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旧城更新策略研究

——以厦门市厦港片区改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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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分析市场经济规律下旧城更新常见的问题及其原因。

厦门市厦港片区改造的历程、技术路线及对相关重点
问题的处理办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相关的经
验教训。

对应旧城更新的策略性建议，并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旧城更新应在选择合适改造时机、选择务实改造方
案、确定保护重点要点、运用市场调节手段、保证整
体效益平衡、关注社会公平性及明确政府机构职责等
方面回归旧城更新的基本出发点，做出合情合理的选
择。



一、相关概念解读

1、城市解读

2、旧城保护的内涵

3、旧城更新的意义

4、市场经济条件对旧城更新的影响作用



1、城市解读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具有生老病死（蜕变）的生命特征

注：该图取自同集路城市设计方案









2、旧城保护的内涵

旧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群聚集地，一群旧建筑的集
合体，同时也承载着城市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脉
络，如同生命体的基因，承载着许许多多的不可再生
的独特信息。

旧城有着不同的种类：重要历史意义的古城，如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一般意义的旧城区，如衰落的生活
区或工业区。

旧城保护的重点内容是一种历史记忆，建筑及环境只
是一种载体，不是最终的目的。



3、旧城更新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课题。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须面对的问题。旧城的衰败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
必经的历程，比如新区的扩建、交通模式的发展等等
原因都可能造成旧城的衰落。

城市更新之于城市就如同手术之于生命体，有改善型
(无关生命)的美容手术，有脱胎换骨式的器官移植，
甚至有为了永生的尸骨保存(木乃伊)，而旧城更新也
有整修型的景观整治、脱胎换骨式的推倒重建，以及
现状保存的旧城保护。

旧城更新的终极目标应是人居环境的改善（历史记忆
的延续、人居环境的优化、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



4、市场经济条件对旧城更新的影响作用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关系以利益关系为
主，社会关系表现为各方利益的博弈。

市场经济条件的影响决定了旧城更新的艰巨性与复杂
性。

旧城更新成功与否，主要是各方利益的权衡与妥协有
无皆大欢喜的结果。（政府—政绩、开发商 —经济
效益、居民—安置）



二、旧城更新过程的常见问题

（1）采取大规模推倒重建的粗放形式，造成许多有

价值的旧城风貌的严重破坏或消失殆尽。

（2）缺乏整体规划研究下的小地块改造，零星插建。

（3）着眼眼前利益，旧城更新避重就轻，挑肥捡瘦。

（4）旧城更新过程中社会公平性的丧失。

（5）旧城更新时忽视市场规律，过于理想化、教条

化，保护重点不清，缩手缩脚，造成旧城更新只能停
留于研究层面，无法实施。



以厦门中山路旧城街区改造为例，区内的许多楼盘突破了原有
的尺度，旧城改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1、大规模推倒重建的粗放形式

没有准确认识到旧城的历史价值。

巨大的拆迁改造成本的影响。（拆建比概念）

有些旧城区不具备保护的要素，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的，应区别对待。



以厦门中山路旧城
街区营平片区改造
为例，区内的开发
强度达到5.0。





2、小地块改造，零星插建

拆迁难，可改造地块有限。

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出房率。

在房地产旺销的今天，许多地块在拍卖时就
设定了很高的开发容量，从点到面突破原有
容积率的控制。

忽略或延缓了基础设施的配套，容量的突破
造成设施负荷的加大，人居环境未得到优化。
（重复建设－拉链马路）





3、着眼眼前，避重就轻，挑肥捡瘦

开发商为经济利益，政客为形象工程，难啃的骨头项
目(拆迁安置量大、改造成本高、市场预期值低)无人

问津，而改造成本低、直接效益高的地方你追我抢。
于是有了改造沿街一层皮的方式(其内部的改善却遥
遥无期)，出现现实改造方式与旧城改造目的的矛盾。



4、旧城更新过程中社会公平性的缺失

旧城内有许多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
保障，他们无法支付改造后的生活成本，许多人只能
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居住地，旧城更新后也就成
为了富人区，这样的更新更像是变脸、换脑式的器官
移植，几代人形成的社会脉络从此割断，这也是旧城
中最常出现的拆迁难的根本原因。



厦门市厦港片区福海社区调查结果



5、理想化、教条化，重点不清

忽视市场规律，保护重点不清，缩手缩脚，造成旧城
更新只能停留于研究层面，无法实施。缺乏对旧城价
值的理性分析，缺少对具体旧城片区的合理定位，缺
失对旧城片区可持续发展内在需求的关注，从而错失
良机，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大忌。

旧城更新有其不可错失的机遇，错过了就只能再来个
“千年等一回”了。

旧城的保护力度应根据其价值重要性程度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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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市厦港片区改造简介

“渔船返港，

厦门港活起
来，厦门城
动一半！”这
足见厦门古
渔港对一个
城市的影响
之大。



区位





厦门港片区

厦门港航拍图

鼓
浪
屿
风
景
区

厦
门
大
学

中山路历史街
区

万
石
山
风
景
区



1、历史沿革

厦港，顾名思义是厦门港口的发源地，它的发展历史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朝末到二十世纪初期，起源阶段，属军
事防御区，建设有许多军事防御设施，其中以郑成功
演武场所为代表；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初（1920年）至二十世纪末，
发展阶段，防御功能下降，以渔港避风坞及临港工业
为主要功能，现存的许多道路及巷道都是这个阶段建
设的；
第三阶段，二十一世纪初至今，衰落阶段，随着城市
建设重点外移，旧城区开始衰落，本岛优化整合的战
略要求，使避风坞及临港工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走
向死亡。







2、现状概况

















3、改造历程及技术路线

第一阶段：局部性、理想化阶段（1993-1999）
该阶段为改造的初步探索期，对改造的研究仍停留在
理论层面，旧城改造的实践仍处于零敲侧击、见缝插
针阶段。
许多局部的项目改造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启动，今天的
许多现状楼盘以及建设项目多数是这个阶段形成或批
准的。
缺乏整体安排的改造使拆迁安置、基础设施配套等改
造成本升高，开发商只能追求出房率，造成的后果就
是旧城公共服务设施压力的增加以及旧城风貌的遗
失，而改造也只是建筑的更新，居住环境并未得到明
显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现象，开发商赚足了赢利、政
府却背上了包袱。这种现象在“不见天”片尤为明显。





第二阶段：整体性、现实化阶段（2000-2003）
到2000年初，上一阶段改造的弊端开始产生可以触
摸的后果。城市管理者感受到改造带来的思想上、经
济上以及舆论上的压力，认识到原有改造模式产生的
弊端。于是有了对厦门港整个片区的开发进行重新定
位与研究的行动，以期从宏观上制定该片区的改造与
发展的策略。由于对厦门港片区，特别是避风坞等历
史遗迹的价值认识不清或是对市场调节手段的敬畏，
这个时期在改造思路上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态势。彻底
推翻、高强度重建的左倾激进倾向和像核心区一样保
护、逐渐低强度更新的右倾保守倾向对峙的结果，就
是这个时期的改造进程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止观望的状
态，只是外围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岛路）和区内
第一阶段批租项目的陆续建设（如恒达大厦等商品房
项目）。

3、改造历程及技术路线



第三阶段：完整性、务实化阶段（2004年至今）
本世纪初，厦门市提出了城市结构由海岛向海湾型转变的战略
思路，本岛面临着优化提升的任务，而首先便是工业项目向岛
外的逐步转移。此时，厦港片区内的工业厂房基本处于停业状
态，厂房被出租它用，片区内的土地使用出现了复杂化的倾
向，环境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局面，旧城面貌有恶化的趋势。
市计委（经济平衡、开发计划）、市规划局（规划设计方案）、
思明区政府（摸底调查、拆迁安置）以及土地开发总公司（成
本收益估算、土地收储出让）密切配合，各尽其能，对厦港的
改造开发制定严密的计划，从技术上和经济上给予论证，制定
开发计划，分期分片开发。
规划局组织了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由厦门规划院中标并进
行方案整合，进行经济测算和交通影响分析等技术论证，形成
改造方案成果。
在充分的设计研究之后，根据实际土地收储情况，提出分地块
“招拍挂”设计条件，提交市土地管理委员会讨论后，由市土地开
发总公司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公开“招拍挂”。

3、改造历程及技术路线











厦门港片区城市设计最终成果

已编制城市设计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1）风貌保护问题

经过对以上旧城片区进行特征比较后，明确厦港旧城
风貌的保护重点是港口变迁及临港工业的历史痕迹。
改造中提出结合步行体系的构建将区内的人文迹点进
行串联的做法。选择避风坞周边作为片区的中心区
域，保留避风坞水体，将该片区改造成沙坡尾艺术休
闲港，重现避风坞繁华景象，增添一处旅游景点。另
外，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旧城原有巷道空间的肌理重
建，并赋予其“上住下店”的功能（共四层，上部住
人，下部商店），居住部分可作为安置房或廉租房使
用，以安置拆迁区域内的低收入阶层或对片区感情深
厚的居民返迁使用。并设置老人活动中心，以应对旧
城老年化现象，及留驻熟悉该地域发展历程的老居民
及其部分生活方式，使厦门港旧城氛围得以重现，最
大程度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网络。



规划历程



风貌特征比较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2）社会公平问题

对社会公平性问题的关注程度是旧城更新过程中是否
真正“以人为本”，而且是“以多数人为本”的直接体现。
许多旧城难于改造的关键原因就是拆迁安置无法顺利
完成，原居民在其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境况下只能采
取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而在许多旧城更新过程中也
只能是做到制度上的公平，而没有对实际生活上的公
平给予太多的关注。
在厦港片区改造时，对区内的原居民生活状况及意愿
进行深入摸底调查，提出应区别原居民需求的阶段性
特征（分需房住、需房产与需好房产），提供本区安
置房、异地安置房、货币安置、廉租房等安置办法，
最大程度兼顾原居民及弱势群体的利益。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3）项目可行问题

厦港片区旧城更新在技术（公共设施服务水平、市政
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影响分析）、经济（拆迁安置成
本、土地出让收入、经济收益分析）、制度（拆迁安
置制度、项目开发激励机制）等层面对项目可行性进
行论证，提出在满足整体效益平衡前提下达到空间景
观及社区环境最合适而非最理想化方案，选择次优方
案对于厦港片区的旧城更新具有现实意义。



开发用地收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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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5 139.65 19.20 46.49 4.90 10.00 23.85 83.16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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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用地利用及收益测算

16.346.43 -4.4418.91-4.57收益（毛）预测（亿元）

47.95 19.20 4.90 23.85 0.00 出让收入（亿元）

139.65 46.49 10.00 83.16 0.00 建筑面积（万m2）

41.02 14.60 12.43 13.99 0.00 规划开发土地面积（公顷）

31.61 12.779.34 4.944.57拆迁成本（亿元）

47.57 14.60 12.35 14.06 6.56 小 计

13.42 0.00 0.00 11.63 1.79 工厂用地收储面积

34.14 14.60 12.5 2.424.77 房屋拆迁占地面积
拆迁面积
（公顷）

71.40 15.09 27.05 22.57 6.69 总用地面积（公顷）

合计三期二期一期
成功大

道
项 目

由于暂无市政公共配套设施设计资料，以上收益为未计入市政公共配套设
施建设成本及资金成本的毛收益。



40.5314.4815.5810.47成本

00.54－8.698.15
资金
平衡

40.5315.026.8918.62收益方案二

容积率

3.17

11.274.72－6.7813.33
资金
平衡

51.819.28.823.8收益方案一

容积率

4.05

合计三期二期一期

资金平衡表



交通影响分析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4）实施策略问题

1）项目开发时序及开发策略

以路为界、从易到难、分块分期、总体平衡。
将厦港片区分成近、中、远三个开发改造阶段。近期
改造区域为拆迁安置量小，符合产业发展策略、市场
期望值较高、有条件改造的区域和有需要改造的区
域，以加法为主；相对独立区域，改造要求不迫切，
而且现状建筑质量较好、建筑量大，可选择在远期整
片进行更新改造，以减法为主。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4）实施策略问题

2）项目开发组合及开发主体

结合市场需求，运用容积率转移等方式，对项目进行
组合开发，形成高低整体互补的资金平衡。允许提高
建设量的区域，放宽容积率要求；需要保证空间景观
廊道及旧城肌理重构的区域，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及建
筑高度。
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合适的开发主体，开发行为分为
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两者结合的行为。





4、对几个重点问题的解答

（4）实施策略问题

3）开发控制手段选择

为了使前面的研究成果在付之实践的过程中不至于走
样，制定好土地出让的导则内容极为重要。
参照厦门市土地招拍挂模式，厦门港片区在对更新区
域进行整体的设计导则研究后，对具体出让地块的用
地性质、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建筑层高、建筑退让、间距、停车位、公
建配套、地下空间等提出强制性要求（不可变更），
对市政规划要求、绿地率、建筑高度等提出建议性意
见（经批准可变更），对建筑设计要求提出引导性意
见（执行精神）。



04地块

设计要点

•用地性质：酒店

•用地面积：8710.611平方米

•容 积 率：13.0

•建筑密度：<35%

•绿 地 率：>30%

•建筑限高：200米

规划要求

•建筑风格——现代、简洁、典雅。

•建筑布局——高层塔楼应沿南侧布置，主门厅应设置于西北

侧；塔楼需独立于裙房直接落地。

•建筑形式——建筑单体设计需有独特性，符合标志性建筑的

要求，建筑顶部须重点处理。

•外墙材料——低层区域采用浅色石料；塔楼可使用铝合金框

玻璃幕墙或与低层外墙石料相似的铸石板和预制板，不可使用

涂料。

•建筑色彩——不做具体要求，可强烈对比，但必须整体协调

一致。

•建筑照明——重点突出建筑塔楼及顶部，提倡使用内透光照

明。

•其他要求——重点考虑西、北立面的景观效果；地下车库须

考虑与相邻地块连通的可能。

15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1、旧城更新中，应选择合适的改造时机，充分借助
城市发展的扩散效应，充分借助具体项目的带动作用。

城市转型期的快速发展时段，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时
期，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利好时段，旧城文化资源的关
注度提升期等等都是旧城改造的良好时机。



2、旧城更新中，应明确保护与改造的重点，处理好
保护与改造的关系，对旧城中的社会结构进行维护与
调整，保持城市发展的持续性特征。

对旧城中的保护对象应区别对待，保护重点、要点以
及能体现本区域独特性的内容，而非一味的保护或全
盘的改造。任何一种极端的行为都只能造成更新受阻
或旧城风貌遗失。
在对旧城的环境、设施进行更新的同时，应深入分析
旧城的社会结构及人文脉络，提出保护性的意见。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3、旧城更新中，应进行整体深入的统一规划，合理
有序的分期开发，跳出局部范围，以城市的视角审视
规划，做到与城市的合理衔接，采用城市设计导则等
技术手段防止更新过程的走样与无序。

统一的规划是旧城更新合理有序的根本保证，可以充
分发挥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性建设；可以杜绝空间景观效果的失控，遏制旧城肌
体的“恶性肿瘤式”发展。经过合理有序的开发时序和
空间安排，使旧城更新进入良性循环。
探索有效的技术控制手段，让前期的研究成果在后期
的改造实践中发挥持续、有效的积极作用，是十分必
要而且意义重大的。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4、旧城更新中，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市场运
作手段，引进多样化的资金投入方式，进行合理的项
目开发组合；同时，具有整体的平衡理念，制定务实
的战略，做好选择次优方案的思想准备。

要引进城市经营的理念，在土地功能调整、地块划分
和开发时序等各个层面上都应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运
作规律，要分析房地产市场、土地价值、拆迁成本以
及将来的收益，找到经济上的驱动力。
忽视经济因素，只能造成开发商无利可图，政府无力
可出，改造方案必然是图上画墙上挂的“鬼话”；也要
避免在经济利益驱动下， 过分追求容积率,给基础设
施和城市交通带来新的压力。
应本着更新初衷，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出次优选择。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5、旧城更新中，应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利益，把握好
利益的天平，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准确解读
社会公平性的内在含义，体现“以多数人为本”的思
想，做到制度上、现实中有效的公平性。

对于不同阶层的需求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准确
定位，采取“合情合理、区别对待”的解决办法，各得
所需，使旧城更新能在一种和谐的境界中有序开展。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6、旧城更新中，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应准确定

位，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旧城
更新的有效进程，并在旧城更新过程中起到监督的作
用，杜绝暗箱操作，把握好旧城更新的节奏，有序推
进，预防社会问题的累积乃至爆发，将矛盾化解在萌
芽阶段。

四、启示及策略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