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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住建部
项目进展（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

合同一：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
开项目启动会，开题报告已于 2020 年 6 月 1 日
提交至世行，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相应
成果的提款报账。

合同二：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完
成对技术建议书的评审，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对财务建议书开标并进行合同谈判，目前项
目办拟对工作任务进行局部调整，预计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将具体情况书面上报至世行。

合同三：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
出意向书征询函 (REOI)，已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进行短名单评审，目前处于建议书征询文件 
(RFP) 编制阶段，预计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向短
名单入围的单位发送建议书征询文件。

项目办和拟聘咨询单位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正式完成合同签订，并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项目启动会。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
召开开题报告专家意见评审会，并于 2020 年 6
月底提交开题报告至世行，届时完成相应成果
的提款报账。

天津

南昌

宁波

石家庄

合同一：项目已于 2020 年 5 月初完成任
务 5（符合天津本地情况的 TOD 指导手册和工
具包）初稿，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终稿，
通过评审后将完成相应成果的提款报账。

合同二：通过招标公告延期、主动接洽潜
在投标单位等举措，截止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项目办共收到 5 家咨询单位的意向书 (EOI)，已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形成短名单，目前处于建
议书征询文件 (RFP) 编制阶段。

合同三：目前处于工作大纲 (TOR) 修改阶
段，预计于 2020 年 7 月底提交修改稿。

合同一：项目已完成开题报告的编制工作，
并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开展相关评审工作，预计
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将开题报告终稿提交至世行，
计划于 2020 年 6 月底完成相应成果的提款报账。

合同二：项目办拟对课题研究内容进行
变更，并就此与世行团队进行了沟通。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工作大纲初稿的编制工作，
届时提交至世行。

合同三：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完成
第一阶段成果报告评审工作，计划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将第一阶段成果报告提交至世行，并完
成相应成果的提款报账。

 合同一：已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完成合同
的正式签订，项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正在开
展资料收集、现场调研及开题报告编制工作，
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完成开题报告及评审工作，
并完成相应成果的提款报账。

合同二：已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发布意向
书征询函 (REOI), 已将延期招标公告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并采取主动接洽潜在投标单位等措
施，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意向书的评审
工作并形成短名单。

合同三：目前处于工作大纲编制阶段，预
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提交初稿至世行。

图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b5Tgmbt-ywMFfBjeMoSvw
图为项目启动会现场

合同一：项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已完成
任务一，相关《南昌公交导向发展（TOD）数
据收集与现状调查报告》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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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进展（截止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

能力建设与学术交流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北京展组委会特别策划“北京展 TOD 论
坛——风云连线”系列 TOD 线上讲座，面向

深圳
合同一：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完

成合同谈判，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合同
正式签订并完成预付款的提款报账。

合同二：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发
布意向书征询函 (REOI)，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进行短名单评审。

合同一：项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开题报
告已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提交至世行，项目办
已向省财政完成预付款的提款报账。

项目
主体 子项活动描述 工作大纲

初稿
工作大纲

定稿 招标公告 短名单
评审 标书评审 合同谈判 签订合同 开题报告 阶段性

成果 中期成果 最终成果
初稿

最终成果
定稿

住建部 国家层面 TOD 平台

北京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及站点层面 TOD 应用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天津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私营部门参与 TOD 的融资
研究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石家庄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站点层面 TOD 应用

宁波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片区层面 TOD 应用

站点层面 TOD 应用

南昌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站点层面 TOD 应用

贵阳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廊道层面 TOD 应用

深圳
城市层面 TOD 战略

片区及站点层面 TOD 应用

合同二：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向
世行提交了工作大纲初稿，于 6 月 15 日收到世
行团队书面反馈建议。

合同三：项目办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向世
行书面提出对项目研究范围进行调整的申请，
于 6 月 15 日向世行提交了工作大纲初稿。

贵阳

城轨业主、TOD 产业链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公
众，每期邀请 1-2 名海内外资深专家，就 TOD
相关学术或热点话题进行对话式探讨，目前已

日提交至世行。任务二和任务三的相关工作尚
在进行中，阶段性成果已提交至项目办；任务
四预计于 6 月底完成。

合同二：项目办已于 2020 年 6 月 8 日上
传技术评审报告至 STEP 系统，计划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开启财务建议书评审，预计于 2020
年 7 月初完成合同谈判和最终签订。

合同三：目前处于工作大纲编制阶段，预
计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向世行提交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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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TOD 项目开发动态

2020 年 3 月 10 日，深圳市西丽综合交通
枢纽地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方案出炉方案根据
“城站一体、上盖开发、换乘便捷、高度融合”
原则打造新一代枢纽示范工程和极具人性化的
现代高铁车站。作为深圳国家铁路客运“三主
四辅”的主枢纽之一，西丽综合交通枢纽集 4
条高铁、2 条城际轨道、4 条城市轨道等多种交
通方式为一体，总体规模或超深圳北站。该枢
纽位于广深创新走廊的轴线，串联西丽湖国际
科教城、留仙洞总部基地、高新园、后海总部
基地等重点片区，是深圳市未来重要的交通门
户之一。该工程已列入今年深圳 2020 年重要新
开工项目名单，总投资 157 亿元，建设内容包
括西丽站（总规模 13 台 25 线）以及塘朗山动
车所，新建线路长 12 公里，项目由中国铁路广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计划于 2024 年建
成。（相关链接）

2020 年 3 月 20 日，深圳市地铁集团举行
5 条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
性研究及配套专题合同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总
长约 410 公里，总投资约 2018 亿元。5 个城际
铁路项目工程包括深汕高铁、深惠城际铁路、
深大城际铁路、龙岗至大鹏支线城际铁路、穗
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口岸段。深圳市地铁集团

2020 年 3 月 9 日 至 4 月 1 日， 成 都 天 府
招商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在天府总部商务区
以底价拿下 7 宗土地，累计约 788 亩，总建面
积近 150 万㎡，成交总价 54 亿元。土拍对竞
买人资格进行严格规定（实际控制人或股东必
须具备 6 条及以上地铁线网建设和运营管理经
验），并对项目总投资额及产业做出明确要求（需
建设高端商办综合体，自持商业比重 50% 等）。
地块均处于天府新区总部基地 CBP 项目以及地

深圳市
成都市

将组织项目研究单位全面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
工作，加快项目推进，确保穗莞深城际 6 月底
开工，其他铁路项目年底陆续开工。( 相关链接 )

2020 年 4 月 24 日，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
新和土地整备局网站公示了《龙岗区平湖街道
平湖旧墟镇片区（GX04）重点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草案）》，该单元于 2018 年 1 月经市政府
批准列入深圳市重点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现已
在龙岗区城市更新领导小组 2020 年第 2 次工作
会议审议并获原则通过。（更新单元具体信息
见此链接）。该项目是龙岗区首个重点城市更
新单元，也是龙岗首个以 TOD 模式开发的旧改，
有 5 条轨道交通在此汇聚，包括广深铁路（已
运行）、地铁 10 号线（在建）、深惠城际线（规
划中）、地铁 17、18 号线（规划中）。着力打
造由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和城市干道构筑的
全维交通枢纽，由深圳特发集团主导开发建设。
（相关链接）

成都轨道 TOD 地图
图片来源：http://www.chengdurail.com/sw_detail/7275.html

开展 5 期，主题分别为《透过突发公共事件看
TOD》、《东京 TOD 解析及东急经验解密》、《探
秘新加坡产城融合智慧 TOD》、《国内 TOD 实
施推进关键》和《TOD 政策逻辑与窗口期》。

2020 年 5 月 12 日，GEF-SCIAP 石家庄项
目办组织了以“首尔地铁网络扩展与公交化发
展”为主题的线上讲座，讲座从首尔城市发展
和地铁扩建历史出发，详细介绍了首尔以交通
为导向的地铁和公共交通改革，并通过典型车
站周边城市发展案例深化讨论。

2020 年 5 月 15 日，GEF-SCIAP 住建部项
目办以“防疫背景下轨道引导城市发展——规
划设计方面的思考”为主题开展线上讲座，讲
座从轨道交通空间密闭、通风条件等出发，引
发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在规划设计方面的思
考，并探讨未来城市适应防疫新要求的应对。

https://www.sohu.com/a/379328474_355788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cj/2020/03-20/9131928.shtml
http://www.lg.gov.cn/bmzz/csgxj/xxgk/qt/tzgg/202004/t20200424_19186911.htm
https://dc.sznews.com/content/2020-04/30/content_23110324.htm
https://mp.weixin.qq.com/s/_RjrrJIvX6r3MEQjkkpv7g
https://mp.weixin.qq.com/s/_RjrrJIvX6r3MEQjkkpv7g
https://mp.weixin.qq.com/s/CE1EyZVV01-JEBP17zisVg
https://mp.weixin.qq.com/s/DFtQo9N0e7iUTcHBEpVVdw
https://mp.weixin.qq.com/s/DFtQo9N0e7iUTcHBEpVVdw
https://mp.weixin.qq.com/s/7GmTsYR3Z87o_GT6KPMyUA
https://mp.weixin.qq.com/s/7GmTsYR3Z87o_GT6KPMyUA
https://mp.weixin.qq.com/s/2zwjlCMnU-WHmoImsmC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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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6 号线秦皇寺 TOD 规划范围内，是成都市重
点打造的 14 个示范项目之一。成都天府招商轨
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由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
司、成都轨道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
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资成立，占股比例
分别为 51%、44%、5%，采取合作开发方式，
由招商蛇口操盘。（相关链接）

2020 年 3 月 23 日， 成 都 市 新 津 站
“TOD+5G”公园城市社区示范项目开工，总
投资约 110 亿元。该项目是成都首批 TOD 综合
开发示范站点，项目强化科创赋能和公园社区
打造，将依托 BIM+5G+ 阿里云，构建城市数字
底座，打造集 5G 场景展示、科创空间、未来社
区为一体的公园城市社区示范单元。该项目占
地 59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分三
期建设，预计 2024 年全面建成。（相关链接）

2020 年 5 月 11 日，成都轨道集团发布首
张 TOD 地图，标识分布在成都 14 个区市县 16
个首批 TOD 项目。该批项目依照“一个 TOD
项目一个公园社区”原则，依次在 100 米核心
区高密度开发城市地标、300 米次核心区高密
度开发城市场景、700 米非核心区低密度开发
营造公共空间，实现每个项目绿地率达到 35%
以上。16 个项目以点成网成面，覆盖成都市整
个轨道交通线网和城市市区。自 2018 年下半年
启动“全球招标”起，成都市组建“TOD 项目
策划库”、“TOD 一体化城市设计库”、“TOD
商业运营库”，并通过合作的形式引入行业标
杆。目前该批项目已全部完成一体化城市设计，
并陆续进入施工阶段，并试点实施多种合作开
发模式，着力将成都市打造成 TOD 资源要素聚
集的世界高地。（相关链接）

2020 年 3 月 12 日，江宁区重点基础设施
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会上审议并签订了
王武庄车辆段上盖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和合作开
发协议。作为南京地铁秉持 TOD 发展理念开发
的第一个超百万平米轨道场段一体化综合开发，
该项目采用海绵城市设计理念，以集约绿色、
宜居宜业为原则，结合 10 号线王武庄车辆段的
建设，在传统车辆段交通用地之上复合开发 85
公顷、总建筑面积达 110 万平方米的经营性用
地，同时引入了 10 号线与 12 号线 2 个车站进
入地块，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价值，较好实现了

2020 年 3 月 28 日，长沙高铁西站产业新
城整体开发项目举行合作签约仪式。长沙高铁
西站产业新城依托长沙高铁西站，联动长沙高
新区、望城经开区、宁乡经开区三大国家级园区，
通过“站、景、产、城”融合，打造立足中部、
具有湖湘特色的协创智汇谷、活力未来城。项
目总投资约 322 亿元，预计 15 年建成。现阶段，
长沙高铁西站产业新城将主要围绕 2021 年常益
长高铁通车为总目标，加快建设长沙高铁西站
站场、站房及相关的市政配套设施和片区主干
路网。（相关链接）

2020 年 5 月 15 日， 东 莞 市 轨 道 交 通 15
号线龙见田站 TOD 综合开发规划公开招标。根
据公告，在龙见田站在 TOD 综合开发规划时会
同步开展东莞市轨道交通 15 号线黄江中心站至
龙见田站线位研究、15 号线出入场线研究和龙
见田站的站线位研究，通过研究轨道线站位确
定龙见田站的站线位位置、方案以及轨道停车
场的预留对接，以期依托多个轨道站点建设“轨
道交通重镇”，进一步促进黄江与松山湖以及
深圳光明区同城化。（相关链接）

2020 年 4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
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创新投
融资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填补当前金融
产品空白，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升直接
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短期以有利于广泛筹集项目资本金，降低债务
风险，是稳投资、补短板的有效政策工具；长
期以有利于完善储蓄转化投资机制，降低实体
经济杠杆，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化、规范
化健康发展。

南京市

长沙市

东莞市

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支持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目标。王
武庄车辆段上盖项目一站一场范围 85 公顷，总
建筑面积达 110 万平方米，10 号线二期末端站
点石杨东路位于地块内，并和规划的 12 号线换
乘，交通便捷，预计为项目带来近 40 万客流。
（相关链接）

https://dy.163.com/article/F95252750535A54Y.html;NTESwebSI=EF22B07A58017EE44BE4C2BB9FE7FF9D.hz-subscribe-web-docker-cm-online-rpqqn-8gfzd-r5j7g-578964b9flw-8081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c135623/2020-03/24/content_7d45e353c5cb47feb61b001cdf23419f.shtml
http://www.chengdurail.com/sw_detail/7275.html
https://jt.rednet.cn/content/2020/03/28/6960120.html
http://ggzy.dg.gov.cn/ggzy/website/WebPagesManagement/TradeInfo/GovProcurement/govdetail?publishinfoid=3381533&fcInfotype=1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3/content_55085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3/content_5508587.htm
http://gzw.nanjing.gov.cn/gzdt/202003/t20200316_1812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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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2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印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
作为制订智慧城轨发展的技术政策、技术规范、
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的指导性文件，鼓励各城
市有序推进智慧城轨建设。

2020 年 3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公示《关于安徽省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
建设规划（2020-2025 年）的批复》。除原则
上批复项目列示外，批复还提到加强城市轨道
交通与合肥西站、肥东火车站、北城高铁站等
主要交通枢纽的衔接，做好换乘设计。统筹衔
接城市轨道交通与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的规
划建设，深入研究站点枢纽综合开发，做好站
点与周边客流密度较大的商城、社区、学校等
的衔接，科学合理布设出入口，提升旅客出行
安全性、便捷性，提高土地综合开发效益。

2020 年 4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公示《关于调整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
设规划方案的批复 ( 发改基础〔2020〕484 号 )》。
除原则上批复项目列示外，在项目资金筹措方
面，文件规定项目资本金比例由 50% 调整为不
得低于 40%，由深圳市及相关区县财政资金解
决，资本金以外的资金采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方
式解决，并将 TOD 站点综合开发作为轨道交通
建设资金的重要反哺方式之一；在项目设计方
面，文件明确需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与深圳宝安
国际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的衔接，做好换乘设
计，深入研究站点枢纽综合开发，做好站点与
周边客流密度较大的商城、社区、学校等的衔接，
科学合理布设出入口，提升旅客出行安全性、
便捷性，提高土地综合开发效益。

2020 年 3 月 1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北
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
协同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轨
道上的京津冀”在通州与北三县区域内高效一
体的综合交通网络。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中心，
构筑通达京津冀各中心城市、枢纽机场的城际
铁路网络，实现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顺畅衔
接，推动轨道枢纽与功能区的耦合布局，建立
轨道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机制，加强轨道站点
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及场站用地综合利用，

2020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在官网对《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
合利用规划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指南》提出，在综合利用项目流程方面，各
规划编制层级中应明确提出车辆基地综合利用
的主要控制内容并完成对应的规划或研究工作；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结合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提出车辆基地总体布局；在城市分区规划阶
段，应根据总体规划提出本区范围内车辆基地
用地规模以及全区拟综合利用车辆基地选址、
综合利用总建设规模；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区域一体化交通发展规划
TOD 相关技术规范

推进城际铁路枢纽及区域轨道快线主要站点综
合开发利用。

2020 年 4 月 3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明确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重
点健全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有序规划建设城
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推进中心城市轨道
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同时支持重点都市
圈编制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2020 年 4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
于促进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意见》，以问
题和需求为导向，有力有序推进枢纽机场与轨
道交通有效联通，科学规划机场轨道交通集疏
运系统。强调国家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郊）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机场布局规划之间
要加强衔接，加快构建内外联通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并根据机场旅客集散需求和相关规划
建设等情况，对功能定位、规模不同的机场分
类施策。附《枢纽机场连通轨道交通重点项目
清单》。

2020 年 4 月 27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和
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
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是继《长江三
角洲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在交通运输
方面的专项规划，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规划发展目标是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公路网络为基础，水运、民航为有效补充，
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
为主要节点，构建对外高效联通、内部有机衔
接的多层级综合交通网络，以此作为长三角一
体化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https://mp.weixin.qq.com/s/q-B1gE2_biuLfqVRPgp_Ag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t20200326_1224164.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t20200326_1224164.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4/t20200410_122551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4/t20200410_122551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003/t20200317_1223417.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003/t20200317_1223417.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003/t20200317_1223417.html
http://ghzrzyw.beijing.gov.cn/biaozhunguanli/bztg/202004/P020200401362135972899.pdf
http://ghzrzyw.beijing.gov.cn/biaozhunguanli/bztg/202004/P020200401362135972899.pd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09/content_55006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09/content_55006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21/content_55046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21/content_55046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21/5504605/files/587d1b3b5b644c23bf0e81e519454177.pd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21/5504605/files/587d1b3b5b644c23bf0e81e519454177.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004/P020200427576107886994.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004/P0202004275761078869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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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总体规划与分区规划进一步细化车辆基
地综合利用建设要求。车辆基地综合利用项目
规划流程与车辆基地主体工程流程应同步开展；
在规模指标方面，《指南》提出为确保上盖地
坪的人员活动安全与环境品质舒适，应合理控
制上盖地坪上建筑规模，并提出上盖地坪容积
率可参考值；同时提出车辆基地综合开发需要
设置轨道交通站点，在轨道交通方案阶段前期，
就应该开展车辆基地选址工作，确保轨道基地
综合开发能够真正实现 TOD 开发理念。

政策专题 :

      “新基建”与“两会”专题

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时首次提出“加强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
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
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加快 5G 网络、特高
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 2020 年
规划铁路投资规模达到 8000 亿元，确保投产新
线 4000 公里以上，高铁占 2000 公里。“

2020 年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
布会上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基
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
施，包括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
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
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
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提
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重点支
持既“两新一重”建设，主要包括：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
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
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
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
城就业安家需求。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
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云 南 省：2020 年“ 四 个 一 百”（”(100
项竣工投产项目、100 项在建项目、100 项新
开工项目、100 项前期工作项目 ) 重点建设项目
名单发布，总投资约 5 万亿元 ,2020 年计划完
成投资超 4000 亿元。

贵州省：2020 年轨道交通重点项目涉及收
尾 3 个目、续建工程 9 项、新建项目 8 个，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超 5000 亿元，

四川省： 2020 年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1400 亿元，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投资 500 亿元 ,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 500 公里。

陕西省：2020 年轨道交通包括续建项目
17 个，新开工项目 7 个，2020 年涉及投入资
金 2000 亿元。

广东省：2020 年包括国铁干线项目 12 项，
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11 项，疏港铁路项目 4 项，
总投资约 2000 亿元。（相关链接）

1.“新基建”相关政策及投资

2.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
     城市区域发展相关政策

1）“新基建”概念形成与政策发展

1）扩大有效投资

2）新基建政策下的轨道交通项目投资计划

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
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中旬，已有 20 多
个省区市发布规模达万亿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相关链接）

http://www.cnbridge.cn/index.php?m=wap&siteid=1&a=show&catid=4&typeid=4&id=65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4/26/c_11259080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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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地铁集团总工程师张
志良：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融合发展。
各城市内高铁、国铁、城际、地铁多网并存，
虽已基本实现衔接换乘，但受制于行业技术标
准或行政区界管理体制限制，存在跨层级、跨
区域互通互联和协同运输障碍。尤其是城际线
网与地铁线网不能互联互通，不利于实现“一
票式”联程和“一卡通”服务。建议从大湾区、
城市群的区域发展视野入手，全面推进跨层级、
跨行政区界的区域轨道交通一体化协同规划、
协同设计、协同建设和协同运营，推进区域轨
道交通共生共融。（相关链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
重点关注高质量发展市域铁路的问题。我国市
域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和建设渐入快车道，
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都市
圈，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城市群。
市域铁路在三、四线城市发展中也有广泛应用
前景。建议在三、四线城市积极发展低成本轨
道交通模式，与国家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实现
互联互通，有效衔接，构建高效、快速、中等
容量的轨道交通网络，助力国家产业转移和整
体布局，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与一、二
线城市的均衡发展。同时，市域铁路要网络化、
环状化，实现公交化运营，真正实现国家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
网融合发展；采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在运输调度指挥、
列车运行控制、旅客服务等方面高效衔接，逐
步实现一卡通、一票通。（相关链接）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地铁集团董事长佘才
高建言：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几
方面问题：城市轨道交通法制化略显滞后；城
市轨道交通安检标准缺乏；运营收支平衡规范
还需健全；地下空间利用的多规合一还需深化，
提出应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立法进程，指导行业
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为民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保驾护航；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制定、
安检设备、安检流程创新，推进无感安检、生
物识别、大数据分析等创新技术与城市轨道交
通行业的深度融合；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平
衡机制、加大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统筹力度；
允许政府专项债作为地铁项目资本金投入，助

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
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

困地区加快发展。
发展海洋经济。
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支持保

就业、保民生、保运转，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
面恢复。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谢正光提出在编制北京地
铁“十四五”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虑：一、
追求速度规模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强调
“降本增效”的重要性；二、从单一的交通方
式发展转变为更加注重多种交通方式融合发展，
处理好城市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市郊（域）
铁路等“多网融合”发展；三、从传统要素驱
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通过 “北斗 +5G
（EUHT）+ 智慧地铁”，构建城轨运营新模式，
要通过高新技术来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的创新驱
动。 ( 相关链接 )

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
育产业、增加就业。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
家铁路建设资本金 1000 亿元。健全市场化投融
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要优选项目，
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2）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3）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3. “两会”：城市与轨道发展相关提案

https://mp.weixin.qq.com/s/FrBr2kppw5p3XIPrwuggHw
https://mp.weixin.qq.com/s/9Z-5kP1-5gnZKUF_M9ggmA
https://mp.weixin.qq.com/s/q336_YKvYsl7eBu8i1AU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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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链接）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

提升交通互联互通水平 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加快渝昆、渝湘、郑万高铁建设和成
渝铁路改造，推动渝汉、渝贵等高铁尽早建设，
缩短成渝地区与全国主要城市群、经济区的时
空距离，实现 1 小时成渝双核直连、3 小时毗
邻省会互通、6 小时北上广深通达。推进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和城市轨道“四网
融合”发展，打造轨道“1 小时通勤圈”。（相
关链接）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
以 AI、5G、轨道交通为代表的新基建会极大推
动经济发展。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基层社区的防控更加精准、
更加智慧。他认为，以人工智能、轨道交通、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将会极大推动中国经济的
发展，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飞跃和超越。（相
关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tvjXLxbXnVIW12qis_1Sw
https://mp.weixin.qq.com/s/8rGGNLf4fzIYkVz3WYyEgw
https://mp.weixin.qq.com/s/8rGGNLf4fzIYkVz3WYyEgw
https://mp.weixin.qq.com/s/iJhgpFO0KlqsHgwibVAa2w
https://mp.weixin.qq.com/s/iJhgpFO0KlqsHgwibVAa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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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原则与社区发展新模式的融合

“15 分钟社会生活圈”概念最早可以追溯
到美国城市学者 Jane Jacobs 对宜居城市的设
想，让社区拥有复合功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
推广。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曾于 2008 年提出
过“20 分钟社区”计划，让 90% 波特兰居民
的基本需求能在步行或骑行 20 分钟范围内实
现。

澳 大 利 亚 墨 尔 本 市 也 在“ 墨 尔 本 2017-
2050 规划”中引入“20 分钟社区”概念，鉴
于场所对居民的健康有直接影响，规划希望居
民能在 20 分钟范围内享有安全骑行、步行、公
共交通的选择，践行“本地生活”的健康理念。
墨尔本规划局已于 2018 年 1 月开始了“20 分
钟社区”试点。

此外，加拿大渥太华、美国底特律等城市
也相继提出过“15 分钟社区”的设想。

近期，巴黎现任市长 Anne Hidalgo 及其
团队于 2020 年 1 月提出“巴黎 15 分钟城市”
计划，让每个社区拥有教育机构、工作场所、
餐厅、健身休闲空间、社区诊所等功能配套设施，
使得居民在家附近步行或骑行 15 分钟范围内就

15 分钟社会生活圈

沿革：

案例研究：上海、浙江省等

城市发展过程伴随着被动增加的通勤距离
和时间，如果公共交通服务未能及时配套，人
们不得不将解决办法诉诸于机动车发展，而进
一步带来的道路拥堵、停车等问题，若只是单
一交通层面的解决方案会进一步降低城市发展
效率。

TOD 概念提出的初衷，是针对城市低密度
开发、土地低效利用的反思。在当下中国 TOD
实践中，大量被看见或者被报道的案例集中在
站点层面，尤其是枢纽级的站城一体化开发，
其高密度、连通性、混合用途常被提及，而诸

“15 分钟巴黎”概念图
图片来源：https://360.here.com/15-minute-cities-infrastructure

如小街区、密路网、混合用地、复合空间、步
行友好等其他 TOD 原则，同样非常关键，也应
鼓励并积极应用到更广泛的项目中。

近年来，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被
频频提及，“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未来社区”、
“完整社区”等作为社区发展新模式，在不同
城市开展试点。

本 期， 我 们 通 过 两 个 相 关 案 例 解 析， 对
TOD 原则与各项社区发展新模式的融合进行梳
理，希望为 TOD 原则在社区层面的创新应用提
供启示。

能满足日常需求，从而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
希望通过健康的城市基础设施鼓励健康的生活
方式，提升生活品质，并达成生态化的城市转型。

https://www.portlandonline.com/portlandplan/?a=288547&c=52256
https://www.planmelbourne.vic.gov.au/current-projects/20-minute-neighbourhoods
https://www.planning.vic.gov.au/policy-and-strategy/planning-for-melbourne/plan-melbourne/20-minute-neighbourhoods
https://www.planning.vic.gov.au/policy-and-strategy/planning-for-melbourne/plan-melbourne/20-minute-neighbourhoods
https://360.here.com/15-minute-cities-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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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社区”功能配套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s://www.planning.vic.gov.au/policy-and-strategy/planning-for-melbourne/plan-melbourne/20-minute-neighbourhoods

图片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公众读本》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在上海的实践

1. 总体规划

在 2018 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再次提出以 15 分钟社会生活圈组织
紧凑的社区生活网络和休闲空间，并强调建设 TOD 社区，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公交枢纽等空间，综合
设置各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本地就业机会

安全骑行网络

多样化住宅

居家养老条件

可负担住房选择

安全街道和空间
运动及娱乐设施

绿色街道和空间

本地游乐场和公园

终身学习机会

本地学校

本地购物中心
本地健康设施及服务

社区花园

“20 分钟社区”特征

步行友好

本地公共交通

区域范围内与公共交通、
工作和服务良好的连通性

https://www.planning.vic.gov.au/policy-and-strategy/planning-for-melbourne/plan-melbourne/20-minute-
http://www.shanghai.gov.cn/newshanghai/xxgkfj/2035004.pdf
http://www.shanghai.gov.cn/newshanghai/xxgkfj/2035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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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就业空间布局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对中心城区、郊区部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
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中心城、郊区的覆
盖范围分别为 600 米、1500 米）商品住房用地
的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比例进一步提高。

对于街坊规模大于 3 公顷的已建小区，优先
鼓励对人行开放，提高市民步行可达性，尤其是
对市民步行到达幼儿园、小学等设施造成阻隔的
小区宜开放人行；对于街坊规模较大（大于 6 公
顷），尤其是外部交通穿越需求较高的已建小区，
在确保安全保障、居民接受程度较高的前提下，
鼓励街坊内部道路积极对外开放，实现内部道路
公共化，弥补交通路网密度的不足。

构建合理的用地比例结构，提供适度的就近
就业空间和机会。建议就业用地占比 15-25%，
主要包括商业、商务办公、公共服务设施等非居
住用地类型。

以公共交通站点或公共活动中心为核心，鼓
励在 200-300 米半径范围内集中布局就业空间。

A 居住：提倡多样化住宅类型、包容混合的住
宅布局、开放共享的住宅环境

B 就业：倡导功能混合布局和土地复合利用，
激发多元创新空间，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
促进职住适度平衡

2. 规划导则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并推出《上海市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的城市，从城市总
规到相关导则体系化一以贯之，并发布公共政
策“公众读本”，加强公众参与并推动实践。

《导则》于 2016 年正式推出，并将“15
分钟社会生活圈”作为社会治理和社区公共资
源配置的基本单元，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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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居住、就业、交通、服务和休闲等社区生
活五方面，鼓励在社区内设置类型多样化的就
业空间，优先考虑老人和幼儿等弱势群体的设
施需求，倡导居民以步行和公交为主要出行方
式。

鼓励发展嵌入式创新空间，为小微企业提
供低成本办公场所

提倡建筑复合利用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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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密度路网系统，构建完整的步行网
络

步行网络密度要求。轨道交通站点 300 米
范围内，建议步行网络密度达到 14km/km2 以
上，路口间距宜为 80-120 米。一般地区的步
行网络密度不低于 10km/km2，路口间距宜为
100-180 米

公共交通站点的覆盖水平。包括轨道交通
站点和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在内，内环以内地区
300 米服务半径范围内达到全覆盖；内外环之
间、新城、新市镇地区 500 米服务半径范围内
达到全覆盖。

围绕轨交站点的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要
求。鼓励在轨交站点周边 150 米范围内，统筹
布局地面公共交通换乘站（建议换乘距离 50 米
以内）、社会停车场库、自行车存放场、出租
车候客点等。

轨道站点周边的用地混合。轨道站点核心
区（300-500 米服务范围内）以商业、公共服务、
居住等功能为主，鼓励以多种形式灵活利用空
间，提供公共绿地、小广场等，控制单一功能
的大面积土地使用，激发站点周边空间的活力。

轨道站点周边的设施布局。轨道站点核心
区（300-500 米服务范围内）鼓励成为社区级
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布局的地区。鼓励结合医院、
学校等各类公共设施、公园广场等就近设置公
交站点；沿连通性较好的道路布局公交车站。

C 交通 : 构建以人为本、利于微循环的道路系统 ;
提升慢行交通的比例与品质，建立便捷连通、
舒适宜人的步行网络；建立多层次的公共交通

D 服务：构建步行可达、高效复合的空间布局，
实现设施空间布局与居民步行使用特征以及设
施使用频率的高效契合

社区设施圈布局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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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点案例

目前，上海已于 2019 年组织开展“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社区更新试点工作，15 个街道试点，
对应主题各不相同。其中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街道西南区域作为试点之一，其规划愿景着重于以轨道
交通为依托，形成设施配套完善的 TOD 社区更新改造。

上海市松江区的九里亭街道靠近闵行，为
动迁安置小区，外来常住人口众多、密度大、
结构复杂，租户占比高达 70%

1. 前期规划住宅用地占比较高，导致后期
建设及人口密度大，工作岗位供给不足

2.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功能单一
3. 街道内各等级路网密度较低，断头路较

多、次干路和支路系统薄弱，人车混行，交通
拥堵且存在潜在安全问题

4. 文化、医疗、体育、休闲绿地等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缺乏

松江区九里亭街道范围

上海地铁 9 号线九亭站

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景观
图片来源：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26431224479305426

项目区位示意图

A. 现状问题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31406/u21aw1400104.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15343/u21aw1402244.html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2643122447930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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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需调整土地规划利用，增加混合度：
根据《松江区九亭新市镇（含九里亭街道）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最新调整，
围绕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要求，将部分原
规划商业商务用地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为文化、
教育用地和绿地，补齐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借鉴 TOD 开发理念，增加轨道交通站
点周边开发强度及类型：围绕九亭地铁站点北
侧 500 米范围内新增商办用地，规划商业商务
设施作为九亭北部商业及公共服务中心；在地
铁 4 号口，根据原审批控规完善公交枢纽和公
共开放空间，并在后续规划中继续研究并改进
地铁站与周边商办地块的直接联通问题。

3. 系统性增强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对外，将轨交 12 号线、轨交 25 号线引入九亭地区并设站，同
时将松江区有轨电车 T6、T7 线联通轨交 9 号线、12 号线以及 25 号线各站点，最大限度打通九里亭社
区与周边地区的连通性，方便居民与中心城以及松江的联系；对内设置慢行系统，构建完整步行网络。

B. 社区更新举措及效果

图片来源：《松江区九亭新市镇（含九里亭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 公众参与草案

图片来源：《松江区九亭新市镇（含九里亭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 公众参与草案

交通系统规划图

道路系统规划图

原控规方案   调规后方案

慢行系统结构图

http://www.songjiang.gov.cn/BigFileUpLoadStorage/temp/2019-11-29/048405e9-3611-4703-981b-e33117b50b85/%E8%8D%89%E6%A1%88%E9%99%84%E4%BB%B6.pdf
http://www.songjiang.gov.cn/BigFileUpLoadStorage/temp/2019-11-29/048405e9-3611-4703-981b-e33117b50b85/%E8%8D%89%E6%A1%88%E9%99%84%E4%BB%B6.pdf
http://www.songjiang.gov.cn/zmhd/008001/20191129/05526a29-8cac-41dc-b1e4-f01322d42835.html
http://www.songjiang.gov.cn/zmhd/008001/20191129/05526a29-8cac-41dc-b1e4-f01322d42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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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步行友好公共绿色空间：新建九里
亭公园，规划人均绿地从现状的 3.5 平米每人
提高至 7 平米每人，营造宜居社区。

在全世界范围，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探索永不停歇，而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也是未来城市发
展的落脚点之一，近年来关于未来社区的创新尝试屡见不鲜。如 Sidelwalk Labs 曾位于加拿大安大略
省多伦多市的 Quayside 社区计划，更是对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未来社区的先锋性探索。

人口密度与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
匹配的社区在中国城市中非常常见，如何识别
并梳理当地需求，通过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解
决空间结构、用地布局和地块指标等问题，需
要大量调研、多方协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
同类型仍有开发需求的已建地区，妥善利用新
增轨道交通开发的契机，通过变更用地性质及
容积率奖励等方式，在社区或街道范围内重新
调整住宅、商业、公益服务等设施配比，是完
善社区功能，实现有效再开发和更新的机会，
TOD 原则为社区更新提供思路和落脚点。

C. 项目评价

背景：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289260610_695857

图片来源： https://www.joneslanglasalle.com.cn/zh/trends-and-insights/investor/future-of-community-and-urban-regeneration
浙江省“未来社区”发展时间

九里亭公园设计效果图

浙江省“未来社区”实践

2018 年，“未来社区”被列入《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行动计划》；自 2019 年《浙江省未来社区建
设试点工作方案》发布以来，“未来社区”在浙江省的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产
业革新，未来社区的内涵不断迭代创新，《工作方案》明确以“未来邻里”“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
来创业”“未来建筑”“未来交通”“未来低碳”“未来服务”“未来治理”九大场景来践行未来社
区模式的多样化探索。

未来社区列入“十大标志性工程”

启动顶层设计系统研究 试点落地全面启动 组建未来社区发展研究中心
组建未来社区产业联盟

未来社区列入 2020 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第一批试点实施方案评审
第二批试点申报

未来社区列入工作报告 首批 24 个试点创建名单出炉 加快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工作

《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行动计划》

《浙江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省发改委关于开展浙江省未来社区
建设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省发改关于 2020 年省重点建设及
预安排项目计划》

《2019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高质量加快推进未来社区
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2018 年 5 月 21 日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1 月 27 日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8 月 2020 年起

2019 年 8 月 16 日 2019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songjiang.gov.cn/jltsj/xwzx/006001/20191217/e7795245-a612-4ec7-bd0c-305dd91bf94c.html
http://www.songjiang.gov.cn/jltsj/xwzx/006001/20191217/e7795245-a612-4ec7-bd0c-305dd91bf94c.html
https://www.sohu.com/a/289260610_695857
https://www.joneslanglasalle.com.cn/zh/trends-and-insights/investor/future-of-community-and-urba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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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考虑试点范围？ 社区居民需求是什么？
在浙江省的实践中，结合城市更新背景，

未来社区试点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主，在目前已
开展的第一批“未来社区试点”中有 21 个小区
（共 24 个社区）为待改造社区，并明确将依托
TOD 开发项目的区块作为优先考虑。

1. 从项目类型角度：针对改造更新类项目，
以 20 世纪 70-90 年代老旧小区为改造主体；针
对规划新建类项目，依托省重大发展平台，高铁、
轨道交通站点，人口集聚潜力大等进行规划建
设。

2. 从项目阶段角度：在项目启动阶段，优
先考虑轨道等公共交通覆盖、地上地下空间开
发潜力较大的区块。

依据浙江省未来社区研究课题组于 2018
年 11 月组织开展的“关于浙江省部分试点建设
的未来社区问卷调查”，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
浙江省社区居民在老旧小区改造、交通出行改
善、生活智慧化和养老文化设施改善等方面的
四大生活需求和老旧小区空间集约利用不足、
公共设施服务水平提高相对滞后、社区生态环
境质量不高、邻里关系缺乏互动交流载体等四
大突出问题，据此提出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启
示与建议。

从需求角度：根据社区交通现状调查结果
显示，停车、道路拥堵、公共交通便捷等为重
点关注问题。针对现有公交方式，40% 的居民
希望增设或优化公交路线，31% 的居民希望增
设站点；而对新型交通方式，47% 的居民希望
增加智能停车系统、31% 的居民希望推广共享
停车改善停车难问题。

图片来源：浙江省未来社区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图片来源：浙江省未来社区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社区交通现状问题

公共交通改善需求分布        新型交通需求分布 社区空间布局现状问题 

https://www.wjx.cn/jq/43785087.aspx
https://www.wjx.cn/jq/43785087.aspx
http://www.cqvip.com/QK/98323A/20195/7002360794.html
http://www.cqvip.com/QK/98323A/20195/7002360794.html
http://www.cqvip.com/QK/98323A/20195/7002360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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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未来社区试点创建工作中纳入 TOD 原则？

如何对 TOD 原则在项目中的应用进行评价？

未来社区分场景评价指标：TOD 视角

在未来社区试点创建工作一般流程中，对
申报方案的编制、评审，对实施方案的编制、
评审，土地“带方案”的公开出让，项目建设
实施与试运营全过程中都需要各方对 TOD 原则
一以贯之。

1. 通过合理交通规划引导基础设施配套：
按照“5-10-30 分钟出行圈”要求，健全社区公
共服务于基础设施配套

2. 依 据 TOD 原 则 引 导 空 间 开 发： 遵 循
TOD 原则，有效进行枢密有致、功能复合开发，
加大城市存量用地盘活利用力度，科学合理确
定地块容积率、建筑限高等规划技术指标，集
约高效利用空间

3. 通过灵活容积率计算，地上地下综合立
体开发，鼓励空间高效利用：支持试点项目合
理确定防灾安全通道、架空空间和公共开敞空
间不计费容积率

4. 复合土地利用，盘活存量：对符合条件
的土地高效复合利用试点项目，纳入存量盘活
挂钩机制管理，按规定配比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

5. 通过市场化操作，综合考量资金平衡与
住房可负担性：按照系统设计、去房地产化要求，
立足社区建设运营资金总体平衡。对于更新改
造类项目，合理测算改造地块容积率，适度提
升混合开发强度，保障建设期与运营期资金平
衡，合理限价出租出售；对于规划新建类项目，
允许依法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评定分离办法选
择设计、咨询单位，实行“带方案”公开土地
出让模式，适度降低用地成本，提高综合配套
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分九大场景，共 33 个指标。在未来建筑和未来交通场景中，对空间集约开发、建筑
公共空间、交通出行、智能共享停车、社区慢行交通的约束和引导性指标的设置中均有对 TOD 原则的
具体体现（如下图表格中红色字体显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未来
建筑
场景

CIM 数 字 化
建设平台应用

约束性 建立统一的社区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社区规划设计、建设施工、
运营管理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引导性 CIM 平台功能向城区拓展，运用到城区的联片开发建设

空间集约开发
约束性

TOD 导向开发强度梯级分布、“疏密有致”空间布局、功能复合、
地上地下综合利用，与地下管廊集约规划布局建设相衔接，基本
实现资金平衡

引导性 公共服务设施与交通站点无缝衔接；充分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建设

http://fzggw.zj.gov.cn/art/2020/3/11/art_1228967032_42228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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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未来
建筑
场景

建筑特色风貌

约束性 采用地面、平台与屋顶、垂直绿化相结合的方式，打造立体多层次复
合绿化系统；按均好性要求配置空中花园阳台

引导性 基于地方风貌基底与城市肌理，建立完整风貌控制体系；打造社区文
化标志建筑物（含构筑物）

装配式建筑与
装修一体化

约束性
应用装配式建筑（含内装），装配率达到地方先进水平；应用绿色建材；
采用建筑装修一体化和标准化设计，提供模块化户型组合和菜单式个
性装修等定制服务

引导性
对标绿色建筑全覆盖要求，保障房对标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要求，
其他住宅与公共建筑对标二星级及以上要求；单体建筑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争取不低于 30%

建筑公共空间
与面积

约束性 建设综合型社区邻里中心；分散配置街坊共享空间；规划新建和全拆
重建类通过建筑底层架空开放等形式，创造开放共享空间

引导性 采用套内建筑面积计算方法；推广建筑弹性可变房屋空间模式

未来
交通
场景

交通出行

约束性
家门口步行 10 分钟到达公交站点；规划新建和全拆重建类做到“小
街区、密路网”，路口间距不超过 300 米；打通社区内外道路，提
高出行便捷性

引导性 社区路网空间全支路可达；社区对外公交站点慢行交通换乘设施全覆
盖；建立交通信息发布系统和平台；提供定制公交等个性化出行服务

智能共享停车
约束性 建立智能停车系统，提供车位管理、停车引导等功能；通过共享停车

提高车位利用率，实现 5 分钟取停车

引导性 应用自动导引设备（AGV）智能停车技术等

供能保障与接
口预留

约束性 车位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引导性 插花式改修建鼓励开展停车位充电设施改造；预留车路协同建设条
件，如无人驾驶、智能交通运行等

未来
交通
场景

社区慢行交通

约束性 社区内部封闭式管理空间实现人车分流

引导性 提高社区慢行交通网络密度，达到 14 公里 / 平方公里以上；配置社
区风雨连廊等

物流配送服务
约束性 设立智能快递柜、物流服务集成平台等智能物流设施；实现 30 分钟

包裹由社区配送到户；配置物流收配分拣和休憩空间

引导性 采用智能配送模式，如末端配送机器人等

详情参见《浙江省未来社区试点创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http://www.zj.gov.cn/art/2019/12/30/art_1551437_42216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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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十三届）轨道交通与城市国际峰会， 
2020 年 6 月 22-23 日，中国深圳（相关链接）

2020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
（CIRC2020）区域交通一体化与高质量运营的
探索，2020 年 9 月 2-3 日，中国上海（相关链接）

GEF-SCIAP 项目 TOD 线上讲座系列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TOD 指数报告 (2020)

TOD 城市分析报告（2020）

报告分享

TOD 相关活动预告

[1] 规划健康：疫情之下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审视（相关链接）
[2]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抗击疫情的关键在哪？（相关链接）
补齐短板强化城市公共空间韧性（相关链接）
[3] 每次重大疫情都会推动城市设计理念更新迭代，新冠疫情或将加速
“韧性城市”落地 （相关链接）
[4] 韧性城市：面对新冠疫情，规划师对公共领域与应急管理的建议（相
关链接）
[5] 疫情之下的规划启示录（相关链接）
[6] 公共空间和公共价值：Helle Søholt 访谈录（相关链接）
[7] 疫情之下，全球最大建筑师设计事务所之一 Aedas 如何仍保持高效
运营？（相关链接）
[8] 全球城市观察︱“15 分钟巴黎”计划能否提升社区功能（相关链接）
[9]The 15-minute infrastructure trend that could change public 
transit as we know it （相关链接）
[10] 松江区解决生活圈短板打造绿色新社区九里亭街道打造“十五分钟
社区生活圈”（相关链接）
[11] 上海市松江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相关
链接）
[12]《松江区九亭新市镇（含九里亭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
2035）》 公众参与草案（相关链接）
[13] 松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松江区九亭新市镇（含九里亭街道）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公众意见处理建议（相关链接）
[14]《上海市松江区九里亭街道 SJP0-0102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14、
17、23 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相关链接）
[15] 关于“新建九里亭公园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公告（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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