建多样化、无所不在的健身休闲空间，覆盖从儿童

到老人各个年龄阶段，从基础健身到专业训练等各类全民

健身需求。

       鼓励运动场地与其他公共空间的复合建设，为满足居

民多样化、便捷可达的健身需求提供场地条件。

       鼓励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的体育场馆、

场地积极向公众开放开放。

       申申妈妈的愿望已经成真，保证大家走出家门步行

不出15分钟，就能找到适合的健身场所。

       作为上班族，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集中

锻炼，真想在家门口就能有适合锻炼健身的地方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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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篇
3

生活服务更便捷

       根据居民的设施使用频率和步行到达的需求程度，以

家为核心将设施按照5分钟-10分钟-15分钟圈层布局。在5分

钟圈层上尽量布局老人、儿童使用度较高的设施。

       确保步行关联度较强设施之间的步道串联，强调步行

环境的活力营造，促进居民更多的慢行出行和相互交往，

引导形成绿色健康、交往活力的生活方式。

       申申奶奶别发愁，未来社区在15分钟内可以到达生

活所需的各种文教、医疗、体育、商业等基本服务功能

与公共活动空间。尤其针对老人和儿童，以 500 米步行

范围为基准，以500米步行范围为基准来布局设施，对

于日常使用频率大的设施还会一起设置在交通方便的地

方，实现一站式服务。

       早上送完孙女上学，还要换两趟公交车绕好远

去菜场买菜，有时候去超市买点东西，赶回家都来

不及烧中饭了，真希望出门步行就能解决买菜、购

物、娱乐、健身各种生活小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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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儿童游乐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行政设施

小学

小型商业

社区文化设施
室内体育场馆

大型超市

中学

幼儿园

菜场

养老设施五
分

钟

十
分

钟

十
五

分
钟

儿童常用设施

儿童&老人常用设施

老人常用设施

上班族常用设施

设施类型 设施服务图

60-69岁老人日常设施圈：以菜场为核心，与绿地、

小型商业、学校及培训机构等设施临近布局

儿童日常设施圈：以各类学校为核心，与儿童游乐场

及培训机构等设施有高关联度

上班族周末设施圈：以文体、超市等设施形成社区文

化、娱乐、购物中心，引导上班族周末回归社区生活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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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篇
4

共享使用更高效

       鼓励各类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各类训练中心，在

确保校园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分时段向公众开放体

育、文化设施。

       新建和改建学校的体育设施布局，要便于向公众开放。

       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文化设施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

会开放。

       申申姐姐别发愁，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了学校、

单位中的设施对社区开放的问题，能够让更多的人在不

同时段就近使用各类设施。

       放暑假期间学校大门就关闭了，里面的篮球场、

羽毛球场都没有办法使用，想和爸爸打个球还要到

较远的社区体育馆。学校假期闲置的这些图书馆、

体育馆实在太浪费了，有没有办法提供给更多的人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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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对象

以学校周边社区居民为主

开放
时间

周一至周五学校离校后，开放时间不小于2小时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开放

开放
内容

学校操场和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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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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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真多样
公园广场和步道，遛鸟跑步都适宜

公共空间真便捷
跳舞打拳家门口，步道成网添风景

公共空间真有趣
健身亲子活动多，广场街道趣味浓

老城公共空间“生成记”
附属空间共挖潜，小型空间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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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篇
1

公共空间真多样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户外运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

爷爷喜欢在公园里遛鸟打门球，奶奶喜欢跳广场舞，爸爸

喜欢骑单车，妈妈喜欢逛街，我和弟弟喜欢和小朋友玩游

戏。圈圈君，怎么找到合适每个人的户外场地呢？

       申申姐姐真贴心，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营造多样化

的公共空间，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时空的户外活动需求。

       构建不同使用功能的公共空间，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活

动的使用需求。既包括集中布局的公共绿地和广场，也包

括线型的绿道、步行街、步行通道等。

       构建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满足不同时空公共活动的

使用需求，既包括市级和区级公共绿地，也包括社区内的

小型公共绿地、广场和附属开放空间。既包括市级的河道

、风貌道路、商业街构成的步道系统，也包括社区内由生

活性支路、公共通道、水系构成的步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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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绿道

大型公共绿地

小型公共绿地和广场

社区级步道

       申申姐姐，你看公共空间类型这么多样，快和家人一起选

择合适自己的户外活动场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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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篇
2

公共空间真便捷

       我每天早上都喜欢到公园里遛鸟，可到公园的路车水马

龙，又绕远，年纪大了，走过去越来越吃力也不安全啦。

       申申爷爷不要担心，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

了到达公共空间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提高公共空间可达性，一般地区公共空间的服务半径

不宜超过300米，并适当提高公共活动中心、商业商务区、

轨道交通枢纽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公共空间步行可

达范围；

       公共空间布局网络化，通过慢行的绿道、社区生活支

路、公共通道、滨水步道，串联主要公共活动节点（如公

园、绿地、广场、公共设施），形成居民日常公共活动网

络，确保公共空间路径的便捷、安全、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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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申爷爷，您看，以后从家到公园的路途也成为您生活中

的一道风景线啦！

大型公园

5分钟
300米

150米

社区绿地

社区绿地

慢行步道

家

公共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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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篇
3

公共空间真有趣

      周边的绿地和广场太单调了，都没有小申申喜欢玩的

沙坑之类的小设施，没有亲子玩耍的场地；周边的街道也

太无趣了，我和姐妹们很难找到有意思的逛街的地方！

       申申妈妈别发愁，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到了

塑造更有趣味和活力的公共空间。

       小型公共绿地、广场的规划设计建议在规模面积、位置

、出入口、界面、高宽比、设施设置、绿化配置等方面满足

使用者的活动需求以及绿色生态的要求。

       宜兼顾社区内不同人群的需求，在绿地和广场内设置幼

儿游戏场地、儿童游戏场地、青少年活动与运动场地、老年

人健身与休闲场地。

       鼓励沿滨水步道、生活性步道形成连续有序的建筑界面

和宜人的高宽比；形成多元业态混合、开放活力的建筑界面

，布局零售、餐饮、文化等公共服务功能；为行人提供驻留

和休憩的街道设施，并注重地面铺装的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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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开放空间

商业开放空间

坐憩空间

坐憩空间

人行步道

人行步道

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

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隔离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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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篇
4

老城公共空间“生成记”

       像我们这样的老社区，小的绿地广场不多，但也

很难找到新的空间可以用了，作为居委会工作者，

我也很想为社区做些什么，圈圈君能不能帮我们想

想办法？

       申申奶奶别着急，我们在规划中已考虑了已

建地区如何来挖潜和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

       鼓励附属空间对外开放。鼓励商业、办公、文化设

施、学校、居住区等用地的附属绿地广场对外开放。大

型文体设施公共空间及大专院校操场、球场等户外公共

空间建议对外开放。

       鼓励公共空间微改造。鼓励对使用状况较差的小广

场小绿地、街道界面再设计，通过围墙涂鸦、建设屋顶

花园、桥下空间改造等方式，使原来较为消极的空间转

化为积极有活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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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圈圈君的指导下，申申奶奶作为居委会大妈，与居民一

起商量，并向街道提出申请，开启了老城公共空间“生成记”

的新篇章。

屋顶花园

街角广场再利用 桥下空间改造

附属空间
对外开放

墙体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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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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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我家 我们都爱它

居民有诉求 共同来表达

分期有计划 共同来制定

解决有方案 共同来设计

规划要实施 共同来监督

经验要推广 共同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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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美好社区”行动
拉开帷幕

       太好了！我们可以为社区建设献计献策了。可是，

我们该怎么参与进来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行动分为“组建团队-查找问题-拟定计

划-制定方案-建设实施-宣传推广”六个阶段，居民在各个阶

段都可以参与进来，方式多种多样。

       我们的社区未来是何模样？一场共建美好社区的

行动即将拉开帷幕。申申奶奶，快和社区的居民一起

参与进来吧！

组建团队 查找问题 拟定计划 制定方案 建设实施 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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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开展

等一系列的公众意愿调查活动，征集居民的诉求。

STEP 1  共同组建团队

STEP 2  共同查找问题

       我们会公开招募居民代表、社区规划师、设计单位、社会

组织（NGO）、社会志愿者等，作为我们的核心推进小组。

问卷
我们心目中

的理想社区

座谈
大家谈我们的

社区还缺什么

社区漫步
感知我们

的社区

除此之外，居民可随时向居委会反映诉求，

由居委会共同汇总问题；

结合居民的诉求和规划评估，我们会形成

“社区短板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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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共同制定方案

STEP 3  共同拟定计划

       有了短板清单后，我们会制定分期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会通过“问卷、座谈-我们最

急迫解决的问题”各种方式来征求居民意见，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会举办“设计竞赛”、“一起画地图”、“现场设计模拟”、

“征文比赛-我所期盼的社区”等活动，共同设计我们的社区。

       我们会在居民意见

的基础上，形成“初步

设计方案”。

       初步设计方案形成后。我们会举

行“投票表决”，“大家一起评”

等活动，选出“最受认可方案”。

根据居民需求的紧迫度

和实施的难易度，我们

会拟定“分期计划”。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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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我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和我的老邻居

们开始一起参与进来！

STEP 5  共同建设实施

STEP 6  共同宣传推广

       我们会按照最终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建设，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常设反馈平台，欢迎社区居

民共同监督实施，确保“方案按照计划落地”。

       方案建成后，我们会开展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如“成果展示”、

“公众论坛”、“社区文化活动”、“街头画报栏”等，共同宣传

推广经验，促进社区交流，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