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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

上海政府先后两次制定了《大上海

都市计划》，该计划引进了有机疏散理论

和卫星城理论，表明了上海卫星城建设思

想的萌芽。但由于历史原因，卫星城建设

的规划思想没有得到彻底实施。

2.�949－�956年，反卫星城建设：

1950年《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

途问题》仍主张上海应以中心城区为中心

向外发展。但中心城区随之出现了许多问

题，生活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因此在1951

年上海市建委编制的《上海市发展方向图

（草案）》中，提出将市内有污染的或有

危险性的工业转移到市区以外的建议，但

以社会公共设施为导向促进新城发展 
——基于上海市松江新城建设的调查

◎ 李南菲 罗 问 

一、上海新城的发展背景

（一）发展历史

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西

方学者相继提出田园城市、卫星城、新城、

有机疏散等理论以合理布局城市结构、有

效疏散大城市人口和产业，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同样，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中人口膨胀

带来的交通、环境、就业、治安等问题，上

海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建设卫星城，调整

城市结构，经过近90年的曲折建设，经历

了六个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927－�949年，卫星城建设思想

摘  要：发展新城是上海解决城市问题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却并不成功。通过对中心城以及松江新城的调研发现，新城发展忽视了高质量社会公

共设施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新城对中心城依赖性大，独立性差。因此，理想新城的

建设必须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导向的开发，同时结合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才能最

终真正实现新城优化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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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的发展还是以中心区为中心向外蔓

延为主，并没有减轻中心城区的人口压

力，也没有改变城市单中心、摊大饼的结

构。

3.�956－�986年，实践建设卫星

城：

1956年，为适应上海工业布局和结

构调整的需要，上海规划建筑管理局提出

建设卫星城镇，以分散一部分工业企业，

减轻市区人口过分集中的压力。

《上海市1958年城市建设初步规划

总图》，先后规划和启动建设闵行、吴

泾、安亭、松江、嘉定等5座卫星城（分

别以机电工业、煤化工业、科技教育、汽

车工业、仪表轻纺工业为主体），并把市

区内一部分工厂迁至郊区。

1972年，规划建设了以大型石化企

业为主的金山卫星城。

1983年，规划建设以大型钢铁企业

为主的吴淞—宝山卫星城。

至此，上海一共发展建设了7个卫星

城。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

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并不理想。卫星

城规模小，不能自给自足和独立发展，

商业文化生活服务依赖上海中心城。1985

年，7大卫星城吸纳50.8万人口，仅占到

上海市人口规模的7.44 %。

4.�986－200�年，平稳调整阶段：

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

案（1985-2000）》明确上海城市逐步形

成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小城镇、农村集

镇4个层次构成的城镇体系。

1990年代，嘉定、松江、青浦、奉贤、

南汇等各县转为区级行政管理体制；宝山

县和吴淞区合并，成立宝山区；闵行区和上

海县合并成立闵行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

转化和理顺卫星城的行政管理体制。

5.200�－2004年，“一城九镇”新

城建设阶段：

2 0 0 1 年 《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 1 9 9 9 - 2 0 2 0 ） 》 提 出 建 设 “ 一 城 九

镇”，即松江新城和安亭、浦江、高桥、

朱家角、奉城、罗店、枫泾、周浦、堡镇

等9个镇，以促进郊区城市化和方便中心

城区旧城改造，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由于

功能定位以居住为主，产业功能定位不

足，快速交通连接、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

跟不上，“一城九镇”发展并不理想。普

遍有新镇变“空镇”的现象，实际吸纳的

来自中心城区居住人口非常有限。2007年

松江新城、安亭新镇、新浦江城实际入住

人口均不到规划人口的20%。

6.2004年以来，“�966”城镇规划

体系新城建设阶段：

2006年，上海“十一五”规划中提

出“1966”四级城镇体系框架，拟在上

海市外环线以内的600平方公里左右区域

内建设9个新城：宝山、嘉定、青浦、

松江、金山、临港新城、闵行、奉贤南

桥、崇明城桥，规划总人口540万左右。

“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松江、临港、嘉

定和安亭新城，人口规模按照80至100万

表�  上海各新城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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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郊区新城依托原规划县城和部分卫

星城，目标是疏散中心城区人口。但是新

城普遍存在开发缓慢、人气不足的现象。

（二）发展现状

新城的理念强调内部的社会平衡和

独立自主性，同时与中心城市发生一定的

相互作用。它是城镇体系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对涌入大城市的人口起到一定的

截流作用，同时疏解中心城市的人口。

然而从表1可以看出，即使是最知名的松

江新城，也只有不到70%的中心城区居

民知道其存在，仅有13.7%的中心城区

居民有居住松江新城的意愿。同时，在

松江新城的户籍人口中，松江区的人口

占大多数（63.6%），其次是外省市人口

（30.3%），而上海其他区县的居民仅占

很小部分。这说明在新城居住最多的仍是

松江本地居民，其主要功能，即截留外来

人口和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并不明

显，特别是对中心区的疏散作用显然是不

成功的。 其他10个新城也同样面临类似

的一系列问题。实现城市重新布局和优化

产业结构更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问卷调查

为了深入研究上海市新城的发展，并

深入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课题

组于2009年7月对上海市中心城市展开调

查研究。问卷调查的范围分为两部分：中

心城区和松江新城。中心城区即外环线以

内的市区部分（图1），包含黄浦区、卢湾

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闸

北区、虹口区、杨浦区9个区的全部，以及

宝山区、闵行区、浦东新区3个区的部分。

根据在中心城区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在

11个新城中，松江新城是知名度最高的，

65.6%的中心区居民知道松江新城，故选

取松江新城作为上海新城研究的代表。

中心城问卷共发放700份，收回有效

问卷611份，问卷有效率87.2%。松江新

城问卷共发放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62

份，问卷有效率90.5%。

二、新城困境根源的分析

（一）理想新城的理念

新城强调内部的社会平衡和独立自

主性，它基本上是一定区域范围的中心城

市，为其本身周围的地区服务，并且与中

心城市发生相互作用，成为城镇体系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新城和中心城之间应该有

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这是新城和中心城

区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基础。作为成熟的第

三代卫星城，新城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强调

独立，强调减小对中心城的依赖，从而增

强自身的聚集能力。从第一代卧城到第三

图�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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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卫星新城，卫星城的发展经历了规模由

小到大，功能由单一到综合，结构由简单

到复杂，其目的也从最初的疏散人口演变

为实现城市重新布局和优化产业结构，促

进区域均衡发展。

对于新城和中心城既联系又独立的

强调，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其他因素。显

然，仅仅交通上的便捷只可能造就更多的

“卧城”而不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新城。

而独立性的前提和基础是新城必须拥有一

定的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即城市中服务于

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和商

业等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高质量的社会公

共基础设施使新城的居民在不出新城的情

况下就能够享有与中心城区相近甚至是同

等质量的服务。

（二）松江新城面临的困境

经问卷统计分析，近一半的新城居

民表示很少去中心城区，只有不到20%的

居民每周去中心城一次或一次以上（表

2）。对中心城区居民的调查显示，近四

成的居民不知道松江新城，近九成的居民

不愿意居住在松江新城。这说明松江新城

和中心城区之间缺乏联系。

缺乏联系的原因在很多研究中被归

结为交通问题。张毅媚认为，新城和中心

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与中心

城市的联系强度，使新城难以吸引城市居

民和工业企业向其聚集，从而影响了新城

的发展[1]。郭研苓和孙斌栋认为，交通问

题是制约新城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之一，

以交通为导向的新城建设是新城发展的必

然[2]。国外的经验也证明交通是新城发展

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日本东京、瑞典斯

德哥尔摩、新加坡太普皮尼等成功的例

子，均是以轨道交通或者公共交通引导城

市空间发展，新城和中心城区紧密结合的

典型。在本次调查中，中心城区有45.2%

的居民因交通不便而不愿去新城居住或者

工作。

除了交通不便外，新城的教育、医

疗、购物、娱乐等设施的质量无法与中心

城区相比。被调查者普遍反映，新城中诸

如博物馆、剧院等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基础

设施寥寥无几，无法满足居民享受高质量

生活的需求。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是拥有

高档住宅，更应强调相应的高质量公共设

施的配套。松江新城的居民在这点上的感

受和中心城居民不谋而合（表3）。在被

要求比较中心城区和新城各项优劣中，超

过半数的居民认为，新城在交通条件、就

业机会、教育、医疗、购物、娱乐等社会

表2  新城居民与中心城联系频率

表3  新城与中心城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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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均不如中心城区，尤其

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无法

与中心城区相比较。事实上，在上海21所

市实验性示范高中里，松江只有一所松江

二中且排在末位。医疗方面，上海市34所

公立三级甲等医院没有一家在松江，新城

最好的区中心医院属于二级甲等。

高质量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缺失，

使松江新城缺乏吸引人口和多元化产业的

拉力。居民想要享受较好的教育、医疗、

娱乐、文化活动等，均要到中心城区，这

使得新城严重依赖于中心城，有悖于新城

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理念。

新城的设施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

而与中心城的交通联系又相对不便，这就

造成了中心城区居民不愿意来新城居住工

作，而新城的大多数居民与中心城缺乏联

系的局面。这也是新城发展陷入困境的主

要原因。

三、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导向开
发，推进新城建设

（一）SOD新城开发模式借鉴

国外新城建设的经验显示，公共服

务设施导向开发（SOD，service oriented 

development）是行之有效的新城开发引导

模式。中心城区往往困于城市设施陈旧、

环境难以整治等城市问题，而新城在公共

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条

件。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完善的基础

设施反映新城的时代性及综合质量，这也

是其吸引人口和产业的重要前提条件。因

此各国的新城开发都对公共设施和基础设

施建设作了统筹的计划和安排，使新城能

够满足居民对就业、教育、医疗、娱乐等

多方位的需求。一些国家在新城开发中，

将商业服务、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和住房

同步规划开发。各类管理、教育、医疗卫

生、福利等公共设施及水电等基础设施一

般都由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建设。即使部分

公共建设项目，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

由私人开发，地方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补贴

并加以监管，以保证质量[3]。

如 巴 黎 的 新 城 （ 分 别 是 马 恩 拉 瓦

莱、埃夫里、伊夫林、赛尔吉蓬图瓦兹和

默伦塞纳尔）创建了功能综合的现代化新

城中心区，把行政管理、商业服务、咨询

产业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等多项功能都综合

安排在一个规模较大、功能齐全、设计新

颖，并能体现现代科技水平的新城中心区

内，使新城居民在就业、文化娱乐和生活

方面能享有与在巴黎中心城等同的水平。

新城并不脱离巴黎独立发展，而是与市区

互为补充，构成统一的城市体系。它们利

用完善的文化生活服务设施创造各种就业

机会，强调就业、住宅和人口之间的平

衡，既有工业又有办公楼、事务所和其他

公共设施。这样的设计为居民创造了各种

各样的就业机会，使得新城居民能在工

作、生活和文化娱乐方面享有与巴黎老城

同等的水平，并成为巴黎大区新的增长中

心。

在伊夫林，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的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

服务业就业人数更接近70%；埃夫里则致

力于科技研发，建有欧洲著名的生物科技

园，是世界范围内风险投资的聚集地；在

马恩拉瓦莱兴建有欧洲迪斯尼乐园，旅游

业发达，每年游客人数接近1200万，直接

提供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此外，马恩拉

瓦莱的第三产业发达，是巴黎地区商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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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活动最为活跃的购物中心之一，以IBM

为代表的世界知名企业办公机构均位于

此，已成为巴黎大区东部的娱乐、商务和

物流中心。

（二）结合公共交通系统和社会公
共设施，打造高质新城

�.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是新城与中心

城联系的基础。松江新城现有轨道交通9

号线与市区相连，对新城的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带动作用。但是调查中发现，49%的

居民表示9号线因沿途停靠站点过多，单

程时间过长，没有体现出轨道交通快捷的

特点。此外，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换乘不

方便，9号线宜山路站与地铁3、4号线连

接，换乘3、4号线需步行5分钟左右；而

宜山路站周围公交站点较分散，给乘客换

乘公交造成不便。因此，需要加强对轨道

交通的设计和管理，并且合理规划枢纽站

的换乘体系，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使轨

道交通成为有效连接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

主要的纽带。

2.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的升级

（1）提高城市职能定位

松江新城的城市性质定位为：①上

海郊区综合实力与水平的现代化新城；②

上海市中心城过度集中人口的主要疏解方

向；③松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④上海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居住环境优

美的园林城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和人文

景观的旅游城市①。新城功能定位偏低，

其规划建设一直从属于中心区的发展大

局，着眼于中心区人口疏散和产业转移的

要求，并且仅仅定位为所在行政区的地区

中心。因此，需要提升城市功能定位，使

新城成为具有一定特色和独立性的城镇，

而不再简单的依附于中心城。

（2）明确公共设施服务范围

当城市土地资源紧缺时，只能靠城

市更新来释放空间的城市，公共设施的落

实难度很大[4]。因此，有必要明确不同等

级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新城-街道-社

区中心），以保证公共设施的落实。

（3）提高公共设施品质

以高层级定位着力提高新城公共基

础设施体系，可考虑增加与高档社区、高

级服务业相配套的公共设施，如博物馆、

艺术馆、剧院等。高品质的公共设施使得

在新城的居民可以享受与在中心城区相同

质量的生活，增加了新城的吸引力。同时

也可减少新城与中心城区的通勤，降低通

勤成本和解决交通拥堵。

四、结语

上海要健康发展，发展新城是必然

的选择。然而没有公共服务设施导向开发

（SOD）的支持，是无法建成理想的新城

的。高质量公共设施的配套是新城实现相

对独立性的前提，一个不能满足居民高质

量生活需求的新城容易沦为卧城。高品质

的公共设施一方面增加了新城吸引力，从

而起到疏散中心城人口、截留外来人口的

作用；另一方面，新城的活动不再完全依

赖于中心城的公共设施，这可以减轻新城

和中心城之间的交通压力，提升交通效

率。因此以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导向开发和

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相结合的新城发

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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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松江新城总体规划.详见http://www.envir.gov.cn/an/20050106.

参考文献：
[1]张毅媚,潘轶铠,高克林.快速发展中的郊区新城交通对策研究[J].交通与运输,2008,5,34. 

[2]郭研苓,孙斌栋.从交通视角谈以公交为导向推进新城建设[J].上海城市规划,2010,1(90)：44.

[3]张捷,赵民.新城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田园城市思想的世纪演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134-142.

[4]刘佳燕.北京新城公共设施规划中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6,30,(3):39-43.

作者简介：李南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罗

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

（责任编辑：卢小文）

Promote  the Social and Public Facilities Oriented Development of New Tow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Songjiang New Town
Li Nanfei, Luo Wen

Abstract: Despite its dissatisfactory results, developing new towns has long been an 

indispensible choice for Shanghai to solve its urban problems. A survey on Shanghai’s 

downtown and Songjiang New Town indicates the negligence of equipping high quality social 

and public facilities in new towns, resulting in their severe dependency on downtown. Therefore,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constructing an 

ideal new town. Together with fast and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the new town can 

ultimately optimize city layou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us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ongjiang New Town; Shanghai; social and public facilities;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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