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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如何实现品质化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其
中，三亚要牢牢抓好两项发展优势，结合自身发展实
际，谋动长远发展。

第一个优势是国家给予的政策优势。自由贸易试
验区（港）建设应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就应大胆试验、
敢为人先。比如，在发展旅游优势产业方面，在好成绩、
好基础面前，海南应对标国际水平，促进长远发展，探索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产品更新换代，带动旅游
服务水平提升，不断缩小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

第二个优势是海南先天的资源、环境、自然、区位
等方面的优势，如何借力优势发展十分关键。针对这
一点，我们不要急于马上做规划，应深入分析、研究发
展优势，好好谋划战略层面上的发展，并对过去的发展
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分析比对，为发展做足充分准备。

对于总体城市设计规划，要进行系统性的疏理，推
动更深层次的产城融合，通过完善城市功能，为产业培
育提供沃土，产业发展还应与提升城市品质结合起来，
不能区别开。

事实上，一个产业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通过实
践探索出来的，空间整体品质的提升，自然而然会吸
引产业、人才的聚集。还需注意的是，城市规划实施
需要长期投入与精耕，需要长远坚持，不能一蹴而就。

三亚在城市发展规划、架构设计、功能安排等
方面，没有做“伤筋动骨”的颠覆性调整，令人感到
欣慰。

在三亚总体城市设计中，不仅仅要与我省战略
目标相适应、相契合，还需要站在宏观层面进行梳
理，比如盘点存量土地、摸清潜力区域等，而不是简
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才能结合三亚建设
现状、发展潜力、禀赋特色，加强全市层面的统筹安
排，真正做到优化资源配置，对相关现有的片区进行
优化、调整、提升。

此外，如何稳步推进城市规划与开发？事实
上，规划启动，不意味着要“遍地开花”。三亚应
摸清相对薄弱的功能，政府要积极投入，培育战
略性的新兴产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服务贸易体
系、公共服务体系以及贸易促进平台，引进企业
快速集聚，搭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的
强大平台。

此外，中央商务区还应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
要打造一个能够适应满足本地居民、旅游人群、产业
需要、文化需要，新型的、多元化的、极具海南当地特
色的城市中心，带动服务贸易，促进服务业升级，提
升城市品质。

进行深入的经验总结，有利于更加透彻认识到
城市的发展优势与特点，促进城市发展。就拿三亚
来说，阳光、沙滩是这座城市独特的资源优势。通过
对优秀经验的学习，三亚可以探索运用独特的自然
优势，发展旅游，做足生态保护的文章；同时，通过打
造优质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将有利于人才的吸引。

那么，如何吸引人才？在自然资源等先天条件
外，还有哪些后天可发展的地方？一方面，三亚可研
究建立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通过完善机制，为人才引
进做足工作；同时，要考虑到城市涌入人口的安置服
务等相关保障工作，包括教育、医疗、安居等方面；此
外，在心理层面，不同涌入人口之间，还易产生社会
人文方面的矛盾，如何降低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
也是三亚亟待考虑的问题。

同时，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引才的重要举措。三
亚亟待提高现有城市治理管理能力，完善制度保障，
提高政府信誉度和效率。

在城市整体环境构建方面，三亚还需分析存量，
结合原来功能布局，提升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另外，
对于老城区中一些有用的空间，可再植入一些有价
值的业态，完善城市配套，提升城市建设品质，进一
步激活产业业态，激发城市活力，从微观环境、宏观
环境方面，打造吸引人才的活力城市。

发展优质产业，吸引优质产业，很多时候不仅仅
是“盖房子”就能实现的，还需要考量经济制度、税收
制度等方方面面，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成长发展
环境，形成有效的“朋友圈”或是“俱乐部”，吸引优质
企业共同参与。

对于海南来说，打造成优质产业聚集“俱乐部”，
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一方面，海南需要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改善土地粗放管理模式以及投入，放缓脚步，
通过开展深入的研究，分析发展战略格局，制定可持
续发展的发展方案。

同时，实现创新，最核心的其实还是制度上的创
新。制度创新如何适应当地发展实际实现与产业的
良好结合，是一大发展难点。海南亟待在明确的战略
方针下，分析比较优势，明晰自身定位，适当进行制度
上的创新，实现国际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突破。

在发展高端旅游等优质产业进程中，还应找到
自身的内生动力，能有沉淀下来的内容，着重强调
发展本地的特色。此外，要结合创新模式，汲取优
秀经验，向高标准看齐，淘汰低水准、不利于城市品
质提升的项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
务质量，为吸引人才、吸引企业打造良好的平台和
基础。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对于海南来说无疑是一
个丰盛的“政策红包”。

如何用好政策、释放政策红利？海南在发展过
程中，一方面可复制、借鉴、推广优秀经验，另一方
面，要结合自身特色、实际情况，加强创新力度、开放
力度，发展步子大胆放开，实现创新、错位发展。

针对创新发展，我认为海南一是要引才，二是要
引企业。其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打开文化艺术视野等方式，吸引更多优质
人才；此外，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吸引优质总部经
济，给予企业发展信心，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同时，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大开发，而是大转型
跟创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布局，需要综
合考虑未来发展空间及需求等诸多因素。

对于三亚而言，我还建议，要进一步推动自由贸
易化、投资便利化以及国际化，注重空间拓展和新产
业的培育，同时，完善空间布局，在城市建设中保持
相对完整性。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干部的培训，打开
干部眼界，对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等相关知识进行

“补课”“充电”，真正做到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打造国
际精品项目。

三亚自然环境优美，城市规划建设中，巧妙融合
了山水格局，值得借鉴。在总体城市设计过程中，应
该注重发展模式、空间形态、开发模式等问题。

如何明确发展模式？三亚一是要融入海南整体发
展大局，二是要发挥传统优势。也就是说，三亚如何发
展，要放在海南发展的“大盘子”中去考量，从更高远的
立意去思考、去准备，通过明晰自身在全省视角下的功
能定位，结合生态环保、规划政策等方面，用智慧的顶层
设计充分集成、全面提升，找准自己的发展路子。同时，
三亚还需要发挥传统特色优势，比如发展医疗康养、高
端旅游，推出创新产品，促进全球文化艺术旅游消费等。

此外，三亚要提升空间形态品质。比如，结合城
市山水格局，三亚还可以在微观尺度、架构格局上下
功夫，让城市建筑与绿化景观巧妙地融合，从总体视
角去做城市设计。

同时，三亚也亟待在开发模式上创新，带动周边
环境、产业实现可持续再生与有机更新，实现从重视
当下到思考未来的转换。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三
亚棚改旧改过程中，可集中优先开发建设能与周边
环境、产业形成联动机制的点，促进行业间的交集，
在整体推动城市建设、更新过程中，逐渐形成街、形
成城，而不是一个个相对分离的组团。

一个城市光有自然资源还不够，还要有文化资
源，带动国际消费的多层次需求。对于三亚而言，生
态环境、旅游资源是这座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此
推动下，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
三亚的旅游资源是不完整的，在人文、文化等资源发
展方面，仍相对薄弱。

那么，如何运用好发展优势，实现更加充分的发
展？为实现长远发展，三亚不应只着眼于物质空间的
打造，还应重视内涵式的改变。

具体而言，一方面，三亚要重视完善政策，注重软
环境营造。对于人才而言，完善的政策能提升城市吸
引力，吸引更多人才落户、工作；对于产业来说，拥有
政策优势将有助于降低成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要实现软环境的改善，总体来说，就是要不断优化政
策环境、制度环境，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还应做到生态优先、基础先行。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强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格局。

此外，针对文化短板，三亚要着力打造具有鹿城
特色的城市文化，积极培育文化资源，实现物质空间
与内涵空间互相补充、协同发展。

国内外一些城市所处的区位以及城市功能不同，
其中央商务区的功能、市场需求、建设规模也不尽相
同。这样就意味着，城市中央商务区的建设要注重顶
层设计，明晰明确的功能定位和相应的需求问题。

对于海南来说，在自贸区（港）建设背景下，商务
需求旺盛，那么城市中央商务区建设就要将功能、需
求因素考虑进去。具体到三亚而言，该市正助力发展
总部经济，在中央商务区建设工程中，应考虑到总部
基地吸引哪些产业或者功能，其它方面的吸引力与辐
射力有多强，发展规模可能多大，需要从战略高度进
行进一步研究。

此外，三亚作为一座国际旅游城市，中央商务区
建设中还应该加强文化功能，包括影剧院、展览、会展
等相关设施。

谈及三亚中央商务区的空间布局，还需要注重自
然与现有城市相融合。同时，利用棚改旧改方式，做
出三亚特有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整体素质和整体的
形象。

同时，三亚规划发展还要着眼于自身特色，在此
基础上提升、保护城市风貌，包括城市的界面、天际线
等，打造人性化、温馨的环境。

建设城市中央商务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亦不容
忽视，三亚还应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港）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关系要处理好。

首先，自贸区（港）建设要与基本建设相结合，但
是要避免过于把思路集中到城市建设上，不能拿发
展平台替代实质功能。

那么，应该如何协调平台与功能间的关系？重
点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
还可以适度超前，提高标准去建设、谋划。同时，规
划建设过程中，实行“弹性原则”，随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完善。

其次，要处理好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的问题。
三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环境，这种优势是其
它地方比不了的。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要优先考虑
山、河、湖、林地等自然环境，千万不能以人力因素破
坏自然环境。另外，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本
钱，环境没有了，三亚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因此，在
建设过程中，要不断推进对城市修复、修补工作，逐
步恢复自然环境。

第三，要考虑城市空间环境与人的需求的关
系。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形象为本。吸引人才要
关注人才对城市环境的需求。因此，在城市规划设
计中，不仅要提升环境品质，还需要体现情怀与乡
愁，全方位打造一座具有丰富内涵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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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贸区（港）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该做什么，而
在于不能做什么，这就是“底线思维”。

什么是“底线思维”？其实就是反向思维。目前，
世界上161个国家中，分布着3000余个大大小小的
自由贸易港，自贸经济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营商环境
条件较差、人口集聚过剩、生态破坏严重、对政策依赖
程度高、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是自贸试验区
建设中不容忽视的败点、痛点、坏点与烂点。

通过树立“底线意识”，就要求海南深入分析、
研究、总结这些失败案例，运用“底线思维”，用活
规划政策，建立起法治模式，列出负面清单，将对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有负面作用的因素
剔除掉，精准发力攻破痛点、坏点，有选择性、有针
对性吸引总部经济落地，促进城市产业、生态、社
会等方面发展。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
可在守住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等“底
线”条件下，打造更加灵活、开放的发展空间，吸引
更多的人才、投资者、建设者；另一方面，为建筑
师、设计师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守住“底线”的前
提下实现“自由创作”，才能令城市规划发展呈现
出更多亮点。

三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等多方面优势，
城市设计规划中，就要把三亚特色做出来。

三亚特色在哪？第一，就是热带气候条件，这是
无可拟比的优势，为发展旅游、农业创造了优越条件；
第二个特色就是海湾，优质的环境推动了滨海旅游、
医疗旅游等高端消费发展；第三，是当地的民俗文化
风情，这将有助于延伸城市发展内涵。

以三亚特色为出发点，巧用资源优势，将有助于
实现城市的错位发展。比如，三亚应与海口实现错位
发展，通过加强合作、资源互补等方式，联动海南南北
两极发展，强化优势、特色。

事实上，与旅游相关性较好的旅游城市，应该也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消费城市。对于三亚而言，该如何
围绕优势旅游产业实现长远发展？一方面，三亚可围
绕旅游产业，不断完善相配套设施，包括国际会议、旅
游购物、医疗保健等产业；同时，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
优势，带动健康事业发展；此外，在现代服务业等相关
产业带动下，文化创意、生态产业也能实现盘活。

不容忽视的是，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分区多点”，
城市功能要适当穿插、打通，将老城与新区衔接串联，
打造成空间错落有致的城市布局，呈现海南特色、海
南风貌、海南文化。

城市发展要与国际水准看齐，就要着重关注法
治建设、产业培育、城市规划、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与法治息息相关。事实上，
没有法治，放开自由，将造成秩序混乱。因此，在城
市阔步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细化规章制度，明确
发展规则，巩固法治基础，把“开发商的手脚绑住”，
遵循市场规律，多举措控制市场风险。

同时，在旅游、医疗、农业等产业培育过程中，要
对标国际水平，打出特色品牌，提升国际知名度、影
响力。这也同样适用于人才培育，吸引人才、促进发
展，不是一夜之间并能够“长出花果”的，需要以国际
标准精心发展，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此外，在城市设计当中，也应用“国际眼光”去进
行，结合三亚山、海空间做出特色，展示三亚自然生态之
美，为天际线释放更多展示空间。不容忽视的是，还应
重视城市设计导则，多学习国外优秀经验。同时，设计
的相对自由度也很重要，应给建筑师一定的施展空间，
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思路，打造更加活力的城市。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还应跟上国际水平，在城市
风貌、排水排污、社区管理、拆迁安置等方面要以人
为本，综合考量多方因素，体现管理专业化，实现社
会治理长期效果。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

自贸区（港）建设要树立“底线意识”

吴志强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何镜堂：

做出三亚特色，实现错位发展

何镜堂在研讨会上发言。

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特许规划师陈思中：

城市发展要向国际水准看齐

陈思中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唐凯：

强化基础设施，注重生态环境

唐凯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安军：

发展不应只着眼于物质空间的打造

孙安军在研讨会上发言。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柯焕章：

城市中央商务区建设要注重顶层设计

柯焕章在研讨会上发言。 孙继伟在研讨会上发言。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顾问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孙继伟：

用好“政策红包”，加强创新力度

吕斌在研讨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

打造山水交融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

清华大学建筑博士生导师尹稚：

将海南打造成优质产业聚集“俱乐部”

尹稚在研讨会上发言。

浙江省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群：

城市规划实施需要长期投入与精耕

高群在研讨会上发言。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司马晓：

全方位打造琼岛当地特色城市中心

司马晓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詹雪红：

创新人才机制，引进优质人才

詹雪红在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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