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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市新区规划的 “张力与定力" 
哈尔滨新区发展战略规划演进 

吴松涛 薛舂 Wu Songtao Xue Ru 

摘要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我国法定城乡规划体系之~I'B9重要规划类型 具有 “全局性 、长远性和纲领性 “的特点 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及地 

位．越来越受到城市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甚至出现与相应的城市总体规划 “无缝对接 的趋势 本文以城市新区规划 张力与定力 的视角对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进行重新审视．并对历次哈尔滨新区 (大松北地区为主)城市发展战略相关规划进行梳理与解读．以期通过对哈尔滨新区规 

划具体案例的分析．为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 对接”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施借鉴 

关键词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张力与定力 哈尔滨新区 

Abstract The u 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is an impo rtant type of planning outside statutory u rban and ru ral planning system 

in our country，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overall，long—term and programmatic“ Because of its special natu re and status，it receiv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urban researchers，and even there is the trend of”seamless docking”with the corresponding u rban master plan 

The paper reviews the u 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with the perspective of”tension and composu re”in the planning of urban new 

district，and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relevant planning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arbin New District(the G reater Songbei 

Area)．By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s of Harbin New District plannina，it jS aimed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I and practicaI reference for the 

u 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ocking with other related planning in ou r country 

Keywords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tension and composu re，Harbin new dist rict 

一

、 引言 

‘哈尔滨新区 是东北地区三个国家级新区之一 2016年1月获国家 

}LL复 成为推进国家新～轮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及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支点 新区规划核心范围包括哈尔滨市松北区 呼兰区部分区域 ．平房 

区全域．规划面积为493 km (图1) 此轮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是以 

上一轮的 《哈尔滨大松北地区战略规划》为基础编制完成的，下一步需 

要面对国家发展政策 以地方视角 ．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 从空间规划 

产业谋划、生态环境、规划实施步骤等方面对规划结构、用地规模，产业 

布局进行分忻、论证 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规划层面的 张力与定 

力 问题．也是新时期哈尔滨新区战略规划在发展定位和规划实施方面在 

时间维度上的再次梳理 

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发展简述 

发展战略规划又称 概念规划 “发展战略“ “结构规划”，是我国 

法定城乡规划体系之外的重要规划类型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在发展战 

略思想捐导下对城市及其相关区域产业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的总体安排． 

是战略思 的具体化、目标化 常常也被称为概念规划 

1 规划成果 

21世纪初 ．以 《广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为标志 以研究城市发展环 

境、城市发展、司题及发展战略等综合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发展战略规 

划正式出现 ．并在2000年至2005年间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 L3／ 

2008年以后 ．国家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 

新的需求，出现了第二轮城市发展战略编制和研究高潮 2014年 随 国 

家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即强调区域仂、调发展战略以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开始呈现围绕 新经济”开展政策性研究的新趋势 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 

规划研究在编制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呈现 视城市潜力拉升和寻求自 

身发展特色并重 的趋势 (表1) 

2 规划编制要素 

受国家发展目标及规划价值转变的影响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编制要素 

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一轮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 经 

济、空I’司等方面．且以增长、扩张为主要目标．是以空I 司为载体整合城币 

产业、生态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战略，达到优化布局．提升城市空I、司品 

质和使用效率 带动 “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目的 第三轮城市发展 

战略中城市决策者以及城市规划编制人员普遍意识到 城市是一个处于快 

速变化时代中的复杂综合体．规划只能是 “有限目标 的规划 ， 因此战 

略规划应更趋向于城市发展战略中对 产业门类选择 资金使用与投资顺 

序、近期收益与远期收益的抉择 等这些真正能够影响城市发展的 ”核心 

问题”规划 但这些核心问题必须建立在特定情境之中 并且要做到 “上 

下结合、虚实结合．远近结合” 帮助决策者更加清楚地看到城市具有的 

未来发展可能性 ，并在有关应优先考虑的选择之间做出决定 ．以此提高战 

Cr亡【 === 

”

H T 

U T n 洲 

P  ～  

c D V 一 

N l- |U 

，__， ●I ，_、一r I∽ 

A B R 

E U H 



表1 城币发展战略规划阶段性变化 

城市建筑 2O1 7．6 I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J Ljn 201 7 

发展阶段 背景对比 规划目标 价值取向 规划内容 规划方法 

第一阶段 (1)加入世贸组织所导致的全球化 (1)重 量 ：以城市经济发 偏重于研究 (1)主体化 ：发展战略内容主 (1)基于 理性主义 的 

(2000～2005年) (2)市场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展及空间增长指标论证为主要 类的发展战 要集中在产业、经济、空间等方 静态蓝图式规划 

(3)国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启动的 目标 略 面．且以增长、扩张为主要目标 (2)强调多学科融合 大 

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内外环境变化所推动 (2)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主 (2)空间类规划 以用地布局 量地吸纳了经济 社会、生 

的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为主 态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阶段 (1)我国的经济发展由外延型逐渐转 (1)重 质 ．加入强化空间 发展战略+ (1}多兀化+对城币叉化和人 (1)实现了从静态向不确 

(2008～2014年) 化为内生型 整合、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协 空间规划 居环境等软环境的提升有了较为 定性导向的 “动态规划 的 

(2)在城市层面．转型与提升发展的 调等内容 明确的发展思路 原有的产业 转变 

需求非常迫切 (2)以落实国家宏观区域发展 经济等战略也以优化、提升为主 (2)加强多学科合作的同 

(3)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增 政策为主 导目标 时 加强了规划过程的公众 

强 区域规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空 司规划以空间为裁体 ． 和部 ]参与 空间发展规划 

《4)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由重 量 整合城市产业 生态和社会等多 部分重视与法定规划相融合 

向重 质 发生转变 方面的发展战略 

第三阶段 (1)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转入 (1)注重综合性与弹性 富有 多 规 合 一 上下结合+虚实结合+远近结合． (1)重视在国家空间规划 

(2014年今) 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远见的 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并 (作为多部 落实国家政策 内容并体现导向 及相关区域规划发展定位中 

(2)城市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的扩张 且发挥各种资源优势的契约型 门协、作以及 性 具体支撑项 目以及对策措 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 

也随之放缓 规划 多方利益物 施 关注民生并体现地方优势 c2)以目标为导向加强对 

(3)以 一带 路 和长江经济带为 (2)更加关注核心问题：国家 调的整合类 产业I]类的选择 

代表的国家发展战略 宏观政策+区域自身发展条件 规划) (3)以数据比较为导向 

(4)创新驱动战略 (3)发展新经济 注重目I入评价机制研究空间 

与战略发展的关系 

略规划的战略绩效 这期间的战略规划中． ”理性思考 比重逐步加大。 

3 城市竞争力的 “综合理性” 

战略规划具有 “全局性 长远性、抗争性和纲领性”四个特点。[61城 

市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从更宏观的尺度、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制定提 

升城市竞争力并促使城市快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其中 “提升城市竞争 

力”一直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主要价值取向 通过对城市竞争力的研 

究．可更清醒地认识城市自身的现状和潜力 找到决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的真正因素 从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同样基于上述原因 在战略规划中 类似 ”城市竞争力”关联词中关 

于 ”力”的表述较多．如 潜力、驱动力、活力 引力、辐射力、发力、 

注力、聚力 等 这些 力”大多与规划目标相对应 如第一轮战略规划 

以 “发展与扩张“为主要 目标 ，第二轮战略规划融入了更多元的内容 

“提升与优化 成为主要目标 在快速发展时期则以 “增量发展、抢夺制 

高点 提升竞争优势”为目标．在这里我们借用艺术界的常用词 张力” 

将第一轮 ．尤其是第二轮战略规划这种以挖掘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以及空间 

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规划称为 ”城市张力规划” 

伴随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相对低速发展时期的第三轮城市发展 

战略 将精力放在如何挖掘自身特点以及有节奏地释放自身潜力的 存量 

发展 与 内涵提升”的战略上 

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研究内容中逐步开始强调规划要能够兼 

顾近期与远期目标 、生态与经济效益、国家与地方战略对接以及政府、社 

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协调关系．在规划实施中如何避免上述因素任发展中 

的错位并避免各类 利益性诱惑 这种关系映射到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 

究上就是一种 “张力”与 ”定力”的动态平衡关系．所谓 ”张力”既是指 

发展竞争力的战略本身 是发展战略中更宏观的、时间跨度更大的纲领性 

目标 涉及远期目标、经济竞争力、国家宏观政策落位以及城市决策者对 

于城市空间与经济发展的预期等 ，而 定力“则是指城市发展战略中对产 

业门类选择、资金任用与投资顺序、近期收益与远期收益的挟择并极力避 

免忽视城市生态效益以及公众利益 行动选择盲目、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等、司题 ‘ 张力 与 定力”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发展战略中彼此相对的 

要素之间相互博奔的关系 ．要保持它们之间协调、均衡、互补的状态 并 

最终表现为城市发展战略 综合理性的最大化 

三、国家级新区发展分析 (时间维度) 

国家级新区在国家改革探索中承担着重要任务．是改革开放政策红利 

区和改革探索的先行地区 从1992年浦东新区成立至今 我国共批复18 

个国家级新区．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1990～2009年)为落实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 

重大部署 ．改善投资环境、释放发展潜能、增强竞争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采取了 ”区域开放、梯次推进、逐步扩大“的发展战略。国家批复设 

立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滓滨海新区．通过以新区建设为核心的区域战略加速 

了长三角、京津冀的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 (2009～2013年)为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椴．推动实施区域发 

展总体战略、西部开发和海洋发展战略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探索 ．国务院 

相继批复设立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 甘肃兰州和广州南沙4个新区 

第三阶段 (2014年以后)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撬动相关区域的 

经济发展、体现国家区域战略意图、优化国家经济格局．相继批复了陕西 

西威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 

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iIJE新区 福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 哈尔滨新 

区 长春新区以及江西赣江新区．着力推动新区落实国家重大改革发展任 

务和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实验示范。 

啥尔滨新区和长春新区是国家对俄战略及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 

重要示范区 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哈长经济群相对应的政策性举措 

四、晗尔滨新区发展战酪规划演进与思考 (以大松北片区为重点 ) 

新区规划核心范围主要包含两大部分——由啥尔滨市松北区 呼兰 

区部分区域组成的大松北新区部分以及平房区全域部分 ．规划面积为493 

km2．其中大松北地区作为哈尔滨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发展主要发展 

方向．也是本文主要的探讨对象 

1 哈尔滨新区 (以大松北为主)相关规划分析 

本区域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历程中先后有多版规划 哈尔滨市总 

体规划、战略规划中对大松北地区也有针对性规划或研究 如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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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啥尔滨新区发展战略规划要素演进 

空间结构发展 松 北 地 区 三 区 一 构 筑 一 轴 两带 三 规划 形成 一 环两带 掏建 两带 、三轴 三 规 划 形 威 “一 核 一 

岛 廊 五团 七心”的可 三主五副 五团五樱 心 六组团 的新区空 带 三组团．双抠纽 
呼兰地区 ．一心 两 持续生长的 富有弹性 的总体空间布局结{匐 间结掏 多扳块“的总体布局 
轴 十区 的多 中心 ．开 敞式城市 

空间形志结构 

产业布局 沿江发展第三产业 内 相筑 。二心 三带 的 以科接创新城，利民开 考虑目前餐厨区的发震 规划形成 五带，十 
部茇展高科技产业，郊 产业总体括扁 棱鹾两大产业囊群为核 状况以及整体娩捌绉毒暂同 多萋地 的产业空 
区艟展第一产业 心，犄 簿，商 序拓展 的整台 形成 “兰带 阑结构 

产业空间．垂意建设 十八区 的布局结相 
l+z+1 的产业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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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松北新区发展规划》 (1996)、 《啥尔滨市iIJE地区协调发展规划》 

(2013)、 《啥尔滨大松北地区战略规划 (2015-2030)》、 《啥尔滨新 

区总体规划 (2016—2030)》 (图2)等。 

将以上几个规划内容进行总结可以发现规划核心要素主要集中在 发 

展定位、空间构成、产业布局”等几个方面．并对国家发展政策进行了较 

好的呼应和研究 (表2)。 

2 新区规划的 ”张力 构成 

啥尔滨新区规划的 张力”主要体现在实现 “城市竞争力”和 ”发展 

承载能力 方面对国家政策呼应、城市产业优化和新经济融合等方面 在 

空间扩展方面与前几轮规划相比变化不大 

(1)国家与区域层面策略呼应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延续前几轮战略规~I]a9思路．提出从国家层 

面立足哈尔滨国家级对俄贸易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 “一带 

一

路 战略．建设以能源、金属、化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等大宗商品为 

特色的东北亚大宗商品贸易中心．突出两个重点层面。 

积极融入自贸区 ：主动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 打造对俄合作平 

台．积极落实 “龙江丝绸之路 建设方案 +以啥尔滨新区为核心申请建设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推进新区与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 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三区联动发函．强化新区与省内三个口岸城市合作 

建设国际陆路货运枢纽 ：规划市一级~t9i"交通用地近3 km2 依托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内陆港，以 大交通“概念探索先进运输组织方式 与 

区域相关交通结合．增加货源、拓展腹地 、推进国际化专列的发展 ．还特 

别提出了规划打通哈尔滨至俄罗斯和远东地区的快速公路通道 

(2)城市层面的优势强化 

结合 “4+6+ 啥尔滨整体产业定位 (表 3)与 一江居中 两 

岸繁荣”的整体产业布局对新区所提出的产业要求 ．顺应 “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等战略机遇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以 多规合 

一

”为视角提出．把加快制造业升级转型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 

图1 哈尔滨新区用地规划 (图片来源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 

表3 啥尔滨 “4+6+1”重点产业规划内容 

产业门类 舌占觜屐 【l 鼓励区域 

装备 汽车 轨道父逋 电力设酱殷控制糸 以平房区、香坊区、松 

制造业 统 农机、工程机械 专用设备．智能 北区为主 五常牛家、 

装备产业 双城周家发展配套产业 

四大优 食品业 粮食深加工及副产品加工 乳制品加 包 括 平 房 区 ． 香坊 

工 肉类加工 、啤酒和饮料、功能食 区、呼兰区及各县 势产业 

品、山特产品 

瞑药、ll， 化学药 现代中药 医药研发3个产业 呼兰区利民医药产业园 

化工业 石油化工 煤化工、精细化工3个产业 道外区 依兰县、尚志 

市 

生物产业 生物医药 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 各县(市) 

环保、生物能源 

新材料 硅基新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高性能 方正县 平房区、松北 

产业 纤维及复合材料 半导体照明材料、改 区，南岗区 宾县 道 

性通用塑料及专用料、功能性高分子材 外区、呼兰区．阿城 

料 新型陶瓷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 新 区 尚志市等 

型建筑节能材料、新能源材料 

六大战 民用航 整机装备制造 航空发动机制造、航空 平房区 道里区 

略新兴 空产业 传动系统制造 、民用航空电子系统集 

成．民用航空零配件生产 民用航空服 产业 

务业 

新能源 核电装备 太阳能光伏 风电装备、生 平房区 香坊区、松北 

装备产业 物质能装备、新能源电池 区、高新区迎宾路集中 

区等 

电子信 云计算 物联网 应用软件、新一代信 平房区、松北区等 

息产业 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 

绿色食 同 食品业 同 ”食品业” 

品产业 

完善服 现代服务 科技服务业、现代物流业 金融业 商 各区、县(市) 

务配套 业 务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 商贸服 

产业 务业．养老服务业 

破口和着力点 ．改造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依托本 

地特色和资源优势 力求将啥尔滨新区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 ”先进制造业 

基地” (表4) 

(3) “多规合一“谋划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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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哈尔滨新区城市层面优势产业集群 

城市建筑 201 7 6 I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Jun 201 7 

犬 削 ￡窄i吲钏司规划 {2010—2030~ j 哈尔j蟊节总体舰划松北地 区部分 (2010—2020~) 

‘j ⋯ ⋯ ⋯ ⋯ ⋯ ⋯ ⋯ ⋯  i i⋯ ⋯ ⋯ ⋯ ⋯ ⋯ ⋯ ⋯ 、 

．I⋯ ⋯ ⋯ 2
⋯

015~
⋯

-

⋯ ⋯ 一 ⋯ ⋯ ⋯ ⋯ 一 一  至⋯ ⋯ ⋯ ⋯ ⋯ ⋯ ⋯ ⋯ 一，／ 

发展策略 产业门类 实施路径及产业细化 

高端装备 皇惠友展肌仝肌大蓑苗 j 牟技新 腮 牟 L磊A 

制造业 燃气轮机 海工装备农机装备 

突出发展优 绿色食品产业 乳制品 畜牧产品 非转基因大豆蛋白食品 休闲和保 

势产业集群 健食品 

新一代信息 大数据 云应用、物联网、卫星及北斗导航应用、应用 

技术产业 软件 电子信息制造业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生物制造 医疗器械 

石墨及石墨烯 高性能金属材料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 新材料 

料、半导体新材料 

培育发展新 节能环保 依托哈工大相关研究机构发展相关新兴业态 ，建设节能 

兴产业集群 环保技术产业园区 打造香瓜品牌 

以精品制造为重点 积极发展钻石珠宝 旅游纪念品 

都市型工业 模型及模具设计制造 广告印刷及包装、软件开发，智 

能玩具 服装服饰等都市型工业 

培育发展领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增强制造业 提升智能制造能力 

推动制造业服务转化 发展支能力 

将强质量品牌建设 

推进军民融合传新发展 

资料来源 根据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相关内容绘制 

规划中将啥尔滨新区定位为中俄全面合作重要承载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 

增长搬、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特色国际文化旅游聚集区。 

结合新经济研究 分别从空间发展格局和产业空间两方面进行了 “多 

规合一’’的尝试 ．提出了 “一核、一带 三组团、双枢纽、多板块”的总 

哈尔演太+削 地区战略规划 (2015、2030年) 哈 宾南 I北地区协 调发艟规划 {2013～2030'年} 

图2 哈尔滨松北新区战略规划及相关规划演进 (图片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合作示范区、对俄商贸物流园等多个特色产业基地和新经济孵化平台 (图 

3，图4) 

3 关于新区规划 “定力”的思考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是国家新一轮发展背景下的重大机遇 为今 

后长远发展把握节奏和实施原则的 “定力”性思考，是新区规划面对的大 

问题 ．更是考验城市决策的大智慧。 

(1)设置生态控制线 

大松北地区是重要的生态敏感区，对于构建大哈尔滨生态框架具有 

重要意义．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设置了生态控制范围 以此维护城市 

生态安全。并通过类比 (国内其他新区)增速外推 区域城镇化一分配市 

辖区人口占比推算 建设用地增量反推人口等方法，以留足发展空间，强 

调精明增长．平衡用地扩张收益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为原则 ．合理 

划定了发展边界 ．强调集约化利用城市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建设节约型 

城市。 

(2)强化 ”共享型”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 “统筹优化、适度超前、先进高效 、安全可靠、支撑发展、便利 

民生”的要求．规划建设网络化、低碳化 智能化 ”共享”为目标的币政 

基础设施体系 (表5) 防止造成 ”宽马路 ．大公园．一年建．二年空”的 

局面 

(3)发展时序与近期规划 

啥尔滨新区规划总面积为493 k 1"1"I ．如此大面积的整体开发必须处理 

体空间发展布局，以及 “五带、十园、多基地”的产业空间结构 ．EPifi~T 好时序，近两轮的相关规划中都强调需要妥善处理 目前与长远、局部与整 

现代服务产业带、哈南服务产业带、外围都市观光农业产业带、万宝 松 

浦横向都市观光农业产业带、平房南都市观光农业产业带五条服务及农业 

发展带，科技创新城．松浦国际服务贸易产业园 国际综合物流园 松江 

避暑城 利民大健康产业园、科教产业园区、中欧节能环保产业园、肮空 

汽车产业城 哈平路综合产业园、大数据及智能制造产业园等十个产业发 

展园区与新兴产业园，科技创新城、科技研发集聚区、万达文旅城、中俄 

体的关系．合理安排发展时序 控制好城市发展预留区。尤其阳明滩大桥 

以西沿江地区、松浦核心区、避暑城北区、呼兰河南岸西区、中央公园等 

地区是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的重要区域 ．要求统筹规 

划、渐进式开发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中还编制了相应的近期规划 ． 

对近期战略目标落实重点给予安排 ．对包括区域环境、重要基础设施、区 

域交通发展以及居住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安排和措施，防止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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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哈尔滨新区空间结构规划图a(图片来源 图4 哈尔滨新区产业结构规划图b(图片来源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 

表5 啥尔滨新区 “共享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发展策略 实施路径 

优化综合 

交通体系 

提升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 

海绵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 

全面落实公交优先战略 推行绿色交通 智能交通 打造快速高 

效、内外通达 安全便捷，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运输 

系统 

推进跨区与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水资源 能源等基础 

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实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一张 

网 增强市政基础设施对新区发展的支撑能力 

大力提高新区内绿地的雨水滞留和渗透能力，提升新区防汛防涝能 

力推进地下综合管廓的规划和建设 ．全面达到防洪标准 ，构建稳固 

高效的水安全体系 保证新区的城市和通航安全 

全面落实 ”宽带龙江‘策略．加快建设4G网络、下～代广播电视 

网、下一代互联网 光纤城域网及无线城市网络等基础网络 构建 

全域无线环境．部署宽带传送网络 、以惠民服务为着力点．推进智 

慧旅游 智慧医疗，智慧社区 智慧安防、智慧交通建设 ．打造智 

慧宜居新区 

资料来源．根据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相关内容绘制 

功近利“式的开发 

(4)实施路径与体制保障 

虽然战略规~rj!agSU度化与标；隹化是大势所趋．但在其尚未标准化的今 

天 通过什么方式使其制度化并得到很好的落实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哈 

尔滨大松北地区战略规划》与 《啥尔滨新区总体规划》中对该问题均进行 

了深入探讨 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在 《哈尔滨大松北地区战略规划》 

中为了完善区域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提出联合制定大松北地区协调发 

展规划战略作为共同行动纲领以及建立大松北地区协调发展规2U1'~息平 

台的策略 在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中提出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考核监 

督 强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支撑、法治保障等措施保障规划组织实施． 

提高发展战略效能 

通过梳理 《哈尔滨新区总体规划》及相关系列性规划 对新区发展的 

张力预期“与 “决策定力“把握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战略发展规划提供 

了学术性视野 我们将持续从学术和实施角度深入探讨 ．推动城市发展战 

略规划研究不断丰富．为城市发展助力服务。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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