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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美─

燕郊新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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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
題
報
導

摘  要

No.115│July, 2017 │107

　　本計畫「中國智谷˙中美歐(燕郊)生態科技產業園區」位於中國河北省三河燕郊國家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北側，京秦高速公路以北，京平高速公路以南，北京潮白河以東，燕郊東外環以西，總規劃面積

32平方公里。

　　開發專案按照「以產興城、以城促產、產城融合」的模式進行運營建設，該專案在三河市人民政府

的管理下，委託民間企業通過特許經營方式進行區域整體規劃、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

招商引資服務等。減輕政府前期投入負擔，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在城市競爭中的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合

作共贏。

　　本產業園區在前述理念之引導下，發揮基地優質環境條件，重塑北京潮白河及幸福渠的獨特美景，

配合六大產業區開發形塑出景觀休憩軸帶，以點、線、面的開放空間串連規劃完成燕郊新產城融合之未

來城。

摘  要

Abstract

The beau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Yanjiao New District Planning

The project "China Smart Valley China-US-EU (Yanjiao) Gre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Sanhe City’s Yanjiao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in China’s Hebei Province. 

The site is surrounded by the Beijing-Qinhuangdao Expressway to the north, the Jingping Expressway to the 

south, the Beijing Chaobai River to the east and the East Yanjiao outer ring to the west and covers a 32 km2 area.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has been planned as a mixed-use city with both production and urban areas. The project, 

managed by the Sanhe City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 PPP scheme 

to implement master planning, land consolid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investment services etc. This 

strategy helps decrease the amount of initial public investment, allows the full use of social capital advantages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and create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a win-win partnership.

The industrial park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 will create high qualit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reshape 

the Beijing Chaobai River and the unique beauty of the Happiness River, and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of six 

industrial areas connected by linear open space and leisure areas into the future mixed-use industrial and green 

Yanjiao New City.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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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燕郊鎮位於三河市，潮白河東岸，與北京

一河之隔，潮白河的西岸是如今的北京市城市

副中心--通州區，雖跨越兩個省市，車程只約40

分鐘。不知從何時起，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

郊鎮因大量“北漂族”的湧入而成為了北京身

邊的“睡城”，「工作在北京、居住在燕郊」

成為普遍現象，燕郊的面貌在“睡城”之名下

漸漸失色。實際上，早在西元1999年，燕郊便

被批准為省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2010年被批

准為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但遺憾的是，

燕郊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績被蓬勃發展的房

地產業搶去了風頭，受配套建設、技術配套、

人力成本、交通等因素制約，過去20多年來，

燕郊未能真正發揮其高新區或衛星城的功能。

因此，三河市政府將為燕郊啟動一個生

態科技產業園區的計畫，重新帶動地區發展，

朝向成為真正的產業與生活雙重升級的衛星城

鎮邁進。本產業園區正位於燕郊地區之潮白河

旁，北臨北新路、南臨京秦高速、西臨潮白

河、東臨孤山西路，地塊面積11522畝，建築總

面積843.3萬平方公尺。

台灣世曦公司承接此計畫，協助建設園區

開發與產業發展結合的基礎設施和整體環境進

行規劃，及研擬園區的開發運作模式，目標為

打造園區成為融合發展高新與創新科技之園。

未來隨著基地生態環境打造升級、城市功能建

設和生活休閒配套的逐步完善，加上統一管

理，期待燕郊成為一座宜居、宜業、與宜遊的

現代化永續城市。

貳、區位及環境條件

中國智谷˙中美歐(燕郊)生態科技產業園區

位於中國北京天安門正東30公里，距首都機場

15公里，距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15公里，具有

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如圖1)。

圖1 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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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有利於各空間塑造景觀，土壤質地良好，

植栽生長品質佳。

基地範圍內原始地貌多為農耕地、溝壑縱

橫與水塘分布，現地建築物以簇群式分布，有

低矮的牛棚群落及磚造房，也有鋼筋水泥的高

樓社區住宅，基本上呈現北方簡潔與簡單的居

住風格。近年來大型高樓社區住宅漸漸蓬勃發

展，風格趨向現代化。

藍帶資源以基地西側潮白河及南側幸福渠

為主，綠帶資源以燕郊濱河森林公園及孤山為

主，其餘皆為農田區(如圖3及圖4)。未來應改善

生態環境，利用藍帶水系資源，創造在地景觀

特色，並利用綠軸及綠地串聯綠帶資源，打造

生態園區風格。

未來整體景觀空間規劃以強化橫向及縱向

之藍帶與綠地空間系統之串連性為主要目標，

除應繼續確保核心保護區(潮白河及幸福渠)之既

有地景紋理特色與完整性外，藉由完整之生態

園區位於燕郊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北

部，京秦高速公路以北，京平高速公路以南，

潮白河以東，孤山西路以西，面積6.7平方公

里，若涵括燕郊東外環以西的後期開發腹地，

規劃面積32平方公里(3,200公頃)(如圖2)。園區

在交通上可透過京平及京秦二條高速公路向外

連通，並有便捷的京哈鐵路與京平快軌系統，

且鄰近首都機場及商務機場，交通四通八達。

基地屬於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

明，春季乾燥多雨，夏季炎熱濕潤，秋季天高

氣爽，冬季寒冷乾燥。年平均氣溫11℃，年極

端最高氣溫40.2℃，最低氣溫-25.8℃，無霜期

為182.9天，氣候對於地區植被景觀及植栽設計

影響頗大，未來應依據四季氣候變化，選擇各

季節可展現特色的樹種。

三河市東北部為低山丘陵區，中部為平

原區，南部為窪地，(東北高-西南低)，地形地

勢平坦。全市土壤質地良好，主要為褐土及潮

土，屬於石灰性土壤，PH值7.2-8.6之間，地形

圖2 園區交通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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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藍綠帶景觀資源分析圖

圖4 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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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轉化、推廣、規模化生產於一體的創新

平臺(如圖5)。按照“高端、綠色、宜業”的

理念達成建設目標，成為世界高端科技人才聚

集、企業研發總部雲集、前沿技術引領、科技

服務產業配套發達、科技創新和國際科技交流

活躍的現代科技產業園區。

2017年計畫推進幸福公園、燕郊體育公

園等重點工程建設，針對區內重要節點進行景

觀提升，著力打造潮白河及幸福渠等水系綠色

景觀，籌建孤山地質公園、燕郊幸福湖濕地公

園，全力推進海綿城市規劃建設。並持續開展

植樹造林活動，打造植物多樣、景色宜人、環

境優美的平原森林城市，逐步達到“在公園裡

建城市”的效果。

肆、園區主題構想

本園區以地區特色資源為基礎，從潮白河

四季水岸出發，透過生態園中路之時光長廊的

綠廊串連及生態功能改善，可以提升本園區水

域生態系與陸域生態系之交流互動，並達到有

效涵養水源，容納多樣化生物棲息之目的。

參、未來願景與發展優勢

中國智谷˙中美歐(燕郊)生態科技產業園

區之發展為進一步利用燕郊高新區的區位優

勢，向全世界招商，並把引進國際一流的人才

和“千人計畫專家”作為重點工作，並搭建創

新、創業的平臺，以形成創新的團隊。

因此，園區力爭通過3至5年建設，初步

形成“一帶、一心、六大產業區”的外部形

態。”一帶”指的是沿潮白河的生態科技研發

帶，”一心”是以中部“幸福湖”為核心的文

化科技園，”六大產業區”則是以專家研究院

為核心的六大高科技產業園板塊，即涵蓋生物

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

新材料及跨領域新興等六項產業分類，集科技

圖5 園區外部型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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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及幸福渠的水岸綠地往東，行經燕郊文化

核心打造幸福湖的優游美境，重塑孤山挺秀的

歷史記憶，創造出優質新城。並提出本計畫區

之主題構想為：「築夢之城˙幸福燕郊」，亦

即將貫徹漫遊時光長廊，重現溫暖幸福之願景

(如圖6及圖7)。

圖6 園區主題構想圖

圖7 園區未來整體願景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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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分區計畫及園區休閒活動之需要，依照

不同基地特質及上述主題主軸構想，並考量計

畫分期分區發展之執行，將全區再分為幸福之

城、文化之城及未來之城等三大城，呼應各區

主題意涵，融入地方元素與未來產業區風格，

依序打造整體園區之外部空間架構與環境(如圖

9)，並分別提出規劃內容及設施配置構想。

園區的建築配置，將依照不同的使用提出

各別的主題與構想，兼具建築的機能性與設計

美感，打造符合先進、國際標準的建築空間。

各建築區透過出入口及行車動線安排，將行車

動線及停車空間導向地下層，地面層布設大、

中、小尺度的公園綠地，打造花園式的產業區

及居住區風貌，並設計綠色人行空橋串連各個

分區，打造立體化及多層次的景觀空間。

(一) 幸福之城

1. 建築空間

 幸福之城為本計畫之先期起步區，以

幸福渠景觀水道為核心，在燕靈路、幸福

伍、創意規劃與營造策略

本計畫之發展目標以融入當地自然網絡，

減少對景觀生態廊道的干擾為主，同時提供適

宜的生產及生活空間為首要目標，以建構優質

之生態城鎮發展格局。因此，本園區的發展，

經由產業帶動城市發展，結合城市轉運樞紐、

公共設施、生態與景觀保水濕地等豐富機能，

與衍生人口帶動的需求，促進產業升級，打造

可持續發展之城市。

整體配置將從潮白河為起點，依序沿著幸

福渠往東建設各產業區，結合土地使用與交通規

劃，預留平谷線及轉運樞紐空間，將車站規劃於

建設中心區，優化結合產城融合概念及分期分區

建設構想。並以幸福湖為全區核心，運用生態

園中路、中軸水景與護城河綠帶公園，串聯全

區點狀、線狀、及面狀之開放空間(如圖8)。

一、全區建築及景觀空間

依據園區之景觀及綠地資源現況、未來土

圖8 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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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與生態園中路之匯集處，設置轉運樞紐

區，作為地標、行政轉運站與商場建築之

設置區。特殊的蛟龍造型，展現建築力與

美，並呼應孤山小白龍的燕郊傳奇故事，

結合古今化身，塑造為新穎的現代建築

區。幸福之城的主要代表建築群包括錢煦

工程醫學研究院(如圖10)、轉運樞紐區(如

圖11)、及核心總部區等(如圖12)。

圖9 三大主題城：全區空間構想圖

圖10 錢煦工程醫學研究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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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當地特色。其空間規劃營造原則為

打造彩色繽紛水岸花園，形塑與水共存

生態園區;結合水系紋理，實現自然融

入城市的理念;結合運動休閒，設置自

行車道，實現親自體驗河邊騎乘追風的

美好(如圖13)。

２. 重點景觀空間

(1) 潮白河畔花海景觀廊帶

 潮白河為本園區西側與北京的天然

界線，現況夏季有水，灘地蘆葦密布，

圖11 轉運樞紐區模擬圖 圖12 核心總部區模擬圖

圖13 潮白河畔花海景觀廊帶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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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幸福渠˙四季水岸花園廊帶

 幸福渠為園區既有河流，兩岸白楊

樹成列，濃密優美別有風情，本案建議

盡量現地保留或區內移植。未來將規劃

為兼具政務、商務、及文化旅遊休閒功

能的四季水岸花園廊帶，以一年四季開

花的植栽變化，分段形塑春、夏、秋、

冬之美，來打造幸福渠水岸廊帶之獨一

無二風貌特色。

 協助修復河道的生態功能，打造為

生態保水之新城市藍帶景觀，並延續歷

史文脈，體現燕郊獨特的地方文化，創

造優美的城市風景地，滿足旅遊休閒需

求，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提升城市品

質(如圖14～19)。

(二) 文化之城

1. 建築空間

 幸福歌劇院(如圖20)及燕郊傳統藝術館

等建築，搭配高端產業及數字創意產業區

(如圖21)之發展，提供本區具有歷史傳承、

生產與生活休閒的空間。

２. 重點景觀空間

(1) 幸福湖濕地公園(景觀文創公園)

 本區以幸福湖為戶外景觀休憩焦

點，打造大面積水域的寬闊之美。兼具

景觀池與透水保水功能，強化水質淨化

與水生植物之栽植，形塑濕地花園與生

態戶外教室。(如圖22)

圖14 幸福渠˙四季水岸花園廊帶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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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春˙城市休閒區斷面示意圖

圖16 夏˙地景藝術區斷面示意圖

圖17 秋˙自然天籟區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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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冬˙濕地活水區斷面示意圖

圖19 幸福渠˙四季水岸花園廊帶模擬圖

圖20 幸福歌劇院模擬圖 圖21 數字創意產業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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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之城

 本區以新材料、新能源產業區及跨領

域新興產業區之發展為主，以未來科技為

主題構想，強調護城河之水軸線及綠地公

園之開放空間，搭配科技研究體驗與科技

展示館，打造出本區為科技未來之休憩空

間感受。(如圖25～圖27)

(2) 孤山歷史教育公園

 文化之城以孤山為本區景觀核心，

將孤山挺秀的歷史融入地景中，期待風

華再現；打造孤山生態教育公園，強調

歷史的接續保留與再造。(如圖23及24)

圖22 幸福湖景觀模擬圖

圖23 孤山生態教育公園景觀模擬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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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景觀開放空間

道路景觀開放空間的設計以「人本交通」

為實踐理念，建立“一公里社區”低碳交通體

系，以步行、自行車騎乘為主，10分鐘內可連

接大眾運輸，將有效改變出行方式，降低交通

事故發生機率，同時減少干擾及人車衝突，保

障行人的安全，更能打通各分區微循環，形成

園區大循環。

慢行交通指出行速度不大於15km/h的交通方

式，包括步行交通及非機動交通，慢行交通是發

展綠色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區內慢行、

區間連接、路網結合”的理念，規劃利用河岸空

間、公園、沿街綠地和緩衝綠地，串聯產業中

心或商業區等園區公共空間，與軌道交通轉運

站點和城市公共運輸系統有機結合，形成多層

次、緊湊高效的慢行交通系統，給慢行交通充

足的路權，保障運輸系統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圖24 孤山生態教育公園景觀模擬圖(二)

圖25 科學展示館模擬圖 圖26 科技研究體驗館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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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級綠軸，營造花園裡的道路風格。植栽方

面則以栽植主題色彩喬木和複層植栽設計為原

則。(如圖28)

各層級景觀道路之整體空間加強生態綠

化，兼具海綿城市設計構想，並著重人行道透

水鋪面設計為原則，並針對不同層級道路打造

圖27 護城河帶狀公園模擬圖

圖28 主要景觀大道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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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0m道路景觀構想(迎賓大道)

 中央留設25m綠帶空間，道路雙向共8

線車道設置，並考慮人本交通，兼顧人行

道與自行車道設置。景觀主題以迎賓為重

點，強調街角入口意象之設計及歷史元素

之燕國錢幣圖騰融入地坪設計中。(如圖29)

(二)  60m道路景觀構想(生態園中路－平谷

線)

 道路中央預留未來平谷線軌道空間，

道路雙向共4車道設置，橋下進行生態綠化

及公園設計，增進城市生態連結，並考慮

人本交通，兼顧人行道與自行車道設置。

(如圖30)

(三)  60m道路景觀構想(創業大道－燕順路

／燕靈路)

 雙向共6車道設置，中央分隔島加強綠

化設計，並考慮人本交通，兼顧人行道與

自行車道設置。主題為鶯啼燕語－大好春

光燕回巢，也比喻遊子喜歸故里，象徵燕

郊當地人才回流的意義。本路段將打造花

園裡的道路，無圍籬，景觀共用，並強調

走路或騎自行車上班之理念。(如圖31)

(四)  40m道路景觀構想(金谷大街／金谷南

街)

 雙向共4車道設置，並考慮人本交通，

兼顧人行道與自行車道設置。主題：燕郊

麥田－重現地區麥田記憶，打造麥穗大

道。(如圖32)

圖29 寬100m景觀道路(迎賓大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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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栽綠化原則

針對本園區特性，植栽採用多樣化種類進

行複層混植，樹種以燕郊當地鄉土樹種、耐污

染、耐旱、低維護者為優先考慮，篩選出當地

適生之原生植，同時考慮植栽的減碳功能，在

植栽配置上建議採用先驅性與非先驅性原生及

(五) 30m道路景觀構想(西北東路)

 雙向共4車道設置，並考慮人本交通，

兼顧人行道與自行車道設置。主題：蝶飛

花舞－生態廊道／生物通道設計，以人行

道兼具自行車道為主，並設置特色街道傢

俱。(如圖33)

圖30 寬60m景觀道路(平谷線)模擬圖

圖31 寬60m景觀道路(創業大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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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生樹種混植的方式，以提升減碳效果外，亦

能營造森林自然演替的意象。

主要道路兩側留設綠帶，創造線性綠地空

間，增進綠色廊道延續性，形成友善綠網，提升綠

帶整體生態及保水透水功能，達到環境永續目的。

四、海綿城市規劃原則

因應全球氣候，提升城市排水功能，環境

應留下有限雨水，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

自然淨化的海綿城市。即下雨時吸水、蓄水、

滲水、淨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並加

圖32 寬40m景觀道路模擬圖

圖33 寬30m景觀道路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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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綠色屋頂、透水性鋪面、雨水儲集系統、植

生滯留槽、植物草溝及自然排水系統等，其功

能除可降低都市中的不透水面積，並因利用土

壤和植被的蓄存、入滲、過濾和蒸發等功能，

而減少地表徑流、延長流徑，進而降低洪峰及

增加集流時間；同時透過植物、土壤及土中微

生物的過濾、吸附等物理、化學及生物反應，

對於暴雨初期，非點源污染最為嚴重的徑流水

質改善有極佳效果，而達到減輕下游區排及河

川生態環境的壓力，主要設施及適用地點分述

如下。

(一)  綠屋頂：適用於平屋頂上或坡度小於

40度的斜屋頂上建造的建築。

(二)  透水鋪面：適用於行人步道、自行車

道、廣場及公園等開放空間，或停車

場及低交通量的道路。

(三)  雨水桶：適用於高度都市化之住宅

區、商業區、公共地區或工業區。

(四)  生態滯留單元(雨水花園)：適用於公共

道路用地、停車場、私人庭院、公共

開放空間(如公園或廣場)、人行道及中

央分隔島。

(五)  樹箱過濾設施：適用於公共設施、停

車場及人行道等場址受限區域。

(六)  植生溝：適用於停車場、庭院、公

園、道路及都市間的公共設施空間。

(七)  滲透側溝或滲透陰井：適用於社區開

放空間、建築物四圍、街道、人行

道、停車場、庭院。

城市建築與社區、道路、綠地與廣場、水

系低衝擊開發雨水系統建設專案，應以相關職

以利用，整體提升城市生態系統功能，減少城

市洪澇災害發生。

本園區以成為高新科技園區與海綿城市為

願景，將從都市「總合治水」的理念，建構具

透水及保水功能的高品質環境。

透 過 低 衝 擊 性 開 發 設 計 ( L o w  I m p a c t 

Development, LID)策略及施作，減少暴雨積水

的情形，營造都市線性藍帶，並保留原排水效

益，同時可成為綠帶中的微棲地與呼吸的空

間。於綠帶中設置草溝或砌石溝，收集人行及

自行車道之逕流雨水，並普遍鋪設透水性鋪

面，加強雨水入滲，以提供植栽生長所需及增

加地下水涵養，結合社區綠地和景觀水體，優

先設計生態滯留設施、滲透井、草溝、雨花園

和雨水濕地等。

建築屋面和社區路面逕流雨水應通過有組

織的匯流與轉輸，經截汙等預處理後引入綠地

內，以雨水滲透、儲存、調節等為主要功能的低

衝擊開發設施。因空間限制等因素不能滿足控制

目標時，逕流雨水還可通過城市雨水管渠系統

引入城市綠地與廣場內的低衝擊開發設施。

園區道路與公園綠地，在硬鋪面部分(人行

道及活動廣場)上將因地制宜儘量採用各類透水

性鋪面，而植栽帶將以低衝擊開發之雨水花園

概念，做為人行道雨水滯留入滲之用，滿足蓄

水、淨化功能。利用園區中分散而可運用的土

地與建物空間，以入滲、滯蓄雨水等方式，如

同海綿般吸存水分，達成園區的保水工作。並

以生態河流、雨水回收利用、透水性鋪面等節

約設施，將「水與綠色環境規劃」導入園區發

展，增加都市景觀的美化。

本計畫以成為高新科技園區與海綿城市

為願景，將從都市總合治水的理念，建構具透

水及保水功能的高品質環境。設計方法採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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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管部門、企事業單位作為責任主體，落實

有關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的設計。城市規劃建

設相關部門應在城市規劃、施工圖設計審查、

建設專案施工、監理、竣工驗收備案等管理環

節，加強對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建設情況的審

查。適宜作為低衝擊開發雨水系統構建載體的

新建、改建、擴建項目，應在景觀、道路交

通、排水、建築等各專業設計方案中明確體現

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的設計內容，落實低衝擊

開發控制目標。

陸、結語

在規劃建設中，本案將充分利用現有空

間，善用地塊平整開闊特色，規劃以研究院帶

動，引進包括生物產業、新一代資訊技術產

業、核心總部園區等高端、高新產業進駐。本

計畫各項功能分區皆以促進產業發展為主要目

的，為區域的產業提供一個高品質的園區標

竿。工程將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

依循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重的原則，確定建

設的總體方案。

台灣世曦公司協助中國智谷˙中美歐(燕郊)

生態科技產業園區以“科技立園、產業興園、

生態育園、智慧融園”為目標，以錢煦等200

位專家為核心，提出整體新區規劃方案，努力

將園區打造成為”世界高端科技人才聚集、企

業研發總部雲集、科技創新引領、科技服務產

業配套發達、生態綠色宜居、國際科技交流活

躍”的現代科技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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