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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 走向创新型城区：

杨浦转型与城市更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副院长；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杨浦区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
文积淀，概括为“三个百年”：百年工业、
百年大学和百年市政。杨浦是中国的
近代工业发源地，至今保留着许多在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工业遗产。拥有多所具有百年历史的
高校，是中国著名大学城。杨浦也是
上海最早市政设施的发源地，如自来
水厂、电厂、煤气厂等等。十九世纪
二十年代大上海都市计划，准备将市
政府搬迁至杨浦，至今还留有许多那
个时期的建设遗迹。

杨浦从“十一五”开始既提出通
过“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创
建“知识创新区”的发展目标，但面
对老工业区转型过程和激烈的竞争环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100 篇，
40 位专家学者发表了演讲，展示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主旨报告演讲由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
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
松主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国际工业遗产保护
委 员 会 主 席 Patrick Edward Martin
以及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分别作
了题为《传承与守望——浅析故宫工
匠精神的当代实践》、“TICCIH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on the Global 
Stage”和《上海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演讲。研讨会分为规划设计、国内
外比较、案例研究、相关问题、相关
理论、铁路遗产六个专题，在既往案
例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工业
遗产的概念、构成辨识、价值阐释、
遗产类型、军事遗产、乡村工业遗产、
工业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建筑师、建筑
技术等跨学科的全新视角，对工业遗
产进行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研
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全面展示了
中国工业遗产调查、研究和保护的最
新成果。 

本次会议集中展现了同济人在此
领域的学术风采，演讲者中既有工作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卢济
威教授、李振宇教授、章明教授、左
琰教授、朱晓明教授，也有多年致力
于建筑遗产保护和项目实践的同济校
友和博士生：唐玉恩大师、董一平老师、
王芳建筑师、范蓓蕾建筑师及孙淼博
士生等。

 21 日的考察安排了四行仓库、
杨浦滨江景观改造示范段、杨树浦滨
江规划展示馆、国际时尚中心、富丽
服装厂创意园区，以及国际工业设计
中心、玻璃博物馆、中成智谷、半岛
1919、宝钢两条工业遗产科学保护和
工业遗存创新利用项目的路线，与会
者近距离的接触并更全面的学习到了
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

图：四行仓库参观

图：杨浦滨江示范段参观

闭幕式上，刘伯英教授、张松教授、
左琰教授分别对此次研讨会作了总结，
以期通过第七届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
把中国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推上一个

新的高度。在随后举行的会旗交接仪
式上，南京东南大学成为第八届中国
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的主办方，同时
东南大学李海清教授也向大家发出了
邀请。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始于 2006 年国
家文物局在无锡举办论坛通过的《无
锡建议》，到今天经历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最快、
城市建设最为猛烈的十年，是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幅度最大的十年，也是

图：交接旗

工业遗产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刚刚起
步的十年。工业遗产保护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共同关注，那些保留下来的厂
房设备，依靠着大家的努力！丰富的
调查研究成果，凝聚着大家的智慧，
保护和再利用实践体现着大家的探索！

此次研讨会还得到了《建筑遗产》、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工业建筑》、
《时代建筑》、《城市规划学刊》杂志，
以及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媒体的大力支持。

图：与会人员合影

境，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始终存在。

在“四个中心”基础上，“迈向
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上海 2040 提出
的发展目标，其中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是两
个核心内涵，这对杨浦来说无疑是一
个重大的发展机遇。需要从全球城市
定位下认知杨浦，围绕目标更新、机
制更新和空间更新，思考杨浦走向知
识创新区和老工业基地转型合理的路径。

一 . 问题研判与目标重塑
杨浦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良好的区位与边缘化的交通资源配置
形成反差，人口结构和知识创新区定
位诉求存在差距。从空间上，杨浦南
北和东西两个方向上都存在功能的割
裂现象。在城市更新方面，老公房社
区多，旧区改造压力大。产权等问题
造成滨江工业岸线开发缓慢。设施配
套的水平低，相比其他中心城区，吸
引知识创新人才的能力弱。

“三区联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落差，不在于目标本身，而在于校区、
园区和社区之间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
益诉求，知识创新并不是三区的交集。
“三区联动”的关键在于机制联动，
需要从形式到内涵转型，聚焦创新要
素的联动，促使“三区联动”变“物
理过程”为“化学作用”。其核心的
是要聚焦创新主体，即建立聚焦“创
新型人才需求”、“创新型企业需求”
以及“创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
三大创新要素资源的联动机制。

从未来发展目标来看，杨浦无疑
需要站在全球城市的视角进行定位。
突出以科教资源为特色的知识创新区
特质，以创意阶层为核心，构建创新
生态环境和创新网络，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人才和企业集聚区。
同时要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上海
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国际交流服
务区。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校区、园区、
社区与城区的融合，创新活动并不是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完成的，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创新区是要跟城区结合在
一起的。

二 . 转型路径及策略
在过去“三区联动”的基础上，

“激活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主体、变
革创新机制、营造创新环境”，是杨
浦转型的总体思路。在机制上，聚焦
创意人群、创新企业、创新基础设施
三大创新要素的联动。在空间结构上，
加强东中西部的联动，包括大五角场、
大滨江、创意社区三大空间板块的联
动。通过功能维度、空间维度与时间
维度的整合，创新“三区联动”的路径。
具体的内容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激活创新要素。聚焦“20-40”
人才战略，关注 20 多岁刚毕业的大学
生群体以及 40 岁左右的精英群体，能
否留在杨浦创新、创业。关注这两个
年龄层次的人才对生活空间、工作空
间和娱乐空间的需求，特别是这对年
轻的创业群体，需要控制生活和商务
成本。同时培育多样化创新企业集聚
的生态网络，增加创新基础设施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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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
（2）创新型城区建设。特别需要

强调城区的概念，过去的科技创新依
托产业园，但最近几年许多西方国家
出现一个发展趋势，即城市化的科技
园区。一是再城市化战略，杨浦结合
区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应推动
创新、创意产业与城区发展的集合；
二是促进大学功能的外溢，打破有形
的围墙和无形的围墙在城区和高校之
间的隔阂；三是国际化战略，杨浦几
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是很高的，应充
分借助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推动杨浦
的国际化。

由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
创新中心、北京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智慧城市研究与
规划中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居环
境信息实验室等联合承办的第十届规
划信息化实务论坛在上海顺利进行，
论坛以“洞察、协同、创新”为主题，
齐聚规划领域相关学者专家，聚人聚
思聚力，为城市规划信息化的前行道
路增砖填瓦。

图：创新型城区建设走向图

（3）重组空间结构体系。总体上
形成三个策略分区，西部板块创新功
能集聚，提供更多的支撑性公共产品，
促进功能联动。中部板块围绕社区更
新，提供更多孵化器空间，构建社区
空间与城区创新功能紧密结合的创新
网络。东部滨江地区则是杨浦未来的
战略资源，依托滨水环境和工业遗产
资源，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大机遇。

优化杨浦的整体交通体系，通过
大运量交通推动地区的开发与转型，
加强交通廊道和枢纽建设，同时优化
生活交通网络对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在时间维度上。近期重点强化西
部，滨江与腹地形成锚链结构，推动
中部社区更新。中期形成弓箭模式，
强化东、中、西三条带的相互支撑。
远期强化整体结构，形成东中西的整
体联动格局。

图：近期、中期、远期结构优化

（4）六大行动计划。围绕上述基
本格局，形成六个方面的功能主题，
包括世界滨江主题创意社区主题、人
文杨浦主题、国际联创主题、绿色宜
居主题、智慧城区主题。

（5）重塑杨浦特质。围绕城市更
新的基本策略，改善城市微循环系统、
以文化导向城市更新、传统社区的更
新与示范。

三 . 从城市更新视角对杨浦转型
的思考

第一，关注城市更新的社会性内
涵。对杨浦而言，城市更新不仅仅是
为了改善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营造、
培育创新功能发育的城区环境。首先，
一个充满创意、创新的城市一定是要
适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发生的转
变，使之成为更加多样化、开放性、
国际化、高品质、拥有文化地标的城
市。其次，支撑知识创新区的关键在
于人才，要为吸引、满足创新、创业
群体的生活、工作需求提供空间保障。
关注创新模式的转变，机制的新路径：
从实验室走向开放的、非线性的创新
模式是创新活动的新趋势，城区是三
区联动的载体。

第二，文化特质对于知识创新的
意义。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
文化不仅支撑杨浦的功能转型、创新
和城市生活，同时也为未来杨浦的多
样化塑造提供可能性。百年的工业遗
产、老公房社区、20 年代的市政建
筑……在上海建设一个全球城市背景
下，是塑造独特、多样化文化景观遗

产的重要资源。同时，一个更加充满
魅力、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是支
撑创新活动的基础。

第三，三区融合的关键核心在于
校区、城区的融合。环同济知识经济
圈是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成功案
例，不仅在于高校的学科优势带来了
知识、人才外溢，更是在于周边的空
间资源、社区资源支撑了创新活动的
需求。特别是周边的老公房社区，提
供低成本的居住、工作空间，很多的
大学生毕业以后留在周边，正是有这
样的一个群体在，孵化出源源不断的
小企业，支撑那些中型，大型设计企
业的发展，形成以设计产业为特色的
创新网络。但目前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面临转型要求和发展瓶颈，一方面在
于现有的设计产业能否通过学科交叉、
整合拓展产业链，另一方面在于周边
地区能否为创新网络发育和升级提供
空间和功能方面的支撑。

第四，社区将是杨浦转型的重要
载体。杨浦在过去十多年的开发中，
社区资源已成为最大的存量资源，如
何将创新功能植入社区更新，将是杨
浦转型的重要课题。包括推动老公房
改造，作为公租房的重要补充，满足
多样的住房需求；国际社区和国际化
氛围营造；在社区和邻里中心改造中，
增加就业空间，推动复合型社区建设；
通过社区公共环境和居住环境整治，
控制商务成本，增强对年轻人创新创
业的吸引力等等。

图：老公房资源改造前后

第五，存量资源利用中的难题。
从物质更新到功能的更新，特别是杨
浦这样一个老公房社区、工业厂房资
源比较集中的城区，对存量资源的再
开发和再利用，不仅有许多技术上的

难题，还有政策、制度层面的瓶颈需
要跨越。

第六，重视建成环境更新中的微
计划。通过一些城市更新的微计划，
对于循序渐进地推动杨浦转型非常重
要，例如都市林荫计划、城市绿道计划、
滨水空间改善、城市慢道环境整治等
城市微循环系统改善，对于提升杨浦
的建成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杨浦的未来发展，走向知识创新
区和传统工业区的转型交织在一起，
城市更新是必然路径，也是巨大挑战。
需要适应新常态下发展理念的转变，
建立起清晰的目标导向的行动逻辑，
破解现实发展中的一些体制障碍，建
立起维护城市健康发展的治理机制，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功能
的转变。

各专业委员会、课题牵头单位汇
报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设想。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主任姚新
对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参加汇报的
专业委员会及合作联盟有长三角非遗
联盟、长三角青年创新创业联盟、上
海新能源汽车推进办公室。此外，成
立超过三年的五个专业委员会也先后
做了汇报。

中心执行主任张尚武教授汇报了
长三角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
员会自 2014 年 3 月成立以来所做的工
作和取得的瞩目成果。通过智城中枢
大数据库的建立，搜集数据以及互通，
为长三角区域城市智能诊断、智能规
划、智能治理打下良好基础。中心通
过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地方培训聚
人聚思聚力，增强学术影响力，凝聚
实践能力，逐步打造城镇化领域第一
示范平台。中心通过建设四大联盟：
专业联盟、高校联盟、企业联盟、国
际联盟为初步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生
态发展圈打下良好基础。  汇报得到了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认可，城市代表
表示会继续积极支持新型城镇化专委
会的发展，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6 中国第七届工业遗产学术
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完美落幕

图：单霁翔院长（左）、Patrick Edward Martin
主席（右）

 2016 年 11 月 19 日 -21 日，由中
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
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与联合举办的“2016 中国第
七届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
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
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 300 多位专家
学者齐聚同济，围绕“工业遗产的科
学保护与创新利用”的主题进行学术
研讨。

图：伍江常务副校长（左上）、吴志强副校长（右
上）、常青院士（左下）、刘伯英秘书长（右下）

开幕式由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
遗产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物学
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会长、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主任、国
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理事和国家代
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教授主
持。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副校
长吴志强、中国科学院常青院士出席
了开幕式，并代表同济大学致欢迎词；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中国文物
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元、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曹昌智代表学术组织分别致词；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振宇院长
则代表承办单位致词；中国科学院郑
时龄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院长李翔宁、同济大学规划系
系主任杨贵庆等出席了开幕式。

图：修龙理事长（左上）、黄元秘书长（右上）、
曹昌智秘书长（左下）、李振宇院长（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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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第 44 次工作会议

暨年度课题评审会在宿迁举办

12 月 13 日至 16 日，长三角协调
会办公室在宿迁召开了第 41 次主任办
公会和 44 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也是
年度课题评审会。长三角协调会办公
室成员、总干事、干事、联络员以及
各专业委员会、年度课题研究牵头单
位代表参加会议。13 日的工作会议讨
论成立了第二届专家咨询委员会以及
修改协调会章程的提案，讨论了 2017
年新设专业委员会、合作联盟等相关
工作事项等。14 日召开了年度课题评
审会。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成员、总
干事、各课题牵头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金华市经合办吴朝阳主
任主持，宿迁市沈海滨副市长做开幕
致辞，沈市长介绍了近年来宿迁的发
展，提出宿迁的交通问题和自然资源
优势。随后，各专业委员会做了工作
总结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