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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位于海南省西南
部，城区有天然深水良港，境
内江、河、湖、海、山、林、泉、
滩等资源一应俱全，物产丰
富。自1997年撤县设市至
今，东方历经4轮城市总规
修编，总规的不断完善，确立
了东方的城市定位、发展方
向，引领着东方的城市建设
和发展，为东方实现城市发
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海南开启了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这对
面朝南海的东方提出了新要
求。东方市委、市政府运筹
帷幄，及时启动了《东方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8-2030）》
的编制工作，坚持用规划引
领建设美好新东方。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表
示，要坚持以重塑理念指导
发展。如果仅仅是修修补
补，那么东方将长期处于被
动破解难题的状态，很难实
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必须
提高站位，坚持重塑城市的
新理念，结合东方发展实际
和资源禀赋，对东方城乡基
础设施、城市建设风貌等进
行高水平的升级改造，进一
步擦亮东方这颗海南西岸明
珠，彰显热带滨海花园城市
的形象。

■
本
报
记
者

张
惠
宁

·
规
划

精
细
规
划
美
东
方

东方市规划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东
方的城市规划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
段。一是起步发展阶段（1990 年至
2003年），城镇空间缓慢拓展，建设形
成八所经济开发区。东方编制了《八所
开发区总体规划》，提出将东方打造成
海南省西南部以重工业区为主体、综合
发展的工业海港城市。二是稳步发展
阶段（2003年至2011年），确立以工业
化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当时根据我
省提出的“南北带动、两翼推进、发展周
边、扶持中间”的战略发展思路，编制完
成了《东方市总体规划（2003-2020
年）》。城市南北两翼、沿海发展较快；
以海榆西线为界，限制城市往东发展。
三是全面推动阶段（2011 年至 2030
年），围绕环境宜居项目提升城市形
象。2009年以后，随着构建环北部湾
经济圈、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等重大政
策的落地实施，为了进一步明确城市的
核心竞争力、突出城市特点，东方于
2013年批复实施了《东方市总体规划
（2011-2030）》，提出打造海南西部以
油气化工和能源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港
口城市。

今年，随着《东方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0）》的编制，东方市总体规
划进入精细优化阶段。东方将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决策部署和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目标任务，明确该市的发展方向、
发展策略。紧密结合东方实际，强化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
体”建设，加强城乡发展与人口、资源、环
境的协调，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
展，把东方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
代化热带滨海花园城市”。

今年12月6日，根据省人民政府对
《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
2030）》（即“多规合一”）的批复，东方要
紧密对接全省“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紧紧围绕“西部重要港口城市、临港化工
产业基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基地”的发
展定位，重点发展油气化工、精细化工、
临港物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海洋渔
业、观光旅游等产业，逐步把东方市建设
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现代化城市。

据东方市新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
镇空间结构发展体现“一主、一副、两带、

多点”特点。其中“一主”即城市核心功
能区；“一副”为板桥—金月湾副城区；

“两带 ”即滨海综合发展带、山海风情
带；“多点”包括4个特色产业小镇及5
个一般镇。

海南巨方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所所
长陈琪说，东方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确定了东方市主城区发展方向：主城
区用地布局集约、紧凑、有序地往东、
北两个方面拓展；工业园区则主要往
南拓展。新城市总规也确定了城市的
发展策略：延续“一体两翼”的总体空
间结构基础，引导城市发展由规模化
向品质化提升，重点构建“回归滨海、
经营中心、产城融合、塑造特色”四大
总体空间发展策略。

东方新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市区
“三区九组团”的发展定位和建设要
求。“三区九组团”具体为：旅游聚集区
（指涵盖新北、港门、墩头、新街等区域
的旅游服务组团）、城市中心区（包括北
部居住组团、滨海商务组团、主城综合
服务组团、城东商贸组团和罗带河居住
组团）、临港产业区（包括国际贸易组团
和临港产业组团）。

负责东方主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制的雅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所设计总监
黎沅明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了2019年
将开工建设的东方市滨海旅游公路的规
划情况。

东方是名副其实的滨海城市，主
城区就临海。但长期以来，东方缺乏
一条能展现东方滨海城市魅力的景观
大道。东方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将结合滨海北片区棚户区改
造，统筹沿线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建设
一条 45 米宽、约 5.5 公里长的滨海旅
游景观大道。建成后将与滨海片区的
商务高楼建筑景观一同构成东方特色
的滨海天际线。

根据东方新城市总体规划，滨海商
务组团片区将依托我省建设自贸区的相
关政策，加大金融、商务服务创新力度，
成为金融、商务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建设以滨海休闲娱乐、滨海旅游度假、跨
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服务、保税展示交
易、邮轮游艇经济，信息服务、海洋科技
服务，以及培育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
新兴服务业为主要功能的滨海、滨湖公
共区。这里将是东方第三产业发展的
重点区域、东方对接环北部湾国际邮轮
旅游业的发展区域和新兴、国际化时尚
港区，同时也是游客出入东方市的海上
门户区。

黎沅明说，为打造东方滨海城市天
际线，具体规划过程中可充分解放思
想，采用高标准和适当灵活的指标体
系，包括对土地使用兼容性的引导，鼓
励综合体的建设，以及部分地块的高强
度开发，允许容积率、建筑高度有一定
的浮动范围。

“东方围绕中心渔港、滨海北片区
棚改项目，打造东方市的金融贸易区，
形成新的城市 CBD，同时注重城市公
共空间和环境的整体规划设计和营造，
结合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打造滨海城市
平台，打造东方市面向大海的开放共享
的城市平台，形成东方市面向大海丰富
的城市轮廓线。”陈志刚说，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在东方设了3个驿站，这3个驿
站的建设突出地域文化，具有共享开放
的休闲空间。旅游公路穿过滨海城区，
将成为一条生态路、风景路、文化路、智
慧路和幸福路。“未来，这一带晚上灯光
璀璨，将成为海南西部滨海最耀眼的地
方。”他说。

东方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
以长远的眼光，统筹安排城市公园、学
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比如，目前，针对该市公共
绿地资源不足、缺少城市休闲公园的现
状，东方近期规划建设位于高速公路出
入口的感恩生态公园、位于城市中心地
带的福民公园和滨海北片区的海东方公
园。这3个公园均已完成规划设计，已经
或即将开工建设。

（本报八所12月24日电）

高质量的设计和营造才能提升城市
品质。东方在编制新一轮城市总规的过
程中，还在全省比较早地进行了东方总
体规划的城市设计。对城市总规的“城
市设计”是什么？东方市副市长、规划委
主任陈志刚介绍说，通过城市设计，对东
方城市的空间结构、空间序列以及城市
建筑风貌、建筑体量、城市轮廓线、重要
城市界面等都做了全面的研究。经过一
年的努力，目前东方市总体规划的城市
设计基本完成，东方城市空间面临存量
发展、生态保护新要求，塑造全域范围的
城市特色风貌，规划建设好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人居环境，提升东方市经济社
会文化空间价值，是东方未来20年的城
市发展目标。

“城市设计的重要意义，是保证总
体规划实施不走样。城市设计始终贯
穿总体规划的全过程。”东方市规划委
副主任王飞说，“目前，东方城市未来

20年的风貌可以通过多媒体三维动画
进行立体展示。”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东
方市总体城市设计的规划编制工作。该
公司总规划师祁鹿年指出，东方市城市
设计需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空间内涵、
品质内涵，彰显生态、精致、特色，打造

“一面环海、一面望山、七河四脉、绿楔入
城”的“滨海明珠、感恩福地”。

针对如何强化“宜居宜业宜游的现
代化热带滨海花园城市”的城市特色，如
何描绘主城区未来的蓝图等问题。该公
司主创规划师宋庆皓介绍，东方市总体
城市设计主要从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城
市风貌、开敞空间、重要节点与界面管控
传导等方面着手，重点对东方市主城区
城市空间形态做出规划设计。

总体城市设计明确了主城区规划总
体形成“陆上整体舒缓、中心突出、滨海
组群连绵、望山看海”的空间形态。通过

对城市特色要素的识别与分析，结合地
域特征，充分提取地方建筑特色，形成滨
海、热带、舶来、当代、民居五大建筑风
格，划定特色风貌区和一般风貌区，通过
绿带串联开敞空间及公共服务中心，3
条主要绿带与海联通形成三级环抱之
势，提升城市共享公共空间品质。

通过对城市发展方向的判断，选取
“一湾两路”（东方湾沿海一带与东方大
道、解放路两条主要道路）界面作为总体
城市设计的重点深化设计区域。对魅力
东方湾进行严格的天际线控制，塑造起
伏变化富有韵律的沿海天际线景观，结
合标志性建筑，使其形成具有东方个性
的地标形象，打造东方新一代城市名
片。东方大道、解放路两条主要道路从
建筑色彩、建筑形式、建筑立面、建筑风
格等方面进行街道风貌塑造，并结合道
路设施、道路配景等附属设施营造活力
多元的街道形象。

东方将结合滨海旅游公路建设，打造城市滨海新门户。（规划图由东方市规划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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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东方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0）》

“三区九组团”

城区发展方向

涵盖新北、港
门、墩头、新街等区
域的旅游服务组团

旅游聚集区

城市中心区

北部居住组团、
滨海商务组团、主城
综合服务组团、城东
商贸组团和罗带河
居住组团

临港产业区

国际贸易组团
和临港产业组团

东方鱼鳞洲。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