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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多领域综合型规划、研究、设计机构
中城院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是我国政策

咨询、城市研究、规划设计、城乡建设领域的综合型研究机构。

具有城市规划编制甲级、建筑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土地规划乙级、

旅游规划设计乙级等国家级资质。承担着中国城市发展重大领域

的前瞻性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任务，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相关决策

提供参考，与国家部委、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等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紧密合作关系。

依托住建部设有多个专业性城市发展机构和论坛，参与国内城市

发展重大课题研讨及相关政策制定。

一 、组织优势

下设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特色小镇专业委员会、中国城镇化促进

会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城市发展论坛等多个专

业性城市发展机构和论坛。

1.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特色小镇专业委员会

负责全国特色小镇申报、推荐、培育工作。进入中国城镇化促

进会培育发展计划的特色小镇，将可享有策划、规划、设计、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系统化支持。

2.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专业委员会

负责重点推动全国城乡试点、示范项目，选择建设城乡统筹先

行试验点（示范区）、推进试验点（示范区）与产业、金融专业

机构对接、项目落地。为住建部、发改委提供城镇化建设提供发

展依据和理论支撑。

3.中国城市发展论坛

由发改委、住建部主导，以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型

城镇化、新兴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城乡统筹、产

业提升等为重点方向，开展的国内主题性城市发展论坛。论坛的

举办对积极引导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构建科

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发挥积极作用。

二、人才优势

拥有一批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及政府专业人才。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兵第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 /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

2 邹德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顾问专家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3 张锦秋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顾问专家

4 曹文炼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顾问专家

5 袁崇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规划委员会主任 /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顾问专家

6 严奉天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合规划院执行院长

7 朱文卫 城促会城乡统筹委秘书长 /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8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9 白津夫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0 陈宣庆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

三、技术优势

1. 城市发展学术交流及相关政策制定

中城院与国家部委、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家

发改委、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UCI（城市中国计划）等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及院校建立了多

领域、多层次的紧密合作关系，参与一系列国内重大城市发展研究课题的技术交流、研讨及相关政策制定。

2. 开展一系列城市发展课题研究及规划

依托住建部和发改委，提供全方位的规划、咨询服务，具有战略分析、空间规划、设计策划、评价咨

询等全方位综合服务能力，业务范围涵盖战略策划、城市规划、详细设计、专项研究、工程技术咨询、环

境设计咨询、技术开发服务等领域。先后开展城乡统筹、特色小镇、美丽乡村、资源城市转型、城市更新、

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及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和规划设计，为城乡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3. 统筹布局多个研究性部门及全国性分院

中城院内设特色小镇研究院、乡村与文旅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院、旅游规划院、战略咨询研究中心

等部门，对外设有南方、上海、西南、华东、重庆、浙江、雄安等多个分院。广泛吸纳从事城市科学发展

相关领域的专家队伍和高端人才，共计三百余人，充分保障专业研究水平和实施操作能力。



城乡规划甲级资质

土地规划乙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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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规划乙级资质

单位简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单位简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主营方向



单位简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核心业务



新城规划

METRO PLAN

福建福州荆溪新城 湖北武汉科技新城 四川绵阳城西国际新城

山东济南文庄新城 山东青岛鳌山湾新城 四川绵阳三台城北新区



旅游规划

TOURISM

广东韶关丹霞国际旅游度假区 江西九江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区 云南昆明生态养生度假区

海南保亭东方蒙特勒养老度假区 海南三亚崖州湾人工岛 广东潮汕生态城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广东深圳清水河汽车物流产业园 山东青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北京通州国际文化创意港

四川绵阳游仙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海田林国际创意产业园 浙江长兴科教生态城



城市更新

URBAN RENEWAL

深圳龙岗龙东地块更新规划 深业泰富国际物流总部基地更新规划 深圳莲塘国威路项目更新改造

深圳福华村更新改造方案设计 深圳盐田田心工业区更新改造 深圳大芬村南片区城市更新改造

深圳罗湖汽车物流园改造

深圳金盾剧院改造规划



城市综合片区

URBAN COMPLEX

福建莆田国际商贸城 广东佛山南海金融广场

新疆乌鲁木齐高铁片区 广东湛江中央商务区 浙江宁波银泰商务区

四川泸州城市综合体



景观设计

ARCHITECTURAL

江西共青城富华山景区环境提升 广西南宁八尺江流域景观整治规划

广东韶关全民文化广场景观改造 广东东莞水濂山公园总体规划 广东韶关锦江河流域景观绿道规划

广东韶关丹霞火车站景观设计



建筑设计

ARCHITECTURAL

江西九江信息技术学院 安徽六安市海心沙项目

广西百色华润国际城项目 广东深圳南山茶光工业区项目 云南昆明官渡区双凤项目

广东珠海珠江湾畔项目



主创人员 丨副院长、总规划师——李鑫

◼ 教育背景
➢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城市设计与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 硕士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城市规划专业 学士

主持设计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规模 设计内容 备注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 市域范围 总体规划(专项负责人) 业主委托项目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市域范围 总体规划(专项负责人) 业主委托项目

青岛市近海岛屿保护与利用规划 海域范围 保护规划 业主委托项目

深圳市邮轮游艇产业布局研究 市域范围 专项规划 业主委托项目

深圳市大鹏半岛客运口岸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 600平方公里 专项规划 业主委托项目

广东梅州熙和湾度假 小镇规划设计 78.5公顷 城市设计 业主委托项目

峨嵋半山七里坪国际旅游度假区概念性总体规划 9.7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 业主委托项目

浙江长兴图影高端休闲度假区规划设计 10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 国际竞赛第一名

惠东双月湾国际滨海人文旅居港湾开发策略与城市
设计

17.25

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 业主委托项目

四川绵阳城西国际新城概念规划 4.66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 国际竞赛第二名

绵阳三台五里梁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12平方公里 控规与城市设计 投标竞赛第一名

绵阳三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2平方公里 保护规划 投标竞赛第一名

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区旅游开发区核心区规划 200公顷 详细规划 国际竞赛第一名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新城区西片区概念性控制规划 23.4平方公里 控制性详细规划 国际竞赛第一名

武汉柏泉楚镇规划研究与概念性城市设计及景观环
境概念性规划

36公顷 概念性城市设计 业主委托项目

深圳市中信高尔夫体育公园设计 1.2平方公里 公园设计 业主委托项目

深圳市龙岗体育公园规划 7.6平方公里 概念规划 投标竞赛第一名

◼ 工作经历
2003.10—2012.1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主任城市规划师

2012.11—2015.10   CCDI中建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副总规划师
2015.10—至今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南方分院 副院长

高级城市规划师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深圳市城市规划专家库专家

相关证书



相关规划业绩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湖北咸宁《崇阳县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湖北咸宁《崇阳县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河北省黄骅市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河北省黄骅市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嘉峪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嘉峪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以县域协调为工作基础，以高

标准发展为目标指向，以政府为实

施主体，以项目为整合平台，充分

协调发改、规划、国土及其他部门

规划的目标政策、空间数据和行动

计划，实现全市发展意图和重大项

目的顺利实施。

多规协调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山东省胶州市国土空间规划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

土规建设用地

城规建设用地

土规非复垦
城规非建设

城规建设
土规非建设两规均建设

土规复垦
城规非建设

土规建设用地

城规建设用地

土规复垦
城规非建设

刚性项目

两规均建设

土规非复垦
城规非建设

重点发展地区

已批未建用地

产业园区近期用地

城市绿地

其他差异用地

有条件建
设区

建设用地
区

调出土规规模

调入土规规模

调入土规规模

调入土规规模

调入土规规模

调整城规

非建设用
地区

划入有条件建设区

依
次

调
入

协调策略 协调结果

调入城规规模
位于水域、基本农田内
或村庄居民点用地

调入城规规模
有改扩建等报建需求

划入有条件建设区
无改扩建等报建需求

依据《青岛市“多规合一”（空间规划）差异图斑消除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要求，按照“优先保护生态用地、重点考虑项目需
求、全面统筹建设时序、不超建设用地规模”的协调原则，制定差异化措施，对各类差异用地逐一处理，并建立差异图斑消除机制。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山东省胶州市国土空间规划

将集中建设区划分为临空经济区、陆港功能区等

功能区，每个功能区划分为若干片区，编制控制性详

细规划，明确每个地块的性质、容积率等相关控制指

标

汇总控规、土规及各部门专项规划数据资料，形

成综合数据库，建设胶州“多规合一” 平台，开展

控规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各部门专项规划之间的差

异比对与协调，实现“多规合一”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山东省胶州市国土空间规划

主要对比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国土局2017年提供）与规划部门编制的

《胶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各城市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比对这两类规划之间的图斑差异，同时对差异图斑档案

辅以林业、环保等部门已提供的相关规划信息，共同作为差异图斑消除的工作依据。

土规



相关项目业绩

国土空间规划——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国土空间规划

⚫ 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蓝图：使“三区三线”等的

划定，既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又不会制约城市

的实际发展诉求；

⚫ 建立坚强有力的空间管理机制；

⚫ 建立生态修复与城市发展用地诉求之间的“补占

平衡”，争取国家和省市的相关政策、资金支持；

⚫ 提前布局，重点对接大城市、特大城市，力争与

其建立“人业互动”的循环机制，将绿水青山真

正变为金山银山，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的愿景。



相关项目业绩

控制性详细规划——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第六篇
实施设想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商业策划及总体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商业策划及总体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区公园协调统筹规划研究

绿地系统规划与结构：

⚫ 依托水廊道划分板块,强化环湾

绿带，形成滨海生态景观带；

创造出背山面海，“一心，两

带、四廊、多片、多节点”的

丰富空间体验。

景观河道规划：

⚫ 方案设计：结合河道与绿化空

间，打造坝光水岸交响曲，融

入多类型亲水步道设计，强化

山海慢行联系。

⚫ 周边衔接：连接坝光湾滨海绿

带、西侧山体护坡景观带、排

牙山路。

绿地系统规划与结构

景观河道规划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新区

项目规模：面积约9.46平方公里，

由盐坝高速公路、排牙山基本生

态控制线和大亚湾陆域岸线合围

而成

项目简介：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

核心启动区三面靠山、一面临海，

目标打造“绿色生态湾区” 、

“生命科学小城”。对片区内五

公园一平台主题与定位、公园衔

接与联系开展规划研究，指导片

区内各公园绿地子系统规划建设

工作。



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区公园协调统筹规划研究

公园主题定位：根据公园的地理环境、资源特征以及其周边地块的功能定位、用户需求将坝光公园分为以下四大类四大主题：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公共配套建设项目梳理及实施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新区

项目规模：规划研究范围为大鹏新区辖区内建成区，包括葵涌

片区、大鹏片区和南澳片区范围，研究面积为45.67

平方公里，规划年限至2030年。

项目简介：以新区“十三五”人口规划及2017版深标为依据，

结合各街道公共设施建设现状及规划情况，预测评判

其发展需求与缺口，通过梳理分析相关用地、相关部

分建设计划，提出公共设施项目发展建设思路。

人口规模与需求量预测

葵涌街道中小学校规划策略

大鹏街道中小学校规划策略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公共配套建设项目梳理及实施

社会福利设施规划 管理服务设施规划

文体设施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丹霞国际度假旅游区规划

项目区位：广东韶关仁化丹霞
项目规模：项目整体规划用地约

1304公顷。本项目为一
期用地，规划用地约
334公顷。

项目简介：打造以丹霞山自然遗产
品牌为依托，融合主题
科技娱乐、文化体验、
健康养生、旅游小镇四
大功能于一体的世界首
个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度
假地。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丹霞国际度假旅游区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丹霞山入口景观广场修建性详细规划

建筑指标表
编号 类别 数值

1 用地面积 17736㎡
2 规划总建筑面积 18104㎡

其
中

服务与售票中心 4092㎡
商业服务 14012㎡

3 拆迁建筑面积 11700㎡
4 拆建比 1:1.5
5 现状容积率 0.66
6 规划容积率 1.02
7 停车位 285个

项目区位：韶关丹霞山景区入口

项目规模：1.77公顷

项目简介：丹霞山入口景观广场是仁

化乃至韶关重要的旅游形

象品牌展示窗口，规划以

完善景区旅游服务为主导，

汇集文化交流、特色商街、

旅游集散等功能于一体，

是立足仁化、辐射韶关、

接轨国际的智慧型、国际

化、生态型的景区服务门

户区域。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丹霞山入口景观广场修建性详细规划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锦山公园汉字小品景观方案设计

项目区位：韶关仁化县锦山公园

项目规模：面积约1.5公顷

项目简介：利用丰富的汉字文化

底蕴，增添仁化历史

的厚重感和文化内涵，

展现魅力人文之城；

字体以轻盈、简洁为

主体，充分表现中华

文字的形、音、义丰

富内涵和人生哲理。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锦山公园汉字小品景观方案设计

体现形式：立牌雕塑

材料材质：石材(花岗岩+青砖)

“仁文赋”用一组词赋文化立碑的形式进行表现。

体现形式：造型立牌

材料材质：石材+仿木

“仁义礼智信”用一组立碑的形式进行表现。

体现形式：汉字小品

材料材质：仿木、石材与玻璃

运用儒家“五常”之道，构建和谐社会准则，作为中国价值体系核心内容。

相关项目业绩



北京玉龙湾生态运动度假小镇概念策划

相关项目业绩



北京玉龙湾生态运动度假小镇概念策划

相关项目业绩



韶关仁化县政府前全民文化广场方案设计

项目区位：韶关仁化县政府广场

项目规模：规划面积约2.25公顷

项目简介：以儒家文化为主线，融

合仁化名人文化、红色

文化，将政府前广场将

打造成为仁化对外展示

的“文化客厅”。

相关项目业绩



韶关仁化县政府前全民文化广场方案设计

相关项目业绩



项目区位：韶关仁化丹霞山站

项目规模：规划面积约3.27公顷

项目简介：打造便捷的站前疏散广场，合理组

织旅客和各种车辆在广场上安全、

迅速、有秩序的集散；妥善安排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行驶路线和停车

场地，避免人流与车辆的交叉。

广东韶关仁化县火车站站前广场修规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火车站站前广场修规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沿锦江河城市绿道概念规划二期

项目区位：韶关仁化县锦江河畔

项目规模：面积约1.5公顷

项目简介：以完整的生态资源为基底，以丹

霞文化为人文核心，以客家文化

为补充，以休闲运动、生态展示、

旅游利导为主要方式，结合生态

游憩、滨河养生和科普教育，打

造以生态运动，旅游引导为两大

特色的滨河绿道段，构建市级绿

道系统中的引擎核心。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沿锦江河城市绿道概念规划二期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梅沙5-2地块用地功能调整研究(海曦学校)

项目区位：深圳大梅沙5-2地块

项目规模：34082㎡

项目简介：地块位于大梅沙片区，北靠盐坝高速，南接内环路，对

外交通便捷；周边旅游景区有大梅沙海滨公园、东部华侨

城、梧桐山公园等，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依据相关政策及

空间形态分析，建议调整5-2地块用地功能。

用地功能兼容性

城市空间形态及环境影响

配建地下停车场

相关项目业绩



30班小学，1.89公顷

文化产业用地，1.52公顷

广东深圳大梅沙5-2地块用地功能调整研究(海曦学校)

原法定图则 建议调整后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鹿咀片区详规方案及地质博物馆等建筑物规划选址研究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新区

项目规模：面积约6.28公顷

项目简介：对杨梅坑景观区中鹿咀片区作

为地质科研基地的发展作进一

步深入研究，以明确地质研究

综合楼、地质博物馆和科教科

研基地的具体选址意见及设计

条件，促进深圳大鹏半岛国家

地质公园的开发建设。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鹿咀片区详规方案及地质博物馆等建筑物规划选址研究

建筑高度控制 景观视线分析

鸟瞰效果 鸟瞰效果

相关项目业绩



深圳市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坝光海滨公园概念方案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坝光

项目规模：面积约1.5公顷

项目简介：

位于深圳市大鹏国际生物谷坝光

核心启动区坝光海滨公园，设计

以仿生的设计手法体现坝光的生

物科研特色，融入生态海绵理念，

营造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打造

未来集文化、休闲、生态于一体

的坝光片区的户外聚会客厅！

相关项目业绩



深圳市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坝光海滨公园概念方案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坝光中心公园方案设计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坝光

项目规模：面积约19.8公顷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坝光中心公园方案设计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江屋山郊野公园方案设计

设计说明：
江屋山郊野公园位于坝光片区内排牙山路以南、环坝
路以北成保卫环绕形态的亚热带山林郊野公园，江屋
山河居而过，用地面积约27.56万平方米；
作为大鹏新区的核心集散地和郊野公园坐落地，主要
面向外来旅游人群、城市休闲人群和周边生活人群；
肩负起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活动，年轻人的释压运
动，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项目区位：深圳市大鹏坝光

项目规模：面积约27.56公顷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大鹏新区江屋山郊野公园方案设计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盐田区沙头角片区教育资源配套专项规划

项目区位：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片区

项目简介：调研沙头角片区内教育设施设施与需求，发现现

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评估城市发展和

更新带来的学位需求，对比现状和已规划的教育

设施，计算规划期末（2020年）的教育设施缺口。

通过落实规划未建项目，挖掘现状教育设施改扩

建潜力、学区边界调整、增加城市更新教育设施

配套等措施，提出综合解决方案。

类
别

教育设施 更新项目（或在建项目）

加
快
落
实

重建 重建东和幼儿园（9班规模不变） 海涛花园

扩建 田心幼儿园由9班扩至15班 桥东片区

落实更新
规划

径口村幼儿园（6班） 径口村

落实沙井头村更新规划中的幼儿
园（9班）

现沙井头村

新建 新建东埔幼儿园（9班） 恩上村改造

落实法定
图则

落实倚山花园幼儿园（6班） 倚山花园（正在实施）

落实法定图则规划幼儿园（12班） 现状沙头角看守所用地

⚫深盐路以北片区学位
紧张，建议部分不达
标幼儿园暂时给予保
留，远期结合更新项
目拆除另建。

⚫近期应加快推进更新
项目规划的配套幼儿
园和法定图则已规划
并可以落实的幼儿园
的建设，以缓解幼儿
园学位紧张的情况。

沙头角片区幼儿园问题对策图示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盐田区沙头角片区教育资源配套专项规划

25-02地块

21-03地块

18-08地块

12-10地块

13-02地块

10-05地块

38-03地块

40-01地块

15-01地块

29-03地块
61-04地块

61-03地块

47-02地块

42-03地块

63-03地块67-07地块

建议调整的地块

新增幼儿园

扩建幼儿园

扩容小学

扩容中学

27-05地块

19-01、03、05、
06地块

67-07地块

基于教育设施配套对法定图则的调整建议图

林园小学

径口村

圆墩头片区

口岸老住宅区

外国语小学

海涛小学

鹏湾花园一村

鹏湾花园二村

田心幼儿园

诗宁里小区

管路吓村
田心市场

恩上村

田心小学

叶屋村

海鹏工业村

工人一二所

保税区生活二区

田东中学

海鹏小学推进落实建议：

按照法定图则，将现有保税区生活二区用地

全部用作海鹏小学建设用地，并将海鹏小学

建设为36班。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盐田少年儿童安全教育馆概念方案设计

主入口

少年儿童安全教育馆

停车场

项目 数值 单位

用地面积 2500 ㎡

计容建筑面积 1162.02 ㎡

其
中

一层建筑面积 171.78 ㎡

二层建筑面积 330.08 ㎡

三层建筑面积 330.08 ㎡

四层建筑面积 330.08 ㎡

容积率 0.46 ——

停车位 10 个

项目区位：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

项目规模：占地面积约2500.0平方米

项目简介：通过对初选址地块自身条件、周边区域

发展情况调研，对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

解读，并对深圳市安全教育基地进行考

察，结合盐田区体育公园建设，规划主

要服务于盐田区及周边区域中、小、幼

学生的区级小型安全教育馆一座。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盐田少年儿童安全教育馆概念方案设计

发展建议一：
通过购买物业实现功能需求，实用面积500-1200㎡。
发展建议二：
作为附设功能，与其他文化、教育设施统筹规划，综合考虑。

相关项目业绩



海南保亭东方蒙特勒养老度假区概念规划

项目区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中心东北

项目规模：面积约914.35亩，约61公顷

项目简介： 将七仙岭长寿养生文化、黎苗民俗风情、国

际化医疗健康等进行有机整合，作为项目持

续发展的人文依据，构筑一个能够凸显保亭、

七仙岭长寿文化核心影响力的、多元文化交

融的、体现国际文化开放交流的、高品质文

化休闲度假区。

相关项目业绩



海南保亭东方蒙特勒养老度假区概念规划

乐活休闲度假区：《七仙长生传说》全息机械智能光影秀国际健康养护区：基因健康体检中心

四时养生谷：养生度假酒店 四时养生谷：药膳养生坊

四时养生谷：心驿茶坊四时养生谷：国学会馆

相关项目业绩



重庆市永川区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项目区位：重庆市永川区

项目规模：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

项目简介：以《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DB50/T543-

2014）为依据，结合各永川区公共设施建设现状及规划

情况，预测评判其发展需求与缺口，通过公服设施的统

筹规划，将其述求纳入后期编制的控规整合之中，将部

门专业意图的空间述求整合到控规图上，从现状、准现

状、规划存量全面掌控空间资源。

设施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
性质

规划用地
面积

（公顷）
备注

1 区儿童医院 C3-3-1/01 A5G1 2.67 现状保留

2 区人民医院红河分院 D8-2-4/01 C5 1.2 现状保留

3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 F3-8-4/01 C5 3 现状保留

4 人民医院 I1-3-4/02 C5 0.17
现状妇幼保健院，
改建为人民医院

5 人民医院 I1-4-3/02 C5 0.35 现状保留

6 中医院 I1-10-2/02 C5 1.46 现状保留

7 中医院 P01-02/01 A5 7.4 已发件为中医院

8 W2-2/12 C5 0.158 现状保留

9 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 C3-2-1/01 A51G1 1.33 现状保留

设施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
性质

规划用地
面积

（公顷）
备注

1 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 C3-2-1/01 A51G1 1.33 现状保留

2 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D6-1-7/01 C5 0.92 现状保留

3 永川区计生集爱医院 D7-3-2/01 C5 0.61 现状保留

4 永川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D8-3-5/01 C5 0.62 现状保留

5 现状职业病医疗院 F3-8-2/01 C5 1.1 现状保留

6 现状职业病医院
F3-8-

10/01
C5 0.68 现状保留

7
现状永川军队离退休干部休

养所
F3-9-9/01 C53 0.27 现状保留

8 永川区精神卫生中心 G3-7-1/01 C5 5.0254 现状保留

9 永川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F2-3-6/01 R2 1.17 现状保留

1、医疗卫生设施规划：本次规划按照《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标准》进行规划，根据标准，医疗卫生设施包括医疗服务设施和公共卫

生服务设施两类：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所）等。

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包括：妇幼保健院（所）、精神专科医院、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血库、急救中心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镇、片区区级）区级医疗卫生设施

相关项目业绩



重庆市永川区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小学：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按照1000米服务半径进行测算，同时考虑现
状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小学51所，总班额
1524班，其中现状保留的小学共21所，总班额515班。

初中：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按照1500米服务半径进行测算，同时考虑现
状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初中21所，总班
额747，其中保留现状9所，总班额339班。

2.基础教育设施

包括幼儿园、小

学、初中、普通

高中。 根据《重

庆市城乡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标准》

（DB50/T543-

2014）中关于基

础教育设施规划

配置标准，永川

区属于城市发展

新区，据此确定

永川区幼儿园、

小学、初中、普

通高中学校数量、

规模班级数、学

生人数。

相关项目业绩



重庆市永川区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布点规划

项目区位：重庆市永川区

项目规模：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

项目简介：以《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DB50/T543-2014）中关于基础教育设施规

划配置标准，确定永川区幼儿园、小学、初中、

普通高中学校数量、规模班级数、学生人数。

通过梳理分析相关用地、相关部分建设计划，

提出基础教育设施项目发展建设思路。

 小学

•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按照1000米服务半径进行测算，同时考虑现状

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小学51所，总班额达

1524班，其中现状保留的小学共21所，总班额515班。

 初中

•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按照1500米服务半径进行测算，同时考虑现状

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初中21所，总班额达

747，其中保留现状9所，总班额339班。

相关项目业绩



重庆市永川区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布点规划

 幼儿园

•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按照500米服务半径进行测算，同时考

虑现状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幼儿

园126所，总班额1050班。

 普通高中

• 结合规划人口预测，同时考虑现状设施建设情况及结合实

际布局情况，规划布置高中10所，总班额480班。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市盐田区城市更新配套设施规划研究

项目区位：深圳市盐田区

项目规模：面积为31.6平方公里。范围为盐田区辖区内建成区，

包括沙头角片区、盐田片区和梅沙片区共六个法定图则片区范围，

项目简介：以《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为依据，结合盐田

区各街道的基本服务设施现状数量、规模、分布情况，预测更新

项目完成后的配套设施需求，进而对全区进行配套设施的调整和

优化，并结合城市更新的进程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分析，盐田区未来城市更新完成之

后的人口总量主要包括三部分：主要为

法定图则预测的人口总量为22.0万人，

已批居住用地人口增量为1300人，已批

和在编城市更新单元人口增量为2.3万人，

潜在城市更新单元人口增量为5.7万人。

综上所述，未来盐田区人口总量为以上

几项之和，约为30.13万人。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市盐田区城市更新配套设施规划研究

实施策略：1. 土地集约化利用策略 2. 功能复合化建设策略 3. 设施精细化管理策略 4. 设施共享策略

实施建议：

1. 教育设施：响应教育均等化要求；对于规划未建的学校，遵循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预留一定的用地作为扩建的空间。

2. 医疗卫生设施：推进社康中心建设，合理预留综合医院用地，促进现状综合医院往特色化方向改革。

3. 文体设施：加强社区级文化活动设施及体育实施的建设，逐步开放机关、学校内的文体设施给市民使用。

4. 社会福利设施：适当鼓励私人开设的养老服务机构，同时注重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置。

高
中

初
中

医
院

社
会
福
利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市大梅沙海曦学校北片区用地规划研究—公交场站及消防站选址研究

项目区位：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

项目规模：用地面积约1.52公顷

项目简介：地块原为教育功能用地，经过调整后，北侧改为新兴产业用地，通过现状条件，对地块用于公交场站及消防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深圳市大梅沙海曦学校北片区用地规划研究—公交场站及消防站选址研究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景观规划指引

项目区位：深圳市南山区

项目规模：道路总长约3.6公里，规划范围约54.6公顷

项目简介：随着南山区快速的发展，西部通道的建设，使东滨路整体区域地位得到提升，定位由城市生活性干道向城市门户通道转变。

相关项目业绩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景观规划指引

环境整治原则：

1．环境人性化：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创造适

于人的活动、生活、工作的舒适氛围，尤其是对

一些公共活动空间的整治、改造。

2．专项系统化：使街道的各个组成元素能更好

的合理化、系统化，使城市发展更加秩序。

3．功能合理化：各项功能、职能合理布局，有

机的结合，形成统一的街道景观系统。

4．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对于道路、绿地、建

筑等重点元素应突出表现。

5．指导性：突出其操作性，结合一些管理措施

的制定使其更接近于城市建设。通过整体景观规

划指导下一步的详细景观设计

相关项目业绩



村庄规划业绩



广东韶关仁化县大桥镇水江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项目区位：韶关市仁化县大桥镇水江村，位于丹霞山景区

控制范围内，锦江与浈水区内交汇 。

项目规模：行政村村域范围，总用地面积约3447.5公顷，

包含9个自然村、246户、1124人。

项目简介：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及产业基础，提出“丹霞水

乡驿站、生态贡柑人家”总体定位。通过“环

境整治、 完善配套、 产业发展、组织保障”四

项目标具体措施，以实现“农、旅”创新融合，

打造 “与山水互动、与田园共融”的“美丽宜

居村庄”。

项目基本概况



广东韶关仁化县大桥镇水江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项目愿景

浈江沿岸丹霞山周边美丽乡村典范

生态美、生活美、精神美、风貌美、产业美、乡风美

发展目标



广东韶关仁化县大桥镇水江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华屋传统民俗
文化中心

建设场地：设置各类健身器械，
满足村民健身锻炼的需求。

活动休闲：设置乒乓球台、休息
座椅，改善村民娱乐环境。

集会跳舞：以空地为主，供村民交
流集会、跳广场舞使用。

树荫交谈：借助树池设置休息坐凳，
种植大型乔木，供村民休憩交流。

重要公共空间节点改造



广东韶关仁化县黄坑镇曰庄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区位：黄坑镇位于仁化县东南部，毗邻世界地质

公园丹霞山，东接南雄市、始兴县，南与

周田镇相连，西接仁化县城（丹霞街道），

北与闻韶镇相接，曰庄村位于黄坑镇东部。

项目规模：行政村村域范围，总用地面积约3307.96

公顷，包含8个自然村、294户、1280人。

项目简介：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愿景是通过规划切实

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配套

设施建设、村庄风貌营造、村庄文化传承、

民主管理建设六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富

民、村容整洁、环境宜人、设施完善具有

较强示范作用的宜居宜业村庄。

曰庄村



广东韶关仁化县黄坑镇曰庄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曰庄村委曰庄七组整治创建项目布局规划图



广东韶关仁化县黄坑镇曰庄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重要公共空间节点改造



广东乐昌市廊田镇马屋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区位：廊田镇位于广东韶关乐昌市东部，两面临山，

武江河支流--廊田河贯穿全境，马屋村委位于廊

田圩的南面，东面与白山村委相接。

项目规模：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乐昌廊田镇马屋村村域范

围，总用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本村辖4个自然

村，有农户360户，总人口1640人。

项目简介：立足廊田镇本身生态资源优势及产业基础，建

设粤北地区仁化西部美丽乡村典范，将上中坌

村打造为生态美、生活美、精神美、风貌美、

产业美、乡风美的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项目原则与策略（六项原则与三项策略）：



项目愿景与目标

广东乐昌市廊田镇马屋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马屋村村庄建设项目布局规划图

广东乐昌市廊田镇马屋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广东韶关仁化县石塘镇下中坌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项目基本概况

下中坌村

G535

项目区位：石塘镇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西部，上中坌

村位于石塘镇西北部，对外交通便利，国道

G535穿越村庄，北部紧邻上中坌村。

项目规模：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下中

坌村村域范围，以自然村居民点为重点规划范

围，共涉及下中坌村4个自然村，包括曾屋、何

屋、水心坝、邱屋，包含370户，1762人。

项目简介：立足石塘镇本身生态资源优势及产业基础，建

设粤北地区仁化西部美丽乡村典范，将下中坌

村打造为生态美、生活美、精神美、风貌美、

产业美、乡风美的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广东韶关仁化县石塘镇下中坌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下中坌何屋村总平面布局

（1）整治目标

改善村庄卫生环境状况，完善村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村庄整体环境

保持整洁，提升村庄整体风貌。

（2）建设布局规划

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 保持现有道路结构，对主要环村路进

行优化，局部改道，确保车辆能顺利

通行。

• 村内破损建筑拆除后，规划四条车行

道，打开村庄内部空间。

• 对现有巷道进行清理、疏通。

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 拆除祠堂周围破损废弃建筑，重新整

理宅基地，规划一处中心广场；

• 清理池塘垃圾，恢复原有池塘风貌。

• 满足村民需求设置垃圾桶、公共厕所

等设施。充分利用残垣建筑用地种植

绿化、蔬菜，改造乡村庭院，美化村

民居住环境。

③ 基础设施配套规划

改善给水设备，改善引水管线；实施

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建设生态污水处理池；

完善电力电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增设路灯。



广东韶关仁化县石塘镇下中坌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重要公共空间节点改造

整治前

整治后



广东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街道空间环境整治规划

项目区位：洛阳镇位于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西北部，东与本县东

坪镇、大布镇、韶关市武江区江湾镇交界；南与英德市

波罗镇、清远市阳山县江英镇相邻；西与阳山县秤架瑶

族乡接壤；北靠五指山乳阳林业局，集革命老区、石灰

岩山区、民族杂居地于一体。

项目定位：

项目基本概况

——”源出山水、韵入岭南”

——山水为魂，容瑶汉血脉，描画多元岭南风情

规划目标：整合洛阳镇“山、水、林、文”的城市空间景观特征，
在现状街道、建筑风貌基底之上，探索民众对于城镇风貌的心理期
待--品质、生机、传承，构筑“俗·雅·容”的城市禀赋空间，体现
雅俗共赏、多元融合、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都市面貌。



广东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街道空间环境整治规划

街道空间整治分区：沿G323道路建筑及空间整治



广东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街道空间环境整治规划

街道空间整治分区：沿道路外侧的居住集中区域



广东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街道空间环境整治规划

街道空间整治分区：周边村庄集聚区



江西永修县江上乡云居山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小镇项目规划设计

项目区位：项目位于江西永修县江上乡，南依云居山国家级景区，

西临庐山西海5A级风景区，北有修河流过，区内自然环

境优越，为生态农业及文化旅游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项目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300亩

项目简介：把永修云居山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小镇开发建设成为以

“生态农业”和“文化体验”为重点，集绿色农业、文

化旅游 、区域配套、健康养生、禅修养心于一体的现代

田园文化生活栖息地。

项目基本概况



江西永修县江上乡云居山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小镇项目规划设计

项目定位与策略



江西永修县江上乡云居山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小镇项目规划设计

总平面图



江西永修县江上乡云居山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小镇项目规划设计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