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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轨道+物业”开发模式促进了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为轨道交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保障，在轨道交通行业已形成共识。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是当前轨道交通企业采用的主要融

资模式，是中国主要城市迫切需要推行的模式。阐述对“轨道+物业”开发的认识，对深圳市土地

作价出资政策、开发模式、上盖物业与轨道交通建设衔接、持有优质物业等核心问题进行详细分

析。探讨未来深圳市轨道交通上盖开发面临政策调整风险、土地资源稀缺、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多种

挑战。最后，提出积极走市场化路线参与城市更新、建设安居型可售人才房和保障房、实施走出去

战略、“轨道+物业”开发经验输出等发展策略，以实现轨道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物业”开发；投融资；发展策略；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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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ommonly recognized in the rail transit industry that integrating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but also provides

the financial security fo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The comprehensive land use develop-

ment along a rail transit line is the main financing mode adopted by rail transit companies in China,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all major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rail plus proper-

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nd appraising and financing policy, development model, con-

struction linkage between superstructure and rail transit, owning high-value property and other key issues

in Shenzhen. Several potenti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future rail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are discussed such

as risk of the policy adjustment,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Fi-

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including

actively promoting the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for the city renewal, building comfortable and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sharing the rail plus property development experi-

ence,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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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从 2004 年开通轨道交通以来，

经过 13年的建设发展，运营线路达到 8条，

运营里程285 km，车站200个，客运量突破

500 万人次∙d- 1。深圳地铁前三期工程共 11

个项目进行上盖物业开发，经过前三期的轨

道交通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为

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充裕资金保障，实现正外

部效益内部化，确保了轨道交通建设可持续

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 (发改基础

[2015]49号)[1]，建设轨道交通的项目资本金

不低于 40%，轨道交通建设企业需要融资

60%，巨大的本金及利息支付资金压力一般

需要通过土地二级开发及收益来平衡。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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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市轨道交通三轮建设的上盖开发经验

及教训进行总结分析，并对未来随着国家政

策变化面临的挑战提出应对策略。

11 对对““轨道轨道++物业物业””的认知的认知

11..11 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

根据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

2020)》 [2]，深圳市总面积1 953 km2，可建设

用地面积 890 km2，与北京、上海、广州等

一线城市相比土地资源稀缺，迫使土地开发

过程中需要集约化、高效利用土地。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特区一体化、东进战略等重大

战略规划的提出，未来深圳市土地资源越来

越紧缺，规划部门对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用地

选址及开发均提出进行综合开发要求，同时

市政府对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用地进行专题会

议研究。国家相关部门也出台了政策予以支

持，《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的指导意见》 (国土资发[2014]11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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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提

出土地集约化利用，对于轨道交通设施进行

综合开发利用[3-4]。

11..22 轨道交通发展需要上盖开发支撑轨道交通发展需要上盖开发支撑

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保持快速健康发

展，2001 年开工建设两段线路共 19.5 km，

2011年开通5条线路共178 km，2016年开通

3条线路，运营规模达到285 km。截至2018年

7月，深圳市在建13条(段)线路，共299 km。

轨道交通建设大力发展需要上盖开发支撑，

二期工程共配置 7块土地资源，总计用地面

积 62.2 hm2，建筑面积 196.4 万 m2；三期工

程配置7块土地，总计用地面积153.54 hm2，

建筑面积 496.95万m2。深圳市轨道交通一、

二、三期及三期调整主体工程总投资 2 603

亿元，企业融资(含利息)1 490亿元，配置的

土地地价约 575 亿元，开发利润约 631 亿

元，土地开发收益合计约 1 206亿元，基本

实现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11..33 房地产行业发展支撑上盖开发房地产行业发展支撑上盖开发

城市经济发展、土地资源稀缺、外来人

口涌入等多种因素造就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的

繁荣。截至2018年6月，深圳市住宅平均价

格为5.4万元∙m-2，根据开发经验上盖开发盖

板造价约为5 000元∙m-2，一个盖板平台造价

约 10亿元，因此，良好的房地产市场有利

于支撑“轨道+物业”的发展。对于房地产

市场不佳城市，需要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

可以采用上盖文体设施形式，降低荷载及建

设成本；同时，轨道交通车辆基地附近配置

一定量“白地”并结合设置轨道交通车站进

行综合开发，可实现客流及综合开发收益最

大化。结合深圳市已建成项目经验，对于

“白地”的配置应该予以支持，特别是对于

车辆基地位于城市中心区域、要求进行高强

度开发的项目，需要将剪力墙核心筒设置于

“白地”。车辆基地盖板上方受抗震要求制

约，建筑高度限制在 50 m范围，通过配置

“白地”可提高片区的容积率，平衡盖板上

方低强度开发，提升项目整体品质，达到车

辆基地上盖与“白地”优势互补。

11..44 ““轨道轨道++物业物业””承载的使命承载的使命

“轨道+物业”开发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轨

道交通建设资金问题，缓解企业融资压力，

确保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深圳市在坚持

“轨道+物业”模式前提下，开展轨道交通上

盖和沿线物业开发，通过建设经营性物业解

决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问题，并持有良好地段

物业例如商业、高端写字楼及住房租赁等以

产生持续现金流，保障后续轨道交通运营期

补亏。

22 深圳深圳““轨道轨道++物业物业””的实践经验的实践经验

22..11 土地作价出资政策的制度创新土地作价出资政策的制度创新

2008年，深圳市首次通过招拍挂方式取

得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土地开发权，市政府以

注册资本金形式将按规定上缴的地价及时返

还地铁集团，以地价收入和开发所得利润专

款用于轨道交通建设的项目资本金和运营补

亏。2011年，深圳市建立轨道交通投融资平

台，2013年以市政府文件形式出台了土地作

价出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实施操作流程，从而

理顺了轨道交通设施用地及上盖开发用地分

层出让形式和用地出让方式。该政策的制定

由规划国土部门牵头，发展改革委、法制

办、财政委、国资委等相关部门配合，形成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纲领性文件。以该文件

为依据，深圳市采用土地作价出资政策共出

让7块土地，出让用地规模约70 hm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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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价出资操作流程首先由发展改革

委根据轨道交通建设确定投融资计划，后续

由规划国土委开展综合开发用地研究工作并

确定规划设计要点及地价，后续由地铁集团

提出作价出资申请，签署三方合同，完成土

地出让手续，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1所示。在

整个开发用地的作价出资过程中，需要地铁

集团全程参与并持续跟踪，协助政府部门完

善相关手续，保障整个流程顺畅。

22..22 开发模式多样化开发模式多样化

由于综合开发项目多且受到人员、开发

经验、资金成本、风险把控及薪酬待遇等因

素制约，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进行了多元化方式

探索，主要集中为自主开发型、代开发+BT

型、法人型、协议型、协议合作开发+BT型

(见表 1)。自主开发型针对项目规模小、可

控性强的项目，采用地铁地产自行开发形

式。合作开发主要针对复杂项目，其操作流

程为根据开发项目特征，地铁集团明确开发

方案后报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确定合作方案

后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合作方组建管理团

队，最后实施项目开发。合作开发可以发挥

招标方和合作方各自在土地、资金、项目管

理、销售和招商经营等领域的优势，以合作

协议为基础，共同实现轨道交通物业收益最

大化，合作开发最主要的特征为共同投资、

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22..33 轨道交通建设与上盖开发紧密配合轨道交通建设与上盖开发紧密配合

轨道交通建设与上盖开发前期研究工作

需要同步开展，盖上及盖下规划一体化，处

理好城市用地、道路交通、竖向立体交通、

工程管线、电梯井、居住配套等多方面问

题；设计一体化，提前进行荷载预留；巧妙

处理平台高差，实现盖上与盖下无缝衔接；
图1 土地作价出资操作流程

Fig.1 Procedures of land appraising and financing

1）前期立项
发展改革委牵头制订年度投融资计划

2）规划要点和价格评估
规划国土委根据年度投融资计划制订土地作价

出资计划，负责选址、规划许可及市场价格评估

3）用地方案和作价金额
地铁集团向规划国土委提出作价出资申请；
规划国土委依申请选址作价土地，提出规划要

点并委托土地价格评估，拟定用地方案和作价出资
金额方案，综合发展改革委、财政委、国资委等意
见后报市政府审定

4）三方合同
规划国土委、国资委与地铁集团签订国有土地

作价出资合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5）初始登记
地铁集团持作价出资合同，申请办理土地使用

权初始登记。登记价值为作价出资金额

6）出资手续
地铁集团完善后续出资手续，办理资本金变更

登记

表1 各类合作开发模式一览

Tab.1 List of different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odels

开发模式

自主开发型

代开发+BT型

法人型

协议型

协议合作开
发+BT型

特点

适用于项目规模小、开发难
度小、以销售型物业为主的
项目

负责全部投资，委托开发商
进行开发及BT建设。适用于
预期收益大的项目

用地权属由地铁集团转移至
项目公司，双方作为股东，
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
收益、共同开发

双方按协议确定责权利，共
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
益，其中土地不发生转移

与合作方按协议确定责权
利，其中土地不发生转移，
合作方进行BT建设

优势

获取项目全部收益；对项目开发可
控；可进行所得税筹划

获取项目全部收益，利用专业开发
商，提升售价，实现项目高品质；
减少工程环节招标，提高开发效
率；可进行所得税筹划

与合作方共同投资，可提前回收部
分地价；市场化运作，项目运作效
率高；与专业开发商合作，提升售
价，实现项目高品质；责权利清
晰；模式成熟

对项目可控；
可进行所得税筹划

与合作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利
用合作方的实际操盘经验获得更大
收益，分散了经营风险；利用 BT
方的融资能力，缓解资金压力

劣势

承担全部投资及市场风
险；现行体制机制下，项
目运作效率不高

承担全部投资及市场风
险；存在合作管控风险；
增加了开发成本

获取项目部分收益且须交
纳较多的所得税，不能实
现收益最大化；发生土地
流转或股权转让环节的税
费，增加了开发成本

存在管控授权与风险控制
的矛盾风险

引入合作方后，稀释了实
际开发收益；合作管控风
险加大

项目

蛇口西、深大、车公庙

前海车辆基地(中信+福建
九龙)

塘朗车辆基地(深业)

横岗车辆基地(振业集团)

红树湾(万科+中建一局)、
北站枢纽C2地块(万科+中
建四局)、北站枢纽 D2 地
块(中国中铁+中铁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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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一体化，盖下为交通设施管理用

地，盖上为居住及办公类物业，需要分层管

理。深圳市轨道交通系统在轨道交通建设与

上盖开发方面能够实现同步开展，主要得益

于其建设总部、物业开发总部、运营总部同

属于一个集团公司，涉及接口预留、后续运

营管理等问题可有效进行配合、互相支持，

降低协调周期及成本，最大化地利用盖上盖

下资源。具体的车辆基地建设与物业开发建

设周期匹配如图2所示。

22..44 持有优质物业保障持续现金流持有优质物业保障持续现金流

在完成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后，运营亏损

是运营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深圳地

铁集团在物业综合开发过程中，对后期运营

补亏进行研究。通过借鉴香港经验，持有一

定的优质物业，保障后期持续产生现金流，

弥补运营亏损。在建及拟建项目中，持有经

营性商业物业150万m2，包括酒店、商业项

目及高端写字楼。同时，通过成立全资子公

司商业管理公司专注负责物业运营，以实现

持有商业物业的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

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模式，从物业经营平

台逐步转变为资产经营平台。对于持有的

优质物业，预计未来年均经营收入将超过

15亿元。

33 国家及深圳市相关政策变化国家及深圳市相关政策变化

2016年国家八部委下发《关于扩大国有

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6]

20号)[5]，在严格国有土地开发利用和供应管

理方面提出，支持各地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

资或者入股方式供应标准厂房、科技孵化器

用地，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经营场所，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年3月7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

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7]21号)[6]提出医疗、

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供土地符

合划拨用地目录的，依法可按划拨方式供

应，支持市、县政府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与社会

资本共同投资建设。上述两文件均对土地作

价出资政策做出规定，仅适用于公益性质类

开发，对于“轨道+物业”经营性用地并未

明确。结合上述两文件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安排，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对土地供应

管理进行了研究，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

稿)》 [7]，并同步启动土地作价出资暂行办法

的修订工作。国家及深圳市相关政策的变化

直接对轨道交通综合开发产生直接影响，特

别对土地作价出资对象进行了规定，强调该

物业开发建设

车辆段建设

11层住宅 11层住宅 11层住宅
夹层车库

检修主厂房 运用库

开发意向 前期研究 设计招标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工程开工 工程竣工

·沿线土地开发
研究
·场、段及车站
物业开发可能性

·设计概念
·物业开发理念
·物业开发定位
策划
·启动建筑设计
招标

·完成建筑
设计招标
·启动盖上
盖下接口协
调机制

·开展方案设
计，稳定建筑
方案布局
·稳定上盖物
业荷载条件
·提供上部荷
载条件供车辆
段设计预留

·开始初步设
计
·保证落实上
盖荷载条件

·开始施工图
设计

·客流+线路
·环评+系统保证

预可行
性阶段

工可研
阶段 总体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工程开工 工程竣工 试运行

·设计概念
·运营要求
·系统+功能要求

·初步设计
·综合管线图
·合约划分
·计划+造价

·施工招标文件
·施工图

图2 车辆基地与物业开发匹配进度图

Fig.2 Progress chart for the matched vehicle base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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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要用于公益性质类的用地。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工业、商

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

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

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上

位规划法及政策的变化造成未来轨道交通综

合开发经营性用地需要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获

取，采取该模式将增加税收流转费用，间接

增加上盖开发成本。同时，采用公开招拍挂

出让用地将出现其他地产企业摘取的情形，

由于存在获取土地不确定性及用地招标流程

时间过长，造成轨道交通建设与物业开发存

在设计对接不顺畅，不利于建设与物业开发

的协调发展。

44 深圳深圳““轨道轨道++物业物业””开发面临的挑战开发面临的挑战

及应对策略及应对策略

44..11 面临的挑战面临的挑战

44..11..11 车辆基地选址越来越困难车辆基地选址越来越困难

深圳市土地资源稀缺，未来上盖物业开

发受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

本生态线、工业区块线等城市规划方面的制

约，加上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整备越来越难，

车辆基地选址越来越困难，进而将不可避免

地利用限制建设用地和生态线内用地作为车

辆基地选址用地，但该类用地难以进行上盖

物业开发。

44..11..22 利用上盖资源作为土地整备补偿利用上盖资源作为土地整备补偿

随着深圳市“强区放权”政策改革，进

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全

面深化改革，以及深圳房价高企，使得轨道

交通沿线各区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土地整

备越来越困难，权利人要求物业返还或其他

用地方式置换。这些要求直接对上盖开发产

生影响，进行返还物业或用地补偿造成上盖

开发成本陡增、开发收益下降。且受抗震规

范限制，车辆段盖板建筑只能建设 11~12

层，进一步降低了开发收益。

44..11..33 上盖住宅面临大比例配建保障性上盖住宅面临大比例配建保障性

住房住房

国家提出租售同权，确保人民住有所

居，深圳市拟在“十三五”期间建设 40万

套保障性住房。但受到土地资源存量不足的

制约，深圳市轨道交通上盖开发中的保障性

住房及配租型住房将进一步加大，进一步压

缩商品住宅的比例，从而开发收益大幅下

降，直接影响轨道交通企业融资。

44..11..44 土地作价出资政策面临调整土地作价出资政策面临调整

根据国家部委发布的文件，规划部门需

对土地作价出资政策进行修订调整，明确将

对土地作价出资的项目类别进行限定。未来

商业开发性质的项目将以市场化的招拍挂方

式供应土地，对于轨道交通企业获取上盖土

地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需要缴纳地价及

税收。这些因素都将对综合开发收益产生影响。

44..22 主要策略主要策略

44..22..11 引入世界级地产公司合作物业开发引入世界级地产公司合作物业开发

世界 500强企业的地产公司具备先天房

地产优势，市场化运作模式经验丰富，企业

拓展的业务范围广，积极与其合作可以拓宽

开发业务范围，充分发挥两者优势。根据深

圳市第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轨道交通线

路经过的区域集中为旧城区、重点发展片

区、产业发展区等。未来将结合地产公司城

市配套服务商优势，着力打造轨道交通沿线

复合型的交通枢纽，引导城市更新，对片区

产业、交通、空间全面升级，进行产城一体

化建设，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手段获取土地。

特别对于城市旧改、更新类项目涉及土地赔

偿等市场化行为，地铁公司作为国有企业，

较难直接面向权利人进行谈判赔偿，通过与

地产商合作可稳步推进轨道交通沿线城市更

新项目。近期，深圳地铁公司通过与区政

府、某地产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

以城市更新市场化手段进行轨道交通车站

TOD开发，为后续轨道交通开发提供参考。

44..22..22 积极建设安居型可售人才房和保积极建设安居型可售人才房和保

障房障房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根据十九大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深圳市政府提出了

“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

的多层次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积极参与保

障性住房，解决人才房、安居房的建设，完

成保障房建设任务。由于安居型可售保障房

属于半公益性质范畴，可继续沿用土地作价

出资政策，根据测算仅开发收益有所下降，

经济效益在可接受范围。采用土地作价出资

模式的最大优势是有效避免招拍挂模式引起

的综合开发土地被其他地产商获取。通过建

设安居型可售人才房和保障房，既实现轨道

交通建设融资，又解决保障住房建设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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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现地铁、政府、社会多方共赢局面。

44..22..33 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特区一体化、东进

战略等战略规划的提出，未来深圳市轨道交

通网络将进一步扩大，预计超过1 000 km。根

据《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7—2035)》，

将有 6条轨道交通线路与东莞衔接，3条轨

道交通线路与惠州衔接；3条城际线与东莞

衔接，2条城际线与惠州衔接。在深圳市第

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中，东部快线 14号

线、16 号线预留延伸至惠阳和大亚湾的条

件，中部快线 13号线预留延伸至东莞松山

湖的条件，6号线支线预留与东莞 1号线衔

接的条件。结合深圳市土地资源紧缺的现实

问题，提前对惠州惠阳和大亚湾、东莞松山

湖和黄江轨道交通沿线土地进行布局，与东

莞及惠州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对延伸线路的

车辆基地进行预控，做好上盖开发的规划研

究工作。

44..22..44 ““轨道轨道++物业物业””开发经验输出开发经验输出

深圳市“轨道+物业”的经验比较丰

富，且整体开发效益高，开发流程成熟。结

合其他城市来深圳交流座谈情况，将开发经

验输出至国内其他城市，拓展“轨道+物

业”市场。通过经验输出，与主要城市地产

行业合作，将轨道交通建设优势与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验强强联合，形成协同效应，促进

轨道交通沿线片区产业、交通、空间全面升

级；贯彻“经营地铁服务城市”理念，进行

产城一体化建设，提升城市形象。

55 结语结语

“轨道+物业”是深圳市政府一贯坚持的

理念。综合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开发立

项至建设，涉及政府部门、地铁公司、咨询

机构较多，需要地铁公司主动作为，积极介

入轨道交通前期研究工作，配合政府相关部

门做好综合开发以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深

圳市的开发经验不仅仅体现在土地创新、合

作开发模式、持有经营物业等，更多是做好

各个阶段衔接配合工作，特别是盖上与盖下

协调工作多，需要建立良好工作机制，以实

现土地高效集约利用。

深圳市关于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

设、开发等建立的政府部门、地铁公司相互

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其他城市可借鉴的地方。

例如，国家部委出台限制“轨道+物业”中

经营性用地采用土地作价出资政策，深圳市

规划国土委立即召集地铁公司进行商讨相应

的应对策略。机制体制的顺畅是“轨道+物

业”的基础，其他的技术难题可通过引入优

秀的设计咨询团队予以解决。本文对深圳市

“轨道+物业”的实践经验及面临挑战的应对

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期冀其他城市在综合

开发过程中能够借鉴使用，使土地资源更加

集约，解决轨道交通建设资金问题，实现轨

道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管理的通知 [EB/OL]. 2015[2017-12-

01].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501/

t20150116_660386.html.

[2]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EB/OL]. [2017-12-01]. http://

www.szpl.gov.cn/xxgk/csgh/.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

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EB/

OL]. 2014[2017-12-01]. http://www.mlr.gov.

cn/zwgk/zytz/201409/t20140926_1331065.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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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 [2017-12-01]. 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4- 08/11/content_8971.

htm.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等. 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范围的意见[EB/OL]. [2017-12-01]. http://

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

36237/xgzc36243/Document/1541746/1541746.

ht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

见[EB/OL]. [2017-12-01]. 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17-03/16/content_5177914.

htm.

[7]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深圳市人民

政府关于完善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征

求意见稿) [EB/OL]. [2017- 12- 01]. http://

www.sz.gov.cn/cn/hdjl/zjdc/201709/t20170901_

8420256.htm.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