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1——基地是中心区“核心区、枢纽区、起步区”的复合



五区合一的发展目标

“核心区、枢纽区、起步区”





目标层面的方向与原则——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









三大核心发力点
彰显地域特色（格局、风貌、功能）——高端化
体现生态文明（海绵、绿色、活力）——绿色化
实现精明增长（行动、控制、组织）——集约化

目标层面的方向与原则——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



格局优化
功能明晰、路网梳理、枢纽组织、风貌提升、行动管控

概念性城市设计 控制性详细规划

高铁站

建筑风貌导则



思想逻辑的方向与原则——行动逻辑导向而非一纸空间蓝图

稳定框架、动力判断、阶段导控
模式借鉴、项目选择、弹性发展





感性的自然秩序 先于 理性的城市秩序

山水自然中的城市



TOD+EOD+SOD——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带动价值，引导地区发展



塑——山水聚落之韵
营——贵安活力之芯



塑——山水聚落之韵
营——贵安活力之芯



塑——山水聚落之韵
营——贵安活力之芯



塑——山水聚落之韵
营——贵安活力之芯

塑——山水聚落之韵
营——贵安活力之芯



总体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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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策略

功能组织、格局塑造、生态海绵
风貌形态、行动管控、道路交通



功能组织



功能组织









基于贵安自身产业方向、时代发展所需——6大功能方向



详细业态策划



一期重点——聚气
二期重点——完善
三期重点——品牌



土地使用规划——复合弹性



复合型中央活力区的功能配比



格局塑造



格局塑造
第一要素——动力



高铁新城建设经验总结——单一动力源的发展尚需时日
对于贵安来说——高铁枢纽是重要的动力源但不是唯一



都市工业园

清镇职教城

总部
核心生活

与服务组团

核心生活
与服务组团

文创产业
研发孵化

生活与服务组团

生活与服务组团

生活与
服务组团

休闲中心

生态文化
展示

综合服务与
商务金融

行政
文化

综合物流

高端制造

生态
总部

生活与
服务组团

仓储
物流

核心生活
与服务组团

生活与
服务组团

生活与
服务组团

生活与
服务组团

生活与
服务组团

电子信息
产业园 电子信息

产业园

研发
孵化园

文创
产业

高端装备
产业园

生活与
服务组团

贵安新区核心区——南北向带状组团城市
百马大道——带状组团城市的核心干道——核心功能发展主轴
兴安大道——带状组团城市的核心干道——生活功能发展主轴

百马大道——核心功能发展主轴
兴安大道——生活功能发展主轴

格局要素1——区域发展结构



贵安新区核心区——南北向带状组团城市
百马大道——带状组团城市的核心干道——核心功能发展主轴
兴安大道——带状组团城市的核心干道——生活功能发展主轴

天河潭大道——东西向城市发展功能轴

中心大道——连通生态新城内部生活与休闲组团

格局要素1



梳理——枢纽区与中心区的结构关系

格局要素2——中心体系梳理



高铁枢纽功能角度



高铁枢纽功能角度——城市外围枢纽



城市中心区功能角度



枢纽区与中心区在作用、功能、形态等层面均有差异
我们提出：适度分离、紧密联系——“双核带动”的中心体系



结构调整
TOD引导地区中心体系调整



格局塑造
第二要素——特色









中央绿心、山水廊环



中央绿心、山水廊环

依山水之势，塑山水廊环
传承了贵州传统聚落坐落于“山水之间”的传统格局



提升、优化、聚焦



格局塑造
第三要素——道路





格局要素4 2顺东西地势、调整医院东侧道路

3凸显百马大道的发展带动作用，增加辅助性道路

1干道保留——站前路及东西向三条道路

4顺水势——组织组团支路 5下穿



3大格局优化要素——形成基本空间结构框架

动力 特色 路网



双核联动
双轴引领
中央绿心
山水廊环
复合聚落

枢纽核心

中央
绿心

活力中心



区域整体发展格局



生态海绵（公园、海绵）







民族生态文化大观园



绿谷公园





























风貌特色



总体大于个体
丰富多维变化





山水围聚落 总体大于个体 公共空间及标志建筑嵌入



















裙房建筑贵而新
办公塔楼新而贵





行动管控





启动期建设

















中期建设



远期建设

















道路交通及综合枢纽



交通发展目标与策略

构筑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绿色品质的特色交通系统，打造开放便捷的

城市门户中心。

• 完善片区内外交通衔接，高效有序疏导对外交通出行；

• 优化区域道路网络格局，构筑均衡便捷区域路网体系；

• 优化关键节点交通组织，枢纽快进快出区间联系高效；

高效畅达

• 构筑高效集成综合枢纽，打造便捷有序无缝接驳系统；

• 构建发达立体交通网络，营造人车分流舒适交通环境；

立体便捷

• 以轨道和公交为抓手，落实公交优先引导低碳出行；

• 控制机动车出行，引导小汽车合理拥有、理性使用；

• 大力发展和完善慢行交通，打造品质优良慢行系统。

绿色品质



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干道路网的原则尊重、顺应地形的交通组织

结构性主干道延续原有规划保障通达顺畅；

一般性主干道在维持原有大系统的前提下结合用地局部优化；

次干道及支路随山水结合地形条件及用地布局合理优化。

重要节点及路段高效组织提高通行能力。

形成以“四横四纵”主要干道为骨架、“

一横两纵”次要干道为补充的路网格局；

前者主要承担向心交通与区间交通，后者

承担区内主要地块之间的交通。。

原控规路网 本规划路网



采用“均衡、匹配、利用快速路、快进
快出”的交通组织原则及“强东、密南
、拓西、联北、内部贯通”的道路发展
策略。

向心交通和区间交通
强东：东向，增加对外联络道路网络密度，提升道路等级，增强对外集
结、疏散能力。（提升京安大道为结构性主干道，远期预留打通42号路
和28号路）

联北：北向，增设兴安大道与贵红路立交，增强兴安大道对外疏解能力
，分流百马大道对外交通，避免形成瓶颈。

拓西：西向，延伸24号线至西纵线，增加枢纽集散交通对外疏解通道。

密南：南向，打通5号路至爱民路，增加南向出口，适应与南部联系的需
要。

内部贯通：优化调整区域内部分道路线位，贯通成网，增加道路网络的
服务能力与适应性。

区域整体交通组织与干道路网布局方案

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核心区：构建发达立体交通网络，营造人车分流舒适交通环境

地下道路设置：维持干道方格网的路网形态，保持对外快捷高效的交通疏解能力。确保

内部交通人车分离， 慢行环境安全、舒适，车行过境和进出快捷。

分离式立交设置：关键交叉口采用分离式立交的交叉模式，保持主线通畅，尽量减少立

交占地，避免对景观、环境造成影响。

采用“快慢交通分离”的策略，过境交通采用隧道的形式实现与内部交通分离。

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地下道路



1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核心区：构建发达立体交通网络，营造人车分流舒适交通环境

无障碍的地面人行通廊
——站前东西广场通过人行通廊连通；
——通过车行入地实现东侧广场至中央公园安全、
连续的人行空间。

搭建完整步行的二层平台
——通过二层公共步行平台、建筑之间的空中连廊系统等的
相互连通，将各种人流引入到地上层，营造安全、舒适、富有
活力和层次感的步行活动区；



过境交通

枢纽交通

地区交通

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核心区交通组织思路

分片：东西分片，采用东进东出、西进西出的总

体格局。

分离：枢纽交通与地区交通相对分离，减少相互

干扰。

分散：出入道路分散，避免过度集中。

路径最短：以最短路径组织向心交通，尽量减少

与地区道路的交叉，减少地区用地的干扰。

限制：对1号路与光明路仅背向开口、

限制正面开口；限制向内部左转。

平面上，采用“三分一短一限”的交通组织思路。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目标：创造集铁路、轨道和常规交通接驳设施于一体的综合交通体，实现高效、便捷、安全、舒适的换乘空间。

思路：在既有的铁路布局、轨道布局以及道路网调整条件下，以人流组织为核心主线，进行贵安站站区设施布局。

原则：以人为本、立体换乘、公交优先。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 确保最大人流换乘量（铁路、地铁、公交）实现最便捷、管道化的换乘，且换乘距离最短。

• 使人行和车行区域进行分离，保障乘客在设施间换乘过程中安宁舒适的步行空间；

以人为本

• 利用多个层面组织人流、车流，实现彻底的人车分离。

• 充分利用枢纽步行通廊构建的多层人行系统。

立体换乘

• 设计中重点保障城市轨道、公交等大运量公共交通设施进出站的顺畅性和与铁路车站换乘的便

利性。接驳交通方式的人流优先顺序应为：轨道＞公交/长途＞出租＞社会车辆。

公交优先



建设中转换乘平面
——利用城市步行通廊与铁路站房形
成东、西广场的人流转换、疏散空间
。铁路、地铁、公交、长途等多种客
流在此换乘，是重要的换乘层面。

建筑体内立体化换乘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建筑体内行人立体换乘，

垂直与水平向换乘结合；

布局策略一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二层站房外设车道边,实现出租车及
送客小汽车、东广场长途和旅游巴士
接送客站点到发分离
考虑到高铁进站位于二层、出站位于
地面层，因此将出租、小汽车、长途
落客点通过二层匝道设置在站房外车
道边，无缝换乘高铁，上客点设置在
地下一层场站内，紧靠站房

社会车、出租车落客点

长途车、旅游巴士落客点

 建筑体外车辆车道边到发分离，地

面环通

 机动车运行东西分行，分块循环

 无缝衔接、人性化

布局策略二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布局策略三

 人车分离

 集约用地、综合开发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人车分离：

——地面层高铁站房至广场之前不设置的车

行道，保证地面集散广场至高铁站房之间人车

分离；

——光明路枢纽广场前路段下穿，确保枢纽

地面层与东侧开发地块直接人行空间环境，避

免人车干扰。

集约用地、综合开发：公交场站、出租场站

、社会车场均设置于广场地下一层，释放地块

用地于综合开发，提高土地价值。同时东西广

场上部均考虑综合开发。

合理组织，减少对城市交通影响：长途车站

建议设至西广场地面层，保证长途车辆通过西

侧快速路和干道快速进出，减少对城市交通的

影响；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地面层及以上布局： 地下层及以下布局：
西广场地面层南侧设置长途场站，北侧综合开发
东广场地面层广场南北两侧综合开发

西广场地下层南侧设置公交场站，北侧设置出租车场站
，其余社会停车场
东广场地下层北侧设置公交场站、南侧设置出租车场站
，其余社会停车场和地铁站厅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分期实施安排：

近期长途车流组织：
到达长途车辆从西纵线等快速路，

通过光明路、24号路进入场站内。

出发车辆从长途场站经铁路东侧道

路转入寅贡路或天河潭大道进入外

围高快速路。

建议枢纽车站及接驳设施分期实施。

近期建设东站房及东广场接驳设施，

远期建设西站房及西广场接驳设施。

长途场站近期设于东广场北侧，为临

时场站，远期改设于西广场站房西南侧

地面层。

长途下客点

长途进站流线

长途出站流线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功能设施布局

枢纽设施分为高铁站房及广场接驳设施。枢纽共设地上三

层、地下二层。局部设置夹层。枢纽分为东西两个站房和

广场，两个广场之间通过地面人行通廊相连。

地上三层为跨线候车层。

地上二层为高铁站台层，设进站厅，基本站台候车区。

地面层为出站层，设置城市通廊，综合换乘厅。西广场

南侧设长途场站；

地下一层为综合换乘层，设小汽车停车场、出租车场、

公交车场、地铁站厅层；

地下二层为地铁S1、G1线站台层；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交通组织

长途场站布置及交通组织：
长途车站布置在枢纽西广场地面层

，场站上部综合开发。长途场站设置

在西侧，保证长途车辆通过西侧快速

路和干道快速进出，减少对城市交通

的影响。

东广场站房前二层车道边设置长途

旅客下客点，便于长途旅客换乘。



考虑到东西两广场之间纵向长约400米，

换乘距离较长，因此在东西两个广场均设

置公交场站。

公交车辆从枢纽内侧道路（即紧靠铁路

的城市道路）进场站，从地下通道出，社

会车辆从枢纽外侧道路进场站，以实现公

交车和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大小车的适当

分离。

公交场站布置及交通组织：

枢纽内地面道路均组织单行，管道化，避

免交叉干扰。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交通组织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交通组织

出租场站布置及交通组织：

出租车场站位于广场地下一层；上

客在场站内、下客在二层站房外侧车

道边。

出租送客、出租蓄车、出租出站各

种流线分离，运行高效。



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

贵安枢纽交通组织

考虑综合开发的停车需求较大，在东

西两个广场地下一层均设置社会停车场

。送客社会车辆在二层站房外侧设车道

边下客。

通过光明路地上专用通道实现枢纽综

合开发交通与枢纽集散交通适当分离。

社会停车场布置及交通组织：



绿色品质的特色交通系统

高峰

建设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

（1）一体化地区层面：开通城际公交、公交快线，加
强核心区至其他组团的联系，打造一体化公交系统。

建立与清镇、马场、克酬、石

板、平坝、蔡官等联系的公交快

线；加强贵安核心区对周边组团

的辐射。

7条公交快线，20分钟一班。

K6

K7

湖潮

石板

梁家寨

金阳新区

贵安核心区

清镇北

夏云

高峰

马场

克酬
乐平

蔡官

清镇南

黄蜡

羊昌

旧洲

• 城际公交的发展应随贵安新区的开发建
设分阶段实施：
（1）近期：在新区开发初期（轨道交通系统建
设之前），作为新区公交网络的骨架干线，提升
新区公交出行可达性和服务水平。
（2）远期：快速公交系统是远期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补充，服务核心区内具有一定客流规模、
中长距离出行的次级客流走廊。

• 快速公交系统规划
规划重要的主干路通道设置快速公交通道，

平坝



东
纵
线

快速路

结构性主干道

枢纽立交

一般立交

石板
组团

马场
组团

清镇
组团

（2）核心区层面：构造“两轴、两环”
高品质、低碳公共交通网络。

建设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

绿色品质的特色交通系统

两轴：
—南北轴：城市轨道G1

—东西轴：城市轨道S1

作为承担中长距离出行的主体。

调整建议：

增设研究范围内S1、G1换乘站，提高核心

区公交服务水平，同时调整相应的轨道站位

。

两环：核心区内环、外环
高品质公交网络作为承担枢纽新城内部出行以及与周

边联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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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
组团

马场
组团

清镇
组团

P+R

P+R

P+R
P+R

P+R

P+R

P+R

P+R

（1）制定分区差别化的停车调控策略：

结合用地开发及轨道站点布置，实行分区停车调控策略，

在一类区域（轨道站点500内）住宅等停车配给不超过标准

80%

同时对该区域内停车费进行调节，提高收费标准，引导小

汽车出行向公交出行转变。

（2）截留外围机动车

 在外围轨道站点规划建设一定的机动车换乘停车场（

P+R），引导采用“P+R”出行模式，对来访机动车有效

截流。

（3）扩大推广定制公交、班车，鼓励合乘方式：

 研究合乘鼓励政策和措施，借助信息系统和平台，鼓励

推广合乘方式，提供校车、单位班车等多元化交通服务。

绿色品质的特色交通系统

控制机动车出行，积极引导小汽车“合理拥有、理性使用”



（1）完善网络、体现特色：

充分利用优良的生态资源，河流、湖泊和绿

廊，打造慢行休闲绿道系统；构筑串联核心区

与周边生态、人文、旅游设施的旅游绿道系统

，通过多条放射线串联发展区。

（2）加强衔接、完善设施：

加强步行、自行车与公交系统的接驳，形成

良好的换乘条件。加强交叉口慢行过街等候区

遮阳、慢行过街优先等人性化的慢行设施手段

，改善慢行交通通行条件。

（3）构筑自行车租赁系统：

以重要公共交通节点和大型公共建筑等人流

集散点为核心，布置主要的租赁设施，租赁点

的间距为200-500米，平均间距建议为300米

绿色品质的特色交通系统

挖掘独特资源，营造重视精细化设计、以人为本的慢
行交通环境

大力发展和提倡慢行交通，完善绿道网建设



重点地区及其他片区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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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重点单元





枢纽商务区

以交通集散、电子信息、生态高科、智慧经济龙头企业总部、区域性物流总部为主导的枢纽核心商务区





枢纽商务区效果



枢纽商务区效果





畔山叠势-现代山城风貌，城市顺山势而建，层层提升，且充分将现代与民族风格相融合



重点地区_枢纽商务区



重点地区_枢纽商务区





金融活力中心

以核心金融服务、其它金融配套服务及商业服务为主导的绿色金融中心











山水绕城-现代都市风貌，感性的山水围绕理性的城市而生。

















总部经济聚落

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健康医药等产业方向为主导的总部经济功能聚落



创新孵化聚落

主导中小型企业商务办公+企业孵化+创意经济办公的创新孵化聚落



综合服务聚落

以租赁型商务办公及其它配套服务为主导的综合服务功能聚落



活力商贸区

主导交通集散、大型商贸、区域物流总部、电子商务、配套住宅为主导的活力商贸聚落



乐活聚落

以滨水休闲商业+特色商业+生态住宅为主导的山水乐活聚落



公共服务聚落

以行政服务、办公，租赁式商务办公及综合配套服务为主导的行政服务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