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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当前国际大都市中，以商务活动为主的传统中央商务区( CBD) 正在向

包括商务、商业、文化、休闲、旅游活动在内的、具有复合功能的中央活动区( CAZ) 发展，一

些高能级的中央活动区( CAZ) 已经成为各国际大都市最重要的核心功能区和战略区域。

这一发展趋势对于上海未来商务区发展、城市规划，特别是世博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后续

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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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活动区，即 CAZ ( Central Activities Zone) ，在一些国家也被称为 CAD ( Central Activity
District) 。它集办公、金融、商务、娱乐、旅游等功能于一体，不仅拥有多样化、现代化的配套设施

设备，还拥有便捷的城市交通和物流系统，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并把握了城市乃至更广泛地区的

经济脉搏。
( 一) 中央活动区的前身: 中央商务区( CBD)

中央商务区( 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是指一个国家或大城市里主要商业活动进行的

地区。其概念最早在 1923 年由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当时定义为“商业会聚之处”。现代

意义上的中央商务区是指城市中集中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以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办

公楼、酒店、公寓等配套设备，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便于现代商务活动的场所。中央

商务区是一个城市经济的密集区，一般位于城市的黄金地带，有大量的公司、金融机构、企业财团

在这一地区展开各种商务活动。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已经比较成熟，例如纽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多伦

多、悉尼、新加坡等大都市已经在 20 世纪后半叶基本形成了 CBD 地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

方，成熟的中央商务区都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商业名片，拥有强劲的跨区甚至跨国的经济辐射

力，为城市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 二) 中央活动区( CAZ) : 中央商务区( CBD) 的新形态

与中央商务区相比，中央活动区的概念则更加广泛，它是用于多用途城市地区规划及设计的

专业术语。中央活动区的概念是在中央商务区的基础上发展演绎而来，是其延伸与具体化，在功

能上既继承了中央商务区的商业、商务等主要功能，又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突出并强化文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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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旅游以及商务酒店、高品质住宅等其他功能。它具备商业贸易、商务办公、行政办公、文化演

艺、旅游休闲、娱乐餐饮、生活居住的功能，成为全天 24 小时的活动中心和活力中心。

中央活动区的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从大小上来说，可以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或是商业区域，

也可以是居民区的购物中心带，还可以是一个城市中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特殊集聚活动地。在

以转型为本的城市计划发展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寻求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并在公共

交通枢纽周围，以提供人群及货物在城市中周转的更大持续力。但在多数情况下，中央活动区往

往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而且城市往往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都市。其不仅有大量的商务办公

用楼以供金融、商务活动的需要，还应具有行政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以及住宅、购物中心、服
务区等配套设施，实现行政、医疗、教育、金融、商务、会展、娱乐、旅行、居住等多项功能，高度集中

了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力量。不仅如此，中央活动区内还覆盖有成熟便捷的交通

网络系统，区内的交通可达度极高，公路干线、铁路、轨道交通、港口、机场均设于区域周边便利位

置，为当地市民的出行、游客和商务办公人士的到访，乃至货运和物流的往来都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除了 CBD 和 CAZ 外，还有 RBD、CTD 和 CED。其中，RBD 可翻译为“游

憩商业区”或“商业游憩区”，是指以游憩和商业服务为主的，购物、饮食、健身、文化等各类设施

集聚的特定区域; CTD 可翻译为“中心旅游区”，是指集中了城市主要旅游景点和旅游活动的区

域; CED 可翻译为“中央娱乐区”，是指集聚了城市一流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满足城市居民及其

外来游客娱乐需要，并且吸引较大客流量，在城市中具有最大影响辐射范围的区域。从本质上

说，CAZ 就是将 CBD 与 RBD、CTD 和 CED 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区域和多元化中心。

中央活动区( CAZ) 所代表的是整个城市最精华、超景观的区域，可以说，它们是城市中的城

市，即从都市中心发展出的次一级多功能中心或副都心地区。

中央活动区对现代城市战略计划来说至关重要，对一些著名的分散型特大城市，如澳大利

亚、加拿大、美国及新西兰的部分城市，这一计划已经提上议题，例如伦敦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墨
尔本 2030 战略、悉尼城中城计划等对此都有涉及。

( 三) 从中央商务区到中央活动区( CAZ) 的演变

中央商务区在发展初期与中央商业区有一定的依傍性，中央商务区经常是借助中央商业区

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所以，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欧美等国的中央商务区一般都是商业和办

公混杂的综合性区域，中央商务区与中央商业区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零售业集聚成为中央商务

区的重要特征。

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开始，中央商务区的职能升级使得商务办公、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

成为中心商务区的主要职能，零售业以及市中心区其他职能的地位明显弱化。以美国为例，从

1960 年至 1972 年，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办公楼总面积由 1300 万平方米增加到 262 万平方米; 至

1977 年，全美中央商务区零售业额仅占整个大城市总量的 4%。而职能上分离的结果使中央商

务区自成体系，逐渐与中央商业区相分离，继而越来越表现出脱离中心区的离心现象。各个大都

市纷纷在传统中心区之外建立新的中央商务区，如巴黎的拉德方斯商务区和东京的新宿商务区

等。商务功能的高度集聚和升级一方面推动了城市能级快速提升;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种新

问题的出现: 如中央商务区内白天“钟摆式通勤”和夜晚与周末“死城”的现象; 城市中心区零售

商业比重大幅下降，造成传统中央商业区呈现萧条局面; 城市中心区居民人口大量流失，“有商

无民”现象加剧，城市中心区出现衰退迹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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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现代通讯方式的普及，使得远程办公和远程通勤成为可能，数据处

理、快递业务、信用卡服务以及研发、工程服务等商务及活动的“去中心化”趋势非常明显。这就

迫使中央商务区的建设思路发生重大转变，从以企业为出发点的传统 CBD 建设理念转向以人的

需求为出发点的现代 CBD 建设理念，强调“以人为本”，对城市中心区进行重新规划建设。譬

如，伦敦提出“中央活动区”的概念，并将其规划为伦敦的核心功能区，不仅要发展原先的金融和

商务功能，更要注重旅游、文化、休闲等的发展; 纽约曼哈顿下城要求“在维持原有的市民与金融

中心的同时，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全球文化和商业中心，一个服务于世界的生活、工作、旅游的社

区”; 新加坡则对玛纳瑞中心提出了作为“工作、生活和休闲三位一体的独特城区”的发展定位。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现阶段各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发展的新趋势: 即对传统的城市中心在功能

和空间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地域范围更为宽泛、产业功能也更为综合，多元用途的中央活动

区代替了传统城市中心，也代替了单一用途的金融区、商务区的发展。各国际大都市都在朝向一

个具有活力的多元化中心发展，以应付全球化对其提出的作为全球经济管理和控制中心的职能

发挥。表 1 总结了国际大都市城市中心发展重点的转变。

表 1 国际大都市城市中心发展重点的转变

城市 上一发展阶段 现阶段

发展重点 发展定位 发展重点 发展定位

伦敦 CANARY 商务区 商务集聚区 中央活动区 伦敦作为全球城市的核
心功能区

纽约 曼哈顿下城 市民中心、金融中心 曼哈顿下城

在维持原有的市民与金
融中心的同时，成为一
个更具活力的全球文化
和商业中心，一个服务
于世界的生活 － 工作 －
旅游的社区

东京 新宿等副中心 商务集聚区
“一核七心”的系统、临
海副都心

“城市胜地”理念，领导
全球导向经济的战略性
地区

巴黎 拉德芳斯 商务集聚区 ——— ———

新加坡 马瑞纳中心 商务集聚区 马瑞纳湾新中心

未来 15 ～ 20 年新加坡
发展的焦点，发展成为
工作、生活和休闲三位
一体的独特城区

( 四) 中央活动区的特征

一个地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中央活动区，其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1． 中心化的区位交通环境。中央活动区往往具有区域中最高的中心性，是一个城市中的

“黄金地区”，也是各类行业精华最集中的所在，因此它的楼价在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内应该是最

高的。同时，由于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它在交通运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央活动区在交

通上拥有高度可达性，具有城市和区域中最发达的内部交通和外部联系，以给予办事者在单位时

间内最高的办事通达机会。因此，中央活动区的人流、车流、建筑密度在所在城市和区域中应该

是最高的。
2． 复合化的商务核心区。无论是纽约的百老汇、伦敦的李斯特广场、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

是悉尼的达伶港，这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中央活动区都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市中心区，并且与城

市中央商务区、中央商业区存在着或共生、或相邻的密切关系。这里往往聚集了当今最先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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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第三产业，比如金融、保险、证券、中介、会展、旅游等，还拥有特色商店、大型百货公司等购

物场所和健身、娱乐等休闲场所，形成复合功能，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商务商业活动的需求。值得

注意的一点是，即使是中央活动区的居住功能，也更多地是满足来往流动人口，尤其是旅游商务

流动人士，而非固定居住人口。
3． 集聚化的公共活动设施。中央活动区是城市娱乐活动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其娱乐设施和

娱乐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种类和一定数量的集聚，才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多样化、大规模

的市场需求。因此，中央娱乐区往往成为集广场、公园、博物馆、电影院、剧院、舞厅、餐馆、酒吧、

咖啡馆等大量综合娱乐设施为一体的“集合体”。
4． 多元化的文化活动组合。国际大都市中央活动区是不同民族、不同种族文化开放性交融、

展示的平台，从古典歌剧到现代话剧，从街头才艺表演到博物馆精品陈列，从豪华餐厅到休闲吧

馆，中央活动区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组合。
5． 高质量的娱乐体验品质。娱乐产品的高品质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央活动区的生命力所

在。《悲惨世界》在伦敦李斯特广场已经上演近 20 年，几乎天天爆满; 坐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的丽都剧院，其艳舞表演经历 50 余年的历史仍然长盛不衰; 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也有 100 多年

的历史，但观众仍然趋之若鹜。为了维护中央活动区的产品质量，高科技手段以及高投入、大制

作成为精品娱乐产品的重要保障。丽都剧院上演的《神奇巴黎》总投资高达 900 万欧元，配以升

降舞台、能容纳 1000 多人的全景剧场，将艳舞的“艳气、贵气、雅气”表现到极至。百老汇歌舞剧

无论在唱、做、表演、布景、灯光等方面均是最先进的，著名的《西贡小姐》甚至将直升机搬上舞

台。
6． 高档次的服务设施等级。区位条件决定了中央活动区的辐射面涵盖城市全体; 与之相匹

配，中央活动区必然唯一拥有某种服务于全市的机构或场所，所包含的服务设施必然具备其他地

区无法比拟的最高档次。以电影院为例，市场影响力第一、硬件设施一流、放映水准顶级的电影

院毫无例外都坐落在百老汇、李斯特广场、达伶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央活动区中。

二、国外部分城市中央活动区案例简介

( 一) 伦敦的中央活动区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及商务中心，也面临着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休闲旅游、文化娱乐方面需

求，还面临着如何应对频繁迁移带来的理念、文化上的冲撞与融合，以及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极

化等传统社会问题。伦敦政府以 2012 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为契机，将伦敦打造成样板化的国

际大都市，进一步确立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此，自 2004 年起，伦敦政府针对未来伦敦城市规

划建设设计出一套详细方案“伦敦计划”，包括整体定位、发展战略、主要政策以及中央活动区发

展规划和实施进度。2008 年发布的《伦敦规划———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 The London Pl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Consolidated with Alterations since 2004) 中展示了

伦敦中央活动区( CAZ) 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规划指出，伦敦中央活动区( CAZ) 载有极为重要的

活动，包括中央政府办事处、总部和大使馆，伦敦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和贸易办事处以及专业团

体、机构、协会、通讯出版，最集中的独特群集是广告和媒体; 其他主要用途和活动包括零售、旅
游、文化娱乐，国际购物中心也集中在 CAZ。虽然 CAZ 在地理和人口方面规模不大，但它包含了

伦敦近 30%的职位，预计到 2026 年可容纳伦敦 36% 的就业增长。此项计划旨在确保这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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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区的品质是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同时又能敏锐地应对其独特环境和 28 万居民的需

要。计划还指出，市长对中央活动区的责任和目标是确保其有足够的能力，以应对未来的持续发

展，对伦敦人民和整个国家提供机遇和机会，确保和加强其独特的环境和旅游景点。在此范围内

中央活动区政策还提供了对当地用途的保护和改善。

中央活动区内的增长将带动其成为国家和全球中心，并带动与其角色相关的区域和城市的

部分职能，同时也使得伦敦的功能有所扩展。中央活动区也是伦敦与东南部其余地区联系更广

泛的重点，以及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联系点。伦敦需要维持其作为国际商业、金融焦点，作为全国

交通节点的功能，同时发挥其在更广泛的东南地区以及国家的核心地位作用。

伦敦中央活动区也具有一定数量的剧院、画廊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这些都是广大游客游览

伦敦的必选项目。就城市观光、旅游休闲、文化演艺角度看，中央活动区也将列入游客的选择之

一。例如，作为中央活动区组成之一的伦敦西区，向来是游客观光和住宿的首选。在中央活动区

中新建立的一些文化旅游景点有助于缓解伦敦市中心的压力，以提供更多、更舒适的客房，增加

伦敦作为旅游景点和文化休闲场所的吸引力，为城市建设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 二) 纽约的中央活动区

纽约中央活动区依托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共生发展。在这片纽约市最为繁华的核心功能区域

中，集中了世界一流的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跨国公司总部的华尔街，以名牌汇聚著称于世

的第五大道，以世界戏剧艺术闻名全球的百老汇，分别是纽约城市商务办公、商业活动和娱乐设

施的典型代表。其中，百老汇是纽约曼哈顿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经成为

美国戏剧艺术的中心，两旁星罗棋布地汇集了大量剧院。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百老汇歌舞

艺术趋于鼎盛，据统计当时这条大道上的剧院已经超过 80 家。目前，仅 41 街至 53 街路段就有

38 家剧院，都属于美国剧院和制作人联盟，剧院规模在 500 至 1700 个座位左右。现在的百老汇

已经成为世界一流歌舞表演艺术的象征，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戏剧爱好者。

除此之外，麦迪逊广场、时代广场、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等著名商业娱乐设施也混合分布于中央活动区范围，共同形成了以百老汇为

核心、依托中央商务区共生发展的特征。
( 三) 芝加哥的中央活动区

芝加哥北方商务区有高密度的开发，20 世纪已初具规模。在过去 20 年里，当地相关部门对

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并确定了中央活动区的部分政策，得到了公立和私立部门的批准。

芝加哥城市建设者希望中央活动区充满活力，有更多的水景区和更多的空间，还希望有更便利的

交通，有办公住宅、娱乐区、教育区，可以向中央商务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芝加哥近年推广的项目中包括 2 万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另外还有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大规

模的高级住宅。在 26 公顷的土地上有 50 座高楼大厦，密度相当高。就需求而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央活动区就开发了 350 万平方米土地，有 150 万平方米零售商业用地，还有 18 万平

方米的住宅区。

在景观方面，芝加哥有非常著名的欧洲的空间和远水景，不同种类的公园和各种各样的公共

绿地，可以让人们到这些地方游玩和放松。

在交通方面，有 60%以上的人能够使用公共交通设施，在中央活动区大约有 6 万辆以上的汽车

来往，还有专车去往医院等专门场所。轻轨电车和汽车之间的连接也在不断完善中，中央活动区中

建有轻轨汽车站，从轻轨汽车站到车站只有 10 分钟的步程。另设有地下车道，同时在地下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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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行横道的位置，并且安装空调。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的中央活动区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高速铁路系统，连接到芝加哥其他重要的地方，保持了芝加哥作为美国最重要城市的地位。
由此可见，芝加哥的中央活动区首先是金融、现代服务业的中心，但同时相当程度上也使大

芝加哥地区变成了一个高档的居住区。芝加哥的经验说明，在大城市经济转型的同时，还产生了

空间转型，如工业首先从中心城搬到郊区，进一步从郊区搬到所谓的阳光地带，追求的是更低的

成本，更高的利润。
( 四) 墨尔本的中央活动区

墨尔本对中央活动区的发展措施主要有: 把活动中心建设成整个社区的发展、活动和生活的

核心; 扩展活动中心的功能，提供购物以及其他多样性的服务，延长服务时间，限制中心向外扩

张; 在活动中心和接近服务与交通的战略发展点附近开发新住宅。
与伦敦一样，墨尔本市政府推出“墨尔本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计划”( Melbourne 2030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growth) 。预计在未来 30 年，墨尔本人口数量将达到 100 万。为适应这一发展，墨

尔本政府欲将城市打造成一个融合居住、商务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宜居、吸引人的繁荣都市。澳

大利亚总理和计划部部长于 2008 年 1 月发布“Melbourne @ 5 Million”政府报告，报告中公布的

多项政策举措都是以墨尔本 2030 计划为向导而做的补充，并对墨尔本城市转型项目做了说明

和解释。
目前，墨尔本仅有一个中央商务区，即墨尔本市中心，今后，中央活动区将是墨尔本城市最大

的活动中心，汇集城市最多样化的功能性、职能性活动，同时这一区域的发展也将是最为高度集

中的。中央活动区将包括中央商务区、港口区，并将涵盖运动、文化、娱乐、教育、艺术等区域以及

南岸地区。
此外，墨尔本中央活动区还以其独特的现代风格与维多利亚风格混合的建筑、华丽的广场、

公园和街道以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而闻名。它同时也是墨尔本大都市轨道和维多利亚地区轨道

网络的起始点，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密集的公交网络系统。□

Central Activity Zone: a New Form of Modern CBD

Qian Zhi Li Yingjie Wang Wei

Abstract: Among world metropolises nowadays，the traditionally commercial － based Central Bus-
iness District ( CBD) is transforming to a multi － functional Central Activity Zone ( CAZ) with busi-
ness，commercial，cultural，leisure and travel activities． Some of the high － level Central Activity
Zones ( CAZ)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functional and strategic area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
tropolises． This tre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Shanghai＇s future business district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especially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Expo Park＇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continuous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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