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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中国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的背景下，城市既有粗放式发展模式

需要转型，旅客对铁路客运枢纽地区也存在功能复合化的期望，铁路客运枢纽亟待加强与城市的协

调互动发展。阐述了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用地的互动关系，基于国内外发展实践总结铁路客运枢纽

与城市协调发展的三种模式：城市更新型、中心导入型和新城带动型。从管理体制、土地供应和使

用制度、投融资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既有制约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分别针对

铁路客运枢纽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提出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亟待突破的体制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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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and

inter-city railwa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ed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rail transit terminals and urban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passengers' expectation on the complex func-

tions of railway terminal and the need for changes in city growth model from the existing crude develop-

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ailway terminal and urban land-us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model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erminal and a city with the best practi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namely the modes of urban renewal, center- oriented growth and new town oriented

growt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erminal

and a city in three aspects: management system, land supply and utilization system, and investment and fi-

nancing system. Finally, aiming at these three rail terminal development model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much needed breakthrough in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polici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erminal and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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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运枢纽是衔接城市对外交通与城

市内部交通的重要节点，在增强城市对外联

络交流、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反观近年来铁路客运枢纽的建设

与发展，由于受到发展理念、管理体制以及

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其主要呈现的单一

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布局和经济发展之间缺

乏协调互动。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等区域轨道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之间

的时空距离大幅度压缩，铁路客运枢纽尤其

是高铁车站呈现商务休闲旅客比例增加、出

行次数频繁、出行时效性和舒适性要求高等

特点，客观上要求枢纽地区功能复合化。与

此同时，反思中国大城市在快速城镇化进程

中出现的空间无序蔓延和过度依赖小汽车所

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也亟须重新审视交通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关

系，通过客运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的融合

来引导城市向集约化、绿色化的发展模式

转变。

余 柳，郭继孚，刘 莹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73)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关系及对策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关系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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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用地互动关系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用地互动关系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铁路客运枢纽的

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系统性的变革。由于区域

可达性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旅客特征发生明显

变化，铁路客运枢纽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

用也越来越明显，最显著的效应是提升枢纽

周边的土地价值，引发城市用地功能和空间

格局的转变；反之，城市功能和空间格局的

转变又对枢纽的交通承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用地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互动关系，具体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高铁旅客商旅化、高端化特点

强化了枢纽周边城市服务业相关功能的聚集

和发展。从服务对象上看，高铁主要服务于

省会城市以及区际之间中长距离的商旅出

行，城际铁路则主要服务于城市群内部各城

市(镇)之间的商务出行，且一日往返的可能

性较大，一定时期内出行较为频繁。虽然二

者在功能定位上有所差异，但都呈现服务对

象商旅化、高端化的特点，因此会进一步强

化高端服务业相关功能的聚集和发展，带动

商务办公、商业服务、会议展览、娱乐休闲

以及住宅等产业用地类型的开发和建设。

另一方面，城市功能聚集和土地开发强

度要求铁路客运枢纽具备与之相适配的交通

集散模式。城市土地利用是交通需求的根

源，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要求不同的交通模

式与之相适应。铁路客运枢纽在带动周边土

地开发、促进枢纽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的同

时，也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客流在枢纽地区

集散。因此，铁路客运枢纽必须加强与城市

内部交通方式的便捷、高效衔接，提高枢纽

地区的城市交通可达性及交通承载力，且枢

纽客流规模越大、周边土地开发强度越高，

越需要采用集约、高效、绿色的交通方式进

行客流集散(地下通过轨道交通，地面则通

过公共汽(电)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从

而减轻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对小汽

车的依赖并提高绿色交通的吸引力，引导形

成紧凑型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最终实现城

市交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优化。

22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模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模

式分类式分类

从国内外铁路客运枢纽的发展历程和实

践经验来看，枢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再开发、再

更新不断完善。根据枢纽的空间区位与城市

功能布局的相互关系，铁路客运枢纽可分为

三种发展模式。

1）城市更新型：对城市中心区既有铁路

客运枢纽进行更新改造来打造城市功能中心。

该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城市更新和再开发

的契机，对城市中心区既有铁路客运枢纽及

周边地区进行综合开发和一体化改造，提升

枢纽作为城市核心空间的作用。21 世纪以

来，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城市以及以伦敦为

代表的欧洲城市围绕火车站等大型枢纽地区

进行的更新改造都属于这种模式。为解决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因经济泡沫破灭所带来的

城市经济不景气及中心区活力衰退问题，东

京大力促进城市再开发事业，2001年起推出

“城市再生”(urban renewal)计划，将山手环

线上的几个大型铁路客运枢纽地区 (东京

站、新宿站、涩谷站、池袋站、大崎站等)

指定为城市再生区域[1]。通过对枢纽周边土

地的功能提升和多轮改造开发，最终将这些

单一交通功能的火车站打造成为城市的都心

或副都心(见图 1)，发挥了枢纽对城市经济

发展的引擎作用。

伦敦借助城市更新的机会，对位于城市

中心的老火车站(帕丁顿、国王十字和圣潘

27
图1 东京围绕火车站指定的城市再生区域

Fig.1 Designated urban regeneration areas of Tokyo surrounding the railway stations

资料来源：《东京城市规划区域的整治、开发及保护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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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国际车站等火车站)周边地区实施土

地综合开发和城市功能的复合化发展，从而

实现枢纽地区城市核心功能的提升强化。例

如有着 150多年历史的国王十字火车站原本

是充满工业气息的破败区域，改造后成为了

集商业、住宅、生活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新

社区 (见图 2)，有效激发了地区的发展活

力，同时也成为伦敦的重要门户地区[2]。

2）中心导入型：将铁路车站或线路引

入既有的城市功能中心。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将高铁、城际铁

路等区域轨道交通线路引入城市中心区并建

设新的交通枢纽，以此提升中心区的交通可

达性和节点价值，有效激发所在地区的发展

活力。在城市建成区尤其是城市中心引入新

的轨道交通线路或新建车站的工程难度极

大，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也非常复杂，但从

国际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的实

践经验来看，即使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这些

城市也仍然在不断努力。例如纽约在曼哈顿

下城引入新的交通枢纽——富尔顿(Fulton)

枢纽(见图 3)，将原来的富尔顿街车站、世

贸中心车站以及因 9∙11事件关闭的科特兰

街-世贸中心车站整合为一体，主要目的是

重振曼哈顿下城，将富尔顿枢纽打造成为纽

约更有活力的一个象征。

中国深圳市中心福田枢纽的建设也属于

此种模式。深圳市将广深港客运专线的车站

引入福田中心区，形成铁路、地铁、公共汽

(电)车、出租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

中心型铁路客运枢纽。福田枢纽将附近的酒

店、商务中心、会展大厦以及购物广场等城

市功能布局串联起来，实现商务、办公和休

闲娱乐无缝对接，不仅有效提升该地区的发

展活力，同时由于该枢纽衔接的高铁线路能

够快速通达广州、香港，也加强了深圳的城

市辐射力、促进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

的快速发展。

3）新城带动型：新建铁路客运枢纽引

导和带动新城(新区)发展。

纵观国内外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交通因

素往往成为其能否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特

别是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中心区

的功能开始向郊区及周边地区疏散转移，新

城的建设成为中心区人口和功能疏解的重要

承接地，而利用新建交通枢纽引导和带动新

城发展则成为国内外促进新城(新区)发展的

重要模式。例如巴黎塞尔吉蓬图瓦兹新城、

东京多摩新城等都是围绕铁路车站等交通枢

纽节点地区构筑新城中心的典型案例，通过

与市中心建立高效便捷的交通联系加强新城

的交通可达性，从而带动新城地区经济发展

并扩大区域的辐射效应。

相对于城市更新型和中心导入型模式而

言，新城带动型模式是一个综合考虑建设成

图2 国王十字火车站改造前后对比

Fig.2 King's Cross Railway Station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资料来源：http://www.urcities.com/topic/20160705/22715.html。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主要换乘车站
新建换乘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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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车站

新增的
富尔顿车站

New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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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s

BrooklynStaten lsland

图3 曼哈顿下城新增的富尔顿车站

Fig.3 Location of new Fulton Station in Lower Manhattan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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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带动新城发展双重目标下实现铁路客运

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次优选择。在中国，

高铁建设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限制(如市区

拆迁成本较高、工程难度较大)，往往将高

铁车站设置在远离主城区的新城(新区)，同

时以枢纽建设带动新城(新区)的发展。目前

中国的高铁新城大多属于这种模式。

33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制约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制约

因素因素

中国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区域多层次

轨道交通体系的构建和快速发展，以及《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

开发的意见》 (国办发[2014]37号)等相关政

策文件的出台，为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的协

调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但从目前的发展情

况来看，铁路客运枢纽周边的土地综合开发

效果不甚理想，枢纽功能单一化，与城市的

协调发展关系尚未建立。究其原因，根本上

还是体制机制存在一定的制约。

1）分散管理、各自规划，体制机制缺

乏统筹协调。

首先，在交通行业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下，铁路客运枢纽的各组成部分(如铁路车

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站等)隶属不同的

管理主体。以北京西站为例，目前的管理体

制有两条分割线。第一条分割线主要体现在

铁路部门与北京市政府之间，两者对北京西

站的分管方案是：以铁路站房、进站系统等

为主的地上部分归北京铁路局管理；以出站

系统为主的整个西站地区归北京市政府，由

西站地区管理委员会代为管理。与此并列的

另一条分割线来自北京市政府本身。西站地

区占地面积1.3 km2，横跨丰台、海淀、西城

三区。枢纽地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

管理且缺少权威性和综合统筹机构，使得枢

纽各组成部分的管理部门更多关注自身的管

理职责，缺乏枢纽地区综合开发的动力和统

筹考虑。

其次，从规划管理体制上看，铁路车站

等对外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城市功能布局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枢纽地区地铁、公共

汽(电)车等城市交通规划分别隶属不同部

门。不同部门在相关规划的编制、审批等方

面都有各自的体系和考虑，且在各自规划形

成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协调机

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综合交通枢纽的

各组成要素进行系统的统筹规划，枢纽场站

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缺

乏有效结合和紧密互动，导致枢纽与城市

“两张皮”，枢纽与城市功能及土地利用难以

协调发展。

2）缺乏差别化、灵活化的土地供应方

式及使用制度。

在土地供应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和国土资源部

《划拨用地目录》的相关规定，交通枢纽用

地属于划拨用地范畴。按照《北京市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办法(试行)》的规定，“划拨土地

使用权人不得自行对划拨土地进行开发建

设。需改变现状土地用途进行开发建设的，

可以由政府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转让他人开发建设并按照市场

价补缴土地出让金。对其中用于商业、旅

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

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在土地交易市

场公开进行。”这说明，通过划拨方式取得

的交通枢纽用地只能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禁止交通以外的商业开发用途。如果要

对铁路客运枢纽周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则

必须通过“招拍挂”的市场供地方式，那么

枢纽的建设主体必须与社会开发商竞争，这

样难以保证交通建设主体和综合开发主体的

统一和协调，给综合开发工作带来较大风险。

在土地使用方面，目前尚未出台明确地

对地面、地下、地上进行分层管理的相关规

定，若对交通场站上盖进行综合开发，则无

法确定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性质和权属。在土

地开发方面，根据现有城市规划的相关规

范，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用地的容积率一般较

低(低于 3.0)，意味着建筑开发强度不能太

大，这在很大限度上约束了交通枢纽用地的

综合开发。

3）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难以为继。

铁路客运枢纽的建设、运营需要大量资

金，而传统的铁路车站建设、运营资金都是

由政府主导，投融资的主体和模式比较单

一。随着区域一体化及城市快速发展，铁路

客运枢纽的建设、运营及后期维护资金需求

越来越大，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负债式投融

资模式难以持续。2014年 10月，国务院印

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

模控制，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仅限

于：政府举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以及规范的或有债务。这意味着地

方政府的传统融资渠道(贷款、信托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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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面受限，亟须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投融资

渠道，以破解融资难题。目前政府在推广

PPP、“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等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指导意见，为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改革

创造了良好环境，但在相关的政策法规保

障、激励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利益共

享、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依然缺乏配套措施

和实施细则，导致相关项目难以落地。在土

地综合开发方面，虽然出台了《关于支持铁

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 (国办发

[2014]37号)，但还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

套措施，导致铁路建设和周边土地开发两者

仍各行其道，不能相互协调。

44 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对策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对策

实现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规划、交通

管理、铁路等多个部门以及规划、设计、运

营、管理等多个环节，亟须突破既有制约因

素的束缚，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措施保

障。以下分别针对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

发展的三种模式提出对策建议。

44..11 城市更新型发展模式城市更新型发展模式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更新型发

展模式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经历的

再开发过程，是促进交通与城市深度融合、

依托交通枢纽形成新的城市经济增长引擎的

重要驱动力。在这种模式下，由于铁路客运

枢纽周边地区已经是成熟的城市建成区，对

枢纽周边进行综合开发和更新改造往往成本

更高、工程更为复杂。而且铁路客运枢纽的

更新改造涉及多个相关部门，而各个相关部

门利益诉求不同，关注重点也不同，协调难

度更大。因此，实现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实

现两个方面的突破。

1）建立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

平台和机制。

一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成立铁路客

运枢纽地区综合开发项目委员会，由市政

府、区政府、铁路运营、城市规划等多方机

构代表组成，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共同讨

论、制定枢纽地区城市功能布局及土地综合

开发的具体方案，并开展动态的规划指引，

持续推进和跟踪项目进展和后续的更新完

善。以日本东京为例，为促进东京站地区的

一体化综合开发，专门成立了大手町-丸之

内 - 有 乐 町 地 区 (Otemachi- Marunouchi-

Yurakucho District，简称 OMY 地区)再开发

项目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协调、方案

制定、项目推进和改进完善等工作 (见图

4)，共同致力于将东京站地区打造成一个极

具魅力、吸引力，热闹、繁华的金融和商务

地区。自1996年9月起，该顾问委员会每一

年半召开会议，就各参与方的发展意向和建

议进行沟通协商，制定《东京大手町-丸之

内-有乐町地区再开发规划指南》 [4]，明确本

区域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规则和开发方

案。该指南于 2000年首次制定，并分别于

2005年、2008年和 2012年进行修订，以适

应项目开发需求和东京的城市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上海虹桥枢纽综

合开发的经验，组建枢纽投资开发公司(见

图 5)，实现枢纽地区综合开发投资、建设、

运营主体的统一。为有效推进虹桥枢纽的开

发建设，上海市成立了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项

目指挥部，并成立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申虹公司”)。申虹公司与虹

桥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指挥部为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承担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

总体协调，包括召集指挥部会议和日常推进

会，统筹安排计划进度，协调各种矛盾。申

虹公司由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上海久事公

司、上海机场(集团)三大股东构成，既是虹

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公司，也是虹桥商务

区开发建设的投资开发主体，实现了规划建

设、协调指挥、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的统

一 [5]，这在中国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运营

图 4 东京站地区再开发项目协调架构示意

Fig.4 Coordination framework of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Tokyo

St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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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投资开发架构

Fig5 Framework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Hongqiao integrated transport terminal

资料来源：文献[5]。

图6 东京站地区容积率转移示意

Fig.6 Demonstration of plot ratio transfer in Tokyo St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6]。

未利用
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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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颇具代表性。

2） 突破城市土地开发的容积率束缚，

实行差别化、多层次的容积率制度。

根据铁路客运枢纽所处的区位及交通条

件，结合城市功能的布局，依照法定程序提

高交通枢纽用地的规划容积率，保证枢纽地

区进行综合开发的可行性。在这方面日本东

京的做法值得借鉴。东京于 2002 年出台

《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确立了特定街区制

度和特殊容积率适用地区制度，将火车站等

重要交通枢纽节点地区指定为特殊容积率适

用地区，通过实施特殊容积率标准促进枢纽

节点地区高强度综合开发。东京站所处的

OMY地区于 2002年被确定为特别容积率制

度适用地区，制定的新容积率由原来的 10

提升至13，并且不同地块之间的容积率还可

以进行转移[6]。例如东京站为保护建筑，可

将其容积率转移到周边建筑地块上 (见图

6)，在保护东京站历史风貌的同时还能实现

周边建筑的高强度开发。目前，东京站周边

地区积聚了金融、服务、制造业等领域的世

界顶级公司，是东京都市圈最重要的高集聚

战略性区域。

44..22 中心导入型发展模式中心导入型发展模式

中心导入型发展模式需要在既有发展较

为成熟的市中心引入新的车站(高铁车站或

城际铁路车站)，工程技术要求和投入成本

都比较高，且由于引入地区往往是重要的城

市功能区(如CBD地区)，经济活动密集，也

是城市主要的客流吸引点，对枢纽地区的交

通可达性和承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加强所导入的车站与周边城

市建筑的一体化衔接，打造舒适、安全、便

捷的步行网络，使旅客通过步行就可以方便

地到达目的地。步行网络应与目的地直接连

通，通过建设地下连廊将车站的出入口延伸

至周边建筑物，既能有效扩大交通枢纽的辐

射和服务范围，也能相对均衡地分散进出枢

纽客流，避免旅客过度集中在较少的通道

内，提高集散效率。例如深圳福田枢纽地区

共设置了 32个出入口(见图 7)，沿着出入口

可以步行至地铁福田站、会展中心站、市民

中心站和购物公园站，并可抵达香格里拉大

酒店、荣超商务中心、港中旅大厦、时代金

融中心、免税商务大厦、丰立大厦等多栋高

层、超高层建筑，并且与怡景中心城、

COCO Park等购物广场商圈中心有效串联，

大大提高了旅客到达这些目的地的便捷性，

同时也提升了所在地区的人气和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铁路客运枢纽引入城市中心

区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客流在枢纽地区集散，

对枢纽地区的客流集散效率和交通承载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还需要构建与功能

定位和开发强度相适配的高承载力交通系

统。以东京为例，其山手环线上的主要铁路

客运枢纽周边开发强度都比较高，例如东京

站、新宿站的建筑容积率都超过10，枢纽周

边已经成为东京最具活力和商业价值的地

区，同时枢纽地区也构建了与其开发强度相

适配的高效、高承载力的轨道交通系统(见

表1)，有效支撑了该区域的高强度开发。

44..33 新城带动型发展模式新城带动型发展模式

从中国高铁新城的建设情况来看，铁路

车站通常选址在距离主城区较远的城市郊区

或者城市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镇，城市发

展的必要基础(如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

相对薄弱。而高铁的开通实际上是一把双刃

剑，既能够引导和促进所在城市的协同发

展，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内的虹吸现象，导

致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6
N

o.4
July

2018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八八
年年

第第
十十
六六
卷卷

第第
四四
期期

因此，如何从单一的车站发展成为功能完备

的新城是新城带动型发展模式的关键。

一方面，实现站城产一体化发展，充分

利用高铁在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信息交

流方面的优势，结合当地特点打造能够彰显

新城特色的支柱产业，即除了有“站”还要

有“城”，有“城”还要有“业”，这样才能

真正发挥高铁的交通优势对当地经济的促进

和带动作用，避免新城过度依附老城发展以

及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虹吸效

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铁路车站的选

址阶段就与新城功能布局和土地利用规划统

筹考虑。建议由地方政府主导、会商铁路主

管部门，以“多规合一”工作为契机，将铁

路车站等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进行整体统筹考

虑，结合城市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统一选

址，并做好枢纽地区的土地综合开发及相关

配套设施的用地预留。在用地功能布局方

面，围绕车站打造新城中心，除了商业中

心、居民住宅等功能布局之外，还需要完善

学校、医院、市场等各种配套设施，形成以

枢纽为核心功能完善的枢纽型社区。此外，

就交通区位的优势而言，将高铁车站设置在

城市郊区确实不如设置在城市中心区更为便

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铁车站不能设置在

郊区，关键问题还是交通接驳。要实现高铁

车站建设对新城发展的带动和影响，仅仅依

靠车站的建设远远不够。要想吸引更多的企

业和机构入驻、提高人气，必须实现新城与

外界的全方位交流，尤其是加强新城与市中

心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而大运量的轨道

交通是与高铁车站接驳的首选方式。例如巴

黎塞尔吉蓬图瓦兹新城所在的车站地区有 4

条轨道交通线路(3条铁路线和 1条RER线)

与巴黎市区连接，大大提高了新城的可达

性，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总部、制造企业、

研发中心和物流平台入驻。

另一方面，创新投融资政策，建立稳

定、多元的铁路客运枢纽投融资渠道。《国

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

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3]33号)、《国务院关

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

指导意见》 (国发[2014]60号)等系列政策文

件的出台，都对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融

资体制改革释放了有利的信号。综合交通枢

纽的建设开发可以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

作用的基础上，探索以企业为主体、资本为

纽带的投融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综合

交通枢纽的建设和运营，形成多元化的投融

资格局，建立稳定的综合交通枢纽投融资渠

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枢纽的综合开发建设

和运营。例如东京、中国香港等国际大城市

在铁路客运枢纽建设运营中采用政府与社会

图7 深圳福田枢纽周边出入口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entrances and exits surrounding Shenzhen Futian terminal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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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东京主要铁路客运枢纽开发容积率与衔接的轨道交通线路数量

Tab.1 Plot ratio of the main railway terminals of Tokyo and number of rail

transit lines connected

车站名称

东京站

新宿站

涩谷站

池袋站

上野站

大崎站

开发容积率

10~17

10~15

9.5~12.0

10.5~12.0

8~10

8~10

轨道交通线路数量(含 JR、私铁和地铁)/条

18

10

8

7

7

5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百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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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合作的模式(PPP模式)，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而PPP模式取得成功需要多方位的保

障，包括健全和完善PPP制度框架和法规体

系、建立优秀的信用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

完善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加快机构及人才

队伍建设等。

55 结语结语

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来看，无论是高

度成熟的城市中心区，或是承接中心城区疏

解功能的新城或新区，都可以通过铁路客运

枢纽与城市功能的耦合发展实现二者的协调

互动。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并非

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借助高速铁路、城际铁

路等大力发展的契机，将铁路客运枢纽的建

设或更新改造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

优化相结合，推动建立统筹多方利益诉求的

平台和协调机制，并在城市规划、土地使

用、投融资等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进行突破

创新，从而促进交通与城市深度融合，引导城

市交通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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