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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投向我国三柄利剑：一柄

是他们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为了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一项所谓

“清洁发展机制”的计划，该计划在《京都议

定书》的框架内制定，即富国的公司比如加

拿大的公司可以从贫穷国家的公司购买到碳

的信用分。换句话说，即购买“污染的权

利”，作为交换，穷国的公司则要承诺放弃他

们自己与温室气体有关的生产活动。另两柄

是他们落后的污染工业转移和非科学的卫星

城工业规划理论。多年来，就是这柄卫星城

工业规划理论之剑，使我国小而落后的工业

分散在城市各处，把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优

势变为能耗大、效能底的劣势。本文从以人

为本和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

探索一条既能发挥我国能源优势又能迎接清

洁发展机制挑战的新城市、新工业体制和新

工业规划理论，使我国工业城市走上具有中

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 卫星城理论近百年的实践

卫星城理论是19世纪城市规划大师霍华

德提出田园城市之后，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

美国人泰勒于1915年提出的，其主旨是把城

市工业迁入郊区，建立卫星城，以分散高密

度的人口。1924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

开的国际会议上通过《为防止超级城市出现，

应当建立卫星城》 决议之后，这一做法为世

界各国广泛采用。但实践的结果是，很多国

家建立卫星城后，非但没有阻止中心城区膨

胀，且空气污染更加严重。今天我们反思卫

星城理论的主要论点为在工业与城市的布局

中只注重距离，不计方向，其论点本身就失

去了科学基础。因为空气污染最严重期是在

夏暖湿季无风和微风时，这是自然规律，违

背了这一规律，就会造成对城市的污染。多

年来，我国大城市受卫星城理论影响最深，

如北京市按卫星城理论，把工业由近郊迁到

远郊大兴区，距市中心40公里。按北京夏季

主导风向，南北风 （白天南风，晚间北风）

以微风1米/秒计，则12小时可飘行43公里，这

就形成了有害气体往返飘行于市中心与新工

业区之间的状况。这不仅白白浪费了783家工

业企业的搬迁费，而且还不得不把全市工业

能源煤改为油，以致奥运会期间全市被迫停

止工业生产。这个搬迁大浪费的错误相继在

上海、沈阳、广州、合肥等城市上演，甚至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我国，

这就是盲目实施卫星城理论的后果。因此我

们一方面要把卫星城理论的非科学本质厘清，

另一方面要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型城市工业规

划新理论。
二、 开创带形城工业规划新理论

（一） 西方各国对城市工业规划理论的新

探索

由于卫星城理论经过多年的实践无法控

制城市的扩张和污染，西方各国又把19世纪

开创绿色工业城市新时代：

建立带形城工业新体制与新规划理论

杨 信 陈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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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马塔提出的城市带思想

（它是由数个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工业城市组成

工业圈，圈内各城市分布空间呈带状的城市群形成

的城市带） 推出并加以提倡和推广。但由于各城市

圈内外工业之间和圈内外工业与居民之间的无序分

布，以及城市带所处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因此城

市带的居民很难避免工业污染的侵害，其中工业分

散且无序分布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根源。
（二） 新理论的基础

我们所要建立的带形城新理论，实际上与19世

纪城市规划大师霍华德提出的集城市与乡村优点于

一身的田园城市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长达一个世纪

的工业发展实践证明，卫星城和以后的城市带理论

是无法实现霍华德的理想的，城市规划理论亟待创

新。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创新城市规划理论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城市规划理论应该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中，在经

验与教训的实践总结中，在遵循社会规律与自然规

律、并使之达到和谐的研究中产生。带形城新理论

科学地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在住宅区和城市夏季

主导风的下方位，把污染源 （工业） 集中起来，远

离中心城区，组成工业带，这就是带形城工业规划

新理论的基础。
（三） 新理论、 新要求、 新布局

根据带形城理论基础展开实践，新的带形城工

业规划应按下列新布局、新要求执行：

1.把工业全部集中 （使用电能、太阳能、风能

的实验室和软件开发机构除外，其他工业包括各区

属小工业全部集中）。它是由数个包括轻工业、机

械工业等不同类别的工业区组成的工业带。工业区

按污染程度进行排列，污染重的远离城市。
2.按当地夏季主导风向安排各区、带的位置。

首先，工业带应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其

次，城市和住宅区应位于工业带夏季主导风向的上

风位；再次，城市之间的城市带均应位于两城夏季

主导风向的下风位。
3.工业带、住宅区和中心城区应同步协调发

展，即中心城区与工业带和住宅区各向相反的方向

发展。首先，当中心城区发展方向由于地形 （山、
河等） 或地质 （地震带等） 等原因不能向前发展

时，可随山就势转角度向前发展。这就为带形城创

造出不同的特色，把附近风景好的地方尽量纳入带

形城的一部分。其次，工业带发展方向出现上述情

况时可以转向，待后期可调整为双翼发展，但中心

城区要预留足够大的发展余地。再次，上述地形地

质情况应在规划前探明，可把地震带等放在中心城

区与工业带和住宅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中。
4.适用范围。新带形城由中心城区、工业带、

住宅区组成；而旧城区的新城市带由工业带和住宅

区组成 （见图1、图2）。

图1 新带形城规划示意图

图2 老城市之间城市带规划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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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区

（原建筑总占地）
绿色服务区

（原公辅占地）
专业化厂

（原工厂房占地）
备注

占地

（万平方米）
建筑占地

（万平方米）
占地

（万平方米）
建筑占地

（万平方米）
占地

（万平方米）
建筑占地

（万平方米）

新体制 300 90 40 12 260 78 可容200个企业

旧体制 300 （90） （180） （54） （120） （36） 100个企业

旧体制 600 （180） （360） （108） （240） （72） 200个企业

差异

新 300 （90） 320 96 20 6 新旧差值

旧 600 节约 节约 节约 尚余 尚余

［城市发展战略］

三、 转变工业发展方式， 创立工业发展新机制

（一） 创立工业发展新机构

工业污染使城市不堪重负，对人的身体也构成

严重威胁，各大城市虽按卫星城理论进行多次工业

调整，形成圈层式布局，但仍以万能式工业形式存

在。这非但没有减少污染，还使有害气体进一步扩

大，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城市用地。因此，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是当

务之急。
带形城建设首先要考虑的是，创立工业发展新

机构———绿色服务区。它是专为老城区工业企业等

迁出设立的；它将是老城生态化、消灭污染气体和

资源节约型工业的开拓者，更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的重要举措；它是100家传统中小企业集中在

300万平方米新工业区的公共服务及辅助生产服务

设施机构，该设施机构由近千个建筑物集中成20个

大型现代化服务设施。它的集中节省了大量重复建

筑用地，使工业区容量增加1倍 （见表1）。上述是

新机构绿色服务区节约土地的经济优势，同时还减

少了城内数百个烟筒。而绿色服务区本身的效益也

是可观的：第一，将循环电站从废气中分解的二氧

化碳输入附近的蔬菜大棚，经光合作用增加植物的

产量；第二，煤灰制砖；第三，生产用水中和后再

利用；第四，多家同类小厂合并，由手工或一般

加工转变为具有科技含量的规模生产，大量节约

人力物力消耗。
绿色服务区是新生事物，脱胎于传统企业，是

循环经济、再生资源利用的平台，它的组成成员包

括：公共生产及生活服务设施，如办公楼、午餐加

工厂、运输车库、各种货物仓库、热电站及其附属

设施、冷却塔、煤灰加工厂、变电站等；辅助生产

设施，如铸造厂、锻造厂、精密铸造厂、木工厂、
工具机修厂、地下车库等。

（二） 建立工业发展新体制

生产性服务业实行专业化管理新体制，是相对

于旧的万能式管理模式而言的。这种专业化管理新

体制是在筹建、创建和扩展期间，使生产性服务业

具有专业化发展的统一构想，使管理实现集约化、
节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这种专业化管理新体制

是吸收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特

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工业区把各企业的锅

炉房、食堂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成一个热电厂、一

个午餐加工厂等，并使之为整个工业区服务，实现

节能减排、自主经营的绿色服务区经验。对于企业

这种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微观经济组织，构建工业发

展新体制，细化分工和专业化标准，创造占地少、

表 1 新旧体制各区及建筑物占地比较表

注： 新旧厂均按建筑系数30%计算， 按理专业化厂 （只一个厂房） 建筑系数应提高 （可容纳更多老厂）， 但考虑到新体

制应给每个厂留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表中余额是为多一些绿化停车场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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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少、上马快、投资周转快以及产品成本低、质

量高、企业管理专业化等优势，最终提高市场竞争

力，这将为我国人多地少的制造业开辟一条打破常

规的新路。
四、 开创绿色工业城市新时代

（一） 旧工业体系现状

当前拥有1000家中小型企业的城市，至少有

3000个～5000个烟筒矗立于城市之中，成为温室气

体排放的源头和危害居民健康的杀手。由于我国工

业起步晚，落后的技术设备大量存在，造成我国能

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能源利用率也低于

10%。随着发达国家工业更新换代，落后的污染企

业大量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中30%是“转移排放”，为发达国家承担了排

放压力。
（二） 新工业体制的优势

1.集中节约优势。
以上述拥有1000家中小型企业的城市为例，以

平均每家企业10个公共服务设施计算，重复设施将

达到近万个。而集中后建成5个工业区，以每区200
个厂，补齐全部20个服务设施，只需100个大型现

代服务设施即可。其优势非常明显：第一，把大量

烟、煤、沙尘和各种噪音迁出旧城，使之成为无工

业有害气体污染的生态城；第二，迁入新址后能腾

出城内的宝贵土地3000万平方米，不仅减少了一半

用地，而且地价也便宜了数倍；第三，少建重复建

筑物9900个，节约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降低了生产

成本。
2.集中治理污染和循环经济优势。
把分散在旧城各地的1000个小锅炉房，集中成

数个集成燃气联合循环发电站分别布置在新工业区

（包括住宅区） 或带形新城。它不仅比普通热电站

能效高15%，更重要的是它可直接从高压纯氧燃烧

气化煤中收集二氧化碳，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附近

农村蔬菜大棚，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提高其产量

（如北京钢厂）；也可以促进用于制药的富含叶黄素

的藻类生长 （如西班牙） 等。因此这一集中治理污

染措施既能使污染气体得到合理利用，进入循环经

济轨道，又能使温室气体达到零排放。
（三） 集中创新管理科学领导优势

1.集中创新管理优势。

旧工业体制是全能工业，实际是外行管理。而

新工业体制则为各公共及辅助生产设施独立自主经

营，包括主厂房均为专业管理，亦称内行管理。过

去每项服务设施只服务于一个企业，现在要服务百

家以上企业，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

提高了服务质量，更增加了新体制的生命力，扩大

了就业渠道，增加了税收。同时，只有集中专业人

才，才能创新其服务方式，发挥专业管理的优势。
2.集中科学领导优势。
旧工业体制中每个企业均归地方工业局管理，

是分散的被动领导。新工业体制把众多企业集中成

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化厂区，另一个是绿色服务

区。绿色服务区不仅是各专业化厂的供销服务链，

也是节能减排、消灭空气污染和变废为宝的自主创

新领跑者，再加上自然形成的各工业区之间的竞争

机制，使之必然成为核心技术的创新源头。它不仅

了解各工厂的生产脉络，也站在工业科学领导的最

前沿。特别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经济转型，

劳动力优势已成过去，在工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

和创造核心技术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精力应更多地

转到地方工业科技创新和科技竞争的轨道上来。
（四） 开辟绿色工业服务业新篇章

我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的工业服务业于1986年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工业区建立，至今已有25
年，它迅速成长并在我国各城市开发区开花结果，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服务业集中优势明显 （节约

大量重复建筑和土地） 且无大的技术难题；二是食

堂改为午餐加工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创新，同时也

带动其他服务设施由过去的职工上门求服务转变为

服务部门上门送服务。不仅促进了生产，更为服务

业增添了活力。要把“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总体

上是美国的3倍、欧盟的4倍、日本的5倍”的落后

面貌改变过来，就必须在财政和国家减排制度的支

持下提高每个企业的工艺水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燃煤循环发电技术，达到零排放。因此绿色服务业

无论在服务设备先进性，还是在服务业总体经济效

益方面都不逊于任何国家，甚至在以后的短途运输

机械化、自动化方面我们更有优势。因此如果说

“我国的服务业与美国仍有10年以上差距”的话，

那么我国机械工业绿色服务业将是赶上美国服务业

的领跑者，必将开辟绿色服务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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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城市、 新理论、 新规划

1.新城市、新理论、新实践。
从图1可以看出，作为新城市的带形城，其工

业区、住宅区和中心城区可以同步发展、互不影

响。新城工业区与城市相距不到1公里设置绿化隔

离带，通过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条件来消除污

染、净化环境。而在卫星城理论作用下的北京市中

心区与工业区，相距约40公里却仍不能脱离工业污

染，这其实是新旧理论的区别所在，要在城市规划

中更多地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如城市

工业规划中除风向规律，还有地震规律等。
2.新城市、新任务、新规划。
新城市规划是根据带形城新理论及其规划新布

局进行的。目前城市三大难题中，除工业污染问题

外，汽车尾气污染和交通拥堵仍是困扰旧城区的重

大难题，带形城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新城市规划首先把中心城区的市级公共设施全

部集中布置在带形城的中央绿化带中，由于城市的

宽度比较固定，其绿化带到城市最外边一般在2公

里～3公里之间，适于步行，为居民往返于公共设

施之间创造了方便的出行条件，居民使用自行车和

公交车完全能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在这种环

境下，新城建设初期采用高污染税来控制汽车尾气

的发展是完全可行的，后期可增设纵向高架桥和地

下通道以避免道路平面交叉发生交通拥堵。带形城

不仅是居民比较理想的宜居城市，更是解决工业及

汽车尾气等有害气体污染和客、货车分开应对交通

拥堵比较理想的生态城市，并兼有工业与城市共同

发展，制造业投资少、用地少、见效快、产值高、
成本低、有竞争活力的比较优势。因此，它将成为

带动我国走向创新型国家的新型自主创新城市。
五、 总结

第一，前述西方发达国家投向我国的第一柄清

洁发展机制利剑，把我国推向投资清洁能源规模最

大：世界最大的风能市场，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

产国，以及最大的核电站建造者之一。它们的第二

和第三柄利剑将把我国推向绿色工业城市新时代，

使我国水更清、天更蓝。他们无意中把我国推向可

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投向我

国的三柄利剑的反作用“硕果”。
第二，由于老城工业腾地多而新城区占地少的

差价获得了老城工业迁出的财政支撑；同时世界最

先进的燃煤循环发电技术已在我国《“十一五”863
计划》中立项，并已在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建设；并

且体制从万能式企业转为专业化企业，转变了工业

发展方式，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

制度保证。上述财政、技术、制度三大支柱为老城

工业迁出，使老城生态化和提高新城 （区） 工业工

艺水平及生产活力，并消灭工业空气污染，实现田

园城市梦想奠定了基础。
第三，创新是企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生命

力。我们应站在这个高度上去思考、去工作、去发

展中国模式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特区改

革开放开始的，是从各开发区工业建设实施的。而

工业建设的好坏又与开发区的工业规划密切相关。
本文在吸取天津开发区起步工业区工业规划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专业工作经验，在转变工业发展

机制创新上探讨了如何把受有害气体污染的工业城

市变为绿色生态城市，使城市与经济齐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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