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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天津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

议为天津市、世界经济论坛、国际专家和行业领袖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创新平台，促使各方携手制定战略和解决方案，帮助天津抓住增长机

遇，实现发展目标。

作为“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的示范城市，天津有机会与国际同行分

享其在城市规划方面所做的努力，提升洞察力。在天津圆桌会议以及随后

的新领军者年会期间举行的各场会议富有成效，促进了本地和区域专家

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领袖之间的知识交流。通过携手合作，天津和“都

市发展的未来”项目获取了新的见解，并讨论了2013年行动实施方案。

天津非常荣幸成为该项目的首个领军城市，更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

我们同世界经济论坛以及项目指导和顾问委员会的合作成果将作为范例

在全球其它城市推广和复制。“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为解决城市问题提

供富有潜力的新方法，我们期待与该项目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2011年达到了51.27%，城市居住人口达到了6.9

亿人。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因此中

国必须明确其发展模式和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论坛与天津

合作实施“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支持中国城市的战略转型，起到了表

率作用。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速，中国的服务业却低于世界的平均发

展水平，天津也不例外。这个问题已经造成环境恶化，土地使用效率低

下，服务业就业机会不足。在城市交通方面，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路网建

设，而不是提高交通综合管理能力和公共交通运输能力，进而导致城市管

理中难以解决的严重交通拥堵问题。

天津圆桌会议邀请世界级城市发展专家和跨国企业代表分享国际最

佳实践，为天津的服务业和城市交通发展建言献策，针对天津的未来发

展提出战略建议。本报告正是基于此编撰而成。我相信，这些战略建议中

所蕴含的国际智慧将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将继续深化与“都市发展的

未来”项目之间的合作，并于2013年在上海共同举办首届“中国城镇化高

层国际论坛”。通过这一合作模式，论坛将在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方面发挥

更大的平台作用。

奥雅纳非常荣幸作为项目合作方为“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议提

供协助。天津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增长速度和规模也给城市

的长期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国际专家、行业领袖和本地合作伙伴

的开诚布公和独到见解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在会议举行期间，各

方群策群力，为天津实现其城市发展目标提出各种战略建议。我们认为，

这些战略建议既关注当下，又着眼未来，为将愿景转化为行动打下了良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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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简要说明了得到行业领袖和专家支持的

项目实施方案。

天津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引

擎，但是其长期增长潜力仍取决于天津能

否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能否基

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构建充满活力、协调

发展的经济模式，提升竞争优势。鉴于天

津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我们提出

了如下六项战略建议：

201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

被选为世界经济论坛“都市发展的未来”

行动倡议的首个领军城市，得到由全球行

业领袖和专家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团队

的支持。双方通力协作，就天津市在城市

发展方面的具体挑战和目标制定战略规

划，通过七步走的项目行动模式推动项目

实施。根据这个行动模式，天津确定了两

个有待实现的目标：缓解交通拥堵和发展

服务业。本报告收集了在上述合作模式下

提出的适用于天津的六项战略建议，此外

为了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我们建议双

管齐下：一方面，制定长远战略，比如出

台相应的土地使用规划政策，鼓励土地集

中开发，提倡步行，并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另一方面，采取短期措施，提高现有

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为了实

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天津可以发展拥有竞

争优势的服务经济，包括以制造业为基

础，发展成为高科技创新产业平台；利用

现有的高水平基础设施发展物流服务业；

发挥学术机构集中的优势；以及推动中小

型企业的成长。

除了上述建议以外，“都市发展的未

来”项目还为天津开展行动提供了两个切

入点。首先，本报告介绍了项目实施方

案。其次，一个由指导和顾问委员会成员

以及本地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专门社区通过

七步走的项目行动模式为天津提供支持。

该社区已经同意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框架

下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持。因此，天津可以

利用“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提供的契机

和由此建立的社区推动行动的开展。通过

采取行动，天津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示

范城市。

执行摘要

1. 推广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

2. 协调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

3. 改善公共交通

4. 打造天津品牌

5. 培育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6. 与高校合作开设以服务业为导向的课程

发展服务业

缓解交通拥堵

城市发展目标 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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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天津

2015年汽车保有量（2012年汽车保有量为200万辆）

2011港口货物吞
吐量（吨）

2011年GDP（1,770亿美元）

条地铁线（已规划）

个高等教育机构个高等教育机构

2009年人口

每年新增50万人口

12.9百万

450百万

239

¥1119

9

3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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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提高，天津加大

了对本地和区域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和滨

海新区建设（该产业经济特区位于天津东

部沿海）的投资，扩大机场和港口的吞吐

量，开通京津高速铁路，建成包括11条高

速公路的交通网络，新建地铁系统并规划

未来再开通九条线路，此外还在筹划投放

一批低碳公交车辆。9天津奉行以市场为导

向的政策，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具有竞

争力，并且提供税收优惠，这些因素使得

天津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跨国企业，为天津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大量投资。

天津位于北京以西，距离北京仅两小

时车程，乘坐高铁只需30分钟。天津是中

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

现有1290万人口1，预计每年将新增50万

人口。2天津的人均GDP超过俄罗斯和巴西

等许多国家。32011年，天津的GDP达到

了11190亿元人民币（1770亿美元），同

比增长16%。4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紧邻北京，这一

区位优势是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截至

2010年，天津海港的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

第六位，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十一

位。5天津港是北京的主要海上门户，与全

球180个国家的600多个港口开展贸易往

来，有助于天津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

要枢纽。6制造业在天津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最大（54.8%），增速也最快（18.2%）。
72012年第一季度，天津的GDP在中国城

市中排名第五。8北京是天津发展成为制造

业和工业中心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十

年，北京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步转向服务

业，使得许多制造企业迁至周边地区，其

中包括天津。
如今，天津已经不再是北京的陪衬，

而是凭借自身的条件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

经济力量。滨海新区作为天津经济增长的

核心力量，其GDP贡献占天津GDP的一半

以上。10《财富》世界500强中有285家企

业入驻滨海新区，吸引了天津239所高校

毕业生来此工作。11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经成为滨海新区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区内分布着摩托罗拉、三星、霍尼韦尔和

松下等跨国企业。12

天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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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交通拥堵问题不谈，天津的经济

充满活力，以其雄厚的制造业和工业而著

称。为了发挥上述优势，天津希望加强物

流、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天津的服务业

在城市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为46%，16主要覆

盖批发、零售、运输、金融和房地产等领

域。为了实现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天津需

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进一步提高天津

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吸引力，创造适合服

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拥有天然竞争

优势的经济领域。天津的优势领域包括利

用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打造高科技创新产业

群；利用高水平的硬件基础设施发展物流

业；以及充分发挥学术机构集中的优势。

天津的长期发展潜力取决于能否解决

交通拥堵问题，能否实现经济的活力增长

和协调发展，以取得竞争优势。在这个日

新月异、充满活力、竞争激烈的时代，天

津的当务之急是保持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全球化趋势和外包业务的发展使得服务业

面临更为激烈的区域和国际竞争，这不仅

为天津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天津是世界经济论坛“都市发展的未

来”行动倡议的首个领军城市。2012年，

天津市的领导和相关方携手由全球行业领

袖和专家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团队，通

过七步走的“领军城市行动模式”（参见

图1），针对天津的主要城市发展目标共同

制定了相关战略。根据第一步计划，天津

首先按照这个新模式确立了两个目标：缓

解交通拥堵和发展服务业。《天津城市领

先发展战略报告》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

里程碑意义。该报告基于多方利益相关者

项目行动模式，为天津提供了六项战略建

议和相关实施方案。天津还以此为开端，

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框架下，同指导委员会

和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参与项目的本地利

益相关者展开合作。

在过去三十年，制造业和港口的繁荣

推动了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天津

由此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1300万人口的繁

华都市，其GDP增长率也达到了两位数。
13令人遗憾的是，天津在发展过程中也面

临一些挑战，包括交通拥堵问题。由于土

地开发规模不断扩大、私家车保有量快速

增长，以及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这一问题

日趋严重。天津私家车保有量在过去二十

年里上升了10%至15%，远高于天津道路

基础设施3%的增长水平。

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天津的道路密

度预计将提高一倍，14但是解决天津交通

拥堵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高竞

争力，天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改善公共交

通系统和道路网络，协调土地使用和交通

规划之间的关系。交通拥堵不仅造成污

染，危害安全，还威胁到居民生活质量和

城市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城市交通拥堵

可以导致GDP损失4%至7%。15

天津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提

速，体现了全球城市发展的宏观趋势。天

津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烦恼以及因此而

制定的目标对世界上许多发展迅猛的城市

而言并不罕见。选择天津作为“都市发展

的未来”项目的首个领军城市，并且在本

报告和项目实施方案中提出建议，都是为

了给亚洲及其它地区的城市提供一个相关

的知识基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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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天津提出的战略建议是世界经济

论坛、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发改委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本地和区域利益

相关者以及“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指导

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共同合作的成果，是基

于项目七步走的“领军城市行动模式”

（参见图1）提出的。

按照流程，首先对大约50位国际专家

进行采访，以了解缓解交通拥堵和建设服

务经济的最佳实践。然后，在国家发改委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天津市人民

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于2012年6月20日至21

日合作举办的圆桌会议上，与会者就上述

最佳实践是否适合天津展开了讨论。这次

圆桌会议邀请到来自十个国家的25名国际

专家以及20名政府官员、区域和本地利益

相关者，提出了大约30项见解独到的建议。

随后根据下列标准对建议进行了评估：

1. 在短期内实施的可能性

2. 其它城市的成功经验

3. 在天津实施的可行性

4. 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度

通过上述流程，我们得到六项战略建

议，并在2012年9月13日召开的世界经济

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得到了项目指导委员

会和天津市政府官员的最终确认。

作为对上述流程的补充，项目顾问埃

森哲公司与世界经济论坛展开合作，协助

制定和实施流程。项目合作方奥雅纳中国

公司为项目提供专业知识，并对这些战略

建议进行细化。

天津合作模式

01：2012年9月13日会议上
的委员会成员与天津市政
府官员

02：天津圆桌会议上的委员
会成员与本地利益相关者

03：2012年6月21日天津
圆桌会议上的专家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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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议旨在与

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展合作，协助其应对城

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加快向创新

发展模式转变。该项目的核心活动是通过

项目的指导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与入选领

军城市、本地和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携手合

作，针对这些城市提出的具体目标或挑战

制定战略规划。

都市发展的未来

图1：“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实施流程

领军城市、专家、利益相关者和行业领袖共同遵循的七步走合作流程

领军城市
行动模式

指导委员会成员

指导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完整名单可参见本报告后面的“致谢”部分

• 奥雅纳集团

• 奥迪

•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 英国电信创新与设计事业部

• 思科

• 高力国际

• “仁爱之家”

• 印度斯坦建筑公司

• Hicro集团

• 麻省理工学院

• 森大厦株式会社

• 西门子

• 瑞典斯堪斯卡公司

• 东芝

• 城市土地学会

• Welspun能源公司

• 世界银行

1.确定重点区域
项目指导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一
个重点区域和该区域内的合作伙伴

7.推广成果
通过区域合作伙伴分享知识、经
验教训和最佳实践，以扩大项目
的区域知名度

2.确定参与城市
区域合作伙伴选择一到五个城市
参与行动模式

6.促进行动
召集关键的利益相关
者就战略的贯彻落实
开展讨论，并探索合
作模式

3.确定城市挑战
通过与世界经济论坛
合作，领军城市确定
其希望克服的挑战

1. 确定重点
    区域

7. 推广成果

6. 促进行动

5. 制定战略 4. 调查研究及
    圆桌会议

2. 确定参与
    城市

3. 确定城市
    挑战

5.制定战略
根据圆桌会议的调查研究结果，筛选应对城市挑战
的战略

4.调查研究并召开圆桌会议
项目组对领军城市开展基础性研究，确定国际最佳实
践，并在领军城市或中立城市召开圆桌会议



“都市发展的未来” 行动倡议: 天津领军城市发展战略                                                                                         10

战略建议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其中五

项短期战略针对有重大影响的领域，以期

缓解交通拥堵，发展服务经济，同时辅之

以一项长期战略，协调土地使用和交通规

划。这样组合的好处是：效果立竿见影，有

助于积蓄力量，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迅速

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领军城市也可以

为长远的城市和经济规划战略夯实基础。

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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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交通拥堵问题提出的三项建议聚

焦天津的现有优势，力图加强对现有道路

和公共交通体系的管理，制定公共交通的

未来发展规划，使之更加便捷高效，吸引

更多市民搭乘。这三项建议旨在充分发挥

天津大规模投资供给的效率：天津正投入

巨资改扩建道路基础设施，计划把道路面

积率从2004年的6.85%提升至2020年的

20%。17天津还准备把地铁线路从一条扩

展到九条，并投资成立低碳公交车队。借

助绩效管理，天津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

资效率，不仅能够缓解交通拥堵，还会减

少未来需要追加的投资。

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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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统涵盖各种信息、通信和

技术应用，既可以减少交通拥堵和碳排

放，也能提高流动性和安全性。智能交通

系统的应用范围很广，不仅包括硬件解决

方案，比如安装在城市基础设施或个人车

辆上的探测器和视频监控装置，还包括软

件解决方案，比如利用移动电话网络和用

户收集数据。不管采用何种类型的应用，

系统都要能够提供实时交通管理服务，以

便交通管理部门和车辆驾驶员更好地了解

路况，从而做出更为安全和明智的选择，

提高整个路网的运行效率。如果规划合

理，智能交通系统可以提升现有路网运行

能力，减少新道路的建设需求。

2012年，中国交通部出台了一项推广

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的全国性规划，其中特

别强调通过科技手段解决中国交通拥堵问

题的重要性。交通部还宣布将鼓励私营部

门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18

在这样一个有利的宏观背景下，天津

可以借此机会加大对智能交通系统的初期

投资，包括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安装新的

电子收费系统，从而在中国智能交通系统

领域抢占先机。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

智能交通系统对于通过需求管理模式解决

天津的交通拥堵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天

津的交通流量增长速度高出道路建设速度

的四倍。预计到2015年，车辆保有量将达

到300万，相当于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了

一番。19

随着道路上的私家车数量逐年增多，

通过提高现有路网使用效率来缓解交通拥

堵不仅势在必行，而且相较于不断扩大路

网，这个方法见效更快，成本可能也更

低。智能交通系统网络或许有助于天津已

经投入巨资兴建的普通和高速公路等基础

设施更好地发挥作用。

天津可以因地制宜，考虑一揽子智能

交通系统应用，以满足本地需求。下列应

用系统可能对天津特别有效：

2011年，纽约市推出了一个交通拥堵

管理系统，以改善市中心的交通状况，使

得城市交通工程师能够实时了解交通状况

并采取应对措施。纽约市在110个街区的

23个十字路口共安装了100个微波传感

器、32个交通摄像头和快易通车辆收费系

统，利用这些设备，城市交通工程师可以

评估交通流量和拥堵状况，并记录车辆通

行次数。有了这个系统，交通管理人员能

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拥堵节点，调整交通信

号灯运行模式，从而远程消除交通堵塞。

驾驶员则可以实时获取交通流量信息，应

用开发人员也可以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上使用这些信息。21 

该系统是世界上的首个车载系统，通

过导航系统提供最新车载交通信息，有

81%的用户认为这套系统“必不可少”，

将出行时间缩短了20%。通过车辆探测

器、交通摄像头和交通流量报告收集的信

息经过加工后被转换成数字格式，再发送

给车辆的内置导航系统。系统运行采用公

私合作模式，没有政府出资，而是依靠一

个由90家汽车和车辆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组

成的财团。该系统取得了巨大成功：81%

的用户认为该系统必不可少，而且研究表

明，该系统能为用户节省20%的出行时

间。22

1. 推广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 案例研究 – 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以及使用各

种车辆探测技术的自动限速和停车引导

系统

 – 运用交通可变信息板、公路路况广播系

统以及车载综合导航信息系统的交通数

据传输系统，方便驾驶员了解交通状

况，选择合理的出行线路、方式和时间

 – 车辆探测和控制技术，适用于自适应巡

航控制系统、碰撞预警系统以及无人驾

驶车辆

 – 无线信号接收器、电子车牌和“智能

卡”，以便实现高速公路电子收费、交

通拥堵收费和车辆动态称重

 – 车载信息系统或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帮

助车辆管理人员更加有效地分配并跟踪

车辆20

不同的应用和智能交通系统需要不同

规模的先期投资，回报周期各有长短，优

势和劣势也不尽相同。比如，（通过车载

移动电话）收集关于城市交通流量的蜂窝

数据较为容易，成本也相对较低，但是涉

及隐私问题。利用社交媒体向驾驶员发布

信息见效快，操作简便，成本也低。比

如，青岛的交通警察现在就通过微博向驾

驶员发布实时交通信息。另一个例子是移

动应用有助于推广拼车出行。有些解决方

案是用户的自发行为，即市民自己开发相

关移动应用。天津可以探索支持这些活动

的方法。

为了在天津实施智能交通系统，我们

建议天津考虑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设

计、制定甚至实施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且

将这些方案纳入涉及面更广的天津智能交

通系统。为此，天津可以同那些能够提出

创新解决方案并在天津开展试点的企业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

纽约市推出“移动城市中心”交通拥堵管理

系统

日本推出首个车载信息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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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结构使市民和货物得以有效流

动，实现交通运输，同各类城市活动产生

必然联系。尽管道路网络和公共交通系统

对于确保城市的交通运输至关重要，但是

实际效果却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土地政策配

套。如果土地政策允许住宅或商业地产的

无序开发，但周边缺少便利的综合公共交

通网络，那么居民和上班人士只要负担得

起，就会选择驾驶私家车出行，从而导致

交通拥堵问题进一步恶化。同样，如果交

通运输政策和规划同土地使用规划不配

套，也会使拥堵问题雪上加霜。

为了应对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口的迅

猛增长，天津采取了针对性举措，使得城

市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2008

年出台的《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为

天津从单核心区向多核心区（包括旧城中

心区和滨海新区）转型提供了指导意见。
23这次转型对城市功能和资源进行了重组

和扩大。但是，在本次转型过程中，公交

网络没有同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生活

设施配套发展，与区域划分不相适应。比

如说，学生流在总出行量中占20%，而其

中仅有5.6%乘坐公交车。24为了适应不断

变化的城市格局，天津必须对错综复杂的

交通系统进行全面梳理。

统筹规划要求所有交通和土地开发部

门保持长期密切合作，以确保道路规划、

公交系统、地铁投资、房地产项目和开发

政策能够鼓励更多市民利用公共交通系统。

本着协调公共交通和土地规划的宗

旨，我们建议采取如下三项具体措施：

1. 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所有土地使用和公

共交通相关部门持续合作。这不仅需要

技术革新，也要求制度改革。如果相关

规划和交通部门能够达成共识，建立数

据和信息共享机制，就能取得最佳成效。

2. 推广“公交引导城市发展”（TOD）节

点，统筹规划轨道交通发展与地产开

发。25 TOD战略鼓励提高公共交通节点

（公交、地铁和轻轨站点）周边地区的

建筑密度，以便居民和上班人士步行十

分钟左右就能安全、便捷地搭乘公共交

通。为了扩大TOD模式的成功效应，可

以限制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停车，并加

强对周边地区的城市设计，比如增设零

香港政府授权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优先

出售地铁站附近的土地开发权，将地产开

发与轨道建设相结合，使得对地铁线路和

站点建设的投资产生最大回报，地铁公司

和开发商还可以共享资源、人流和空间。

2005年，地铁沿线的地产租赁收入达到了

3.44亿港元，占非售票收入的12%。到

2008年，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地产开发收

入达到46.7亿港元，每年为12亿人提供服

务。因此，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成为全球为

数不多的盈利地铁公司之一。27

夏洛特市为了应对城市的不断扩张，

改变以汽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颁布了

“全功能街道”政策，旨在为所有人，不

论年龄、能力和交通方式，提供安全、舒

适、便捷的道路。在该项政策出台之前，

市政府发现当地75%的街道没有人行道，

50%的十字路口没有像样的步行服务，

95%的十字路口缺乏良好的自行车骑行服

务。研究显示，如果没有全功能街道，骑

车族和行人的死亡率要高出二到六倍。28

2. 协调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 案例研究售店、餐厅和自行车存车点，设计优美

的街景。这些便利设施营造了一个充满

活力、干净明亮的氛围，给居民和上班

人士带来安全感。

推广TOD模式还可以通过制定积极的土

地开发政策，授权或鼓励在公共交通站

点周围开发高密度房地产项目。比如，

对于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兴建楼宇的房

地产开发商，政府有时可以加快审批流

程，或者放宽对建筑高度的限制。对于

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居民和上班人士，

政府也可以给予特别优惠，比如发放地

铁乘车打折卡。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对地产开发和轨道

交通规划进行统筹安排，TOD模式还可

以为当地政府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创

造新的收入模式。在这方面，香港是全

球的典范。香港政府为了鼓励利用民间

资本修建地铁站，出售拟建公共交通站

点附近土地的开发权（参见香港铁路有

限公司案例）。

2003年，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在

天津主要轨道站点附近实施TOD模式的

可能性进行了调研。“都市发展的未

来”项目将为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和/或

扩大调研范围提供支持。

最后，天津还可以考虑有条件地将土地

开发权与公共交通系统相挂钩，将其纳

入TOD战略。这样，地产开发商就会修

建连接公共交通系统的步行通道，如果

不能在10到15分钟内步行到达公共交通

系统，则要支付额外费用。

3. 营造一个更加安全、更令人愉悦的步行

和骑行环境。天津拥有大量骑车上班

族，其在通勤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50%。26建设一个由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组成的综合安全道路网络可以防止交通

拥堵情况进一步恶化。天津的部分友好

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全功能街道”政

策，确保所有新建道路和改建道路适合

自驾、公交、步行和骑车这四种主要交

通方式。全功能街道包括人行道、行人

过街安全岛、自行车道和公交优先车

道。天津的许多友好城市都支持全功能

街道政策，其中包括费城（2009年出台

该政策）和奥兰治县（根据《2011年加

利福尼亚州全功能街道法案》实施）。

墨尔本的城市规划方案也支持类似政策。

香港地铁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盈利地铁公司

之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实施“全功能街

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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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纽约、东京和伦敦等许多国际

性都市的经验表明，要解决交通拥堵问

题，最为经济的方法便是实现公共交通系

统运行效率的最大化，通过改善服务质

量，提高运行效率，建立一个更加节约、

更加环保的交通系统。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

年）》把发展新型公交系统列为重要目标

之一。比如，天津计划把地铁线路从一条

增加至九条，到2015年开通235公里轨道交

通线路，29并且正在考虑修建轻轨系统。但

是，天津要想充分发挥这些投资的效益，

就必须最大程度地提高上述公交系统的运

营效率和吸引力，鼓励市民乘坐公交系统

出行，并为公交系统换乘提供便利。

此外，天津现有公交车系统的运营效

率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有助于缓解交通拥

堵。天津的公交车系统是利用率最高、使

用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但是仅有16%

的通勤族选择搭乘公交车出行，这个比例

同中国其它城市相比相对偏低。 30相较于

建设地铁系统，通过发展公交车系统来缓

解交通拥堵是一个更加经济的选择。

具体建议包括：

1. 探索发展快速公交系统（BRT）以及直

达和区间公交车服务，取消左转向路

线，提高现有公交车系统的运行效率。

快速公交系统就是设置公交车专用车

道，避免公交车因交通拥堵无法前行。

此外，该系统还允许公交车乘客在指定

地点集中候车和提前付费，以便公交车

更快地驶离站台。快速公交系统可以像

地铁系统一样提供许多便利，但是其投

资及运营成本却低得多，而且实施时间

更短（一般只要一到两年）。31该系统

已在世界上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投入使

用，并且取得了成功，包括昆明和广州。

八达通卡最初是用作公共交通费用的

电子支付手段。乘客使用八达通卡后，不

仅车票价格更低，而且在不同公共交通工

具之间换乘时还可以自动享受折扣。此

外，八达通卡还可以广泛用于多个场合，

比如停车场、便利店、零售店或者学校和

办公场所的门禁系统。八达通卡的使用人

数超过2000万人，年龄介于16岁至65岁之

间的香港市民95%都持有一张八达通卡。

香港安装了63,000个八达通卡读卡器，超

过12,000户零售商家接受八达通卡支付。

八达通卡处理的日交易总量达1200万笔以

上，交易总额超过1.3亿港元。八达通卡不

仅降低了出行成本，还为城市创造了经济

效益。34

2010年，广州市推行直达快速公交系

统，公交车可以在专用车道和非专用车道

上行驶，相较于传统的干线支线系统，大

大减少了乘客的换乘次数。这是第一个与

地铁系统直接相连的快速公交系统，也是

中国第一个把自行车存车点纳入站点设计

的快速公交系统。系统投入使用后的第一

个月，快速公交系统的乘客人数就位列第

二，仅次于波哥大快速公交系统，高峰期

每小时单向输送乘客超过25,000人次，每

天输送乘客超过80万人次。此外，公交车

的速度也提高了30%，交通拥堵现象得到

明显缓解。35

3. 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 案例研究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公交车系统需要

做到两点：第一，市民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到达远距离目的地；第二，公交车站

点分布合理，间距不会太远。有些城市

成功地满足了上述两个要求，比如纽约

的直达公交车服务在上下班高峰期只在

部分重点区域停靠，而区间公交车服务

则约每五个街区就停靠一次。乘客可以

很方便地在直达公交车和区间公交车之

间换乘。

2. 关注“最后一英里”的连接问题，让人

们能够便捷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地

铁、公交车和自行车路线应该实现无缝

连接，形成一个整体，这样人们就可以

方便地在各公交系统之间自由换乘，要

么下车后原地换乘，要么步行五六分钟

即可到达另一个公交系统。公交车和地

铁站点应该尽可能靠近办公区域和居民

区，这样人们出了公交系统以后，只需

五到十分钟就可到达目的地。此外，为

了鼓励人们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公共交

通站点附近的街道设计应以适合步行为

指导原则。

3. 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推广能够在所有城

市公交系统上使用的数字交通卡，为需

要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通勤族提供便

利，同时提供实时交通信息，以便乘客

知道公交车和地铁的到站和离站时间。

有证据表明，加拿大渥太华采用公交车

实时信息系统后，乘坐公交车的人数有

所增多。渥太华是最早推出这种系统的

城市之一，该系统给每个公交车站点指

定了一个唯一电话号码，乘客可以拨打

相应电话了解下一班次的到站时间，从

而缩短了等车时间，而这正是搭乘公交

车时最麻烦的部分。32

为了进一步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对于那些乘坐公共交通的通勤族，

天津可以提供换乘优惠作为奖励，以达

到车票打折的效果。研究显示，公共交

通换乘优惠不仅可以增加乘客人数，还

能提高社会收益：消费者剩余提高

7.13%，而生产者剩余则提高2.95%。33 

八达通卡鼓励香港居民乘坐公共交通

广州的快速公交系统是世界上乘客人数最多

的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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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城市之间在投资、旅游

和人才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一座城市留

给人的印象，比如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环

境是否优美，不仅影响其对外资的吸引

力，也影响雇主和员工是否愿意在这个城

市工作和生活。36尽管全球化加剧了城市

之间的竞争，但是也使得新兴城市更容易

同历史悠久的成熟城市展开竞争。天津之

所以能成长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引擎，

部分原因是天津成功地向外界传递了自身

价值，吸引到企业、资金和投资。天津应

该进一步塑造品牌，推动服务业发展，强

化城市的独特性。

打造天津品牌有两大好处：第一，塑

造鲜明的品牌形象可以使天津从众多城市

中脱颖而出，成为理想的经营地、旅游目

的地或者生活家园；第二，天津可以借助

城市品牌发展服务业，围绕制造业和港口

作业提供创新型服务。天津在品牌打造过

程中可以将城市的特色、优势和未来目标

作为基础。目前，天津的服务业在零售、

交通、金融服务和房地产等四个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但是这些服务领域正面临来自

本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

城市品牌不仅是一句口号、一个标识

或者一个宣传广告，更是一段能够引起目

标受众强烈兴趣的信息，一个能够影响他

人行为并产生共鸣的愿景。37比如苏黎世

和纽约，虽然都是著名的金融中心，但是

两座城市的品牌定位和联想各有特色。打

造城市品牌就像制定长期发展目标一样，

天津需要明确自我定位，说明如何能使个

人和企业受益，才能最终留下良好印象。

1. 打造天津品牌

2001年，香港推出了首个城市品牌推

广计划——香港品牌（BrandHK），强调

香港的国际定位，并让人们相信香港仍是

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都会。香港品牌在

2012年3月进行更新，以反映这座城市的

新发展重点，比如突出香港的“优质生

活”以及众多其它特质。为了确保品牌定

位的准确性，香港政府邀请公众参与，咨

询意见领袖，在社会各界开展广泛讨论，

并且进行量化意见调查。最终，香港选择

了几个核心价值，以展示香港人的态度和

期望：“勇于创新”、“自由开放”和

“积极进取”。香港政府对香港品牌实施

管理，确保品牌得到合理使用，以促进香

港的发展。香港品牌还与香港投资推广署

和香港贸发局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38

案例研究

香港品牌——香港品牌宣传口号是“亚洲

国际都会”

城市与企业并无区别：品牌影响力越大，

就越容易售出产品和服务，也越容易吸引

人才和投资。

对于天津而言，第一步是要制定一个

综合品牌战略，以城市的目标、关键差异

性和优势特征为支点。专家建议天津以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

 – 利用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港口和机

场，将城市定位为“未来数字港口”、

“主要高科技物流枢纽”或者“中国大

陆的门户”

 – 利用天津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制造业，培育

新的高科技服务型企业，发展创新产业

为了确定城市品牌定位，天津应该考

虑举行小组座谈会，邀请关键利益相关者

参加，比如企业、居民、游客、政治领

袖、媒体和学生等，听取各方意见。许多

城市的品牌推广都得到了专业广告公司的

帮助。天津也可以考虑在学生和专业人士

中开展竞赛，鼓励他们提交品牌推广方

案。最后要强调一点：天津的品牌愿景不

能强行推进，而是必须获得市民和业界的

广泛认同。

发展天津服务业的三项建议主要侧重

于充分发挥天津在工业和高科技制造、空

港和海港以及教育机构集中的现有优势。

鉴于该地区已经有了上海和香港两个主要

金融中心，不确定该地区是否还能容纳另

一个以金融服务为导向的城市。因此，参

与项目流程的专家建议，发展潜力最大的

领域是与高科技以及物流相关的服务业，

以及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业，而非金

融服务业。专家还提醒天津要避免从制造

业和工业向服务业的过度转型，比如可以

制定工业用地储备政策以避免这个问题。

发展服务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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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小企业一般是指员工人数在

1000名以下、营业收入在4亿元人民币以

下的企业， 39包括生活服务类企业（餐

厅、干洗店等）、高附加值服务企业（研

发、技术、金融、物流、媒体等领域的初

创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制造业

企业等）。

中小企业形式多样，数量庞大，发展

势头强劲，为城市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们

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促进了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如果中小企业在城市

中的分布合理，还能创造其它收益。举例

来说，如果生活服务类企业位于消费者的

步行范围之内（比如位于地面，接近公共

交通，且周围有多功能服务设施），就可

以提高居民社区的吸引力和活力。如果高

附加值的中小企业位于工业中心附近，也

可以促进周边相关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

方式，以服务为导向的中小企业能够吸引

有才之士，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当前，天津正致力于发展服务业，而

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城市带来优

势。为此，天津已经采取了重要举措，承

诺投资200亿元创办科技类中小企业；计

划培育1,500家超亿元的“小巨人”企业；

并制定了“十百千”工程，即打造十家以

上的国家级孵化器、100家以上的孵化载

体和1000平方米以上的新企业孵化园区。
40为了确保中小企业投资计划能取得圆满

成功，我们建议天津实施下列三项举措：

 

1. 在孵化园区内提供必要的日常生活服务

设施（包括运动场所、餐厅和干洗店

等），吸引服务业从业人员，并且尽量

将孵化园区设在人流密集的公共交通节

点和区域附近。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还

应当鼓励建设综合性孵化园区，配备相

应的住宅区和/或生活/工作空间。

天津泰达国际创业中心（TEDA）成立

于1996年，其宗旨是推动信息技术、医疗

和新能源行业初创企业的发展。该中心为

创业者提供办公场所，成功孵化了研发、

人力资源、市场营销、通讯和融资等领域

的众多服务型企业，增强了产业集群效

应。截至2008年，泰达员工已超过3000

人，年收入达到38.6亿元人民币。43

上海创智天地（KIC）成立于2003

年，是一个在城市工业区基础上改建而成

的技术创新与创业中心。目前中心内有

8000多居民，已形成一个以步行和自行车

为导向的“生活-工作-娱乐”一体化社

区，提供住房、教育、技术、文化、科研

和商业孵化服务。由于允许进行跨行业和

跨部门协作，同时又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该中心的创新模式取得

了显著成功。44

2. 培育和支持各类中小企业 案例研究2. 围绕天津的核心制造业培育中小企业，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集群发展能够鼓励

各种类型的服务企业和机构聚集在特定

行业周边，建立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包

括研发机构、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媒

体和金融服务企业，从而推动创新。例

如，为了应对亚洲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

局面，新加坡港拓展了其海洋产业，增

加造船和船舶维修、航运金融、海运保

险以及法律和仲裁服务，形成新加坡海

运产业集群。从吞吐量来看，新加坡港

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41

对天津而言，则需要支持天津港等现有

企业发展新的业务；在工业集中区附近

建立孵化园区；或者鼓励在工业集中区

附近开发新项目，以满足中小企业的空

间需求。

3. 引导房地产开发商在新项目底层建设符

合中小企业（特别是生活服务类企业）

需求的零售或商业设施。天津也可以针

对具体的社区制定城市设计指南，为小

型零售和商业设施预留空间；突出街道

景观；鼓励在公共交通节点附近建立综

合性设施。比如，纽约市就出台了专项

监管措施，规定建筑物底层临街空地的

面积，以防止这些区域被用于办公和居

住等固定用途，从而确保街道的人流量

和多样化，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留足空

间。42

天津泰达国际创业中心助力天津服务业

上海“生活-工作-娱乐”式创新园区提供综

合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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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不仅取

决于其通过信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与世

界保持联系的程度，也取决于其利用创新

实践、创建新企业的能力。在此背景下，

大专院校对培养人才、推动创新、发展科

技、丰富文化发挥着关键作用。45天津拥

有59余所大学，完全可以借助这些教育机

构发展服务业。天津的服务业应当注重创

新，符合其“未来数字港口”或“高科技

物流中心”等城市品牌形象。天津可以通

过开设和/或完善培养服务行业所需技能的

学位课程，以及与教育机构和企业建立直

接的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具备特定行业专

业技能的劳动力队伍。

同教育机构以及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可

以采取多种形式。目前在中国实施的几个

项目都成功地将行业专业知识传授给了学

生。比如，一家总部位于印度的大型咨询

公司与中国几个城市的大学建立了合作关

系，共同培养未来员工。该咨询公司派遣

专家走进课堂，帮助学校设计课程，开展

教学，并在课程结束后聘请学生到公司实

习。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多项互惠

成果：不仅大学的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

参加相关课程的学生获得了就业机会，合

作企业的业务也实现了增长。

天津聚集着大批《财富》世界500强

企业，因此可以借鉴上述合作模式。当

然，天津也可以与大学进行合作，共同促

进知识转移。比如，纽约市为了推动创

新，与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

作，在谷歌公司的支持下，在纽约市建成

一个应用科学校园（见图）。此外，天津

市还可以直接与大学以及技术学院合作，

共同开设全新或补充课程，以支持天津计

划发展或推进的服务业；同时与企业界开

展合作，鼓励参加上述课程学习的学生进

入企业实习。

天津大专院校的许多毕业生已经在位

于市区的高科技企业工作，比如霍尼韦尔

（Honeywell）和空中客车（Airbus）。随

着高科技服务业和高等教育课程的进一步

完善，天津的技能型工人数量将持续增

加，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人力资本，是值得

保护的珍贵财富。

2012年，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

院在纽约市主导的项目竞标中胜出，共同

在纽约市建设一个应用科学校园。纽约市

正在推行一项计划，旨在通过与大学合

作，发展人力资本，推动创新与科技发

展，而此次与两所大学的合作是该计划的

一部分。新建成的校园既是研究生院，也

是初创企业孵化中心，配有教室、实验

室、会议室和生活区，以打造促进创新的

环境。纽约市为这一项目提供了价值4亿美

元的土地和基础设施。46

案例研究

纽约市携手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

院，共同推动创新

如前所述，天津正与其他城市展开竞

争，不仅要吸引投资，还要为企业提供优

质的经营环境，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

生活氛围，这意味着必须提供配套生活服

务设施，包括零售店、餐厅、酒店、公

园、运动中心以及娱乐场所。除了高素质

的劳动力外，天津还应当为中低技能劳动

者提供适当的职业培训。服务经济的发展

将在外包、餐饮旅游和食品等服务行业创

造更多工作岗位。

3. 与高校合作开设以服务业为导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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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实施模式是让参与企业承担

试点成本，如果试点成功，再由城市公共

部门出资进行推广。天津如果采取联合模

式，那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将由参与领军城

市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各方的特殊需求

加以确定。

“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议首先通

过聚集行业领袖和专家，组建一个全球性

多方利益相关者小组，对接各大城市，并

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

遇，共同制定战略规划；然后为各城市提

供一套完整的战略建议、一个推动建议实

施的完善网络、以及一个展示成功案例的

长期性平台。

基于本报告提出六项战略建议，天津

拥有一次绝好机会，根据“领军城市行动

模式”，在指导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的支

持下，实施这些建议。如果即刻采取行

动，天津将从两方面受益：不仅可以利用

“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已经拥有的影响

力及社区支持，还将在世界经济论坛各项

活动中受到关注，成为世界各大城市学习

的榜样。

在实施本报告提供的建议时，天津可

以考虑三大主要途径，即传统模式、合作

模式以及联合模式（见图2）。如果采取传

统模式，天津将独自实施这些建议；如果

采取合作模式，天津可以通过招标或者申

请-授权的形式，指导私营企业实施这些建

议；而如果采取联合模式，天津需要建立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由私营部门主动向公

共部门提供实施方案。鉴于天津已经拥有

比较成熟的私营企业和机构，因此完全可

以采取联合模式实施这些建议。

结论：将愿景转化
为行动

图1：实施方案

联合模式

合作模式

传统模式

• 建立协作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设计和规划阶段，

由私营部门向城市公共部门提供实施方案

• 鼓励高水平创新

• 参与各方共同承担成本

• 城市公共部门推动规划和设计

• 通过授权邀请商业/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 企业参与政府主导的项目开发

• 城市公共部门独自负责实施

• 推动实施方案的规划和设计

• 城市自行出资，进行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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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项目是一个由企

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阿姆斯特丹民

众协作开展的特殊合作伙伴计划，旨在是

将阿姆斯特丹都市圈打造成一座智慧之

城，即对资本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

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生活质

量，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在过去三年

中，该联合项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广阔的

平台，有超过70个合作伙伴参与了能源转

型和开放互连等各种项目。阿姆斯特丹智

慧城市项目通过汇聚合作伙伴的力量，共

同开发本地项目，测试新方案，然后选择

那些效果最佳的方案进行推广，同时在项

目平台上分享获得的知识和经验。47

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联合项目

将愿景转化为行动需要克服许多挑

战。相关活动的实施、推广和融资都会面

临许多障碍，需要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解

决。虽然许多建议的实施前提是政府做出

政策调整，但是天津不能仅依靠公共部门

的力量实现目标，创业者、企业和学术界

均应发挥关键作用，引入创新、人才和理

念，帮助天津实现缓解交通拥堵和发展服

务业这两大目标。联合模式通过合作伙伴

关系和风险-成本共担机制，有助于最终克

服这些挑战。

项目的协调和实施需要采取一系列短

期措施。首先，争取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建

议的支持，由于这些建议是未来开展行动

和实现发展的基础，因此获得支持至关重

要。接着，确定支持方和责任主体，将每

项建议同天津的某项或某些功能进行匹

配，明确各项功能的责任主体，取得这些

责任主体的认同，并由其实施。然后，搜

集更多信息，确保匹配相符，为了使建议

符合当前的形势，需要清楚了解天津的各

项活动与未来规划。最后，建立联合实施

架构，一个开放、包容的结构化实施模式

便于制定全面的纲领性策略，从而促使建

克服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议得以成功实施。图3列出了实施模式确定

后天津开展行动所需采取的初步措施。

最为成功、最具竞争力的城市都是通

过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之间的协作战略实

现其目标。在这种战略之下，创业者、行

业领袖和机构带来创新、人才、解决方

案、专业技能和经验，发挥了关键作用。

每个城市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面临挑战和机

遇，也都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因此最终还

是要由天津自行决定哪种策略最适合其目

标，最能以创新的方式缓解交通拥堵和发

展服务业。在项目指导委员会和顾问委员

会的支持下，天津已经决定采取协作策略。

天津是“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议

的首个领军城市。在推进天津项目的同

时，“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还将推广天

津获得的成功经验，进而与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城市开展合作。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将担任中国地区的

协调机构，负责总结天津项目中获得的观

点和知识，并介绍给那些拥有相近目标、

面临类似挑战的城市。2013年，指导委员

会还将考虑在其他地区和城市推广这种项

目模式。

图3：联合模式下的潜在实施路线图示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天津/关键利益相关者

快速行动 要求根据战略建议
提供试点方案

分配资源、制定正式联合
管理机制以及运营架构

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
联合模式，实施项目

构建未来交流平台，宣布并
公开项目进展

开展试点
并设立相应
联合机制

确认初始成员

帮助确认联
合模式的初
始成员

跟踪进展并
通过论坛平
台报告

吸收新成员
并增加试点
项目

选择解决方案
并开始推广

管理并运作
结构化的实施
模式

成立组织并配备资源

主动参与 被动参与

推动实施与协作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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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成员

 – Philip Dilley，奥雅纳集团董事会主席，英国；项目主席

 – Axel Florian Strotbek，奥迪公司财务及组织管理董事会成员，

德国

 – Melanie Walker，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特别项目副总监，

美国

 – Chris Bilton，英国电信创新与设计部研发和技术总监，英国

 –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 Nicola Villa，思科系统公司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事业部智能互

联城市社区全球总监，荷兰

 – Dylan E. Taylor，高力国际首席执行官，美国

 – Jonathan Reckford，仁爱之家首席执行官，美国

 – Ajit Gulabchand，印度斯坦建筑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印度

 – Priya Hiranandani-Vandrevala，Hirco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

长，印度

 – Adele Naude Santos，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建

筑师、城市规划师，美国

 – 市川广尾，森大厦株式会社森纪念基金会会长，日本

 – Roland Busch，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

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

 – Mats Williamson，斯堪斯卡公司执行副总裁，瑞典

 – 竹中章二，东芝公司智能社区业务全球副总裁，日本

 – Patrick Phillips，城市土地学会首席执行官

 – Vineet Mittal，Welspun能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印度

 – Abha Joshi Ghani，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部城市发展与地方政

府业务总监，华盛顿特区

顾问委员会成员

 – Cameron Sinclair，人道建筑组织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

 – Chris Luebkeman，奥雅纳全球预测与创新总监，美国

 – Dirk Funhoff，巴斯夫建筑网络团队主管，德国

 – Pooran Desai，百瑞诺发展集团联合创始人，英国

 – Bjarke Ingels，Bjarke Ingels集团建筑师兼创始人，丹麦

 – Patricia Clarke Annez，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印度

 – 冯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际合作与培训

部主任，中国

 – Rob Adams, 墨尔本市城市设计总监，澳大利亚

 – Gordon Feller, 思科城市创新总监，美国

 – William Cobbett, 城市联盟项目经理，美国

 – Vicente Guallart, 巴塞罗那市首席建筑师，西班牙

 – Alfredo Brillembourg，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所建筑学教授，美国

 – Martin Brown, 德国邮政敦豪集团敦豪客户解决方案与创新事业

部城市物流项目总监，德国

 – Jit Bajpai, 世界银行退休专家、地球研究所独立顾问及兼职教

授，美国

 – Fahd Al Rasheed，艾马尔金融城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

 – Geoff Cape，常青基金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

致谢  – Pablo J. Farias，福特基金会副总裁，美国

 – George McCarthy，福特基金会总监，美国

 – Babatunde Raji Fashola，拉各斯市市长，尼日尼亚

 – Juan Jose Pocaterra，Grupo InTech Solutions创始人兼业务总

监，委内瑞拉

 – Steve Weir，仁爱之家全球项目开发及支持副总裁，美国

 – 森俊子，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建筑学教授，美国

 – Taffy Adler，住房开发局局长，南非

 – Anthony Townsend，未来研究所研究总监兼技术经理，美国

 – 吴文绣，日亚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本

 – Patrick Brothers，莱顿控股企业战略执行总经理，澳大利亚

 – Konrad Otto-Zimmermann，ICLEI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地方可

持续发展秘书长，德国

 – Scot Wrighton，Lavasa公司城市经理，印度

 – Mario Noriega Toledo，Mario Noriega y Associados主任，哥伦

比亚

 – Edgar Blanco，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总监，美国—Carlo Ratti，麻

省理工学院感应化城市实验室主任，美国

 – 刘秉廉，南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

 – 赵瑜，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部总经理，中国

 – Stefan Denig，西门子企业传播与政府关系主管，德国

 – Balaji Prabakhar，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教授，美国

 – Amir Peleg，TaKaDu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以色列

 – Enrique Norten，TEN Arquitecto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墨西哥

 – Robert Cerver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

授，加州大学交通中心主任，美国

 – J. R. De Shazo，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Luskin中心主任，美国

 – David Dowa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美国

 – Susan Wachter，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管理教授兼

房地产、金融、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美国

 – Eugenie L. Birch，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生组组

长兼城市研究所联合主任，美国

 – John Fitzgerald，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副总裁兼执行董事，香

港特别行政区

 – Niklas Gustavsson，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德国

 – Aloke Chatterjee，Welspun能源公司副总裁，印度

领军城市：天津市人民政府

 – 任学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尹海林，天津市副市长兼天津市规划局局长

 – 秦川，天津市规划局总建筑师

 – 袁宝同，天津港（集团）公司副总裁

 – 陈卫明，天津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 刘翠乔，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李艳红，天津市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

 – 郝寿义，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

 – 李军，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 朱军，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

 – 张峻，天津市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委会

 – 马特，天津市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委会

 – 莫栋，天津市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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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机构：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 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 冯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际合作与培训

部主任

 – 吴程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项目负责人

项目顾问：埃森哲

 – Bruno Berthon，可持续性发展服务全球董事总经理，法国

 – Peter Lacy，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

 – Adam Cooper，可持续性发展服务高级经理，美国

 – Orsella Reyes，可持续性发展服务顾问，美国

 – Shyaam Ramkumar，可持续性发展顾问，美国

项目合作方：奥雅纳集团

 – Philip Dilley，董事长，英国

 – Karin Giefer，可持续性发展高级顾问，美国

 – 郭家耀，董事，中国

 – Stephanie Zhang，首席规划师，中国

其他贡献人士：中国的区域和地方利益相关者

 – Paul Ross，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营销副总裁

 – 华镭，查普门·泰勒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许立凡，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渤海银行首席执

行官

 – 隋成岩，思科转型业务开发主管

 – 高鸿鹏，长河实业董事长

 – Raphael Schoentgen，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首席代表

 – Kester Yim，仁爱之家执行董事

 – 张奕晓，广东浩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 卡尔·费，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执行董事

 – 龚克，南开大学校长

 – 佟家栋，南开大学副校长

 – 关乃佳，南开大学副校长

 – 林润辉，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副处长

 – 李华，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交流科科长

 – 董霞，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交流科项目主管

 – 周密，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

 – 郑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办副主任

 – 孙悦，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办教研秘书

 – 石巧年，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办国际事务秘书

 – 侯连君，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贺钧，西门子中国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西门子基础设施与城市

业务领域交通与物流集团东北亚区总经理

 – 肖松，西门子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领域东北亚区及东盟太平洋

区总裁

 – 罗骁勇，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

 – Cornie Huizenga，可持续低排碳交通运输合作项目联合发起人

 – 翟锦祥，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崔国清，天津城投集团总经济师

 – 柯金，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 刘浩，天津泰达集团执行部部长

 – 周浩，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政府关系高级经理

 – 刘畅，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经理

其他贡献人士：国际专家和行业领袖

 – 金骐峻，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区交通专家，马尼拉

 – YanLi Liu，巴斯夫工业建筑业务总监，德国

 – Paul Muschamp，英国电信创新与设计事业部能源与碳研究主

管，英国

 – Ana Marie Argilagos，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际和慈善创新办公

室副助理部长，美国

 – Stewart Sarkozy-Banoczy，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际和慈善创新

办公室主任，美国

 – Daniel Bongardt，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北京市交通需求管理项目

主任，德国

 – Hideo Hatsusaka，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首席技术专家，日本

 – Santhosh Kodukula，ICLEI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地方可持续发

展生态交通官员，德国

 – Karen R. Polenske，麻省理工学院区域政治经济学教授，美国

 – Struan Robertson，摩根斯坦利房地产投资银行管理董事兼全

球联合主管，美国

 – 邓永衡，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教授兼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 Peter Hall，西蒙弗雷泽大学城市研究教授，加拿大

 – Paramita Sahoo，Welspun能源公司副总裁，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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