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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岐江河畔向南远眺，大型施工设备林立的中山（石岐）总部经济区工

地，可见未来岐江新城总部经济区的雏形。同时，随着《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

规划》等规划项目的成型，中山未来的城市格局已显现出鲜明的框架。

未来，岐江新城、翠亨新区将为中山发展带来哪些改变？在粤港澳大湾区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中山如何呈现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风采？连日

来，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专家，实地走访，多角度解读相关规划项目。

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预见”新城。

《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发布，未来城市格局框架初现。来，跟随本报记者一起“预见”新城——

按照《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岐江新城位
于中山市中心城区中部，包括东区、石岐区、火炬开
发区和港口镇的部分用地。规划片区包含中山站
和中山北站，往东可直达翠亨新区，区位和交通优
势明显，总范围面积33.56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西起石岐区岐环路，东至京珠高速、
火炬开发区烟筒山；北起港口镇浅水湖，南至火炬
开发区五马峰，包含了原岐江新城、中山总部经济
区（石岐区、石岐河北岸以及东区）、中山北站片区、

中山市大型文旅项目等7个重要片区。
据介绍，《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主要目

的是根据新的城市发展需求，统筹考虑岐江新城
在中山市的城市格局关系；明确岐江新城的功能
定位、生态环境、产业引入、空间结构、开发强度、
交通及市政支撑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开敞
空间的控制等重要内容。从而指导下一阶段法定
规划的修订工作，便于科学快速启动岐江新城的
建设。

从城区前往港口方向，途经富康北路、大沙南
路、勤学路、东华路等路段，数个被围挡起来的地
块，组成了中山（石岐）总部经济区的范围。8月 14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上搭建了几处蓝色的钢
筋加工厂，沿着东华路行至岐江河边，向北望去，几
个工地上已进驻大型施工设备，部分工地上有挖掘

机等设备正在施工。
据石岐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目

前已全面开工，包括学校、现代体育场馆等公共基
础设施。原方案中原本对接华师路的过江隧道进
行了调整，将对接福源路，升级为快速路，提升通行
效率。

◎规划内容：利用街旁绿带、连接绿廊等形成多条
景观廊道，结合街头绿地、自然山体等形成多处景观节
点。公共空间由山体公园、城市公园、连接绿廊、缓冲绿
带等组成。

●权威解读：岐江新城生态本底很好，该区域现在
有五马峰、烟筒山两座山体，岐江河东西横贯整个岐江
新城，规划区域东北部为港口镇的农田保护区。

贾莹莹介绍，为了加强山水之间的联系，岐江新城
提升规划此次规划了一条绿轴，连通五马峰和岐江河，
形成一条绿色景观带。

“此次规划在未开发区域将对岐江河岸线大幅退
让，部分区域退让可超过200米。”贾莹莹说，规划沿岐江
河设置滨江景观带，打造滨水休闲公园，提升滨水价

值。利用范围内未被扰动的自然景观如五马峰、烟筒山
等，打造可承载市民需求的室外活动与运动的山体公
园，同时提供连续的栖息地斑块，利于生态系统的持续
平衡。

规划区域内，城市公园主要集中布置在岐江河及其
支流两侧，包括城市内部的湿地公园、体育公园等，营造
能令市民在城市中享受休闲的公共空间。规划新增沙咀
湿地公园、滨水广场、大湾区级体育公园、湿地生态公园、
城市客厅·城央公园。另外，在岐江新城的城市快速路及
主干道两侧，将建设贯穿大型城市公园、山体公园的连接
廊道。

沿铁路及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设置缓冲隔离绿带，
同时作为条带公园，提供与快速交通隔离的安全散步和
慢行交通廊道。

在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士伦看来，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中山的发
展实际上已经从江河时代迈入江海时代。中山提
出了中山环湾布局向东发展的战略，翠亨新区的规
划建设，承担着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东莞滨海湾
新区相呼应，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任。从提
升规划上看，岐江新城有着重要的地位，提升规划
对照大湾区城市，代表中山未来城市的发展水平。

“岐江新城规划多年来历经多次修编，值得关
注的是，这次规划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梁仕伦
说，此次提升规划将岐江河两岸紧邻主城区的部分

统一规划，避免了顾此失彼，这本身，是市委、市政
府站在城市格局优化的角度，整合资源，加强统筹，
考虑得更加科学、更加充分。

按照提升规划，岐江新城通过世纪大道等交
通要道的联通，将与翠亨新区在产业发展上形成
分工和互动，勾勒出城市向东发展的格局，更加高
效地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对接大湾区发展资
源，打造总部经济区，引领形成创新制造区域。同
时，还可以为深耕中山多年的企业提供完善产业
生态，为企业发展壮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
要平台。

岐江新城整体城市设计图

上天：4座地标建筑3座超400米
入地：“树形”地下空间属国内领先

一心四核 两轴三片 多廊道多节点

现场走访

中山（石岐）总部经济区全面开工

亮点呈现

纵观新城

肩负着中山城市振兴的使命
岐江新城规划提升的背景如何？其与翠亨新

区在中山未来的发展上会形成怎样的互动？
市自然资源局地区规划一科工作组副组长钟

国平介绍，2006年至 2007年，我市已经开始着手岐
江新城的规划，但由于规划研究的时间、背景及主
体的不同，各个规划存在着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偏低
的问题，不利于岐江新城片区未来的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中山的城市功
能和经济结构亟需提升，有必要以岐江河为景观纽
带，中山北站和中山站为枢纽支撑，从城市功能、交

通联系、景观控制等多方面，对岐江新城进行梳理
和整合。岐江新城、翠亨新区是中山参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大平台和抓手，同样都肩负着城市振
兴的使命。

岐江新城提升规划项目负责人、中山市规划设
计院规划二室副主任贾莹莹认为，从城市中心沿岐
江河至入海口，岐江新城是中山市城市空间向东发
展的重要载体，肩负中山市打造世界级城市的历史
重任，与翠亨新区同为中山市未来城市的两大核心
之一。

勾勒出城市向东发展的格局布局科研元素形成创新闭环
◎规划内容：打造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科技、金融

创新，聚焦创新资源，引入科技创新产业，打造集产业、
服务、生活、休闲、景观和交通为一体的城市新中心。

●权威解读：市自然资源局地区规划一科工作组
副组长钟国平说，岐江新城将按照提升规划中“一心四
核 两轴三片 多廊道多节点”的空间结构布局，中心区
更加注重总部经济和生产服务、金融、科创。中山站、
中山北站规划采用TOD模式，即更加强调以公共交通
引导片区开发，也有一般的商务办公、休闲娱乐。

中山北旁有湿地公园和大型文旅项目，聚集了商
业办公、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东北片区目前现状大部
分是农田鱼塘，有一定量的农保区，生态基底比较好，

定位中低密度、强度开发。总部经济区南侧以及蝴蝶
桥附近等多处将设置生活配套功能。

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提升规划在中山站以
北片区规划了高校科教园，目标是吸引国内外高校和
基础科研资源，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在岐江新城建设
分支机构，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培育
生态和公共服务优势，引进人才，弥补该区域基础研究
的短板，形成“高校与实验室—科技研发—产业集群—
企业总部—技术及公共服务”的闭环，与中山基础深厚
的传统制造业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

为了保障区域内的活力，提升规划还专门对职住
比进行研究，避免出现职住分离的情况。岐江新城片
区总开发量为3990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开发量约

2100万平方米，商业商务用地开发量约 700万平方米，
产业用地开发量约 750万平方米。片区未来可容纳居
住人口约 60万，可提供就业岗位 45万个，职住比约为
0.75。钟国平说，职住空间匹配是城市新区或新城规
划发展目标之一，一般采用职住比指标测度，目前国
内使用的多为一定范围内就业岗位与本区域的常住
人口之比。只有当居民在同一空间单元或附近居住
和工作时，才被认定为职住平衡。随着城市化和交通
工具发展，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的现象愈加显著。职
住分离难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城市建设。广义范围
内，职住比在 0.6 到 1.8 范围内，均属于职住平衡水
平。由此可见，岐江新城规划的职住比，是较为平衡
的水平。

4座地标建筑3座超400米
◎规划内容：结合水岸设计城市地标建筑，沿水岸

设计尺度宜人的商业街区，创造滨河公共开敞空间，营造
水上绿洲、加强生态导入，沿水岸形成创新产业联动。

片区内建筑高度以中部（总部经济区）、中山北站、
中山站周边500米范围区域最高。

●权威解读：钟国平说，按照提升规划，岐江新城

的城市片区结构比较清晰，大致围绕世纪大道这一条
东西向的重要轴线展开。沿着世纪大道两侧，是整个
片区的中心区域——总部经济区。未来岐江新城核心
区的高端产业和重要的地标建筑、高层建筑布局在这
里。空间划分上，还有中山站片区、中山北站片区、江
北（港口东部）片区，片区功能有所区分。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设计四座地标性建筑，各地标

分散布局于岐江新城中心片区，既能在核心景观节点形
成富有特点的城市形象，同时也能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
形成良好的公共空间。其中，两座地标建筑位于中山（石
岐）总部经济区，建筑高度分别为 350米-380米和 460
米-480米。一座地标位于中山（东区）总部经济区，建筑
高度为480米-500米。一座地标位于岐江新城景观轴
与世纪大道相交之处，地标建筑高度为400米-420米。

引入地铁后40分钟可达珠江新城
◎规划内容：整个片区范围较大，为保证片区内外

交通通达性，规划建立轨道交通系统。

●权威解读：岐江新城提升规划项目负责人、市规
划设计院规划二室副主任贾莹莹介绍，岐江新城未来
交通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轨道交通方面，岐江新
城将是未来中山轨道交通出行的集中地，中山市两大
高铁站场位于该区域内，未来预计将连接深茂铁路、广

中珠客运专线、深南高铁、广州地铁18号线延伸线等轨
道交通设施。

另外，由于岐江新城整个片区范围较大，为保证片
区内外交通的通达性，还规划在该区域建立轨道交通
系统，规划在片区内建设四条轨道线路，每隔 1公里设
置一个站点，并且衔接两个高铁站，轨道线路纵横分
布，有效提高片区内的交通效率。

“中山站、中山北站起码有两条地铁交汇，总部

经济区核心区将预留地铁站。”钟国平举例说，目
前如果从中山市中心到广州市中心，道路交通起
码需要 1 个半小时，乘坐轻轨去往广州南站，再从
广州南站到达广州市中心，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左
右。未来，如果引入时速 160 公里的广州地铁 18 号
线到岐江新城，所需时间将大大缩短。从中山直
达珠江新城，约需要 40 分钟，到达南沙，仅需 10 分
钟左右。

“树形”地下空间系统国内领先
◎规划内容：岐江新城地下空间主要依托中山站与

中山北站两个城际轨道站点及四条地铁线路站点进行
建设，通过串联站点周边地下空间，形成互联互通的地
下连片开发区。经初步计算，本方案地下空间开发总量
约为940万平方米。其中，经营性地下空间开发总量约
为344万平方米。

●权威解读：贾莹莹表示，岐江新城地下空间开发
此次提出三个策略。

策略一是整合公共交通网络，打造智能立体交通系
统，完善P+R（停车场+轨道交通）换乘交通建设。

策略二是对接慢行通道，通过步行路径，整合绿色
空间、滨水空间、地下空间，依靠地下廊道和灵活多变的
空中连廊系统，打造岐江新城的立体休闲游憩网络。

策略三是采用“枝状生长”的开发模式，以政府投资
为主的轨道交通线及站点、地下公共停车场、地下商业
综合体、地下隧道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为龙头，带动
社会投资项目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通过“枝状生长”，
最终形成“树形”的地下空间整体网络结构。

“因为有一条岐江河将该区域分隔开，整个地下空
间开发可能性不高，我们建议地下道路建设呈‘树形’网
络。”贾莹莹表示，这种交通网络能减轻地面交通压力，
提高地面城市环境品质。该网络的主线以串联石岐区、
东区总部经济区、世纪大道北侧核心区以及中山北站、
中山站两个站场通过性交通为主；支线沿片区各重点开
发地下车库外围布置，串联主要地下车库，集散车库进
出交通，提高地下空间的联通性。未来将探索公共化整
体开发，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确保
地下空间各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这种模式目前国内还是比较少见的。”钟国平说，
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设计的地下空间系统，功能区域大
多是割裂的、孤立的。提升规划的设计理念，承载了步
行空间、车行空间、餐饮、商业等诸多功能。规划设计负
一层主要为枢纽大厅、公共步行通道、商业以及地下车
库、综合服务配套设施。负二层主要为世纪大道下沉
段、公共车行隧道、综合服务设施配套等。部分地区将
设负三层、负四层。该设计方案在国内同等级别城市中
属于领先水平。

水绿相融形成绿色景观带

岐江新城设计效果图

●以总部经济区为中心带动片区整体发展

●打造综合服务核心 ●产业服务核心
●中山北站TOD发展核心 ●中山站TOD发展核心

●以世纪大道-北外环沿线、石岐河沿岸形成世纪大道经济发展轴
●石岐河景观轴

●形成中山北高铁新区 ●科创产业发展区 ●城市新中心区

●利用街旁绿带、连接绿廊等形成多条景观廊道，结合街头绿地、
自然山体等形成多处景观节点

一心

四核

两轴

三片

多廊道
多节点

岐江新城的区域图中交四航局承建中山（石岐）总部经济区市政二标项目工地。

《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
规划“一心四核，两轴三片，多廊道多节点”空间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