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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特色现代化新区的思考
———巴西利亚经验对雄安新区的借鉴
江势恒１ ꎬ王

军２

(１.青岛理工大学ꎬ青岛山东 ２６６０３３ꎻ２.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ꎬ青岛山东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 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ꎬ是继深圳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ꎮ 该文介绍了巴西利亚的建设历程和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成就ꎬ针
对雄安新区的现状和优势条件ꎬ结合巴西利亚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ꎬ提出了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特色现代化新
区的几点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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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 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ꎬ

风光秀丽ꎬ气候宜人ꎬ树木常年葱绿ꎬ鲜花久开不败ꎮ

的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ꎬ是

心并作为首都ꎬ做出迁都巴西利亚的决定以加快内

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

地开发ꎬ从 ２６ 个设计方案中选定了卢西奥科斯塔

１９５６ 年ꎬ总统库比契克确认巴西利亚为国家中

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ꎮ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意义的新区ꎮ 巴西利亚是上世纪 ５０ 年代ꎬ用三年多
时间从荒野里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ꎬ巴西利亚的
城市建设是世界城市规划建设的典范ꎬ它凭借着独

教授的飞机型平面布局为蓝图ꎮ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ꎮ 它是在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０

年间ꎬ用三年多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首

特的城市规划和丰姿多彩的现代化建筑而闻名世

都ꎮ 城里不见古迹遗址ꎬ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

界ꎬ巴西利亚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可为雄安新区规划

闹ꎬ但其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

和建设提供有益借鉴ꎮ

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ꎬ使这座新都蜚声世

１

界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

１.１

巴西利亚的建设历程及主要成就
基本概况
巴西利亚是巴西首都ꎬ是巴西第四大城市ꎮ 巴

西利亚的 ＧＤＰ 在拉丁美洲的城市里排名第五ꎬ在巴

西则排第三ꎮ 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拉美大城市

组织确定为“ 人类文化遗产” ꎬ成为众多璀璨辉煌的
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一个ꎮ
１.２

巴西利亚建设的主要成果

１.２.１

独具特色举世瞩目的城市格局

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布局完全从政

中最高的ꎮ 巴西利亚位于巴西中部戈亚斯州境内ꎬ

府机关办公和居民生活方便出发ꎬ俯瞰巴西利亚ꎬ城

马拉尼翁河和维尔德河汇合而成的三角地带上ꎮ 海

市的整体造型宛如一架凌空高飞的巨型飞机ꎮ 总统

拔 １ １００ 米ꎬ东南距里约热内卢 ９００ 千米ꎬ南距圣保
罗 ８６５ 千米ꎮ 连周围 ８ 个卫星城镇的联邦区 ꎬ面积

５ ８１４ 平方千米ꎬ人口 １８６.４ 万( １９９０ 年) ꎮ 地处高
原ꎬ气候温和宜人ꎮ 年平均气温 １７.７℃ ꎮ 年均降水
量 １ ６００ 毫米ꎬ雨季集中于 １０ 月 ~ 翌年 ４ 月ꎮ 这里

府、联邦最高法院和议会大楼坐落在 “ 机头” ꎬ “ 机
身” 则是行政机关所在地ꎬ分布着大教堂和国家剧
院ꎬ“ 两翼” 是现代化的立体式公路ꎬ公路两旁是住
宅区和配套商业区ꎬ“ 机身” 和“ 两翼” 交汇处有商业
银行、公共汽车总站和旅馆区ꎬ“ 机尾” 是展览厅、纪
念馆、火车站和服务工业区ꎮ 整个城市建筑布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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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观ꎬ是经典的“ 准柯西布耶式” 的城市规划ꎮ
１.２.２

浑然一体的建筑艺术

在巴西利亚的建设中ꎬ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奥

斯卡尼尔梅尔主持城市建筑艺术设计ꎬ使巴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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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亚拥有一大批新颖美观ꎬ富有情趣ꎬ代表国家建筑艺

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

术水平的建筑物ꎮ 如议会大厦、总统官邸曙光宫、外

强ꎬ现有开发程度较低ꎬ发展空间充裕ꎬ具备高起点

交部大厦、最高法院大厦、国家教堂、国家会议中心

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ꎮ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

等等ꎬ皆是建筑艺术的瑰宝珍品ꎮ

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ꎬ起步区面积约 １００ 平

１.２.３

绿色优美的生活环境

巴西利亚是当今世界最年轻而漂亮的首都ꎬ是

围绕人工湖展开的城市ꎬ是园林化的绿色城市ꎮ 全
市 ６０％的面积是绿地ꎬ城南 ６ 千米长的人工防护林

带ꎬ新都土地虽属红色沙壤ꎬ旱风季节里也不见沙尘

方公里ꎬ中期发展区面积约 ２００ 平方公里ꎬ远期控制
区面积约 ２ ０００ 平方公里ꎮ

２.２

雄安新区的优势

２.２.１

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

雄安新区紧邻北京、天津、保定和石家庄ꎬ背靠

飞扬的现象ꎮ 每个“ 方街” 都由一条由灌木墙、小花

首都新机场ꎬ建设雄安新区ꎬ可将北京、天津与河北

园和草坪组成的绿化带环绕ꎬ街道两旁绿树成荫ꎬ广

对接、耦合ꎬ 联 系 在 一 起ꎬ 作 为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场、建筑物门前、私人庭院ꎬ到处是花草树木ꎬ整个城

“ 齿轮城市” ꎬ让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效运转起来ꎬ将

市犹如一座大园林ꎮ
１.３

巴西利亚建设的几点启示

１.３.１

指导方针明确

在城市建设中ꎬ要明确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ꎬ并

京津冀区域城市通过核心城市支持、中心城市带动、
重点城市支撑ꎬ变成有机运行的京津冀城市群ꎮ 此
外ꎬ雄安新区已规划 ６ 条铁路、４ 坐高铁站、１ 个机

场ꎬ将在未来三年内建成ꎮ 届时ꎬ雄安新区互通京津

且城市规划要符合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ꎮ 根据指导

冀ꎬ交通十分便捷ꎮ

方针ꎬ要重视城市建设的立法工作ꎬ对于城市功能区

２.２.２

的划分、城市规模控制、城市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ꎬ

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

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和京津冀地区整体吸引力

提供法律支持ꎬ并严格执行ꎮ

的提升ꎬ总人口将会持续增加ꎬ整个地区的水环境总

１.３.２

体压力也会持续加大ꎮ 通过南水北调ꎬ可以补足白

空间布局合理

空间布局要立足于方便工作和方便生活ꎮ 在城

洋淀生态用水ꎬ为雄安新区以及华北地区提供用水

市结构上ꎬ要注意空间平衡和合理流程ꎬ除在总体规

保障ꎮ 同时ꎬ雄安新区开发水平低ꎬ资源环境承载力

划上布局合理之外ꎬ各分区的小区规划ꎬ都要方便工

较强ꎬ这都将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坚实基础ꎮ

作、方便生活ꎮ 城市的交通要统一规划ꎬ避免城市交

３

通拥堵问题ꎮ
１.３.３

重视文化建设

城市规划建设要重视城市的文化建设ꎮ 城市文

３.１

建设雄安新区的几点对策
明确指导方针ꎬ重视新区规划
要明确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部功能的集中承载

化是一个城市的魂ꎬ城市建设不能忽视文化建设ꎮ

地的指导方针ꎬ将雄安新区建设成贯彻落实新发展

要深度挖掘城市所在地的本土文化ꎬ亦可根据实际

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ꎬ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高地

情况ꎬ创造属于新城市的新文化ꎬ增添新的文化内

和高端高新产业的集聚地ꎮ 雄安新区的规划要坚持

涵ꎮ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ꎬ要高标准

１.３.４

注重环境保护

高质量组织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

城市建设要注重城市绿化和环境保护ꎮ 城市建

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

设要重视环境管理和保护ꎬ从整体规划到每个街区

理和保护规划ꎬ要科学规划雄安新区的空间布局ꎬ明

的规划ꎬ都要重视城市绿化美化ꎮ 要注重绿色生态

确功能定位ꎮ 此外ꎬ应该坚持先规划、再建设的指导

发展ꎬ对于大规模、高污染的项目ꎬ城市要将其拒之

原则ꎮ 规划引导建设ꎬ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

门外ꎮ

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规划ꎬ建设标杆工程ꎬ打造城市

２

建设的典范ꎮ 雄安新区规划要保持历史耐心ꎬ尊重

２.１

雄安新区的现状和主要优势

城市建设规律ꎬ合理把握开发节奏ꎬ加强对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现状

与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控ꎬ避免城市规模过度扩

雄安新区规地处京、津、保腹地ꎬ区位优势明显、

张ꎬ促进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ꎮ 雄安新区的规划要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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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强调城市品质和可持续性ꎬ使新区建设取得最
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ꎮ
３.２

３.４

注重环境保护ꎬ绿色生态发展
建设雄安新区ꎬ要调整产业结构ꎬ让新区的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ꎬ保障改善民生

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大引擎ꎮ 要积极淘汰钢铁、

在雄安新区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基础设施

石化、建材等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及各行业落后产

的建设ꎬ不能只在意城市硬件的建设而不在乎人的

能ꎬ引进新技术、新产业ꎬ推动绿色环保产业发展ꎮ

舒适度ꎬ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聚集的速度要匹配ꎮ

雄安新区不是简单的搬迁ꎬ更应该是产业的筛选和

城市是人生活的城市ꎬ雄安新区的建设要坚持以人

升级ꎬ对重污染的企业ꎬ要将其拒之门外ꎬ对低污染

为本的发展理念ꎬ不能仅仅把硬件建设得很漂亮ꎬ软

环保企业ꎬ进行鼓励和扶持ꎮ 此外ꎬ雄安新区建设要

件配套却跟不上ꎬ城市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人性化ꎬ

坚持生态优先ꎬ清晰土地规划ꎬ划定管控边界和开发

要更加考虑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感受ꎮ 要注重保障

红线ꎬ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ꎬ要在雄安新区建设绿色

改善民生ꎬ要构建快捷高效的交通网ꎬ提供优质的公

智慧新城ꎬ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ꎮ

共服务ꎬ补齐环京津冀周边地区社会事业发展ꎬ在雄
安新区建设生态宜居人文城市ꎮ 此外ꎬ新区不能只
是精英的新区ꎬ要考虑城市人的合理搭配ꎬ要有梯
度ꎬ要有各职业各阶层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人ꎬ要为
各职业各阶层的人提供优质的城市生活ꎮ
３.３

保护传统文化ꎬ延续历史文脉
白洋淀上历久弥新的红色文化ꎬ独具特色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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