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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alk
Regenerate rivers or water discharge channels inside congested built‐up 
area is a hot topic world‐wide. After long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such 
urban environment, rivers or water channels,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are 
getting heavily polluted and deteriorated both in water quality, visual 
appearance and disrupting seriously the urban fabric of the city. This 
obviously becomes a scar in a modern city.
In view of this, many governments are trying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for “rivers” in a very poor condition. The technicality and 
involvement of works are a challenging task for such projects. It involves 
many complex issues, such as how to arrive at a perfect planning and 
integrate it into the existing urban fabric, to stop the continual flowing‐in of 
pollutants, carry out the decontamination process, diversion of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relocation of inhabitants being interrupted. Finally, it comes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regeneration work majority of which are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ure. 
In this seminar the Speaker present some representative project cases both 
in Hong Kong (Kai Tak River) and mainland China that he followed and 
studied during the last 15 years and show actions in regenerating these 
“rivers”. The upgrading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will also be highlighted. 

River can be:

• Natural rivers

• Rivers being urbanized and run inside  inhabited zones 

e.g. Shanghai – Whaopu River,    Guangzhou – Pearl River

Bangkok – Chao Phraya River, 

Ho Chi Minh City – Saigon River

Paris – Seine River,    London – River Thames

• Urban channel/nullah

• Canel and waterway

Basic steps to clean up an urbanized river with 
heavy human‐impacts:

• Divert the flowing‐in of polluted water (new drain to 
replace the old system, treatment plant)

• Cleanse up the river
‐ vacate/clear up the nearby structures (illegal, 

unauthorized, polluting or un‐appropriate facilities)
‐ cleansing up the river‐bed
‐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by draining‐in of 

treated/cleaner water from other fresh sources.
• Upgrade the nearby environment

‐ provision of green and landscaping space
‐ seam the river vicinity into the urban fabric 



城市總體規劃 (City Overall Master Plan)

城市總體規劃是指城市人民政府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以及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條件、歷史情況、現狀特點，統籌
兼顧、綜合部署，為確定城市的規模和發展方向，實現城市的
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協調城市空間佈局
等所作的一定期限內的綜合部署和具體安排。城市總體規劃是
城市規劃編制工作的第一階段，也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依據。

根據國家對城市發展和建設方針、經濟技術政策、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在區域規劃和合理組織區域城鎮體系的
基礎上，按城市自身建設條件和現狀特點，合理制定城市經濟
和社會發展目標，確定城市的發展性質、規模和建設標準，安
排城市用地的功能分區和各項建設的總體佈局，佈置城市道路
和交通運輸系統，選定規劃定額指標，制定規劃實施步驟和措
施。最終使城市工作、居住、交通和遊憩四大功能活動相互協
調發展。總體規劃期限一般為20年。

建設規劃一般為5年，建設規劃是總體規劃的組成部分，是實
施總體規劃的階段性規劃。



北京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北京市
轄6個城區（東城、西城、朝陽、海澱、豐台、石景山）、8個
郊區（通州區、大興區、昌平區、門頭溝區、房山區、順義區、
平谷區、懷柔區）和2個縣（密雲縣、延慶縣）總面積16800平
方公里，1986年底總人口為971萬，其中城鎮人口587萬。城市
建成區380平方公里；市區城市人口480萬。

城市發展目標：按照中央對北京做好“四個服務”的工作要求，
強化首都職能；以建設世界城市為努力目標，不斷提高北京在
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發揮首都在國家經濟管理、
科技創新、資訊、交通、旅遊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發展首都
經濟，不斷增強城市的綜合輻射帶動能力；弘揚歷史文化，保
護歷史文化名城風貌，形成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具
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提高國際影響力；創
造充分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建設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生態良
好的宜居城市。創建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經濟繁榮、社會安
定的首善之區。

2005年1月1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討論並原則通過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



《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城市性質、發展目標與策略
第三章城市規模
第四章城市空間佈局與城鄉協調發展
第五章新城發展
第六章中心城調整優化
第七章歷史文化名城保護
第八章產業發展與佈局引導
第九章社會事業發展及公共服務設施
第十章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
第十一章資源節約、保護與利用
第十二章市政基礎設施
第十三章綜合交通體系
第十四章城市綜合防災減災
第十五章近期發展與建設
第十六章規劃實施







http://2040.shgtj.net/web/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
其中主要的關注重點：

• 用地規劃

優化用地結構，確保生態/綠化廣場用地占市域面積在60%以上，
增加綠地、公共服務設施等用地比例、低效工業用地減量。

• 公共交通規劃/覆蓋

提高中心城軌道交通服務水準，加密中心地區的軌道交通網絡，
形成城市軌道環線，增強沿黃浦江等主要客運走廊的服務功能，
確保城市副中心均有至少2條軌道交通線路直接服務。

• 上海大都市圈 ……..
• 民生建設

5分鐘步行可達400m²以上的公園和廣場 (包括社區公
園、小廣場、街角綠地等)，實現人均4m²的綠地規劃
目標; 生活性平均出行距離控制在2.5km²內。

上海大都市圈

上海将构建与苏州、无
锡、南通、宁波、嘉兴、
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的
“上海大都市圈”，形
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
突出同城效应。

在原有的飞机场和火车
站基础上，再新建一座
机场和一个火车站。建
成后，新建的上海东站
将和已有的上海浦东机
场一起成为继虹桥枢纽
外上海的的第二个交通
枢纽。与江苏浙江共同
打造打造90分钟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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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廣場

陸家咀金融中心區

世紀公園世紀大道



陸家咀中心陸地

陸家咀濱江公園

東方明珠塔

陸家咀廻環
綠化帶

世紀廣場

世紀公園

上海國際
博覽中心

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 [廣州段]









Selected 
Representing Cases

Green strip/promenade 
along the Beijing City 

Defense River 







Green belt on the banks of 
Pearl River

Green zone for the Guangzhou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The stations for the Automatic Light Rail running on this side (south‐eastern) of the Pearl River

The station set‐up

Power supply and 
rail system control 
unit for operation 
the light rail



Close‐up of the 
train wagon

Promenade altogether about 3km with the automatic light rail running aside

Factory to be revitalized



Factory facilities to be retained and revitalized 
to become a cultural and recreation distric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ultural and recreation zone

Green strip on the other side (north bank) of Pearl River
Green strip on the other side 
(north bank) of Pearl River



Cleansing and reconditioning of a nearby 
polluted river stream, the Liede River

The new look of the Liede River

Guangzhou New City Axis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new GZ city axi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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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ern end of the new GZ city axis 

S

N

Guangzhou East 
Station and the Station 
Square, the northern 
tip of the new 
Guangzhou city axis



Southern end of the 
new city axis in 2000

Pear River

2 famous city knots, 
slum area/villages in city 

2004

2005 2011













Cleaning and reconditioning of 
the polluted stream systems in 
the old districts of Guangzhou

東風東路

中山三路

中山四路

東山湖公園

中山四路

東風東路

已拆遷的
舊樓房區，
現為景觀
廣場



於2010年末所見的景觀廣場及綠化區帶

東濠涌高架中山三路南段所
見的樓房與密集城市環境。

從高處所見東濠涌高架中山三路南段的城市布局。最遠處橫越珠江的是江灣大橋。

(攝於2002年) 東濠涌高架中山三路一帶所見的密集城市環境。在高架西邊(左)
的樓房大多已被遷拆，成為綠化廣場一部分。



東濠涌高架東風東路與中山三路一帶在環境整治後的面貌(2010中)。
東濠涌高架東風東路與中山三路一帶的整體城市環境(2010中)。

中山四路

東風東路

距北京路
步行街約
1.2公里

東濠涌中山三路南段在未進行
淨化前的河涌及區内環境。

東濠涌未進行淨化前
的河涌及區内環境。



河涌整治及淨化後的社區環境。

河涌進行整治過程的所見

位於中山三路與越
秀路的綠化廣場帶



位於中山三路與越秀路
的綠化廣場帶(上為北段
廣場、下為南段)

位於中山三路與越秀路
的綠化廣場及橋底水景
區帶

綠化廣場及高架橋底
水景區帶的景緻

綠化廣場及高架橋底
水景區帶的景緻



東濠涌中山三路南段的綠化
帶及行人通道，因區内環境
所限，需要穿越密集的城市
空間，開始變得狹窄。圖中
所見為區段整治後的情況。

東濠涌南末端與另一支流接入口
(近廣九大馬路)的廣場空間處理



廣州荔灣河改善及環境優化計劃

在解放後荔灣河因城市環境惡化，河水變得高度
污染，於炎夏期間往往臭氣熏天。區政府於60年
代，將河面改成暗渠，並將污水直接排入荔灣湖
及珠江，其染污情况可想而見。

作為廣州市整體環境改善計劃一部分，及順應廣
州舉辦2010年亞洲運動會作為形象建設的一環，
荔灣河改善計劃於2008年乘勢推出。其目標除截

污除污及淨化水質外，亦將暗渠還原成為明渠，
加入綠化空間及行人堤岸等公共設施，調整地面
空間配套，並與荔灣湖公園互相相連，形成一個
有華南特式的城市焦點，效果尚算不俗。

茘灣湖公園

珠
江

主要河道
優化範圍

茘灣舊城區

茘灣湖公園









上流經除污淨化後灌注入荔灣河之水出口，河水之後再流入荔灣湖及珠江

灌注入荔灣河之水出口

The case for the Tianjin River 
Promenade



2000年所見的海河及解放橋

The mother river of Tianjin, Hoi Ho (海河/沽河)

2015年所見的海河及解放橋







Green strip along the 
Xian City Defense River 









貴陽市的河道整治例䅁



River upgrading project in Quiyang

貴陽市西河南明河優化



Urban Spaces sub‐divided by 
Highways/Railway





從其環境及綠化質素而言，國內現時
眾多一、二，以至是三線的城市，

大致可說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