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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在“走出去”，实践着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要求和行动。

境外产业园区作为实现以上目标的重要载体，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1]。截至 2018 年 11 月，我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立了 80 个境外产业园区 [2]，已成

为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进我国产业国际转移和开

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 [3]。

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实施周期长、涉

及面广的系统工程，而编制符合园区自身发展需求的规

划是指导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的体制机制、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发展

阶段等各异，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建设难以采用统一的标

准。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除了遵

守驻在国法律法规外，规划编制人员主要参考我国的规

划编制体系和产业园区规划编制经验。从实施效果看，

目前编制的规划成果对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实施具有较

强的指导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一

是如何明晰编制要求。不同驻在国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发

展阶段的产业园区规划编制需求不同，同时各驻在国的

规划编制体系和建设标准差异较大，因此规划编制要求

也不同。二是规划措施不适用。沿用国内规划体系编

制的规划成果往往在驻在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导致部分规划措施没有实际指导意义。三是技术指标较

为理想化和不经济，在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容易

造成超前建设和建设浪费现象。随着境外产业园区建设

的持续推进，规划编制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以上问题也

越来越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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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异大，相关规划标准体系差别明显，因此

尽管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可有效指导园区建设，但其规划编制仍存在要求不明

确、措施不适用、指标不经济等问题。为探讨规划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本文对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进行评估，

梳理其实施过程中规划变更的主要原因，包括中柬两国土地所有制和规划管

理方式不同、建设主体和开发建设模式不同、规划编制体系和建设标准不同等，

进而对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提出改进思路与方法，如规划标准强调融合性、

规划内容强调针对性、规划原则强调地方性和规划建设强调经济性等。

Abstract: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planning standard systems vary from countries. The planning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ks,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requirements, unsuitable measures and uneconomical 
indicators in the process of plan-making. To explore the pertinence, scientific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planning,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tailed 
Plan of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Cambodia, summarizing the main 
reasons for planning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different land ownership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methods,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ubjects and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modes, different planning 
systems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of overseas 
industrial, such as emphasizing integration in planning standards, relevance in 
planning content, localization in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economy in plann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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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商务部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柬埔寨西

哈努克港经济特区（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下

称“西港特区”）是“一带一路”境外产业园区的标志性项

目。2016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柬埔寨前夕，在署名文

章中特别指出“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

实合作的样板”[4]。2018 年 1 月，李克强总理出访柬埔寨前

夕，在署名文章中高度肯定了西港特区的建设成果，认为西

港特区以实实在在造福民众的方式续写着中柬友谊的时代 

新篇章。

为研究探讨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本文基于笔者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境外产业园区规划技术合作

研究与示范应用”的相关研究，选取笔者参与编制且目前已

实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西港特区控规”）进行规划实施评估，分析西港特

区控规内容的针对性、措施的适用性和指标的经济性，梳理

西港特区控规在实施过程中发生规划变更调整的主要原因，

进而对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提出改进思路和方法。

1  西港特区控规实施评估

1.1  评估对象

1.1.1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柬埔寨位于亚洲中南半岛西南部。西哈努克市是柬埔

寨西哈努克省省会，位于柬埔寨西南部，是柬埔寨唯一的

国际港口城市，距离首都金边 210 km。西港特区位于西哈

努克市区东郊 14 km 处，距西哈努克机场约 4 km，占地面

积 11.3 km2（图 1）。西港特区是中柬企业在西哈努克市共

同开发建设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也是柬埔寨最大的经济

特区。

图 1  西港特区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谷歌地图绘制

1.1.2  西港特区控规

2007 年，西港特区在完成产业园区选址和土地购置等

手续后，着手编制指导园区建设实施的规划。由于柬埔寨国

内规划技术体系尚不完善，考虑到中方管理人员的使用需求，

2007 年 5 月，西港特区委托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

照国内规划体系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为该特区编制指导园

区建设的规划，同年 11 月，西港特区控规编制完成。西港

特区一期控规规划面积 5.3 km2，规划建设用地 517.89 hm2 

（图 2），规划居住人口 4.15 万人，规划就业人口 4.47 万人 [5]。

西港特区功能定位为以纺织服装和机械电子为主的综合性、

现代化的国际合作园区，主导产业为纺织服装业、机械电子

业，辅助产业为塑胶、建材、农产品精深加工、国际贸易、

物流和出口加工业等。规划提出构建“两心、三轴、多组团”

的空间结构（图 3），其中，“两心”为综合服务中心和便利

中心，“三轴”则分别以洪森大道、兴业大道、宏图大道为

三条发展轴线，“多组团”为七个生产组团（研发组团、标

准厂房组团、服装加工组团、纺织加工组团、保税加工组团、

机械电子组团、综合加工组团）和两个居住组团。

1.2  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主要侧重对西港特区控规实施结果的评估分

析，通过将规划实施结果与规划方案进行对比分析，评判规

注：  高档公寓用地、普通公寓用地、一般公寓用地分别相当于一类住

宅用地、二类住宅用地、单身职工宿舍用地。 

图 2  西港特区控规用地规划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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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Prey Nop District）一县就有 70% 的家庭在西港特区内工

作。2019 年园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2.4 亿美元，较 2018 年增

长 56.96%，其中出口额达 6.6 亿美元，增长 56%，进口额达 5.8
亿美元，增长 57.61%[8]。总的来看，西港特区为西哈努克市

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该特区的工业产值对西哈努

克省的经济贡献率超过 50%，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西哈努克

省经济发展引擎的地位。由于园区企业多为“两头在外”的

外向型企业①，西港特区的发展带动了西港港口的发展，也

带动了西港城市的发展。柬埔寨《2015—2025 工业发展计

划》提出，要将西哈努克省开发为综合性的示范经济特别区。

柬埔寨首相洪森将西港特区视为柬中两国“‘一带一路 ’ 合
作丰硕成果的证明”[9]。

1.3.2  用地布局实施评估

园区建设实施区域主要集中在洪森大道两侧、兴业大道

以北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图 5），已建部分主要为产业用地，

图 4  西港特区近 8 年入驻企业数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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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合理性和不足 [6]。考虑境外产业园区的特殊性和国内外

规划编制体系的差异，本次评估还对规划措施的适用性和规

划指标的经济性进行了分析。控规是国内规划体系中的重要

规划类型，对西港特区控规的措施适用性进行评估分析，有

助于筛选出适用的规划措施，增强规划体系的科学性；控规

是产业园区土地开发的重要技术依据，是实现土地价值的重

要手段，因此对西港特区控规的指标经济性进行评估分析，

有利于了解规划实施不经济的原因，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

1.3  评估内容

1.3.1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

在西港控规的指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西港特区一

期基本建成，入驻企业逐年增加（图 4），形成了以纺织服

装、箱包皮具、五金机械和木材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国际化产

业园区。截至 2019 年底，园区建有厂房 185 栋，引入来自

中国、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机构）174 家，

创造就业岗位近 3 万个 [7]，仅园区所在的西哈努克省波雷诺

① “两头在外”企业指原料、销售在国外，加工生产在国内的企业。

图 3  西港特区控规功能结构分析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0  100   200    400     600 m

N

图 5  西港经济特区（一期）用地现状图（2017 年）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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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住和服务配套用地建设相对滞后。供电、供水、排污、

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但绿地和规划水

系均尚未实施。道路线型基本按照规划实施，局部进行去弯

取直调整。

1.3.3  用地结构实施评估

园区基本落实规划提出的“两心、三轴、多组团”用地

结构，采取“北工南服”的布局模式，但由于目前已建部分

以产业用地为主，用地结构尚不清晰。其中，“两心”中的“综

合服务中心”已建有邻里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和员工宿舍等

服务设施，北部“工业区便利中心”的用地性质已被调整为

工业用地；“三轴”中的洪森大道发展轴线基本成型，兴业

大道、宏图大道发展轴线尚未形成；受产业招商和实施时序

等因素影响，“多组团”布局结构尚未实现，生产组团类别

不明显，南部居住组团尚未实施，北部居住组团已被调整为

工业用地（图 6）。

1.3.4  已建项目实施评估

园区已建项目基本按照规划实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

已建项目用地性质、周边道路红线和线型与地块规划控制指

标之间存在局部调整。以 C-04 管理单元为例，因该单元周

边道路红线宽度和线型发生变更，其用地边界和用地面积

随之发生变化，具体来看：C-04-03 地块用地性质发生调整，

地块南侧由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行政办公用地（园区综合服

务中心大楼）；另外，该管理单元内规划的绿地和水系均未

实施（图 7）；与此同时，地块控制指标也发生了一定调整。

以 C-04-01 地块为例，除容积率（工业建筑计容面积方法存

在国内外差异）外，建筑密度、绿地率和建筑限高三项指标

均发生了较大调整（表 1）。

1.3.5  实施时序评估

西港特区控规未单独编写分期实施章节内容，仅在“规

划原则”中提出要“适应特区发展的不确定性，布局结构保

持一定的灵活性，满足分期建设需要”，并在“市政公用设

施用地规划布局原则”中提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做到近远结合、分期实施”等要求 [5]。从西港特区重要

工程建设时序来看（图 8），园区建设具有很强的分期实施

特征。以市政公用设施为例，从 2007 年 9 月园区自建水塔

注： 高档公寓用地、普通公寓用地、一般公寓用地分别相当于一类住宅用地、二类住宅用地、单身职工宿舍用地。

图 6  西港特区控规用地规划和实施航拍（2017 年）对比图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绘制，右图来自谷歌地球

表 1  C-04-01地块控制指标调整一览表

类别
用地面积

/ h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
绿地率

/ %
建筑限高

/ m单倍计容 双倍计容

规划控

制指标
5.82 1.2 35 25 20

实际实

施指标
6.78 0.6 1.1 55 10 10

注：  根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
24 号），建筑物层高超过 8 m 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

倍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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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西港特区重要工程建设时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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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友谊理工学院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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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柴油发电机满足供水供电需求计，两年半后第一条水

泥路通车，6 年后接入外部电网告别柴油发电，10 年后污水

处理厂和消防站启用，12 年后热电项目启动建设、高压变

电站供电。在较大时间跨度中，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随着园区

企业规模和市政需求的扩大而不断推进，逐步实现“五通一

平”。同时，在园区运营建设 10 年以后，以 2017 年 9 月卫

生服务中心投入运营为标志，邻里中心、职工宿舍和高等院

校等公共服务设施陆续建成启用，为日益增长的园区职工和

周边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园区的服务功能日益完善并辐射周

边。西港特区正由单纯的产业园区向配套相对完整的产业新

城方向发展。

1.3.6  规划编制、变更程序评估

2007 年 11 月规划编制单位完成规划成果稿，同年 12 月

西港特区组织规划成果评审，并向西哈努克市政府报备。由

于柬埔寨国内尚未颁布关于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审批和变更

的法律法规，因此西港特区控规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更均

由西港特区根据现场建设实施情况予以明确，没有规划变更

程序和规划公示程序。

1.4  评估结论

1.4.1  规划内容的针对性

西港特区建设实施情况与西港特区控规吻合度较高，园

区用地布局和用地结构基本按照规划要求予以实施，主导

产业与规划相符。按照国内规划标准和习惯做法编制的西

港特区控规内容完整，功能定位符合西港特区特征，发展

策略立足当地，空间布局依山就势，规划方案符合西港特

区开发模式和发展阶段。西港特区控规较好地满足了西港

特区规划编制和建设管理需求，指导了西港特区建设，获

得了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者的首肯。从实施情况看，西港

特区控规内容全面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发挥了很好的建

设指导作用。

图 7  C-04 管理单元用地规划和实施航拍（2017 年）对比图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绘制，右图航拍来自谷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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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规划措施的适用性

西港特区控规的各项规划措施在指导西港特区具体建设

时整体适用，但仍存在一定的不适用情况，并由此产生了相

应的规划变更调整。规划变更调整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设施

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规模的减小，部分设施实施时序相对延

后；地块控制指标发生局部调整；道路等级和红线宽度有所

降低，断面形式发生调整；建筑管理规定（建筑间距、建筑

后退等）有所修正等。作出以上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规划人员对柬埔寨建设标准了解不够准确，从而造

成规划难以落实，如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规划建

设规模偏大、建筑管理规定与西哈努克市现行标准存在不一

致等；二是规划内容措施过于繁琐，从而造成施工难度和资

金投入的增加，如规划道路等级和断面形式过多；三是按照

国内规划标准制定的地块控制指标不适用于西港特区实际建

设。从实施情况看，编制西港特区控规需要加强对柬埔寨国

情的了解，尤其是对西哈努克市现行规划和建设标准的掌握，

以增强规划成果自身的适用性。

1.4.3  规划指标的经济性

体现经济性的规划指标主要包括经营性开发建设用地数

量、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标准、地块控制指标等。对比

规划用地图和实施后现状用地图可以发现，西港特区在建设

过程中，通过增加经营性开发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开发

强度和减少初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多种方式提高园区

土地使用的经济性。具体措施包括简化道路等级和降低红线

宽度（主干道红线宽度由规划的 36 m 调整为 25.5 m，次干

路红线宽度由规划的 18~24 m 统一调整为 19 m，支路红线

宽度由规划的 12~18 m 统一调整为 12 m）、调整地块控制指

标、减少规划绿地和水系的实施，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西港特区地块控制指标调整主要体现在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突

破规划指标，而建筑限高和绿地率较规划指标有所降低。但

与国内产业园区因发展理念、周边条件等多种因素发生变化

从而对地块控制指标进行频繁变更不同，西港特区控规对地

块控制指标调整的原因较为单一，主要以提高土地价值为出

发点，对规划布局和用地性质的调整较少。从实施情况看，

西港特区控规需要提高对园区运营经济性的研究分析，规划

的经济性有待加强。

2  西港特区控规变更调整原因分析

西港特区利用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给予柬埔寨的

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吸引企业入驻并为其提供多项税费如

进出口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的减免优惠；同时在管理

方式上，特区通过引入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海关、商检、商

业部、劳工局、西哈努克省政府代表入驻办公，为企业提供

投资申请、登记注册、报关、商检、核发原产地证明等一站

式行政审批服务。西港特区是我国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建设模式和经验对外输出的重要案

例。结合对西港特区十余年建设和运营历程回顾可以发现，

以中资企业为投资主体、中方管理团队为主导的西港特区，

在按照我国规划体系要求编制控规指导园区建设时，出现了

部分规划措施不适用和规划指标不经济的情况。通过对西港

特区控规的实施评估分析笔者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因在

于境内外国情的差异和产业园区的差异。

2.1  土地所有制和规划管理方式不同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多种行政手

段对产业园区实施“强管理”，尤其在规划层面，规划编制、

审批、实施、变更等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国内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控制指标和约束性的建设引导

来管理产业园区建设实施的重要规划类型。相比之下，境外

产业园区驻在国多为土地私有制国家，园区业主通过购买或

租赁土地获得园区土地开发权。同时驻在国地方政府对园区

实施“弱管理”，管理的层级基本控制在园区建设行为不违

反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不影响周边土地业主合法权益的层

面，对产业园区内部具体的规划建设细节管控较弱，如西港

特区内部道路调整、地块用地性质和控制指标变更等均无需

通过西哈努克市政府审批。

2.2  建设主体和开发建设模式不同
国内产业园区一般由地方政府（或政府背景的园区管

委会）主导，大多采用土地开发费用与财税捆绑的资金大

循环模式，其资金保障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运营风

险较低，在建设实施过程中，注重建设行为的系统性、长

期性和合理性，规划编制强调基础设施的高标准、环境的

高要求、配套的全面性，对前期投入、土地利用的经济性等

考虑不足。境外产业园区主要由企业（民企或国企）而非地

方政府主导 [10]。由于驻在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园区需要在

前期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

容易造成园区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同时这种资金运营模式

盈利能力弱、运营风险高，因此此类建设行为需尤其强调

经济性和实用性。由于西哈努克市原有市政公用设施无法

满足西港特区需求，园区需自建水厂、电厂、污水处理厂、

热电厂、垃圾填埋场和消防站等市政公用设施。在建设过

程中，西港特区实行逐片规划、逐片开发的开发建设模式，

根据实际使用需求确定建设时序，因地制宜建设各项基础设

施，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降低开发成本。经过 12年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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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特区才逐步实现“五通一平”，这与国内产业园区的整

体开发建设模式和建设速度产生强烈对比。同时，缘于“土

地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导向，西港特区在建设过程中通过

增加经营性开发建设用地规模（如工业用地等），缩减非经

营性开发建设用地规模（如公共绿地、河道水网等），减少

建设投入（如简化道路等级、降低道路红线宽度，降低道

路施工难度），强调对土地进行高强度开发，提高土地使用

的经济性，增加土地收益。

2.3  规划编制体系和建设标准不同
柬埔寨是传统农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尚处于工业化

初期阶段，2005 年提出建立经济特区，以此来提升工业发

展水平。由于柬埔寨规划技术体系尚不完善，缺乏与经济特

区规划和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实际管理中，往往出现需

要根据外国投资资本来源国确定规划和建设标准的情况。我

国产业园区发展较为成熟，与之相关的规划体系相对完整，

建设标准也相对较高，为保障西港特区建设，园区选择按照

我国规划体系编制规划。但面对工业化初期、刚刚建立经济

特区的柬埔寨，西港特区控规在指导园区建设过程中存在天

然的不适应和实施困难等情况。以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为

例，我国国内人口众多且相对集中，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标准较高，而柬埔寨人口规模较小且分布较散，按照我国标

准规划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势必导致建设浪费、使用率低的情

况。但同时，也存在我国标准低于柬埔寨标准的情况，如国

内产业园区建设一般经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

式，尽管我国环境保护的要求在逐渐加强，但与《柬埔寨环

境保护及自然管理法》的规定相比较，柬埔寨的环保要求更

为严格，对园区污染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当地民众反对。

3  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应对策略

境内外国情和产业园区差异是造成境外产业园区规划

编制要求不明确、规划措施不适用、规划指标不经济等问

题的主要原因。针对编制要求不明确的问题，规划编制应

强调驻在国与我国规划编制体系和建设标准的融合，满足

双方管理要求，同时根据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实际需求，

确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划内容；针对规划措施的不适用性，

规划编制应强调对驻在国国情（包括土地制度、经济条件、

宗教文化、自然气候和建设标准等）的掌握和对境外产业园

区自身属性（包括园区规模、产业门类、发展阶段等）的

分析研判，提出与驻在国国情和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态势相

吻合的规划措施；针对指标的不经济性，规划编制时应加

强对规划建设行为的经济性考量，提高园区盈利能力，降

低园区运营风险。

3.1  规划标准强调融合性
编制规划时，需分别对规划体系和建设标准健全和不够

健全的境外产业园区驻在国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规划体系

和建设标准健全的国家，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原则上采用驻在

国规划编制体系和建设标准，在驻在国规划体系和建设标准

欠缺的方面，可以借鉴我国国内经验和标准，如我国在大型

产业园区规划和大型工程施工技术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经

验和标准可供驻在国参考。对于规划体系和建设标准不够健

全的国家，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可充分借鉴我国规划体系和建

设标准，同时注重吸纳驻国建设施工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

标准，如柬埔寨颁布的《经济特区法》从规划层面对经济特

区的建设和设施配置等内容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融合驻在

国和我国的规划体系和建设标准，可提高规划的合理性。

3.2  规划内容强调针对性
经过多年实践和优化，我国规划体系中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能较好地指导国内产业园区的具体建设实施，其规划内

容和指标体系相对完整和成熟。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内容包括地块用地性质与界线、地块内

适建建筑类型、地块控制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交通组织、

市政管线、地下空间、城市设计导则、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

规定等，其中地块用地性质、地块控制指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为强制性内容。而对于以产业用地为主的

境外产业园区而言，其功能相对单一，易受产业招商和实施

时序等因素影响，地块用地性质的弹性和兼容性属性较强。

同时，以强调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目的的地块控制指标等

强制性内容，在土地私有和市场运作的背景下可不受强制性

规定要求。因此，在此类地块上简单套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编制要求，往往会出现规划内容缺乏针对性的问题。基

于境外产业园区土地私有制赋予的“强权益”和地方政府的

“弱管理”特征，建议规划内容适当减少对园区内部地块的

控制，增强园区发展的弹性。其次，增加对园区与周边土地

相互影响的关注，慎重处理易引起园区周边土地业主矛盾的

邻避设施的建设运营，如污水排放是否影响城市河道水质、

垃圾填埋焚烧是否影响周边民众、发电设施是否噪音超标等，

规避园区安全风险。另外，境外产业园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园区场地平整、道路桥梁施工、市政设施敷设和工业厂

房建造等，规划内容应强调对其的针对性，充分利用园区内

部管理的自主权，在对园区进行“骨架性管控”（如园区用

地结构、路网体系、市政设施布局和建筑管理规定等）的基

础上，根据不同园区的实际需求确定规划内容和控制指标体

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园区应对未来内外部

发展形势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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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原则强调地方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气候、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宗教等国情差异大，很难有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境

外产业园区规划技术体系。规划编制必须立足于产业园区驻

在国国情，通过多种方式充分了解驻在国法律法规、投资环

境、规划体系、建设标准、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等，以规避

政策和法律法规风险，降低产业园区运营风险，提高规划的

可行性 [11]。以自然气候为例，柬埔寨地处热带，属于热带季

风气候，每年 5—10 月为雨季，雨量大且集中，国内常用的

地下管道收集雨水方法无法满足当地排水需求，现场调研后

发现，盖板明渠排水的方式更适合当地需求。因此，编制境

外产业园区规划时应始终注重规划的在地性，加强对园区发

展态势的研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规划策略和建设重点。

3.4  规划建设强调经济性
境外产业园区“企业主导、商业化运作”的发展模式，

决定了编制规划时必须考虑规划的经济性，重视园区的经济

产出。在用地布局与开发模式、服务配套设施标准与建设时

序、道路等级与线型等方面，应充分考虑园区业主的经济诉

求；对用地开发总量和开发强度等关键性经济技术指标，应

强调市场导向，在满足驻在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

4  结语

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是落实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举措，编制符合园区自身发展需求的规划将有助于推动

境外产业园区健康可持续发展。由于国内外规划体系和建设

标准迥异，形成国际统一的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和建设标准不

太现实。除了加强对境外产业园区区位、规模、主导产业门

类、与城市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外，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

还需重点关注驻在国土地制度、规划管理制度、建设施工标

准等规范标准，针对建设主体发展需求，结合园区发展阶段，

确定符合境外产业园区特点的合理的规划内容和控制指标体

系。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港特区控规的评估研究，以及相应提

出的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编制的应对策略和建议，为“一带一

路”建设贡献力量。

感谢梁印龙、袁新国对本文作出的贡献，感谢审稿专家的

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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