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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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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项目活动现场

q 2019年5月16日，全球
环境基金中国可持续

q 2019年5月15日上午，主题为从分析，规划到实施的国内外实践的TOD专题研讨会在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举行，世界银行中国局副局长Harold Bedoya先生致开幕辞，来自业界，学术界及咨询智库的五位演讲嘉宾
分享了他们在TOD项目规划和实施方面的经验。北田静男先生结合自身几十年项目经验，对日本轨道交通
一体化综合发展作了主题演讲，并分别对低、中、高密度开发的TOD项目进行了详细的案例分析。谢华先
生从私营部门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大陆TOD的商业实践。赵鹏军教授通过详实的经验证据对实现TOD的关
键要素及方法进行全面审查。潘兆宇先生就综合交通枢纽与城市空间一体化提出关键整合建议。刘浏先生
通过街景照片为TOD

q 2019年5月17日，针对
本项目的财务管理、
支付、采购和STEP系
统操作的专项培训课
程在世界银行驻华代
表处开展，住建部及
本项目七个参与城市
超过40位相关人员参
与了培训，收到非常
积极的反馈。

社区空间绩效和场所
体验提供分析新视角。
当日下午还进行了关
于世界银行TOD实
施资源与工具书的中
文培训，住建部、本
项目七个参与城市以
及对拟开展TOD项
目活动的哈尔滨和滁
州世行项目办都积极
参与其中，研讨会收
到了非常正面的反馈。

城市综合方法试试点城市项目实施支持研讨会在世界银行
驻华代表处举行，世界银行中国局可持续发展业务部主任
Bekele Debele先生参会并强调了本项目的重要性和前瞻性。
研讨会就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能力建设等相关内容进行探讨，
住建部及本项目七个参与城市积极参与其中，并分别对项
目实施进度进行汇报。



q 2019年6月10日住建部领导小组成立，由住建
部副部长担任领导小组主任，成员单位包括住
建部下设的标准定额司、城市建设司、建筑节
能于科技司、计划财务与外事司、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以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
建部项目办已经提交合同单一来源采购的理由
说明并获得世行不反对意见。

q 2019年6月14日，世界银行社会、城市、农村
和灾害风险管理全球实践局局长Sameh N.
Wahba、城市和灾害风险管理局东亚太平洋区
副局长Francis Ghesquiere一行到访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就本项目执行的情况与标准定额司郭
理桥副司长等进行了亲切会谈。双方就项目下
一步工作安排以及在中国城市发展领域开展广
泛合作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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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年6月

照片摄于世界银行与住建部会议现场,
2019年6月14日

q 2019年6月4日，北京项目办收到世行对短名单报告的
修改意见，于2019年6月5日上传修改后的短名单报告
至STEP系统待批复；并于2019年6月6日将建议书征
询函上传至STEP系统。

q 2019年6月，北京项目办提交廊道层面工作大纲已获
世行建议，并等待进一步修改方案。

q 2019年4月8日，天津项目办将城市层面公交导向发展
策略的开题报告并提交世行。

q 2019年6月11日，天津项目办提交为城市层面公交导
向发展策略开展的公共参与报告。

q 2019年5月14日，南昌和石家庄项目办共赴天津项目
办进行学习交流，就项目办机构设立、专职人员及
资金保障、招标采购等问题进行深刻的交流学习，
为项目办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保障。

q 2019年4月30日，宁波市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分管副
市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资规局
局长、市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资规局、市
住建局、市交通局、海曙区政府、江北区政府、鄞
州区政府、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东部新城开发
建设指挥部、沪嘉甬铁路筹建办、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住建局，负责具
体项目管理和协调工作。

q 2019年6月，宁波项目办提交站点层面工作大纲，已
获世行不反对意见。

n 北京

n 天津

n 南昌、石家庄

n 宁波



工作项/项目办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宁波 南昌 贵阳 深圳

城市层面TOD
战略工作大纲
片区层面TOD
战略工作大纲
廊道层面TOD
战略工作大纲
站点层面TOD
战略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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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进展

项目实施进展统计截止至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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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贵阳 n 深圳

2019年5月，深圳项目办提交城市层面工作大纲，
已获世行不反对意见。

2019年5月，贵阳项目办提交城市层面工作大纲，
得到世界银行团队的反馈后于6月提交修改版。

博客分享 将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TOD）蓝图转变为成功的商业模式和宜居社区(1/2)
撰稿人：吴皛 xwu4@worldbank.org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如何更方便的通勤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的理念为城市规划者提供了颇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善依
赖小汽车的城市蔓延趋势，构建更宜居、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

2019年五月中旬，世界银行在北京举办了以公交导向的土地开发研讨会，参会的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球环境基金

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示范项目试点城市的代表，以及世行驻华代表处的同事。这次会议是全球环境基金可持续城市综

合方式示范项目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专家介绍分享了TOD工作中从分析、规划到实施的国

内外实践。参加这次研讨会带给我的启示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将TOD与就业和经济活动结合，以产业发展的收入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而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轨道交通

的稳定运营。建造TOD车站一体化综合体，就是将公共交通规划与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相结合，进行综合的城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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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TOD）蓝图转变为成功的商业模式和宜居社区(2/2)
发。例如，日本东急集团，敷设铁路，以车站为中心，开发站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开发商在站点周边配备生活所需
的商业、医疗等服务，吸引人们居住在公共交通沿线，保持并提高人口密度，吸引各类商业实体进驻该地区，以交

通线路的延伸汇聚人口，引领城市的发展。与之类似，美国的Tysons corner也是车站一体化综合体的成功例证。

通过提升地铁的舒适度和便利度，提高地铁使用率。明确的标识指引系统，写字楼及住宅与地铁之间建有配备空调
的连接走廊，最后一公里的便捷度等因素都可以大大增加地铁的使用率。对比北京、新加坡与东京三座城市的地铁
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在新加坡，公共交通在各种出行方式中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东京轨道交通使用率是84%；而
北京的轨道交通使用率却只有49%。如果我们再看一些详细的数据，北京地铁车站数370座，线路总长608公里；而
东京地铁车站数285座，线路总长304公里。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京地铁线路长度仅为北京的一半，乘客量一样，但其

轨道交通使用率却比北京高出一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东京地铁最后一公里的便利度高于北京地铁，因此更
多人选择乘坐地铁出行。

同样，在香港和新加坡，人们喜欢乘坐地铁出行的原因，除了交通成本低之外，主要是因为接驳楼宇和地铁站的步
行者通道配备空调和顶棚，有清晰的指示牌，人们不用担心天气等的影响，可以方便的从 办公室或家里到附近的地

铁站乘坐地铁。完善站点附近地区的交通服务对于促进公共轨道交通出行至关重要，通过增设接驳巴士运行服务和
提供共享单车，人们可以方便的到达最近的地铁站搭乘地铁，从而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便捷的设施让人们
愿意乘坐舒适而高效的公共轨道交通出行。

应当重视TOD开发中私营部门的角色和商业运作规律。政府眼中的TOD开发和企业眼中的TOD开发存在着天壤之

别，在规划者设计TOD开发模式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企业的商业决策和商业行为，忽视了企业逐利这个最根本的因素。
规划者应当从设计阶段就考虑开发商的意见，让企业参与到TOD的规划中来，因为开发商是买家，让企业参与TOD
的相应环节，为企业盈利创造良好的条件和预期，才能保证TOD开发的成功。

通过新的科技手段，让我们能够安全地到达最近的站点乘坐公共交通。在研讨会上我了解到了一款有趣的手机应用

程序，专为女性客户提供更安全的步行路径规划建议的应用程序。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一款进行道路安全感识别的
应用程序，通过基于地理位置坐标的城市图片分析，绘制城市安全感地图，使用城市街道感知模型进行分析。科技
的发展无疑是给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社会群体带来了便利，尤其是需要夜行的女性，可以选择安全的路径去搭乘
公共轨道交通。

希望通过TOD理念的探索与实践，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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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与学术交流
q 2019年4月20日，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
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透
明传媒、戴德梁行联合主办，信达中心|
杭州壹号院承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交
通工程教学指导分委会会议暨TOD模式
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来自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市地
铁集团、日本日建设计、港铁商业咨询有限
公司等学界业界专家在论坛上展开了深度对
话与专业探讨。论坛围绕“智能交通、智
能城市、智能社会融合发展” “车路协
同的群体智能决策”“自动驾驶共享出
行系统优化”“东京城市更新与TOD模
式开发”“轨道上的长三角”等热点问
题展开热烈讨论。（相关报道链接）

q 2019年3月20日，由北京交通大学、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香港

理工大学、港铁学院以及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方合作成

立的“香港轨道交通创新研究院”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

旨在推动各方在轨道交通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为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满足国际市场上铁路运营需求等方面做出积

极贡献。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关忠良、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新

任CEO金泽培、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何兆鎏、港铁学院校长

郑惠贞、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共同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相关报道链接）

q 2019年3月22日，成都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系列专题培训

在成都轨道交通学院综合实训基地多功能厅开班。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彭崇实，轨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庆汉，集团

领导曾祥林、朱俊平、郭志宏、张智、张蓉萍，各区（市）

县、市级部门、市属国企负责人以及集团公司各部门、下属

公司干部员工550余人参加了第一期培训。培训班由市委组织

部牵头，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轨道集团具体负责承办，

邀请日本、香港等TOD综合开发领域权威专家聚焦站城一体

化开发历程、项目规划、策划、整体设计等重点内容，深入

剖析日本、香港案例经验，研讨关键问题，为成都TOD综合

开发提供智力支撑，培养紧缺急需的TOD专业人才。日本知

名规划师和建筑师，TOD规划设计领域国际权威专家，成都

轨道城市发展集团总顾问、建筑家渡辺莊太郎先生主讲《成

都TOD一体化开发原则与未来》；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苟明中主讲了《站城一体化开发的背景知识、

进化变迁及与轨道交通的融合》。（相关报道链接）

q 2019年4月30日上午，成都轨道集团召开党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成都轨道交

通TOD综合开发工作专题会精神。会议集中

学习了市委考察团赴日本、香港TOD综合开

发考察报告及发展集团贯彻落实考察工作报

告。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从规划设计、

业态策划、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等方面，就

高质量推进TOD综合开发工作进行交流讨论、

提出对策建议。（相关报道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NJtKZFAzZflCMtV-ElCnw
http://www.chinametro.net/index.php?m=newscon&id=410&aid=47271
http://www.chengdurail.com/sw_detail/4145.html
http://www.chengdurail.com/sw_detail/4364.html


2019年5月，穗莞深城际东莞市沙田站
TOD综合开发规划及TOD概念方案编
制采购项目正式对外发布，穗莞深城际
沙田站周边202公顷土地将进行TOD综
合开发。穗莞深城际沙田站是穗莞深城际的
中南部位置的中间站，轨道建成后，可半小时
内衔接广州、深圳以及东莞虎门、长安等核心
发展地区。此次用于TOD综合开发规划范围为：
轨道站点周边半径800米范围，结合地区发展
现状及用地规划情况进一步划定，用地面积约
为202公顷。其中，核心区范围初步确定为28
公顷，即轨道站点周边半径300米范围。此次
采购项目，沙田镇政府要求规划设计单位要在
方案中分析穗莞深城际东莞市沙田站站点周边
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空间发展重点，细化该站点
与周边环境和景观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文
体等设施的配套要求，合理明确交通功能定位
和轨道交通站场周边片区的主要功能构成。穗
莞深城际轨道交通线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珠三角
城际轨道交通网主轴线之一，也是首个由广东
省主导的城际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穗莞深城际
轨道交通线往北连接广州新塘、白云机场、知
识城和琶洲地区（穗莞深城际琶洲支线），往
南经东莞虎门、长安地区至深圳机场，并远期
预留延长至深圳福田中心区。项目建成后，对
于推动珠江东岸加快建成一小时经济
圈的形成，以及东莞主动对接广州、
深圳两大核心城市起到重要作用。
（相关报道链接）

2019年3月25日，位于成都市空港新城的18号

线三岔站TOD设计方案初步形成，旨在打造地铁10分

钟生活圈。18号线三岔站位于空港新区绛溪南组团，为新区
核心区CBD，紧邻三岔湖、绛溪河生态区，与天府国际机场仅

两站之隔，为城市级站点。构建“一心一环、五廊五片”的格

局。“一心”指以三岔站为核，布局商业、商务功能，形成空

港新城核心区；“一环”指以环绕该片区的绿带为环；“五廊”

指从绿环伸入组团的绿带形成五个绿廊；“五片”则是依托绿

廊划分功能组团，包括国际商务总部组团、国际奥体功能组团、

国际文化会议组团、新经济孵化组团、国际生态高端社区等。

在产业构想方面，设计提出站点协作——片区内产业生态圈构

建以三岔站为核心，联动周边站点，结合自身资源特色确定主

题和产业功能，共同打造功能互补的活力轨道生态圈。打造中

央CBD和城市枢纽消费中心。区域主导发展总部经济、新经济

（以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为核心），以跨境贸易和奥体为核心

的临空服务产业。设计方案提出，以人流为导向，形成地下空

间结构与功能布局。根据人流动线组织立体交通，将多种功能

空间一体化编织，实现站城融合，地上地下高效连通。同时结

合站点，形成个性鲜明的TOD城市空间。通过慢行与公园两大

系统与TOD的高度耦合，将TOD慢行体系与之叠加，从而使

公园体系得到极大加强；站点出入口、各个交通换乘节点、主

要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也可以无缝融入公园体系。基于城市生态

和慢行体系，叠加公共服务系统，实现商业服务、社区服务、

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体育休闲结合三级绿道体系合理布局，

打造15分钟“健康活力圈”，让市民拥有健康绿色、便捷舒适

的生活体验。（相关报道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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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方案设计

http://view.inews.qq.com/k/20190522A052MF00
http://www.chinametro.net/index.php?m=newscon&id=410&aid=47310


2019年5月20日，青岛国际海洋智区产业战略发布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高新区举行。
青岛国际海洋智区作为TOD模式项目，总投资300亿元，由青岛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控股有
限公司合作投资，将依托青岛地铁13号轻轨线打造TOD产业小镇，按照产城融合理念，推进产业和城市
建设，打造集海洋智慧产业、商务、商业、生活全业态融合项目，兼具创新孵化、产业加速、企业服务
等功能，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提供完善的产业配套。该项目将围绕“海洋+智慧”的产业定位，打造国家级
海洋科技创新示范区。签约仪式上，青岛国际海洋智区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14所、山东海洋产业协
会、青岛国际航运交易所、建投数据、金鑫科技等21家海洋智慧领域的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此外，华润创新基金协同中心、中国移动ONENT创新创业基地、中国移动ONENT应用人才培
养实训基地、链引科技金融服务示范基地和北斗链盟产业服务示范中心也于签约仪式上在国际
海洋智区正式挂牌。（相关报道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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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1日，“TOD开发论坛杭州2019”
由万科杭州与都市快报联合主办，国内外多位
重量级TOD研究专家及对TOD理论发展卓有
贡献的权威学术机构共同出席。在论坛上，由
专家学者、行业媒体人、社会力量共同搭建的
TOD专业平台——“杭州万科TOD研究所”
正式成立。研究所计划每年有3个重大课题和
10个专项课题，共同引领TOD建设能力和认知
的持续提升。（相关报道链接）

2019年4月5日上午，成都轨道集团与株式会社日建
设计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日本东京日建总部举
行。市委常委刘守成、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瑛出席仪
式。轨道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沈卫平和日建设
计常务执行董事、都市部门总裁大松墩分别代表双
方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成都成立合资公司，
加快吸引汇聚TOD全球顶级团队和专业化人才，
提升成都TOD专业化发展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为
成都打造全球TOD综合开发新高地贡献力量。
（相关报道链接）

成都轨道集团与日建设计达成战略合作 杭州万科TOD研究所正式成立

青岛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投资，
托青岛地铁13号轻轨线打造TOD产业小镇

TOD
战略合作

http://www.ceh.com.cn/fgwxx/2019/05/1135709.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twI3UtPu7quYK0eT4GCMg
http://www.chengdurail.com/sw_detail/4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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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投
融资机制

2019年4月15日，滨海新区举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会，重点推介40个PPP项目，总投资近千亿元，涉及

教育、卫生、市政、环境、公租房、片区开发6个领域，其中仅轨道工程总投资就达到569.32亿元，包括滨铁3号线、
滨铁2号线及新区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控制中心一期3个项目。据介绍，滨铁3号线（Z2）项目为一期工程，从滨海机场

站至北塘站，线路全长39.1公里，共设14座车站，其中地下站6座，高架站8座。滨铁2号线（Z4）项目一期工程，南起
新城一站，途经中部新城、于家堡、开发区、中新生态城及汉沽，终点为汉蔡路站，全线长约43.5公里，其中高架线
27.4公里，地下线15.3公里，敞开段0.8公里，设车站23座。两条线路的合作模式均为BOT，社会资本负责项目投资、建

设，在合作期内运营项目，合作期结束后将项目移交给政府。社会资本投资回报方式为可行性缺口补助，由社会资本
通过广告、售票收入获得一部分收益。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以保障项目持续运营及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在推介会

上，滨海新区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
程局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华北区域总部、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及农业发展银行等企业和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滨海新区将加快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

目长效机制，健全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持续优化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环境，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高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相关报道链接)

2019年3月22日，哈尔滨市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
《哈尔滨市综合交通项目“PPP+配套土地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哈尔滨地铁4号线、机场第二通道(含智轨)等综合

交通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以及相关配套土地的一二级开发。哈
尔滨市政府与中国中铁就加速推进哈尔滨市综合交通项目谈判进行了
多次洽谈与论证，最终提出“轨道交通项目PPP＋配套土地开发”和
“机场第二通道(含智轨)项目特许经营+股权合作+EPC+配套土地开
发”的全新合作模式筹集资金，实施综合交通项目及配套土地整理开

发。框架协议约定，根据哈尔滨市综合交通等领域建设需要，中国中
铁将充分发挥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哈尔滨市
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投融资、咨询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运
营及资源开发等一体化服务。（相关报道链接）

哈尔滨市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哈尔滨市综合交通项目“PPP+配套土地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签订《长株潭
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9年4月20日上午，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市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会上，长沙、株洲、
湘潭三市签订长株潭《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

环线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建设长株潭城
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促进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在三市顺畅流通。按照计划，在
2019年6月底前，长沙、湘潭双方按两地线路长
度比例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筹融资和

建设。项目初期与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
工程分段计算运营补贴，原则上以项目两地线
路长度比例进行分摊。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
环线将在2020年开工建设。（相关报道链接）

滨海新区举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会

http://www.chinametro.net/index.php?m=newscon&id=410&aid=47522
http://www.chinametro.net/index.php?m=newscon&id=410&aid=47295
http://www.chinametro.net/index.php?m=newscon&id=410&aid=4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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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轨道交通
建设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政策动向

案例城市：中国广东省东莞市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拓展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东府〔2019〕1号）（政策文件相关链接）

2019年东莞市政府“一号文”历经近半年于2019年5月正式公布。“拓空间40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注重以试点带动，围绕收储整备、城市更新、盘活整治、空间增容、集约提效等

领域，对每个试点项目在用地指标、规划调整、财政资金安排以及生态控制线、工业保护线范围核减等方

面实施会审会办，给予适当倾斜。并在服务推进试点项目的过程中，根据推行效果动态调整完善政策体系。

明确TOD项目
试点范围

明确TOD
项目范围
内土地开
发模式

要求TOD范围
内建设项目
提容开发

积极实现
轨道交通
设施用地
综合开发

引导地上
地下空间
一体化发展 完善地下建设

用地使用权
出让制度

完善结建式、
单建式地下空间
的不动产登记

提供更多道路交通和公共开放空间

合理化城市更新土地价格

建立健全城市
密度分区模型
和修正机制

优化TOD范围内
已批未建经营性
用地提容控规调
整审批程序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szfxxgkml/fggw/bgtwj/201508/P020150814425786623824.pdf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szfxxgkml/fggw/bgtwj/201508/P020150814425786623824.pdf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szfxxgkml/fggw/bgtwj/201508/P020150814425786623824.pdf
http://www.dg.gov.cn/007330010/0202/201905/f6d40a16799f4bfcbb21c707cdfc3f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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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q 2018年8月，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化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
和专业人才等各类群体，着力构建多层次、
差异化、全覆盖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
《意见》提出深圳市将在2035年前新增建设
筹集170万套住房，其中:市场商品住房70万
套，占40%左右;公租房、安居型商品房和人
才住房共100万套，占60%左右。

q 2019年4月29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
圳市司法局在各自官网同时发布《深圳市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设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深圳市人才住房建设和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三份《管理办法》
是《意见》的配套文件，对各类型保障性住
房的供地方式、TOD相关用地支持、TOD
社区层面建设、相关容积率政策等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归纳整理如右表格所示。

相关政策\住房类型
公共租赁

住房
安居型
商品房

人才
住房

筹建途径
1.新供应用地建设 √ √ √

2.棚户区改造、已批未建用地、未完善征（转）

地补偿手续用地、历史遗留未完善出让手续

用地、社会存量用地、征地返还用地等建设

不包括未完善征

（转）地补偿

手续用地、历

史遗留未完善

出让手续用地。

√ √

3.招标、拍卖、挂牌用地配建，城市更新配建 √ √ √

4.轨道车辆段和停车场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配套设施综合开发建设

√ √ √

5.社会存量住房租购 √ - √

6.临深片区城际合作建设 - √ √

TOD相关用地支持
1.位于已建、在建或者近期规划建设的轨道站

点出入口500米范围内的已批未建工业用地，

可以建设相关住房，但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

超过该区块总面积的10%。

√ √ √

2.工业区块线一级线内，规划为工业且位于已

建、在建或者近期规划建设的轨道站点出入

口500米范围内的旧工业区，在公共配套条件

支撑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规定通过城市更新

建设相关住房，但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

该区块总面积的10%。

√ √ √

3.新建、改建、扩建的公交场站，综合停车场，

变电站以及消防站等，在满足自身业务和城

市发展需求、在符合城市规划并满足公共配

套设施及市政交通设施承载能力的前提下，

配建相关租赁住房。轨道车辆段和停车场上

盖建设相关住房。政府投资建设的，发展改

革部门在立项时，应当确保投资匡算包括上

盖配建的相关住房，实现一体化开发建设。

√ √

照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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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TOD模式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案例城市：中国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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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案例

本期主题：TOD模式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案例城市：中国深圳市

相关政策\住房类型 公共租赁住房 安居型商品房 人才住房

TOD社区层面建设

/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经济圈开发建

设，沿区域性高铁、城际铁路，在临深片

区符合条件的区域合作建设相关住房。在

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住房开发模式，在高铁站点一定范围

内充分预留相关住房建设用地，建设大型

安居社区。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经济圈开发建

设，沿区域性高铁、城际铁路，在临深片

区符合条件的区域合作建设相关住房。在

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住房开发模式，在高铁站点一定范围

内充分预留相关住房建设用地，建设大型

安居社区。

相关容积率政策
在规划和周边配套支撑的前提下，独立用

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用地的容积率按照所
在密度分片区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上限取值。

/ /

相关部门责任

区人民政府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交通运

输、教育等相关部门，落实公共租赁住房
的配套设施建设，坚持交通、教育等市政
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与新建公共租赁住房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制定和调整公共交通

规划，协助主管部门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住房开发模式。

区人民政府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交通运

输、教育等相关部门，落实安居型商品房

的配套设施建设，坚持交通、教育等市政

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与新建安居型商品房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区人民政府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交通运

输、教育等相关部门，落实人才住房的配

套设施建设，坚持交通、教育等市政和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与新建人才住房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备注

通过轨道车辆段和停车场上盖建设公共租

赁住房的，由建设单位向市主管部门申请
纳入年度实施计划，并向市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单位签订建设和管理任务书。

/ 人才住房从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中相对

分离

政策前提及背景参考：

该政策基于深圳市人口持续净流入，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较快，

现有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已难以满足市民对改善住房条件需求

难以满足深圳市人才强市的发展战略需要。

照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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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亮点及可借鉴性：

1. 长效政策：以18年长周期为前提整体推进落实“高端有市场（商品房）、

中端有支持（人才房、安居房）、低端有保障（公租房）”的住房建设

长期计划。

2. 强调住房民生属性优先，经济属性次之：政策旨在“住房保障的制度性

调控”而不仅是单一手段的“房价调控”。

3. 提出可负担住房的解决方案：深圳住房的主要矛盾是以纯市场化方式和

单一价格调控已无法产生可负担住房，政策旨在推进公共住房的供应逐

步加大公共住房的比例，形成公共住房(含保障房和人才房)、安居型商品

房、商品房、豪宅的住房供应体系；其中人才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体系分

离，实行人才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的公共住房体系，以租、售两

种方式运营（以租为主），从而形成多层次、阶梯式住房供应体系。

4. 通过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市场化住房开发模式解决公共住房问题：文件明

确指出“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住房开发模式，突出产城融合、职住

平衡，在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和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建设

大型安居社区。”并“开展城际合作，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建

立都市圈城际住房合作机制，结合轨道交通和产业布局，在临深片区开

发建设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通过土地、交通联动发展为城市空间

开发提供预判，从而约束城市开发边界，帮助改善区域内空间低效、功

能无序、品质较低等问题，引导城市空间向集约、紧凑、可持续的发展，

进一步推进都市圈的建设。

照片来源：Getty Images

TOD相关活动预告

亚洲轨道大会

2019年6月27-28日，泰国曼谷

第三届GPSC全球年会及
第二届City Academy培训

2019年9月16-20日，巴西圣保罗

1

2019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
交通大会

2019年11月12-13日，中国上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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