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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
开发规划编制技术指引（试行）

项目地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
项目规模：珠三角地区
委托单位：广东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完成时间：2012 年

项目概况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

沿线综合开发的重要工作部署， 为规范和指导珠三角城际轨道

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深度，开展了本次指引编

制工作，以指导和进一步加快推进 TOD 规划编制工作。

主要内容：

（一）总则

（二）成果构成及深度

规划编制深度参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般规定，重点研究站场

TOD 综合开发的区域意义和功能定位，落实低碳、便捷、紧凑、

人本等 TOD 开发理念在土地使用、交通组织、公共空间等方面

的要求，对核心区的空间形态作出概念性设计，并提出规划实

施措施安排。规划控制内容包括强制性规定和引导性规定。

（三）规划内容

对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的文本、说明书和图纸内容作出了具

体要求。

（四）成果形式

对规划成果提交的形式等做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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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市 域 铁 路 S2 线 TOD
综合开发规划

项目地点：浙江省
项目规模：线路长 62.95 公里
委托单位：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6 年

项目概况

2015 年 12 月 24 日，温州市域铁路 S2 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正式获得浙江省发改委批复，并于 12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

市域铁路 S2 线北起乐清市城东街道新下塘，沿东部沿海走廊至

瑞安人民路，贯穿温州市域东部，是构建未来温州大都市核心

区沿海产业发展带的快速联系通道，加速温州由“瓯江时代”

迈入“东海时代”的发展转变，全面拉大城市框架，推进东部

沿海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为了加强市域铁路 S2 线沿线地区的规划引导，实现城市轨道沿

线城市功能与交通功能的一体化发展，促进公共交通支撑和引

导城市发展的规划模式，建立可持续的交通发展结构，鼓励多

功能立体化轨道站点综合开发模式，特开展市域铁路 S2 线 TOD

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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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安新区中央活力区及高铁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设计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二等奖
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二等奖
2017 年度深圳市第十七届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

项目地点：贵州省
项目规模：6.9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贵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理局
完成时间：2015 年

项目概况

贵安新区是我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中心区中央活力

区是贵安新区最为重要的核心区，范围内的沪昆高铁贵安站是

大贵阳都市圈的“三主一副”中的客运主站枢纽及城市门户。

是全区率先落实总书记提出的 “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有

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新区建设理念的先导示范区。

在 2015 年 7 月开展的方案征集中，我司与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联合体从 136 家国内外设计机构中获得优胜，并主导

开展后续的深化设计工作。规划对原有规划进行系统评估，在

提升非颠覆的原则下重点优化空间格局、强化特色塑造、创新

动态统筹，形成以城市设计作为统筹实施平台的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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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新区庆盛枢纽片区控规
深化及城市设计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广州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广州南沙开发区规划研究中心
完成时间：2018 年

项目概况

南沙新区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国家新型城市化综合

示范区，内地与港澳、国际接轨的服务平台，珠江三角洲世界级城

市群的枢纽性城市，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海上门户；如何强化新区

和自贸试验区对珠三角及全国的辐射功能，形成粤港澳深度合作示

范区，是本次规划重点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项目目标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科技创新节点、国际科创城

南沙新区北部组团中心。不是终极蓝图的颠覆重绘，而是实施路径

的务实构建。针对重视蓝图设计，但缺乏行动，而造成的规划操作

性较差问题，本次控规深化与城市设计应强化效用导向，构建贯穿

战略、管理、开发三个维度的全流程设计管理，构建片区的特色化

发展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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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丽枢纽综合规划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165.95 公顷
委托单位：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
完成时间：2018 年

项目概况

西丽枢纽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以北、留仙洞总部基地

以南、大沙河以西、南海大道以东，是南山区沿后海金融商务

总部基地 -高新技术园区 -留仙洞总部基地创新发展轴带的核

心咽喉地区，同时东西向可便捷联系前海 -宝安中心、福田 -

罗湖中心，是南山区创新发展产业中的重要战略平台、深圳市

对外输出科技创新资源的窗口。

本项目规划范围为南坪快速 /广深高速、南海大道、茶光路、

沙河西路围合区域，占地面积约165.95公顷。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综合交通上，重点解决西丽枢纽内轨道线站位的布局、提出高

铁进出站方式的建议、人流换乘及各类接驳设施的布局和进出

流线组织、与区域的道路交通联系等；城市规划上，提出枢纽

的功能定位、业态布局、土地利用等，统筹枢纽与周边片区的

空间形态、建筑景观、公共空间、地下空间、慢行系统等，并

提出枢纽体的建议范围及与周边片区的衔接建议；市政设施上，

提出枢纽地区各类市政管线的迁改建议。

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打造站城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

实现枢纽与城市高度融合发展。西丽枢纽片区将打造以科技创

新的展示、交流、体验、服务为核心，集科创商务商业休闲游

憩功能于一体的大湾区创新中枢，形成“站—产—城”高度融

合的创新枢纽。与前海、后海、蛇口等中心联动发展，扩大深

圳科技创新的辐射带动效应，助推深圳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创新城市、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创新湾区战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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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惠南新城片区控制线详细
规划及城市设计
项目地点：惠州惠城区
项目规模：17.5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惠城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启动时间：2018 年 1 月

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惠州成为珠三角向内陆

地区传递区域辐射带动力的重要门户，随着大湾区高铁及轨道

线网不断完善，规划确定广汕高铁、深惠城际均设站惠城南站，

穿过惠南新城片区。在此条件下，惠南新城片区成为惠州沿江

向海发展以及惠城中心城向南拓展的远景战略性地区。2018年，

为了落实上位规划引导要求，对外对接区域高铁轨道建设发展，

借力高铁站建设，对内促进惠州的沿江向海发展与惠城的南拓

发展，引导惠城南站周边地区的 TOD 开发，惠城区住房和城乡

规划建设局组织招标程序，于 2018 年 1 月中标并开始编制惠城

区惠南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二、设计理念

生态导向，构建山水廊道，积极融入区域生态格局；见山近水，

积极利用城区中的山水要素形成品质、活力的城市空间；功能

组团化布局，根据不同本底形成特色的活力中心。遵循“显山

露水”的规划原则，保留西侧庙背山、耙头山，并利用绿廊将

山体与区域开放空间串联，总体营造“青山入城”的城市意象。

三、空间结构

根据现状建设情况及问题分析、功能定位及规划目标，本着与

周边功能互动、打造片区特色、为片区发展预留空间的规划思路，

整个规划区形成为“一轴一带、三核联动、山水板块、三园多廊”

的总体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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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高铁生态城概念规划

项目地点：江苏省
项目规模：3.97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张家港市规划局
完成时间：2017 年

项目概况

随着沪通高铁、通苏嘉城际、沿江城际的规划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加速，作为区域重要的交通节点，高铁新城肩负着承东启

西、接南联北的重要使命。张家港应发挥比较优势，错位竞合、

特色发展，打造：产业目的地、人才目的地和城市目的地。

规划梳理 8大要素和 4大趋势，从强化区域产业链接、助力城

市产业转型视角，建构 3大体系、9大平台，策划 24 个特色项

目。综合考虑项目特质，结合 TOD 经典模型提出 4个 TOD 理念，

打造水乡创智坊，港韵花园城。规划结合发展规律研判提出多

维驱动，同步开发；单元管控，捆绑开发；紧凑发展，进阶营

城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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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东部
交通枢纽片区综合规划暨城市
设计
项目地点：浙江省
项目规模：5.7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温州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
完成时间：2019 年

项目概况

温州东部枢纽位于温州市东部龙湾区，由龙湾机场和温州高铁东站组

成，其中温州高铁东站有沿海高铁、杭温高铁两条高铁线路穿过，是

温州市打造东南沿海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的关键，其建设将大大提升温

州在浙南、闽北、赣东的首位度，为温州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我们提出“东南沿海交通枢纽、区域产业服务中心、时尚之都国际门

户“的总体功能定位 。并采用“零换乘共享接驳、管道化交通组织、

一体化综合开发”的设计策略，实现枢纽与城市高度融合，打造国际

枢纽体建设的样板和标杆。

基于规划区的发展使命和现状特点，我们建议采用土地综合统筹、整

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开发方式，并提出“极核支撑、立体城市、联动

开发”的规划策略。以“区域极核支撑平台、温州特色输出门户、东

部整合催化剂”为核心使命，构建大交通、大商贸、大时尚、大休闲

四大特色，区域总部、展示交流、主题消费、会议服务、贸易服务五

大功能，构建温州东部中心的核心产城体系；以“城市东进、活力西

延、城脊中央”为理念，强化规划区整体格局统筹，在东侧打造枢纽

商务核，在西侧塑造时尚休闲湾，中部构建活力发展轴，四周布局主

题特色坊，形成“一核、一湾、一轴、四坊”的整体格局；在开发统

筹方面，成立东部枢纽开发建设指挥部，采用封闭运营的模式，开发

上提出分阶段开发策略，并相应核算拆迁量，开展用地征拆及收土地

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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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望江地区城市设计

项目地点：浙江省
项目规模：2.25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间：2017 年

项目概况

浙江省“大湾区”战略 ,杭州市“拥江发展”大战略，给望江

地区带来巨大的机遇。上城区为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提

出谋划打造以“科技+金融”为核心的望江金融科技发展主平台，

大力推进产城融合。望江片区位于杭州最古老的城区——上城

区，历史人文资源丰富，基地也是上城区最后一块大规模可建

设开发土地。项目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力求“打造创新新生态，留住特色杭州味”，在“发展”

中“留住”，在“创新”中“传承”， 通过提升“望江容记率”，

包括地区的“记忆度”、“包容度”、“人本度”、“绿色度”

等内容，谋划多元价值融汇的全新望江。未来的望江将以多元

创新的金融生态、包容共享的活力空间、独具记忆的杭州名片，

生态绿色的城市环境、以人为本的城市服务，成为助推大金融

港湾战略实现的“新兴高地”、强化杭州文化自信的“特色版图”、

包容城市多元生态的“创享中枢”、展示城市个性魅力的“城

市客厅”。

        & HUB AREA PLANNING / LAY-OUT·ACTION PLANNING + OPERATIONS CONSULTING   TOD及枢纽地区规划 / 蕾奥·行动规划+运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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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李沧交通商务区核心区
城市设计
项目地点：山东省
项目规模：1.8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青岛市李沧区政府
完成时间：2017 年

项目概况

青岛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滨海度

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北站

周边地区自 2010 年起，历经多轮规划，具有一定的规划基础，

但规划尚未转化为实施行动，在功能策划、用地布局、道路交通、

地下空间等仍存在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深化，故开展本次城市

设计编制工作。

依托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上位规划，结合青岛市气候条件、

历史文化内涵和建筑风貌特色，突出集约高效 ·多元创新 ·特

色彰显 · 生态人文的设计理念，我们提出功能与景观、地上

与地下、规划与实施、近期与远期结合的原则。

以凝聚创新活力、打造高效枢纽、彰显人文特色、建设花园城

区为城市设计的四大核心理念，在既有的规划基础上，着重对

功能布局、交通系统、城市形态、公共空间四大系统进行优化，

针对性提出四大策略：

·生长结构、多元复合、上下一体

·通达路网、立体枢纽、公交优先

·秩序格局、凸显地标、特色空间

·生态海绵，人文活力、花园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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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浙江省

项目规模：1.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宁波轨道交通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8 年

项目概况

立足轨道站点开发带来的未来下应片区地位实现根本性提

升，要求下应片区必须在“产业服务、功能空间、城市形象”

方面集中突破、补足短板，实现自我生长体系，打造“宁波

下应·创享智慧城”。

挖掘宁波人文特色、基地生态资源，通过景观环境 +产业服

务 +生活配套 +公共交通的叠加，最大化带动片区价值提升，

形成区域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健康生活示范中心、创意文化

交流中心、公共活力休闲中心、便捷交通样板中心。

蓝绿为“脊” 碧水绕脊 映双心、双心为“核” 产城筑核

引三区，规划形成站坊乐业、水巷乐居、活力乐养三个片区。

宁波轨道交通华润置地下应
地块产业策划及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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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
开发一体化规划——常平东站
2016 年度东莞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1.87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5 年

项目概况

广东省主导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场站 TOD 综合开发规划》

体系中，标准、政策流程的制定及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工作由

省厅主导。第三批及以后的 TOD 综合开发工作编制权下放到地

方政府。东莞市政府高度重视轨道交通及 TOD 综合开发工作，

将其上升到城市建设重点及城市转型升级抓手的高度。为确保

本市 TOD 规划编制贯彻省厅的理念和要求，同时成果具有操作

性和可行性，东莞市以城际常平东站及望洪站、道滘站等一系

列城际站为试点，开展 TOD 编制体系、内容、方法的探索。希

望能为广东省 TOD 地区的快速实施见效提供新的借鉴。

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一体化规划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具体站

点的产业策划、城市设计、交通详细设计等内容：

·TOD 一体化规划体系构建。

·产业策划——充足的市场调研及站点定位与市场需求的对接。

·城市设计——城市空间的精细设计及片区开发控制引导。

·交通详细设计——枢纽体的详细组织及片区交通系统的近远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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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轨道站场 TOD 综合开发一
体化规划设计研究——东莞站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0.54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东莞市城乡规划局、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3 年

项目概况

原石龙火车站周边建筑物密集、人口聚集，已无扩建条件，并

且高速站台受石龙大桥的影响，只能临时利用正线，严重影响

广深铁路的通过能力，且城市轨道 2号线接驳广深线线路长。

综合考虑，将石龙火车站迁建到石龙镇和茶山镇交界处与城市

轨道2号线接驳，形成东莞市对外联系的重要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站点现更名为东莞火车站，已于 2014 年年底开通运营。

编制目的：

·明确站点周边地区定位；

·完善交通接驳，打造综合交通枢纽；

·统筹协调各权属主体；

·作为行动抓手指导地区建设，作为下阶段控规编制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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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水乡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水乡片区
项目规模：总面积 14.5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东莞水乡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7 年 10 月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位于环珠江口湾区核心，是东莞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和世界级城市群竞合的重要战略平台。水乡新城

位于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带动片区发展的核心

引擎。

二、主要思路与内容

1. 规划思路：立足近期引导远期，弹性生长的过程统筹规划、

试点创新规划。

2. 发展定位与规模：粤港澳大湾区及广深创新走廊重要节点，

对接穗深港台国际发展的合作门户，东莞城市副中心和水乡经

济区核心区。

3. 主要内容：从城市经营的角度，凸显水乡新城的个性特色，

并探索控规创新的核心内容。

三、创新特色

1. 共同编制的控规：开放编制规划，水乡委、分局、镇街、市

场主体等多主体参与。

2. 弹性生长的控规：适应新城生长周期，确保规划有弹性。

3. 过程统筹的控规：多个规划同时编制，以控规编制为核心搭

建规划统筹协调平台询。

4. 改革创新的控规：东莞市首个控规改革创新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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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东莞中堂 TOD 概念规划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4.4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深圳市盛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8 年

项目概况

规划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以及东莞水

乡产业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同时，

规划区作为穗莞深区域发展轴线上新塘枢纽与望洪枢纽之间的

重要支点之一，是山水知识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区未来将强化自身特色，区别与新塘的先进制造业与滨海

湾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具有中堂特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

周边片区产业协同错位发展。规划总体定位为：水乡科技人文

小镇。规划区未来将打造成为：湾区东岸穗莞深创新节点、东

莞水乡产业升级示范平台、中堂镇 TOD 综合服务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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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城市轨道三号线控制性
详细规划
项目地点：惠州惠城区
项目规模：17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惠州市住建局
启动时间：2018 年 4 月

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惠州市为了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匙及深莞惠一体化区域协调发

展，正在积极对接区域轨道线网体系，开启了轨道建设的新时代。 

二、规划重点

加强对轨道线路、站位以及相关设施的管控，确保轨道交通线

路安全建设；对轨道沿线各站点 500m 范围内的土地控制，提出

优化思路与规划方案；加强对土地收储和轨道开发投融资政策

的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建设条件 国土条件 规划条件 权属条件

关注是否经过现状建成区，

梳理线位站位与与现状建设

的冲突。

线位及站点是否穿过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线等刚性

限制要素。

注重站点周边的用地布局，

是否与线位及站位有所冲

突，用地功能是否与站点

周边tod发展协调。

梳理现状国有用地、集

体用地的范围以及已批

已建项目、已批未建项

目的位置。

 线路是否与道路冲突

 线路是否与现状建筑冲突

 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线

 规划用地布局

 公共空间公服设施布局

 已批用地

 集体用地

·潜力用地分布：

根据土地获得的难易程度、现状开

发利用程度、更新改造潜力等因素

进行筛选，明确土地开发潜力情况。

·站点分级分类：

综合考虑轨道站点在城市客运交通

网络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站点换乘客

流的性质、站点客流服务范围等多

种因素。将轨道交通站点划分为综

合枢纽、枢纽及一般站 3个类型。

·TOD 类型划分：

综合考虑规划定位等级、服务人口、

轨道线路、站点潜力用地、规划用

地功能等多种因素，对站点 TOD 类

型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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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西江新城中央商务区
城市设计概念方案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4.0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云浮市规划编制委员会
完成时间：2012 年

项目概况

为全面推进西江新城规划建设，配合南广高铁的建成运营，云

浮市委、市政府启动西江新城核心建设片区——中央商务区的

开发建设。我司方案把握粤西一体化、东盟经济区和云浮经济

快速发展的机遇，以交通枢纽站建设为契机 , 充分发挥“综合

交通枢纽” 对城市发展的催化作用，实现由交通枢纽向经济枢

纽的转化、构建枢纽型商业商务核心区；综合发展交通转乘、

产业服务、商务办公、商贸购物、旅游休闲、文化展示、居住

等多种功能 , 打造辐射云浮地区枢纽型中央商务区。

我们就此提出项目发展目标：构建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环境

优美、特色鲜明的城市商务中心区，使之成为提升服务能级、

凝聚智慧活力、展现生态创新、彰显云浮山水魅力的发展引擎。

与之相对的功能定位包括：

·粤西与南广轴带上重要重要交通节点；

·云浮市域综合交通网络的中心枢纽；

·城市商务商业休闲综合服务中心、中央商务区。

·云浮市重要的旅游中转站，城市重要的门户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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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端州轻轨站及周边片区
城市设计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规模：城市设计范围 2.36 平方公里，
                       控规修改范围为约 3.58 平方公里
委托单位：肇庆市城乡规划局
完成时间：2015 年

项目概况

为把肇庆市建设成为珠三角连接大西南的枢纽门户城市，并加

快推进肇庆市境内广佛肇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及站场 TOD 综

合开发工作，同时考虑到广佛肇高速出口及大冲立交互通工程

项目对端州轻轨站及周边片区地段带来的功能定位、开发模式、

用地布局、综合交通等方面的影响，特组织编制《肇庆市端州

轻轨站及周边片区城市设计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本项目的规划目标为：以上层次规划和相关规划对肇庆市端州

轻轨站及周边片区的要求为依据，结合广佛肇城际轨道交通及

大冲立交互通等工程项目的建设，运用绿色生态设计理念和 TOD 

模式的土地开发策略，统筹片区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完善片区

城市功能，建立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系统，引导高效率、高

品质的城市开发，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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