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城市设计领衔“双修”，以“双修”提升
宜居建设

导读：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高磊分享“以城市设计领

衔‘双修’，以‘双修’提升宜居建设”的内容。结合珠海城市设计

体系与要素的分析，介绍珠海城市设计引导城市双修的规划建设实践

经验。他认为，城市双修应注重文化、生态、民生和特色，更加关注

实施项目的策划，针对性破解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

有利于直接高效地推进有实效、有影响、可示范的项目。

一、对“双修”的理解

1.“双修”的起源

我国三十多年来高速城镇化和城市扩张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6.1%，城镇化发展到达拐点，

当前我国进入到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后期。



我国城市化进程

拐点：50%城镇化水平城市化 50％以前，以城市扩张和新城建设

为主，城市发展是粗放型的。城市化 50％以后，以城市更新和新城

建设并重，且随时间推移，旧城更新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以环

境品质优化为主。

特征 1:快速城镇化阶段积累的“城市病”逐步爆发

“城市病”



特征 2：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

进入“存量发展时代”

由于认识和能力的不足，在城市大规模扩张和城市化进程高速推

进的同时，我们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文化、城市

品质等方面留下大量的历史欠账。

2.生态环境欠账

全国三分之二的水体受到污染，山体被破坏；雾霾影响全国大部

分地区。

3.公共服务欠账

过去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过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

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尤其在保障性住

房、医疗、教育、社保、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需求与供应之

间的巨大缺口。公共服务供给城乡不平衡；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 。



4.历史文化与特色风貌缺失

历史文化遭到破坏，城市人文特色消失，城市空间风貌趋同，表

现为“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特点。

二、国家的政策应对与试点城市探索

1.新时期城市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城市“双修”呼之欲出

2013 年 12 日至 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依托现有

山水脉络，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

续城市历史文脉。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

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2.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定调“双修”

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

城市“双修”概念，并于 2016 年 2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理

念定下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工作部署的重

点为：一、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二、要大力开展生

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

3.“城市双修”试点——星星之火，三亚起源

2015 年 4 月，面对三亚市在城市高速发展阶段出现的城市

形态风貌失控、交通拥堵、违法建筑蔓延等城市问题，首次提出

在三亚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试点工作；2015 年 6月，

住建部正式发函，将三亚列为全国第一个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试



点城市。

全国工作指引正式出台——《加强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 年，为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明确“双修”行动的纲领指南，

文件提出：以“十大抓手”，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城市。

三、珠海对“双修”的理解

长期以来，珠海坚持经济快速与生态保护并行，在城市发

展的同时保持了良好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在这

个过程中珠海不断探索，创新城市建设模式，获得了较多宝贵的

荣誉。

城市双修，就是更加关注实施项目的策划，针对性的破解生

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公共服务不足等突出问题，直接高

效推进有实效、有影响、有示范的项目。城市双修，更重要的是

把它变成一种行动，一种实践。设计是靠策划，双修是靠行动，

从城市设计开始，然后最运用双修实施路径。

1.城市发展思想的转变

生态思维重于景观思维、以人为本，民生为先、文脉传承，

塑造特色风貌。

2.城市管理精细化、品质化

建立数字城市模型，以三维立体模式加强对城市的空间形体

和公共空间的管控；推进三清两违、城市更新、户外广告及夜景



灯光照明规划等工作，提升城市品质。

3.以城市设计引领城市双修

在城市设计工作中，特别注意将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城市

双修项目，用城市设计引领城市双修，用城市双修验证城市设计。

 案例介绍——情侣路沙滩修复工程



岸线利用设计

整体规划空间结构：“一带九湾”的浪漫海岸。 一带：一

条沿情侣路的浪漫风情海岸带。 九湾：中国最特色的海湾集合

区。在“一带九湾”规划中，确定情侣路 “一带九湾”的整

体景观格局和重要节点，并策划出香炉湾沙滩在内的 10 大沙滩

修复项目。

 案例介绍——香炉湾沙滩修复工程

修复项目具体内容：香炉湾沙滩修复工程南起珠海渔女西侧

260m 岸线处，北至东风路口，岸线长度约 1500m。采用“市政管

道深埋+滩面吹填补沙”的分层方式，建成 9 万㎡“凹”字形的

人工沙滩。

修复项目特点：

针对强——针对“有岸无滩”、“硬质驳岸”等现状问题；见



效快——生态复兴、海鸟回归；可示范——成为沙滩修复典范，

直接指导其他湾区的修复工作。

4.落实海绵城市理念，指导城市修复

利用珠海是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优势，积极贯

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采取多种方式、适宜的技术，系统地开展

山体、水体、湿地的修复工作。

海绵城市内涵是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

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暴雨来临时由河湖、绿地、

可渗透路面等构成的城市海绵体，可以吸水、蓄水、渗水、净水，

需要用水时则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工作重点：保护

原有水生态系统 、恢复被破坏水生态 、低影响开发 减少地表

径流。

生态修复内涵是针对当前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大量城市

病问题，致力于在自然突变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

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态系统原本的面貌。工作重点：

河流水系修复、生物恢复 、山体修复、湿地修复。

国家对海绵城市整个工作的管理体系工作要求，是属于层层

分解，落实的一个过程，要求全市要做一个整体的海绵城市指标，

落到各个分区里面，然后在各个分区的指导下，再做更细的，把

指标层层的落下去。

珠海在第一层面的，尝试做了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

合的模式，自上而下把总的控制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分区，自下而



上做了一个指引，指引包括两方面指标，一方面是通过总量的测

算确定的分区基准指标，另一方面是根据地块功能、地块大小、

朝向、地质条件、排水条件等综合因素，确定一系列的调整系数，

通过一个分区基准指标乘以调整系数等于具体地块指标。

四、珠海城市设计体系与要素

1.以“四个层次”为框架的城市设计编制体系

在市域层面开展总体城市设计。依据《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20 年）（2015 年修订）》，先后完成《珠海市总体城市

设计及城市 CI 设计》和《珠海市夜景景观规划》，从白天、夜晚

两个维度建立城市总体空间骨架，实现城市设计全天候管理。总

体城市设计通过识别城市的整体风貌特征，确定城市总体格局与

景观体系，形成城市设计管理框架，进一步明确和丰富城市总体

规划的实施要求，并为下层级城市设计提供指引。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珠海市山体水体保护利用规划》《珠海市生态线控制性

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进一步细化了城市重点控制要素的管控

要求。





珠海建立了与城市规划一一对应的城市设计编制体系，两者

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在市域的层面，珠海是做了全市的终极的长

远的概念性空间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与之相对应

开展了全市的总体城市设计。

珠海是全省陆地面积最小的城市，但是城市规划对象和要素

都特别的复杂，整个城市是山和水融为一体的，地形非常多样，

是典型的滨海城市的感觉，但是在西部有大片的田园地区。整个

城市基本形成了 3 种城市形态，一个是东部地区，称为滨海花园

城市，西部地区是滨江田园的城市，还有 100 多个海岛，同时有

一个海岛的组团风貌的城市。 所以通过总体城市设计，把整个

城市的风貌差异问题解决了。

2. 在片区层面开展分区或轴线城市设计

按照城市总规确定的东部“滨海花园城市”和西部“滨江

田园城市”的特色风貌，进行差异化的分区城市设计编制工作；

完成了横琴新区、西部生态新城、唐家湾地区、南湾城区等分区

城市设计，与分区规划共同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依据。



针对珠海已有“一带两轴”的精品景观廊道，开展了情侣路

浪漫风情海岸带、九洲大道动感活力轴、迎宾大道绿色景观轴的

概念性城市设计，确定轴线整体提升策略，优化交通系统组织，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活动空间，促进城市功能转型升级，提升城

市活力。





3. 在城市更新、特色小镇等重点地区开展详细城市设计

近年来，按照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开展了两镇、三心、三

港等一系列详细设计。

在成果输出上，特别强调建立“一控规多图则”的规划管理

体系，将城市设计、地下空间、海绵城市等控制要求转化为控规

的附加法定图则，细化建筑布局、形态特色、地下空间利用、建

筑风格和色彩等具体的管控要求，不断强化对城市开发建设的指

导。

4. 在重要场所和敏感地区开展“场地设计”

针对城市重要景观节点和待出让地块，进一步细化建筑单体

之间空间景观格局、视线通廊、立面肌理及空间形态，并将其纳

入 土地出让合同的规划设计条件中，有效指导下一步建筑方案

设计，保证建筑方案的风格、形式符合城市整体空间形态的控制

要求。这种“场地设计”方式，大大丰富了原有容积率、绿地率、



建筑密度等相对原则性的控制要求，又为下一步建筑设计明确了

方向，减少了方案摇摆与徘徊，一经推出便为开发企业所接受，

曾经是超高地价产生的重要推手。

5.以“九项要素”为核心的城市设计管控体系

《珠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指出城乡规划应当充分利用

山水相拥、陆岛相望、城田相依的自然条件，严格保护山脊线和

海岸线；

滨水、沿山以及沿城市主干道两侧建筑高度、密度和面宽应

当协调有序，居住 建筑以点式建筑为主，预留视线通廊，打造

优美的城市天际线，营造山、水、城有机统一的海滨城市风貌；

城乡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应当进行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应当注

重对山体和滨水地区的保护及合理利用，对城市空间形态，交通

系统及建筑的造型、高度、色彩等内容提出规划管理要求。

《珠海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划分“东部花园城市风貌区”、



“西部田园城市风貌区”与“南部海岛风情园 风貌区”。将全

市用地划分为四类城市景观风貌分区，即特定风貌区、一类景观

风貌区、二类景观风貌区、三类景观风貌区。特定风貌区和一类

景观风貌区的重点地段应单独编制城市设计，作为详细规划及用

地规划设计条件的依据；二类景观风貌区在编制控规时应加强城

市设计内容研究。提出了滨水建筑、滨水开敞空间、沿山开敞空

间及沿重要景观界面的景观通廊控制要求。

滨水建筑布局控制

6.九项设计管控要素

以密度分区调配空间资源——影响城市效率与环境质量。空间使

用和占用情况。城市设计应尽可能让用地最高合理容限的占 有率保

持相对不变，以充分利用城市优先的空间资源。同时保护自然要素和

生态条件，优化基 础设施建设。

以建筑高度管控天际轮廓、以建筑特色凸显地域特点 ——建筑

是城市空间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城市中建筑的体量、尺度、比例、

空间、功能、造型、 材料、用色等对城市空间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

影响。

以夜景景观烘托浪漫氛围——室外公共活动空间或景物的夜间



景观的照明。通过灯光的效果烘托城市景观本身的文化性和特 色

性，展示不同于或模拟于白天的景观形象。

以公共空间提升环境品质——城市的公共外部空间。包括自然风

景、硬质景观、公园、娱乐空间。

以道路系统完善城市肌理（偏重车行、交通属性）、以街道营建

强化城市活力（偏重人行与活动、生活属性）——道路与街道是城市

公共空间的分支。

以历史建筑传承城市文脉——以“紫线规划”为统领，以历史建

筑为核心抓手，塑造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

以地下空间完善立体管控——设计内容包括出入口、室内空间设

计、与交通特别是静态交通的联系，以及与地面城市的立体 关系等；

地下城市设计要素应与与地面有机对应起来，并利用标识减少地下空

间封闭性带来的迷途感。

7.以密度分区调配空间资源

《珠海市密度分区规划》基于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生态环 境

3个方面内容，12项指标，确定 4 个基准强度控制分区不再结合他的

一些山水水体，包括一些相关的规划、环境保护等等；结合相关城市

设计所划定的城市重点地区，山体、水体等生态保护规划所确定强度

限制内容，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所划定的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风

貌协调区的要求，进一步修正基准强度分区；依据开发地块的周边与

道路的关系、轨道交通站点距离、地块规模大小、场地朝向情况，形

成不同分区强度测算的方法和规则。



《珠海市密度分区》密度分区区划图

8.以建筑高度管控天际轮廓

《珠海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中，针对重要城市滨海、滨河

生活岸线沿线地区，自岸线 300 米以内的滨水风貌敏感区的高层居住

建筑应以点式为主，临近滨水区域的建筑应以低、多层建筑为主；为

避免“高低配”的现象，提出了同一地块内的住宅最低建筑高度不应

小于最高建筑高度的三分之一等要求；依据密度分区规划，充分考量

视廊控制、山水格局、生态格局和历史文化保护要求，确定城市整体

高度分区和控制标准，划定促进高层建设区、高层敏感建设区、高层

引导建设区、禁止高层建设区 4 个分区；制定城市设计三维模型入库

数据标准，探索推行建筑高度的数字化管控，目前已完成主城区 160

平方公里的城市现状三维建模；



高层建筑分类控制分区图

9.以建筑特色凸显地域特点

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筑风貌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统筹

全市城市建筑风貌，明确城市天际线、山脊线和滨水岸线是城市风貌

管控的重点；组织编制《珠海市建筑风貌和建筑色彩规划》，提出“水

韵华彩百岛城，珠颜玉色山海间”的建筑色彩及“中西合璧、时尚先

锋”的建筑风貌定位。

10.以夜景景观烘托浪漫氛围

编制了《珠海市夜景景观规划》，识别城市夜景重点地区和一般

地区，并提出近、远期管控要求，确定了“一带、两轴、三核、三廊、

多点”的夜景结构，配套制定了《珠海市夜景景观规划——实施管理

手册》，确定刚性和弹性内容。



珠海市夜景景观规划

11.以公共空间提升环境品质

生态空间：《珠海市生态线控制性规划》，划定了 1051.08 平方公

里的生态空间，确保 70%的受保护绿色开敞空间，全面铺开控制线树

桩定界工作。

滨水空间：确定“重要的滨河生态岸线，其陆域沿河纵深的建设

控制地带不得少于八十米；重要的滨海生态岸线，其陆域沿海纵深的

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少于一百二十米”的管控要求

公园体系：编制了《美丽珠海—公园之城规划》，提出建设“千

园之城”的规划目标，并将公园建设近山、亲水、入村、融城。

公共艺术空间：在具体项目中，要求居住用地内须做公共艺术空

间设计，按绿地率的 10—15%或按用地面积的 3—5%提供公共艺术空

间用地，应集中布局成块状形态，且必须至少有一面临街，可结合配

套商业设置，

以道路系统完善城市肌理，更加强调是对车辆规范有序的管控，

道路的空间合理的利用。以街道营建强化城市活力，强调街道功能属

性。

以历史建筑传承城市文脉，以历史建筑为核心抓手，塑造各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地下空间完善立体管控。

五、珠海城市设计引领城市双修实践

1.修补城市“边边角角”

香洲区社区体育公园

①项目背景与策划

珠海市主城区已进入“土地紧约束”时期，人口的集聚与增加使

得户外活动空间日益局促。小地块挖潜与居民需求。

②项目生成

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宜居城乡的实施意见》（2009 年）；

广东省政府《关于加快转变我省体育发展方式的意见》（2012 年）：

转变观念，切实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群众体育上，要以人为本，以人

民群众的幸福为本，真正转变体育发展方式；2012 年，珠海市委、

市政府提出：率先升级、建设幸福珠海。区政府即以“人的尺度”审

视城市发展，以“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为宗旨，以“建设群众身边的

文体场所”为目标。



市区公园规划图

③项目实践

深入调查香洲区内闲置边角地情况，聘请专业机构；编制规划，

制定标准。

④建设特点

布局小而广，方便市民快捷安全到达；价廉物美，小投资带来大

的建设成效；设施齐全，因地制宜形成六大特色；精彩纷呈，群众文

体活动空前繁荣。



2.修复城市自然生态

沙滩修复工程

①项目背景与策划

上世纪 90年代，情侣路成为珠海的名片。然而，若干年前修建情

侣路时，采用传统防波堤建设方式导致情侣路“有岸无滩”，在某种

程度上隔断了城市与海、人与自然的联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开

敞空间不足、服务设施缺乏、城市界面单一等问题日益凸显。

项目生成

《情侣路浪漫风情海岸带规划设计》，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将沙滩

修复作为破解问题的突破口，结合现状条件、历史沿革、海洋动力环

境学确定了凤凰湾、香炉湾、城市客厅等 8 个沙滩修复工程，在沙滩

沿线设置滨海 游园和亲水平台，增设陆上及水上活动，提高海岸线

景观品质，丰富市民 滨海活动，凸显滨海城市特色。

沙滩修复把人工硬质岸线恢复为生态岸线，运用沙滩透气透水特

质，在海洋和陆地间形成缓冲区，由硬性防护转为软性防护，降低城

市自然灾害影响；同时，它也为还原历史，恢复珠海场地印记，活化

海岸公共空间，带动旅游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项目经验

科学论证，制定修复最优方案 自然数据收集，观测和前期论证

与设计确定最优方案。

创新思维，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建设单位创新性地把沙滩修

复与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基坑开挖建立了联动关系，直接采用巴塞罗

那人工沙滩建设经验借鉴，通过海洋人工岛开挖所余的优质中粗砂作

为沙滩砂源，仅花费了 2000 多万元，并缩短了工期。

专业管理，营造安全舒适沙滩环境政府采用区、镇街、社区三级

监管网络，明确了各级管理主体的职责范围与责任边界。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广泛调研，征集市民意见。

3.管线综合，功能提升



横琴新区综合管廊

①项目背景与策划

传统地下管线引发的次生灾害频发；地下综合管廊的先进性；横

琴新区面对传统管线存在的次生灾害隐患，选择建 设地下综合管

廊。

②项目生成

《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横琴建设成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生态岛”。横琴贯彻尊重山水、疏密有致、功能混合的城市规划

原则以 及节约、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原则，致力于打造“山脉田

园，水脉都 市”城市格局，最大限度减少了城市通勤交通的压力，

并提高了城市活力。同时，着力推进绿色建筑、低碳交通、低碳产业，

在提高城市活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的生态环保效益。

开展横琴新区综合管廊建设，是横琴新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有序推动城市开发建设，强化城市市政综合保障的一项重要市政工

程，具有突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4.践行“小街区、密路网”发展模式

以高新区为试点，推行城市设计实施建设导则，践行“小街区、

密路网”发展模式。

①项目背景与策划

大街区困境；小街区导向； 以高新区为试点，推行城市设计实

施建设导则，践行“小街区、密路 网”发展模式。

②项目生成

现实困境：小街区实践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不管是规划技术还是

实施管理，都缺乏相应的法规、规范指导和支撑。



5.传承城市印记与记忆

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

①项目背景与策划

全方位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古驿道、历史建筑的保

护利用，保护历史格局，延续城市文脉，是城市双修工作的重要内容。

珠海境内现存“岐澳古道”、“长南迳古道”、“凤凰山古道”、“金

星门水道”四条古驿道遗址，共计 64.5 公里。古驿道沿线有会同、

那洲两条古村，拥有杨寮迳烽火台、百峒溪摩崖石刻、普陀寺、凤凰

塔、烈士陵园等历史文化资源及凤凰山森林公园为代表的自然风景资

源。

②项目生成

在许瑞生副省长和省厅的关心指导下，珠海香山古驿道有幸成为

南粤古驿道八个示范段之一。珠海以岐澳古道、长南迳古道、凤凰山

古道及金星门水道四条古驿道遗存为载体，深度整合了古驿道沿线及

其周边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历史遗存、名人典故等，打造“香山古

驿道群英故里文化遗产线路”。

③实施路径

以古驿道本体保护为关键，示范段建设有序推进；以沿线资源整合为

支撑，古驿道工作连点成线；以主题活动赛事为平台，古驿道活化利

用全民参与；以完善的工作机制为抓手，古驿道保护长效规范。



香山古驿道遗存分布图

④实施成效

到 2017 年底，全市将基本建成香山古驿道示范段 22公里（其中，

岐澳古道 15公里，长南迳古道 7 公里）。

⑤实施影响

设计方面，将古驿道结合绿道、城市道路，梳理形成 4 条串联沿

线唐家湾镇、会同村、名人故居等古镇、古村及其他历史风物，体现

珠海近现代革命文化的香山驿路文化线。赛事策划方面，将文化遗产

徒的活化与赛事相结合，激发香山古驿道沿线历史文化资源活力。

宣传推广方面，贯通文化脉络，深入挖掘并研究古驿道沿线在中国近

代政治、科技、经济、文化有代表性的原香山籍人物（如留美幼童等）

生平事迹、历史文献、历史遗存等历史文化资源。



6.研究城市更新容积率测算方法

城市更新补公容积率奖励研究，面对现状城市更新容积率定夺考

虑因素片面导致普遍较高、测算方法不统一的问题，开展《城市更新

补公容积率奖励研究》。

容积率测算原则，奖励补公，保证可行性：严控设施类型，提升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放宽更新项目容积率，在可承载的范围内给予支

持。适用对象，拆建类旧工业、旧城镇改造项目，已批准列入更新计

划的城中村、烂尾楼改造项目。容积率测算思路，针对权属用地，进

行开发总量控制（分为三部分）。由容积率除以用地面积反算容积率。

特殊贡献奖励，对于珠海市经济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企业，在其他技

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容积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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