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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二期，记者注
意到，园区内很多建筑每层都有一排
半米多长突出来的“帽檐”。

“这是大角度遮光板，可以有效减
少太阳光对建筑的照射，又不影响采
光和视觉，从而达到节能减碳的效
果。”海南生态软件园规划设计院主任
建筑师栾虎子解释说。

这种符合海南地域文化和热带气
候特征的绿色建筑在园区内随处可
见：在园区配套的 iSchool未来学校
公共图书馆，底层架空、中庭中空的设
计，营造了一种半室外的空间，家长们
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等待孩子放学；在
云海吾乡文化中心，开放的建筑空间，
伴以自然通风采光，同样增加了流通
空间，降低了空调能耗。

最能直观展现低碳建筑理念的，
是即将投入使用的“数字展览馆”，该
建筑隐藏在一片绿植之中，外墙大量
采用红色的陶板砖，还配有一个下沉
式的庭院。“我们利用陶板砖本身的
构造工法，学习海南火山岩砌筑房屋
的特点，构造了一套独特的遮阳体
系。”栾虎子说，局部开放的室外、半
室外区域均没有空调系统接入，只在
局部封闭的室内区域采用了空调系
统，减少了人工能源的耗费，“可比同
类建筑减少30%—40%的碳排放。”

该建筑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建筑与技术研究所所长宋晔
皓告诉记者，建筑在设计之初就考虑
要适应海南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借
鉴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智慧，在建筑
的不同功能分区内，整合了冷巷、水庭
院、斜坡庭院等立体巷道庭院复合系
统，从整体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采
光和自然通风。

“这个建筑看着好像是下沉的，但
其实我们是堆了一个山，实现了屋顶
覆土，就可以达到蓄热性能比较好的
防护效果，减少了热交换，实现空调节
能。”宋晔皓说。

栾虎子说，园区的建筑更多采用
的是这种被动式节能，而不是像装光
伏发电板那样的主动式节能，这也是
长期摸索的结果，“当然有成本方面的
考虑，其实多年前园区也尝试过在建
筑屋顶安装光伏板，但效果不太理想，
一来园区的建筑多为独栋建筑，屋顶
面积较小；同时每栋楼又都是独立产
权，企业入驻后对屋顶布置也有自己
的想法。”

而除了建筑设计，园区在生态绿
化方面同样可圈可点。

海南生态软件园景观设计师陈博
杰说，园区在规划初期，就强调生态绿
色的概念，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农林用地、河流湖泊等生态空间占比
超过2/3，园区八大公园面积达145万
平方米，并采取了高绿量种植，特别是
乔木比重很大，园区乔木占比达到了
48.55%。

“乔木是植被碳储存库的主体，占
植被碳储量90%以上。如果参照深圳
或者上海的碳汇计算方式，软件园二
期起步区大约可达到每日固碳31.21
吨。”陈博杰说。

同时，园区在地块开发时还尽量
保留原地形，尊重场地地貌，选择对生
态影响最小的标准面施工，对园区内
的河流、冲沟、农田予以保留，起到降
低能耗、涵养水源的作用，提升固碳能
力；采用自然生态草沟排水方式，明沟
排水占比2/3以上，大大地减少了市
政管网建设中的碳排放。

2020 年 9 月，中国明确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
和”目标，稳步推进“双碳”工作；海南
也提出要争做“双碳”工作优等生。

在此背景下，海南生态软件园提
出打造低碳园区的底气何在？在李
守旭看来，这首先得益于园区的产业
选择。软件园入园企业上万家，且均
为数字产业类企业，“这些企业本身
就是低碳型企业，园区碳排放也是以
电能使用为主。”

作为我省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
和平台，海南生态软件园先后经历了
培育软件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到数
字经济产业的迭代创新，园区目标定
位于传统园区与数字化的协同发展、
双轮驱动，独角兽企业的引进、上市
公司的培育，打造符合自贸港建设要
求的特色产业集群。

据统计，去年海南生态软件园收
入超过1000亿元，税收超过100亿
元，同比增长164.6%。

任晓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
果将园区 2020年用电量换算成碳
排放量，再结合当年园区的产值，初
步测算后，园区当年万元产值的碳
排放量大概只有两公斤，“这是一个
非常低的数字。”

但任晓勇也坦言，目前园区还
不能做到对碳排放的精确测量，为
了更好地打造低碳园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一方面与专业公司合作制定
相关规划，另一方面着手打造物联
网，“届时，建筑和交通工具的能耗
都会清晰显示出来，打造低碳园区
也更能实现有的放矢。”

软件园打造低碳园区的另一大
优势则是其产城融合的空间布局理
念。李守旭说，如果园区内的人住得
很远，每天要把大量时间花在通勤
上，这也不符合低碳理念，“因此软件
园提出了一个微城市的概念，构建起
15分钟的低碳生活圈，在空间设计上
将使用人群和使用时间纳入考量范
围，因人制宜针对不同人群一天的工
作、生活、交往等设计了空间流线，让
出行更便利，生活更低碳。”

海南生态软件园主任规划师何
泫泫解释道，海南生态软件园在生态
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个社区，并将其
划分为微城市、生态村、街坊、合院等
4个层次，如微城市作为核心地带，拥
有剧院、图书馆这些公共服务设施；
生态村则聚集在微城市周边，成为有
文化认同感的一个个社群，由于居住
和工作在一起，会慢慢形成自己的生
活圈层，也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和碳
排放。

李守旭说，海南生态软件园特别
重视社区理念的打造，这从其官方英
文译名就可窥见一斑，“我们把‘园’
字翻译成英文的‘Community’，也
就是人群、社区的意思，而没有将之
翻译成‘Park’（公园），也正是有这层
意思在里面。”

“10年前我在上海，住在浦西，工
作在浦东，单程开车就要一个半小
时。”任晓勇说，在软件园工作的10
年间，每个工作日至少能节省下来三
个小时的车程，具体减碳多少可能一
时无法算清，但这些年来他确实多了
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每天中午都
可以和我太太一起喝咖啡。”

（本报金江4月11日电）

15分钟低碳生活圈
时间不再花在通勤上，

因人制宜设计空间流线

“可行、可骑、可跑”慢行系统
布设多样化共享交通设施，实现零距离转换衔接

“园区二期，行车道都不宽，只有4车
道，而中间的绿化带最宽处却有11米。”海
南生态软件园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任
晓勇说，这一方面是为了园区景观绿化考
虑，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车流量，达到低
碳出行的目的。

在软件园一期的沃克公园，绿色低碳
出行的理念早已付诸实践：所有外来人员
都要将汽车停在门外，改乘园区的电瓶车
才能进入办公区。

但软件园一期只有1.34平方公里，且
与其他市政配套设施交错分布；相比之下，
软件园二期14.24平方公里的区域则由园
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因此软件园二期在
低碳出行方面也走得更远。

海南生态软件园副总经理、总规划师
李守旭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早在2019年，
园区就联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
同编制了软件园二期未来交通专项规划，

“我们倡导共享代替拥有，以共享为原则打
造园区二期城市交通体系，将公交、慢行、
共享出行以及停车设施的转变全都纳入园
区控制规划。”

如今，在软件园二期起步区内，“可
行、可骑、可跑”的50公里慢行系统已经
建成，自行车道和跑步道可通达园区内每
一栋建筑，园区倡导工作人员优先选择步
行或使用自行车、平衡车等零碳或低碳方
式出行，将健身与日常通勤结合起来。

同时，园区还提供了多样化的共享交通
方式，如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共享巴士等，
更把建立共享出行协同体系、随时随地获取
共享交通工具作为交通规划建设的重点。

海南生态软件园规划师王萱告诉记
者，为方便大家随时随地获取共享交通工
具，园区提出了“1235”交通设施布局，即
100米内可获得共享骑行工具、200米内可
搭乘社区公交、300米内到达共享汽车站
点、500米内进入小汽车停车场，“园区还布
设了多级微枢纽设施，如智能公交站点、共
享骑行点，以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零距离
转换衔接。”

而之所以下大力气布局共享交通设
施，是为了尽量提高软件园车辆的使用效
率，降低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王萱说，软
件园二期起步区入口处共建有三处集中式
停车楼，外来车辆进入园区后基本都要停
放在停车楼内，“园区内部交通得到净化，
实现低碳交通优先，告别这种被停车场包
围的办公堡垒旧模式。”

“软件园二期地面有限的停车位，我们
未来将只留给共享交通工具。”李守旭说，
现代社会拥有私家车是很多人的基本需
求，软件园会严格控制就业端的停车供给，
同时打造好低碳绿色便利的交通环境，从
而鼓励大家优先使用共享交通作为日常办
公出行的主要方式。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到这种低碳
绿色出行在园区是便利的，更是光荣的，这
样的低碳生活才是可持续的。”李守旭说。

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园内的共享交通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一期已按需求安装了
充电桩，二期也100%预留了充电桩安装
位置。同时软件园还在打造更加智能化
的交通，园区运用智能网联技术，与百度
公司合作的自动驾驶微公交已在园区内
展开测试。

绿色人居生态环境
建筑多采用被动式节能；地块开发时尊重场地地貌，提升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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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祝晓春发现自己车开得越来越少了，常常一个
月下来，一箱油还没用完。“以前在深圳工作，赶交通像‘打仗’一样，
有时堵在路上一堵就是两个多小时，不到10天就得加一次油。”

半年前祝晓春从深圳来海南，担任云海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海南生态软件园的区块链
企业，尽管每天的工作量并不少，但她发现自己的
私人时间突然多了不少。

“我现在每周会抽空去游泳，还在海口请
了个羽毛球私人教练。”祝晓春说，出生在安
徽合肥的她对海南并不陌生，1993年大
学毕业后她曾在海口短暂工作生活
过，还记得单位附近有一个咖啡厂，
经常能闻到咖啡香。

28年后，循着旧时的咖啡
香气再赴海南，祝晓春发现自
己正在经历并享受着一种低
碳的慢生活。

这种低碳生活，正悄然成
为海南生态软件园的新时
尚。从交通规划到建筑设
计，从产业选择到空间布局，
再到生态绿化，作为海南自
贸港重点园区之一的海南
生态软件园正全方位试水
低碳园区建设，努力在海南
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背景下，走出一条
低碳园区建设的新路子。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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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内可获得共享骑行工具

200米内可搭乘社区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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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内进入小汽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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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然生态草沟排水方式

明沟排水占比2/3以上

绿色生态

生态空间占比超过2/3

园区八大公园面积达 145万
平方米

园区乔木占比达48.55%

产业选择 空间布局交通规划 建筑设计 生态绿化

3月24日，年轻人在生态软件园舒适的环境中交流工作。
符合海南地域文化和热带气候特征的绿色建筑在园区

内随处可见。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 月 24 日，航
拍已经建成投入使
用的海南生态软件
园二期。（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