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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论坛背景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背景下，积极贯彻“存量发展、城市更新”的理念，

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很多一线城市已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和实践了一

批既有建筑功能置换的改造项目，引起了关注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城

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将成为促进城市转型的重要推手。2016 年 6 月，上

海市建筑学会联合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中华全球建筑学

人交流协会（台湾）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 2016 沪港台三地“城市

更新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及建筑考察，全国 380 余位城市设计者参加此

次论坛，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近期公示的上海市 2040 城市总体规划目标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在全

球视野下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全球化大城市，上海将以高

密度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城市为目标，实现内涵发展和弹性适应，积

极探索超大城市睿智发展的转型路径。为此，上海市建筑学会将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联合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学术组织举办“全球城市‘更

新与发展’学术论坛”，聚焦国际城市片区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优秀案例，

邀请参与其城市设计的国际知名建筑设计机构分享项目实践经验。意在搭

建“城市更新学术论坛”的国际平台，围绕“更新与发展”的主题相互交

流、借鉴、研讨，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国际城市发展趋势，交流城市更

新的发展理念和规划管理经验，有助于上海乃至全国推进城市更新中研究

制定科学的、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并在“世界城市日”国际活动的平台上，展现出重要的篇章。

ORGANIZATION
组织机构

中国建筑学会 | 全国城投公司协会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等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 法国建筑师协会 | 日本建筑家协会  等

既有建筑更新研究设计中心

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

联合主办

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特别支持单位

媒体支持

上海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美 国 卡 莱 建 筑 材 料

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

中国老旧小区与既有建筑改造产业联盟

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新华社上海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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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论坛议程

2016 年 12 月 9 日（周五）

上海市科学会堂 
南昌路 57 号国际会议厅

08 : 00 - 09 : 00

09 : 50 - 10 : 00

14 : 40 - 15 : 00

10 : 00 - 10 : 30

10 : 30 - 11 : 00

13 : 00 - 13 : 40

13 : 40 - 14 : 10

14 : 10 - 14 : 40

11 : 30 - 13 : 0009 : 00 - 09 : 20

09 : 20 - 09 : 50

会议签到

论坛主持  丁洁民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论坛主持  俞斯佳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茶歇

茶歇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应当传承》

《大巴黎：昨日的规划——为了明天》

《上海城市更新中的探索与创新
  ——上海长滩规划开发实践》

《丸之内——持续再生的城市街区建设》

《城市再生：城市改变与演变的触媒》

《在城市更新中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午餐领导致辞

上海市建筑学会年会

修   龙  中国建筑学会 理事长

李虹鸣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

徐毅松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副局长

刘千伟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总工程师

Pierpaolo Franco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上海市建筑学会 2016 年工作总结及优秀表彰
叶松青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曹嘉明  上海市建筑学会 理事长

周汉民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Dominique Alba
APUR（法国巴黎城市规划研究院）执行总裁

杨智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国府田道夫
日本株式会社三菱地所设计 常务执行董事

Lenren Lee
美国 AECOM 集团 副总裁、亚洲区规划设计总监

Alan Lewis
美国 SOM 建筑设计事务所 副总监

15 : 00 - 15 : 30

17 : 00

《一份 25 年的设计合同 : 汉堡港口城
  的更新与实践》

闭幕

学术沙龙

陈亚馨
荷兰 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亚太区域执行代表

16 : 30 - 17 : 00

11 : 00 - 11 : 30

15 : 30 - 16 : 00

16 : 00 - 16 : 30

《伦敦巴特西 Nine Elms 区和利物浦一号
  ——两个英国城市更新战略》

Peter Marshall
英国 BDP 建筑设计工程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弹性城市——满足未来经济、社会、
  环境活力发展的城市规划新模式》

Ross Donaldson
澳洲 Woods Bagot 建筑师事务所 前董事会主席

会议主持  曹嘉明
上海市建筑学会  理事长

论坛主持  张俊杰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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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S
嘉宾名录

周汉民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

修 龙
中国建筑学会
理事长

刘千伟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总工程师

Pierpaolo Franco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徐毅松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副局长

李虹鸣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

Dominique Alba
APUR（法国巴黎城市规划研究院）
执行总裁

国府田道夫
日本株式会社三菱地所设计
常务执行董事

Alan Lewis
美国 SOM 建筑设计事务所
副总监

杨智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Ross Donaldson
澳洲 Woods Bagot 建筑师事务所
前董事会主席

陈亚馨
荷兰 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亚太区域执行代表

Lenren Lee
美国 AECOM 集团
副总裁、亚洲区规划设计总监

Peter Marshall
英国 BDP 建筑设计工程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曹嘉明
上海市建筑学会
理事长

致辞嘉宾

演讲嘉宾

主持人

俞斯佳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丁洁民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张俊杰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院长、总建筑师

叶松青
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展位 C1展位 C2展位 C3展位 C4展位 C5公共资料台

展位 B2

展位 B1

特别展位

展位 A3展位 A2展位 A1 展位 A4

钻石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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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奥林匹克公园为英国城东一个最贫穷的

区域提供一个城市再生平台。在运动会后，这

小区的所有居民将受益于巨大改善的环境、社

会基础设施和经济生活能力。整合遗留下的资

源，使其成为永续发展的城市典范。

AECOM受伦敦发展局委任，领衔一支多元跨学

科专业顾问团队为下利河谷区编制城市再生发

展框架，以帮助伦敦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同时

力求留下能泽被后世的可持续遗产资源。

这将是最近150年来在伦敦建造的最大的城市公

园，其周围将是河道景观绿景成荫，人们或穿

梭于各大场馆，或聚集于公园内的大屏幕前欢

呼雀跃，或徜徉于水岸间，寻找一片宁静的野

餐乐土。

国际水平的奥林匹克设施，地方小区的永续价

值。在环境上，恢复数公里的河川和水域和增

加500英亩的开放空间。在经济上，在奥运会

期间创造7,000个建筑就业机会，比赛后创造

11,000个新的工作机会。在社区发展上，提供

漫步径、自行车、运路和桥梁路网，增加9,000

个住宅单位(其中50%为平价住宅)，新建学校和

医疗与小区设施，升级和新建10条连接道路。

2012 年伦敦下利河河谷区奥运会
总体规划及赛后原址规划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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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利物浦一号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斯特林奖提名

的城市规划项目。利物浦市议会的前议长评价

说 “它在建造过程中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而

且在建成后它还提供数千个商业、管理和休闲

业的工作岗位。同时，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真正

将滨水地带与城市中心连接起来的设计方案。

这样就为利物浦带来了惊人、雄伟、长效以

及高品质的成果，改善了本来肮脏、混乱的环

境，拉近了原来严重封闭的城市中心与滨水地

带的距离。”

英国利物浦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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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巴特西Nine Elms地区更新则是另一个欧洲最大

的改造项目。改造后的Nine Elms地区成为了以

巴特西电力站和新美领馆为主力的、享有声誉

的国际投资目的地，已经吸引了约15亿英镑的

投资，总投资额远超2012年伦敦奥运会场的9

亿英镑的投资额。整个项目在城市框架、公共

空间、连接性和社区等方面都有深入的考虑和

实践，最终实现了伦敦市中心新地标的目标。

巴特西 Nine Elms 地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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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大巴黎”有着悠久的共同历史，依靠

强大的行政部门和集体同时共同发展。

2016年1月1日产生的“大巴黎都市”(计划)的

目标，是通过引入新的机制，来重新连接行政

边界和发展边界，也就是说每个市长不仅是其

他所在的社区的领导,同时还在领地和大都市里

从事级别高一级或两级的职务。 

几个项目已经开始：

- 一个大规模的交通计划:200公里的新的自动地

铁线路，62站连接有700万居民700平方公里的

地方。

- 参与改善住房建设和在2050年成为零碳大都

市，支持所有新的经济和移民的地方。

在这方面，什么是城市工具和规划系统？

如何在保护建筑和新建筑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我们如何整合后京都大都市的期望？

在2030年和2050年，巴黎城市良好的发展规模

是多少？

大巴黎，一个历史城市的明天
巴黎，从城市到首都大都市

Paris rive gauche today

© ph.guignard@air‐images.net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面向区域能源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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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港口城是欧洲最大型的滨水更新规划项目，

项目开始于2000年，至今还在继续进行。整个项目

的用地面积165公顷，总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

包括5800户住宅及45000处工作区、文化、休闲、

餐饮、零售店、公园、广场及散步区。荷兰KCAP 

Architects&Planners（KCAP建筑与规划事务所）的总

体设计关键在于如何将既定的基本原则与操作层面上

的管理规范有机结合。在项目的全过程阶段，KCAP通

过将各类型导则与规范有机组合，并对不同的城市规

划架构、功能、密度以及增长预测所带来的影响进行

严谨的评估，最终为具体的空间设计、开发提供了有

效的落地之道并取得成功。

今天的“港口城”是极具都市多元化性质的，集居

住、文化、旅游、休闲和商务于一体，并已经成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滨水城市区。在为期25年的空间远景规

划里，8个分支功能区还将继续自西向东依次实施开

发。这些分区经过再次细分，指定以具体质量和限制

要求，同时为每一分区定位不同功能，打造可以全天

候24小时运转的城市社区。通过结合一套灵活的项目

规范，设计方案为规划目标和建筑设计提供了最大限

度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旧港口结构和视觉限定元

素的保留为整片地区的连续统一性提供了必要前提。

截至目前为止，港口城不仅取得了TOD标准金奖，还

获得ULI 2013全球卓越大奖，这些都充分证明其正在

由易北河（River Elbe）沿岸的旧码头区向充满活力城

市区的成功转型。

德国汉堡港口城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Heiner Lei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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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之内位于东京站和皇居外苑之间，以明治时

期建造的首座现代化办公楼三菱一号馆为开

端，被视为日本现代商务街区的发源地，发展

至今已120多年。1990年代后期，“丸之内综

合改造规划”逐步策定成型。1990年代末，从

东京站保存和修复项目开始，丸之内地区采用

了一系列创新式更新制度与方法，使之今日成

为全世界商务金融活动最频繁，最高效，最有

生趣活力的区域。

首先，丸之内商务区意识到“历史”与“传

承”的重要性，自觉地将其作为城市更新过程

的重要一环进行考虑。以东京站复原再生项

目为例，第一次使用了地区间的容积率转移制

度，促生了开发与保存并立的制度形成。其

次，丸之内地区非常重视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

以及软件服务上的充实，从单纯的城市开发转

向与地区性管理并举。这对今天中国的城市更

新管理制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

丸之内—— 持续再生的城市街区建设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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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城市再生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并同时打

造宜居城市。将投资、工作、消费及宜居生活质量带

回老城区；以丰富文化活动来活化城市；资源再利用

以创建永续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魅力与国际竞争

力。英国曼彻斯特城市中心城区改：1996年曼彻斯特

市中心区遭北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爆炸事件，10万平

米的城市空间遭到摧毁。AECOM接受曼彻斯特市政府

与千禧年投资开发公司的委托，进行“曼彻斯特中心

区总体规划”与“曼彻斯特千禧年城区总体规划”。

规划目的是确保市中心区的安全与运作，引导商业活

动的复苏，提供中心区的再生与再发展，并规划新市

中心的发展远景。我们提出“城市荣耀”  的发展愿

景：强化成为欧洲的区域中心地位；吸引人才的城市

环境与生活；巩固区域商业与零售中心；提供投资机

会与多样化活动；并保存丰富的城市纹理与建筑。在

这次的中心城区的改造同时打造了3个高质量的公共

空间，包括交易广场Exchange Squar，城市公园City 

Park和Piccadilly花园。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中心区再发展计划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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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6.9公顷（17英亩）的千禧公园建于拥挤

的公共汽车专用车道、停车场和1个铁路站

场之上，可被视为世界最大的屋顶花园。该

公园于2004年向公众开放，振兴了下城区衰

败的地块，并实现了丹尼尔•伯纳姆（Danie l 

Burnham）当年为该区域描绘的100年远景设

想。

SOM为公园作了总体规划，通过中心步道、

大草坪和恢宏的石灰岩柱廊营造了布扎风格

（Beaux Arts-style）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

千禧公园的诸多场所——包括弗兰克 •盖里

（Frank Gehry）设计的不锈钢天篷舞台、乌

梅•普兰萨（Jaume Plensa）创作的互动式装置

和喷泉、以及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

创作的令人着迷的“云门”（Cloud Gate）雕

塑——创造了非常现代的氛围。

SOM于2002年设计完成的全面规划还解决了一

系列实际问题。在大草坪下方新建了两层停车

场，增加了公共汽车站点，并翻新和扩建了铁

路站点。这三个交通系统汇集形成一处高效的

多模式换乘中心，减少了交通拥堵。

芝加哥千禧公园总体规划

INTERNATIONAL CASE
国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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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历史悠久的联合车站位于城市的中央商务区边缘，是一座布扎风格

（Beaux Arts）的建筑杰作。SOM接受委托对其进行扩建，并将这座车站

转型为地区性的主要交通枢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SOM将前身为铁路站

场的8.1公顷（20英亩）场地转变为城市交通换乘区，该区融合了轻轨、通

勤和城际铁路、自行车和汽车车道，以及直通多模式枢纽的人行步道。

项目的焦点是露天式火车站大厅，它被构想为庇护多条铁道的、在形式

上富有表现性的高效设施。其主要结构体系由11条跨度约达55米（180英

尺）、外覆张拉性PTFE织物材料的钢“拱桁架”组成。外观上如同天篷的

结构在两端高达21.3米（70英尺），中部则下降至6.7米（22英尺），从

而呈现出既能保护下方旅客站台又能提供历史车站视野的建筑姿态。

一条2个街区长的繁忙的人行步道连接着火车站大厅和亦由SOM设计的丹

佛联合车站轻轨终点站。整个场地内部和周围经过完善的人行网络将枢纽

与东部的下下城区（Lower Downtown，简称LoDo）和南部、西部以及北

部的住宅社区联系起来。在地下，拥有22门的联合车站公共汽车站集合大

厅为16条地区、快速和当地公交线路提供服务。这个公交终点站长达299

米（980英尺），还起到联系散布在场地各处的各种交通设施的人行大厅

的作用。鲜艳生动的色彩和自然照明助益旅客自行找到所去目的地的方

向，与此同时，俊美的水磨石地板和耀眼的黄色玻璃瓷砖提升了终点站的

氛围，与墨守成规的公共汽车站体验形成对比。一系列天窗和玻璃亭阁将

日光弥漫于大厅中，为车站注入了动感和开阔感。

丹佛联合车站前铁路站场的再开发作为美国此类最大的再开发之一，是彰

显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设计的力量的案例。其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共投

资已经催化了一波空前的私人领域的投资。尽管身处敏感的历史性地段，

但开发在复杂技术和都市营造精神方面的根本性前瞻力，令丹佛联合车站

为21世纪的多模式交通枢纽建立了标准。

丹佛联合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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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城市发展面临转型即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

增长，转向注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支撑以往

城市发展模式的社会制度基础也在发生重大变

革。转型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资源瓶颈下的集

约高效发展，实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型与提

升。

“上海长滩”位于原上港十四区集装箱码头，

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第一滩，被誉为“上

海长滩”。项目规划用地约77.62公顷，采用

“滨水大平台上盖”的整体结构，实现商住开

发、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的共有化和综合性建

设，使城市空间利用更经济高效，更具凝聚

性。未来，将建成生态绿化、商业商务、休闲

居住和邮轮游艇综合配套服务为一体的生态滨

江综合服务区，带动宝山的产业升级转型，实

现城市更新。一、以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功能

创新提升的宏观发展战略为指导，以上海市

委、市政府确立的宝山区域发展目标为契机，

走区企合作道路，肩负社会责任，确立了整体

开发模式。二、以建成“全市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示范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

践区”为目标，注重整体规划全面实施的可操

作性。三、以生态建设带动整个滨江地区的功

能转型和环境改善，体现该地区的长期价值，

为企业转型和城市更新探索新的模式积累宝贵

经验。

上海城市更新实践中的创新与探索
——“上海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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