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案 例CASE STUDY

《城市观察》2014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No. 3, 2014

业化发展模式转变。

产城人融合是指产城人协同共进、相

辅相成、良性互动发展，其核心要素在于

人,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实现多元要素均

衡协调科学发展。产业与城市原本与生俱

来、相伴存在，只是人们对其融合的认识

产生异化，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开始

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问题，探索在更

深层次上实现产业与城市之间资源共享、

功能共生、协同互补、良性互动的有效路

径，产城融合的理念、内涵与模式研究也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

佛山作为以制造业闻名的产业城市，

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94.1%，居全国排名

第三，城镇化质量达到68.89%，居全国排

名第五。改革开放30年来，城镇化有力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人融合的模式探索
——以佛山为例

◎ 刘 栋

一、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已进入中期阶段，以物

质资本大量投入为驱动力的传统城镇化模

式难以维续，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城镇化和

产业化的基本规律，以优化城镇质量和产

业结构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产城相互

融合、宜业宜居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尤其

是美国底特律城破产，更加引起世界对传

统城镇化和产业化理论检证和创新的诉

求，城镇化和产业化理论开始由追求物质

性的统一和效率向现代多元化人本模式转

变，循环经济论、泛在技术理论、复杂系

统理论、低碳城市发展新模式研究大量涌

现，各种新理论从根本上要求城镇化和产

摘  要：本文从国内外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及背景着手，以制造业名城佛山为例，

分析历年来佛山城市定位和产城人融合战略的演进，并在实践中探索“1+2+5+X”城

市组团模式下人与自然生态、文化科技和谐酿成的三湖模式、佛山新城模式等成功做

法，揭示了产城人融合的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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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佛山制造走向世界和经济高速增长，

人均GDP近1.5万美元，但加工型传统制

造业能耗和环境成本到了库兹涅茨曲线拐

点，与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各种矛盾也集中

凸显。佛山实施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环

境再造和创新型城市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

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产业城市人才（以下

称产城人）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涌现出不少成功的做法或称模式，尽管层

次不同、形式各异、侧重有别，相同的是

都追求以人为本、协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理念，而且经过实践证明可以有效解决问

题。

二、佛山城市定位与产城人融合
的战略演进

从城市定位的发展轨迹而言，1958年

佛山历史上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出台时，

就提出“要把佛山建设成现代化轻工业之

城、文化艺术之城和美丽整洁之城”。改

革开放后，1979年城市总体规划把佛山定

位为“轻纺工业发达，科学文化繁荣，内

外经济活跃，整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城市”，1980年佛山第四届党代会再次肯

定这一定位；1994年城市总体规划定位为

“珠江三角洲西翼经贸中心城市；以高新

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开放性城市，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广东省政

府批准佛山市1994-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

把这一定位调整为“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导、第三产业发达、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历

史文化名城”。2003年佛山市九次党代会

提出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

大城市、宽裕小康社会”，2005年将定位

调整为“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

城市、富裕和谐佛山”。2008年4月市常

委扩大会提出“现代制造基地、产业服务

中心、岭南文化名城、美丽富裕家园”四

大战略定位。当前定位就是创新型城市、

产业强市、人才强市、文化强市、美丽佛

山、智慧佛山、幸福佛山等七线融合。

佛山城市定位概括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与自然和谐线类定位，有绿色城市、

生态城市、田园城市、园林城市、洁净城

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有绿色产业、生态

产业、绿色园区、生态园区，等等；二是科

技水平线类定位，有信息化城市、智慧城

市、创新型城市、制造业名城、都市产业、

都市农业，等等；三是人文线类定位，有文

明城市、历史名城、文化名城、美丽城市、

幸福城市、宜居城市，等等。

 
图�  佛山城市定位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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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产城人融合战略的演进显现出如

下特点：第一，佛山城市定位一贯突出产

业地位，体现产业结构轻工、重工向服务

升级，始终伴有产城攸关理念；第二，城

市定位全程与文化文明同在，标注人文品

牌，体现人本关怀；第三，关注科技创新

和生态城市内容的定位，经过表述困惑与

文本空白，走上主题回归；第四，日趋成

熟定位科学，尤其“十二五”以来，建设

创新型城市，以“民富市强，幸福佛山”

为核心，以“四化融合，智慧佛山”为路

径，突出统筹兼顾，突出科技进步，突出

改革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制造基地、产

业服务中心、岭南文化名城、美丽幸福家

园，把佛山建设成为一座充满朝气、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全国文明城市。

综上，佛山城市定位演进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探索产城人融合的科学进程。尤其

是多线融合城市定位，属于融合理念类，

其演进体现了产城人融合探索的科学进

程。

三、佛山产城人融合的模式探索

20世纪末，随着土地紧张、交通拥

挤、生态恶化等“城市病”陆续出现，掀

起了紧凑城市、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

为主流的产城革命新潮。佛山自觉拒绝

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2002年开启

国内城市组团模式之先河，经过十年来

加速城市升级、产业升级和环境再造，

加大民心工程力度，实施产业强市、人才

强市、文化强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

坚持不懈的探索，形成了尊重自然与以人

为本相应，城市紧凑与精明增长统一，传

承历史与开拓创新结合，高速TOD与慢行

GREENWAY交织，多中心与强中心相生

的“1+2+5+X”佛山城市组团总体模式。

总体模式不仅高效促进了产城人融合，同

时也催生了佛山新城模式、三湖模式、雄

狮模式、三旧改造佛山模式、智慧佛山模

式等产城人融合的实践模式。

（一）佛山新城模式与特点

�.新城的断代标准与佛山新城的三种

模式

新城作为一种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逐渐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发达国

家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标志之一是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产业化

和为之服务的高度城市化。而城市新区正

是产业化和城市化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其

不仅表现为一个城市范围内资源的空间优

化配置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促进经济的

高效率增长，而且还表现为多个城市新区

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和经济协调发展，从

而推进一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高速

发展。新城模式从1946年英国通过《新城

 
图2  佛山城市组团模式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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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促进开展新城运动，至今可归纳有5

代发展模式，佛山新城模式属于最新的第

五代新城模式。

佛山一贯坚持城镇空间结构与产业

结构高度化互动的产城人融合战略，在城

市和产业双升级走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阶

段的关键时期，开创多中心与强中心相生

的新城模式。其实践意义在于顺应产业结

构高度化要求，通过创新城市空间组合提

高城镇网络节点的有机关联度，创造一个

有利于产业更新的良好区位条件、空间关

系和环境质量，促进城市载体功能新生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社会经济增

长极。佛山的新城建设产城人融合模式探

索，具体可归纳三种代表性类型。

其 一 ，佛 山 新 城 暨 强 中 心 的“ 强

表�  新城模式的演进与断代标准

第一代新城 第二代新城 第三代新城 第四代新城 第五代新城

发展
时期

快速工业化、大
都市空间向外扩
展

经济迅速增长，
大都市内部饱和

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达到中
等发达水平

向创新驱动型经
济转型期

发展
政策

控制大都市区人
口的过度密集

大规模产业基地
的重点开发

区域多核心发展
战略

抑制大都市圈的
过度集中、都市
复兴

促进产业和城市
同步绿色升级

空间
结构

居住和产业分区
明显，放射状路
网

城大密度高，功
能分区弱化，

空间、功能与中
心互补，预留土
地

小城镇结构，居
住和产业混合

居住、工作、休
闲空间多维融合

建设
目的

解决大城病，促
进经济萧条地区
发展

大 项 目 带 动 发
展、人口、产业
转移

广域开发，城区
功能和产业整合
转移

重视城市内部的
再生和整合

以人为本，生态
和谐，可持续发
展

主要
类型

卧 城 、 工 业 城
——解决大城市
问题型

功能完整的卫星
区域增长中心型

多种形式的新城
解决大都市问题

郊区化、边缘城
市

生态型、宜居宜
业型、智慧型

存在
问题

功 能 、 动 力 不
足，依赖空间外
溢扩张

缺乏生机，吸引
力不足，与政策
脱节

发展弹性有限 强调舒适多于产
业

对 人 素 质 要 求
高，但实际水平
滞后

趋势 限制大都市空间无序蔓延发展促进区域产城人融合均衡发展

资料来源：据相关文献归纳整理制表。

核”，2002年乘城市组团培育“强中心”

的东风，建设东平新城作为“强中心”的

“强核”的战略得以确立；其二是副中心

之一，新兴产业集群载体，即狮山新城；

其三是区级组团的强中心，如西江新城、

三水新城。上述新区建设充满第五代新城

理念并各具特色，尤其在追求产城人融合

方面形成的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2.佛山新城（东平）模式的创新特点

第一，破解佛山城市和产业发展空

间瓶颈，亟需一个资源集聚力和辐射带动

力强的中心城区，而强区又亟需“强核”

的支撑，为此佛山新城模式实现了“强中

心”中心城区的“强核”的理念创新。

第二，把产业拉动作为新城生命原动

力，以生产性服务产业与智慧产业主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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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湖”模式与特点

佛山市南海区在产城人融合的实践探

索中，以人为本，尊重自然，造人工湖，

“画龙点睛”，建设生态佳境，弘扬以人

为本的岭南亲水文化，促进人与自然融

合，增强环境魅力，实现环境、产业、城

市与人的和谐融合与科学发展，成功开创

以“千灯湖、听音湖、博爱湖”为生态增

长极的“三湖模式”。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与水共生，岭

南佛山水乡，更具亲水文化。弘扬亲水文

化，是人本的回归，人工造湖围建园林，

古今中外皆不鲜见；但南海区在虽为水乡

并不具备理想湖色美景的禀赋下，论证

出台中心城区规划，依山、挖塘、造湖并

装灯1300盏，创造一个昼夜湖光山色相辉

映、绿树溪流相交织的生态环境优势，遂

赋名千灯湖，即第一“龙睛”。千灯湖以

营造生态增长极为核心，创造环境优势增

强产城人融合力；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

提升和保障城市发展生命力；以金融产

业、智慧产业、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

丽城市、幸福城市的融合升级，增强高端

产业和高端人才的聚合力，创新企业的载

体孵化力和金融支持力。

第二“龙睛”就是听音湖。2012年南

海区实施“中枢两翼、核心带动”战略，

城发展，全程高效防止产城脱离，实现了

产城融合的融合力创新。

第三，岭南文化、创新创业、人与自

然和谐的人文理念，四大理念有机相生，

形成了产城人融合的精品定位理念。集智

慧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宜业城市等多功

能于一体，以保障城市功能创新。

第四，规划制定具有政府、智囊、公

众参与和程序的科学性，科学性决定可行

性，可行性有利连续实践，通过实践证明

科学性可进一步增强资源集聚能力，在实

践中调整规划使其更具科学性，形成规划

与实践的正生态循环机制，不因班子更迭

导致规划“常新”而实施和政策失去连续

性。

第五，针对跨多个行政区的实际与

前期组团经验，大胆实行新城建设和发展

的领导体制、人才制度、审批流程、政策

支撑等制度创新。自上而下组织协调统一

领导，党、政、企三结合，优化管理组织

制衡结构，工作实行问责制。强化政府的

“催化剂”作用，给予新城更大的自主发

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和政策倾

斜、资源倾斜、项目倾斜。

十年来新城建设和发展实践证明，佛

山新城在人才高地、工业服务区、新城精

品等产城人融合的实效上，具有第五代新

城模式的共性和佛山特色。

表2  佛山新城建设的三种模式

区位 中心城区内的新城 副中心新城 区级组团区域的新城

名称 佛山（东平）新城 狮山新城 西江新城 三水新城

模式
特征

强中心的“强核”，人才、
生产服务主导，智慧化、岭
南文化和宜居宜业的精品

区域的强中心，人才、战略
性新兴产业主导，兴湖亲
水，园镇融合的典范

区域的强中心，人才、战略
性新兴产业主导，有亲近自
然宜居宜休闲优势

资料来源：据相关文献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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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片区发展以千灯湖为生态增长极

的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在西部片区又开发

建设以人工听音湖为核心的独具文化特

色的生态增长极。听音湖的特点，一是充

分利用自然山水挖建听音湖，优化生态环

境优势，为区域产城人融合腾飞的巨龙再

添“点睛”之笔，以彰显岭南水乡风貌区

位优势生态特色；二是充分利用历史文化

景观资源，传承弘扬文翰理学历史人文精

神，塑造凝聚创新文化的载体，形成其生

态增长极传承历史的人文特色；三是充分

利用传统纺织产业重地的经济实力，以城

镇“三旧改造”为基础，响应产业升级的

强烈诉求，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主

导，形成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融合带动

传统产业升级的典型模式特色。

第三“龙睛”则是“三湖”中最大的

人工湖，即博爱湖，博爱湖的特点却又独

自形成了如下“雄狮”模式。

（三）“雄狮”模式与特点

雄狮模式是集合第三代产业园模式、

镇园融合模式、博爱湖模式、狮山新城模

式、西站TOD模式、蓝海人才模式等分系

统模式于一身的产城人融合系统科学发展

典型模式。

“雄狮”模式特点，一是制度创新超

前和规划科学引领的特点突出，以建设产

城人融合示范区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出台“雄狮”计划为新征程纲领，

并为实施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制

度创新举措；二是园镇融合、合署办公、

管理体制创新，用经济强镇的实力融合

强化高新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以高新区

的创新体系融合优化经济强镇的创新能

力；三是以建造博爱湖为核心培育生态增

长极；四是加速推进狮山新城市中心重点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与城市产业发展相

融合，完善国际化商务配套，打造高品位

居住社区，建设生态化绿色园区，倾力打

造创新型、国际化、幸福乐居的生态品质

新城；五是建设汽车产业城、光电产业基

地、高端装备产业园、智能家电产业、生

命健康产业基地、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

 
图3 “雄狮”模式的产城人融合系统机理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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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地，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主导狮山新城发展；六是深化

实施“蓝海人才计划”，重点引进一批站

在全市支柱产业核心技术创新前沿、勇于

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和职业技能人才，采

取“院所+平台+企业”的方式培养创新人

才，与有关高校合作，采取“联合培养、

定向输送”方式进行人才培养，探索创新

驱动产城人融合的典型模式。

佛山市各镇区在产城人融合的实践探

索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特色，但总结起来

有四种类型，即老区转型类、新城开发类、

新兴产业基地类、现代服务业集聚类。

四、结论

佛山在产城人融合的实践中形成的模

式可以提升为如下几点：

第一，佛山城市组团“1+2+5+X”模

式尊重佛山文化与历史、亲近自然生态

环境，在城、区、镇多级中心协调、集约

发展的同时，形成支持其“1+2+5+X”模

式的“强中心”与“强核”模式、新城模

式、三湖模式、雄狮模式等几大分系统。

第二，佛山产城人融合的显著特点，

以人为核心，尊重生态和谐，在亲近自

然中建设宜居城市空间，突出“山、水、

城”的景观格局，提高绿地比重和规划标

准，通过造湖兴水等路径，优化生态系，

实现人与自然、产业及城市的和谐融合发

展。

第三，提高创新驱动力是实现产城

人融合的关键所在。佛山通过全面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创新能力，推

动产业由低端制造环节向高端跨越，改造

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并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支撑城市升

级，以人为本，集聚创新人才，为创新提

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

统筹协调、优化配置和综合集成。

表3  佛山实施产城人融合模式的典型分类

类别 老区转型类 新城开发类 新兴产业基地类 现代服务业集聚类

动力维度 被动型 主动型 主动型 主动型

功能维度 共生型 伴生型 共生型与伴生型融合 伴生型

地位维度 均衡型 城市功能与服务业均衡 产业主导型 高端服务产业主导

生态维度 人工景观 自然山水与人工景观融合 人工湖生态增长极 人工湖生态增长极

典型代表 岭南天地 佛山新城 狮山园镇融合 千灯湖金融高新区

资料来源：据相关文献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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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ntegrated Pattern  of  Industry,  Town and People Under Neo-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Foshan
Liu D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he neo-urbanization trends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taking Foshan, a well-known city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how Foshan positions itself and proceeds with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dustry, town and peo-

ple through the years. It also explores the “1+2+5+X” urban agglomeration model under whic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form a harmonious pattern. The study proves the suc-

cess of the integrated pattern of industry, town and people.

Keywords: neo-urbanization; city orientation; the integrated pattern of industry, town and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