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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区规制”—“街区制”的成都实践

□　沈莉芳，陈　诚

[摘　要] 成都的“小街区规制”和国家推行的“街区制”一脉同源，自 2015 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小街区规制”
这一城市规划理念以来，成都从系统研究到标准制定，从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管理，展开了全面的探索与实践。文章通过梳
理近两年来成都在“街区制”方面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总结了“系统研究、制定标准，全面评估、统筹推进，示范推动、
全面落实，制度保障、政策支撑、有效监督”的工作思路，期望能为国内其他城市推广“街区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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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a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then. Small block system in Chengdu is consistent with central government’s “ope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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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小街区规制”的提出背景

成都，作为特大中心城市，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
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
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民生活越
来越好。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各种“大城市病”
日益显现，给市民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极大
程度地降低了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了破解这一
难题，2015 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从“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街区规制”这一城
市规划理念，对破解“大城市病”提供了系统性的解
决方案，将建设更便捷、更宜居、更有人情味、更有
特色的开放街区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

2016 年，国家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出台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将“街区制”作为中央着力解
决“城市病”的一大重要举措，将推动发展“开放便捷、
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作为城
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可以说，成都的“小街区规制”和国家提出的“街
区制”的核心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2“小街区规制”的基本内涵与工作思路

2.1基本内涵

在“小街区规制”被提出后，成都通过开展相关
课题研究，明确了“小街区”和“小街区规制”概念
与内涵，在思想层面统一了对这一全新理念的认知。

“小街区”是指由城市主干道围合、中小街道分割、
路网密度较高、开发强度适中、土地功能复合、公共
交通完善及公共服务设施就近配套的开放街区模式。

“小街区规制”是指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将城市小
街区模式规范化、制度化，用规制的手段进行固化，
用制度的形式保障小街区规划理念落到实处。“小街
区规制”从微观层面贯彻落实了中央提出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构成城
市最小单元的街区作为解决“大城市病”的突破口，
通过建设一个个便捷、宜居、有人情味及有特色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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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对于未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公交干线
路段，均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④构建自行车及步行交通系统，串
联公共服务设施、景点、公园及历史遗
址等节点，形成体现城市活力的慢行走
廊；将街区内的地下公共空间、下沉式
广场、建筑、街道、开敞空间、二层连
廊与天桥进行串联，形成立体步行路径。

(3) 完善公共服务，方便市民生活。
成都在完善公共服务、方便市民生

活方面制定的规划标准如下：
①提升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以 10

～ 15 分钟步行距离为半径，就近配套
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及
社区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公共服
务圈；结合公园绿地、广场集中设置公
共服务中心。

②统筹划定沿街商业界面，居住地
块应至少保证沿一条城市道路设置连续

区，实现城市的和谐、宜居与繁荣。

2.2工作思路

为全面落实“小街区规制”理念，
有序推进小街区建设，成都从系统研究
到标准制定，从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管
理，探索了一套涵盖规划编制、审批、
实施及管理等内容的工作思路，具体如
下：①对“小街区规制”进行系统研究，
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确保规划理念得
以全面贯彻与落实；②对中心城区现有
规划进行全面评估，找准问题，制定出
“小街区规制”规划建设的实施路径；
③划定示范区，重点突破，以示范区的
规划建设带动“小街区”建设工作的全
面展开；④从政府层面出台相关制度、
政策、监督机制，作为规划支撑，确保
规划理念落地，实施不走样。

3成都“小街区规制”的实践内容

3.1系统研究，制定标准

“小街区规制”的建设目标不仅仅
是单纯要求街区规模要“小”, 其还是
一项系统性强、涵盖面广的复杂目标体
系。因此，成都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研
究框架，对涵盖用地、交通、服务设施，
以及生态、业态、文态、形态方面的 7
大项 18 小项内容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小街区规制”的系统研究，
成都制定出更符合其实际情况的规划建
设标准，作为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和规
划实施管理的直接依据。具体内容涵盖
以下 7 个方面。

(1) 确定不同类型“小街区”的尺
度规模。

“小街区”主要分为由商业商务功
能主导的“小街区”和由居住功能主导
的“小街区”两类。以商业商务为主导
功能的“小街区”的尺度宜控制在 0.8
～ 1.5　hm2，不宜超过 2.0　hm2；以居住
为主导功能的“小街区”的尺度宜控制
在 2.0 ～ 3.0　hm2，不宜超过 4.0　hm2。

(2) 优化道路体系，提高路网密度。

成都在优化道路体系、提高路网密
度方面制定的规划标准如下：

①在国家规范“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四级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成都传统空间特色，增加“街巷”一级，
形成五级路网体系，并制定出适宜成都
交通出行特点的各级道路设计及管控标
准，涵盖断面及交叉口设计、街道设计、
交通组织管控、慢行空间及地下空间系
统设计等方面的多项标准 ( 图 1)。

②规定成都市整体路网密度不低于
10　km/km2( 高于国家不低于 8　km/km2

的要求 )。商业商务功能主导的“小街
区”，路网密度不低于 14　km/km2；居
住功能主导的“小街区”，路网密度不
低于 10　km/km2。

③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结合地铁站
点，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对各种公共交
通换乘方式进行合理规划，实现无缝换

图 1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街巷”道路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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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街商业，并结合公共服务中心，在
宽为12～25　m的道路沿线设置商业街。

(4) 构建生态网络，增加开敞空间。
成都在构建生态网络、增加开敞空

间方面制定的规划标准如下：
①坚持“开敞空间只增不减”的原

则，采用大中型广场、绿地和分散性的
小广场、绿地相结合的布局方式，构建
功能完善、级配合理、空间关联的开敞
空间体系。

②按“300　m 见绿、500　m 见园”
的原则，“见缝插针”地就近增加小游园、
微绿地，增加特色开敞空间；根据小游
园、微绿地所在区域的不同文化、风貌
特征，利用标识、雕塑小品和休闲设施
等的设计体现巴蜀文化，记录成都符号，
留住成都记忆。

(5) 强化功能复合，提升街道活力。
成都在强化功能复合、提升街道活

力方面制定的规划标准如下：
①在片区层面，实现生产及生产配

套和居住及居住配套功能高度复合的用
地布局；在街区层面，鼓励“居住+商业、
商务”“轨道交通 + 商业、办公、居住”
等土地混合利用；在建筑层面，鼓励商
业、娱乐、办公、酒店和居住等多种功
能在同一建筑内垂直融合。

②充分结合现状资源，强化各片区
的产业特色，打造一条以上的特色街道

或特色街区。
(6) 传承历史文化，打造特色街区。
成都对体现本地特色的 11 个风貌

片区、60 条特色街道、125 个“成都记
忆”在街区中进行传承和展示，提高对
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

(7) 强化形态控制，提升城市品质。
成都在强化形态控制、提升城市品

质方面制定的规划标准如下：
①采用“分层退让 + 贴线控制”的

方式。裙楼与高层塔楼的退距需分别退
让，当道路红线宽度小于 30　m 时，裙
楼退距由原规定的 5　m 减小为 3　m，高
层塔楼退距由原规定的8　m减小为6　m；
当道路红线宽度大于 30　m 时，裙楼退
距由原规定的 10　m 减小为 8　m，高层
塔楼退距由原规定的 8　m 减小为 6　m。

②要求沿街建筑形成连续界面，对
临主要商业街道、广场及绿地的建筑进
行建筑贴线控制，建筑裙楼贴线率不宜
低于0.75，高层塔楼贴线率不宜高于0.4。

③设置商业功能的建筑底层宜采用
通透的立面形式，商业建筑底层的窗墙
比不宜低于 60％，其他建筑底层的窗墙
比不宜低于 50％，不宜采用无法引发任
何活动的空白墙面。

④地块的建筑密度在现行技术管理
规定的要求上适当提高。尤其是针对商
业商务地块的开发，实行差异化的管控

要求，当商业商务地块面积小于 1.5　hm2

时，对建筑密度不作强制性控制，以方
案合理性为准；当商业商务地块面积为
1.5 ～ 2.5　hm2 时，建筑密度在现行技
术管理规定要求上提升 20％；当商业商
务地块面积大于 2.5　hm2 时，建筑密度
执行现行技术管理规定要求。

3.2全面评估，统筹推进

3.2.1基于街区尺度的评估

以现有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按
照商业商务功能主导型“小街区”不宜
超过2.0　hm2、居住功能主导型“小街区”
不宜超过 4.0　hm2 的规模标准，对成都
中心城区进行街区尺度的评估。通过评
估发现，中心城区内以商业商务功能为
主导的片区大多数无法满足“小街区”
的尺度要求；二环路以内以居住功能为
主导的片区基本符合“小街区”尺度要
求，二环路至绕城高速路段以居住功能
为主导的、符合“小街区”尺度要求的
片区，由内向外呈圈层递减趋势 ( 图 2)。
同时，评估结合中心城区的现状建设情
况，将不符合“小街区”特征的片区，
按建成区、旧改区、未建区三种类型进
行划分，为后续制定“小街区”的规划
建设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3.2.2基于路网密度的评估

道路建设是实现“小街区规制”的

图 2 成都中心城区街区平均规模分析图 图 3 成都中心城区规划路网密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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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都“小街区规制”示范片区 (少城片区 )规划图

基础。因此，成都以道路为载体采用整
体评估、分片评估、节点评估相结合的方
式，结合交通调查大数据平台等先进技
术手段，对中心城区路网系统进行了全面
评估 ( 图 3)，发现了两方面问题：①路
网密度不足。目前成都中心城区规划市
政道路网总长度达 3　900　km，路网密度
达到 8.0　km/km2，虽满足国家的要求，
但与“小街区规制”确定的 10.0　km/km2

的标准尚有一定差距。②不同区域路网
密度不均匀，路网密度差距较大。一环
路内路网密度为 10.3　km/km2，一环路至
三环路之间的路网密度为 7.9　km/km2，
三环路以外的路网密度为 7.1　km/km2，
与标准差距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成都通过 3 种途径
增加“街巷”：①在建成区，结合城市
修补的方式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增加贯通居住区之间的小街小巷，将既
有公共通道开放，并允许机非人混行及
路边停车；开放公共设施类街区，利用
内部公共通道及边界作为“巷”。②在
未建区，全面落实“小街区规制”，结
合控制性详细规划新增市政道路，且在
出让地块规划条件及新建项目方案审批
时，明确地块内增加公共通道的要求。
③依托河道水网新增沿河通道，形成高
品质慢行通道系统。

通过以上途径，共增加“街巷”长度
1　200　km，规划路网长度达到 5　100　km，
整体路网密度达到 10.4　km/km2。

3.3示范推动，全面落实

“小街区”规划建设采用渐进式推
动模式，一方面，先行实施一批按“小
街区规制”要求建设的重点区域，做出
实效，形成集中示范效应，以示范区带
动全面建设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通
过示范区建设，发现规划中存在的不足，
不断完善规划标准、规划措施和建设模
式，最终在全域推广“小街区规制”。 
3.3.1示范区甄选原则

(1) 注重特色性。选取最能体现成
都特色和文化的街区，以突出示范效应。

表 1 成都“小街区规制”示范片区 (少城片区 )规划实施项目一览

分类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投资估算

/万元

交通 打通通道 按规划疏通市政道路 3 条 ( 东二道街、上半截街、
长富新城东侧道路 )，长 300　m

500

在西郊河岸东侧新增 2 条横向车行通道，长 400　m 600
增强公交服务能力 沿长顺街、同仁路新增 6 个港湾式停靠站 450
道路断面改造 对小通巷等 11 条街道进行道路断面改造，共计约

4　192　m
2　100

地下公共空间 延伸地铁 4 号线宽窄巷子东北角出口至同仁路东侧 800
公服 新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各 1 处
建筑面积共计约 2　000　m2 1　200

生态 井巷子改造 建筑面积共计 800　m2 1　000
增加公园绿地及广场 井巷子增设垂直绿化和创意树池 300

按原规划落实 9 处公园绿地 1　200
新增位于同仁路的 2 个小型街角公园、广场 400

打造特色树种街道 桂花巷种植桂花，街道长度约 330　m 15
长顺街种植银杏树，街道长度约 1　450　m 60

西郊河沿岸改造 东城根街、金河路种植樟树，街道长度约 3　000　m 80
产业 新增 6 条特色产业街道 吉祥街、奎星楼街 6　000

明堂 2 期建设 用地面积约 1　390　m2 1　000
鼎鑫地块建设 用地面积约 10　500　m2 10　000
水表厂地块建设 用地面积约 6　200　m2 6　000

文态 井巷子增设互动式文化墙 文化墙长度约 178　m 15
民生里街道景观提升 街道长度约 292　m 300
城门景观 共打造城门景观 4 处（西门、东门、北门、南门） 240

形态 商业街片区立面综合整治 对商业街两侧建筑进行立面整治和底商整治 2　800
部分居住片区立面综合整
治

对奎星楼街、小通巷两侧建筑进行立面整治和底商
整治

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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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可操作性。选取在路网结构、
规模尺度等各方面有较好基础的街区，
便于实施打造。

(3) 注重均衡性。各区 ( 县 ) 至少
选取一个重点片区进行小街区示范区建
设，以期增强各区 ( 县 ) 对该项工作的
认知，凝聚共识，培育建设氛围。

经过识别，首批选择出条件较为成
熟的少城、大慈寺、川音等 9 个片区作
为先行试点区。
3.3.2制定“一图一表一评估”的规划

工作方法

“一评估”，即按照 “小街区规制”
的建设标准，对示范区原有规划进行全
面评估，包括路网密度、公服配套、空
间形态、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及产业业
态等内容，明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在
此基础上，对示范区原有规划进行深化，
形成“一图一表”的规划成果。“一图”，
即“一张规划图”，标出需具体落实和
管控内容及具体建设项目位置 ( 图 4)。
“一表”，即“一张规划实施项目表”，
列出具体的建设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和
投资估算 ( 表 1)。

3.4制度保障，政策支撑，有效监督

3.4.1以制度为保障，强化审批落实

为加大实施力度，成都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小街区规制”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明确要
求：①制定“小街区规制”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作为“小街区”规划审批依据。
②按“小街区规制”优化未出让用地的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③鼓励已出让大
宗用地落实“小街区规制”，具体而
言，针对以招拍挂方式取得的100亩(约
0.067　km2)以上、尚未建设的大宗用地，
鼓励按“小街区规制”标准增设对外开
放的共享通道，其他规划建设条件不
变；针对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大宗
用地，应按“小街区规制”标准调整规划，
增设城市道路。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按市政府要求制
定出台了《成都市“小街区规制”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将“小街区规制”中
规模尺度、路网密度、建筑密度和建筑
退线等标准，以及历史建筑不计入容积
率、提高兼容比例、密度奖励等鼓励政
策，作为方案审批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并将其纳入地块出让条件中，确保“小
街区规制”的要求全面落实。
3.4.2出台鼓励政策，实现被动向主动

的转变

在推行“小街区规制”的过程中，
往往会要求开发商在社区建设中增加道
路、街巷或通道，增设绿地或开敞空间
等，倘若完全依靠政策的压制的确可以
实现，但会打击开发商建设的积极性，
对城市建设反而不利。因此，在推行
“小街区规制”的过程中，成都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政策，如在《成都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 (2014)》的基础上，适当放
宽用地兼容比例，住宅用地自动兼容商
业服务业设施的，其比例由 10％提高至
20％；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总建筑密
度可按地块面积大小相应增加；减小建
筑退距；新建项目若保留了文保单位、
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的，此部分面积可
不纳入容积率及密度指标计算。通过鼓
励政策，引导开发商主动增加“街区制”
建设中所需的道路、街巷和通道等公共
空间，实现开发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创造双赢局面。
3.4.3健全监督机制，保障顺利实施

有效、完善的监督机制是保障“小
街区规制”顺利实施的关键。按照成都
市政府确立的“统一规划、分区实施，
市级统筹、区为主体”推进原则，“小
街区”建设实施工作由各区县政府负责，
各区县政府根据示范区规划中列出的具
体建设项目和建设内容，按照市政府下
达的“三年时间旧区基本建成、新区形
成框架”目标制定各年度实施计划，并
将其作为各区县政府的重要考核内容，
纳入目标督查项目清单。

目前，成都中心城区首批 9 个“小
街区规制”示范区已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和建设实施方案，将于 2018 年 12 月

底前完成建设；各区 ( 市 ) 县的 “小街
区规制”示范区正在有序开展规划编制
工作。

4结语

在推广国家出台的“街区制”的实
践上，成都先行先试，创新工作方法，
在街区层面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把
施行“小街区规制”作为破解“大城市
病”，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出
一系列技术标准，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
定及规范性文件，在推进“街区制”规
划建设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本文对成都的“街区制”实践工作
进行了粗浅总结，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
开展“街区制”工作提供可复制、可借
鉴的经验和做法。此外，“街区制”的
规划工作任重道远，需要规划同仁的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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