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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经理致辞

万科粉丝和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期万科季

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万科不断推进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为我们的项目和活动带来了许多新的构想与

内容。

本期我们围绕“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话题，分别

与来自UNStudio的Hannes Pfau和Garett Hwang两位

主要建筑师，以及来自Veritas的本地建筑师Lillian Tay展

开对话，旨在探讨如何平衡城市未来发展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

环境保护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栖身在自然环境，以

及在地球上留下多大的足迹。为了回应“地球是我们唯

一的家园”的说法，我们考量如何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

可持续发展努力中来维护这一个价值观。

说到这里，我们要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

程。我希望您喜欢这份季刊，并从中学习一二，同时做

好准备在万科和我们一起经历激动人心的未来。就让我

们像说“你好，马来西亚!”般，大声讲出“你好，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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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ian Tay
VERITAS负责人

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PAM）现任主席

万科季刊与VERITAS负责人、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PAM）现任主席

Lillian Tay交谈，收集她对马来西亚城市快速崛起的城市化浪潮带来的诸多挑

战和看法。她摅诚地分享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以及马来西亚城市未来所面对

的挑战等问题。

尽管她行程满档，但当我们决定深入探讨城市化这一主题时，Lillian Tay仍

热情地帮助奠定了采访基调。她说：“在过去30年，吉隆坡、槟城和新山等马来

西亚半岛西海岸主要城市都出现强烈的城市化进程。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高密度

是大城市的现实与写实，而非对高楼建筑（这并非高密度的指标）日趋累积的负

面情绪，我们应该探讨如何确保大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性。”

马来西亚的大城市经常发生人口迁入的现象，因为它们是创造就业机会的

纽带，而这对国家经济的健康非常重要。与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样，完善的法律框

架、竞争成本、掌握多种语言能力的劳动力和成熟的服务业，都使得马来西亚城

市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跨国公司(MNCs)强而有力的国际竞争者。

作为一个城市，吉隆坡自然经历了这种现象，并成为提供培育创新，以及

打造k型经济的地方。城市化是吉隆坡可能发生更重大事件的讯号，而终有一天

将使它跻身于世界主要城市之列。理所当然，一个城市的蜕变过程中，人口密度

将会出现变化，而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市中心，最终将创造一个临界点来鼓励有

效地使用公共交通，以及实现政府对这些系统的投资。

城市化与可持续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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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吉隆坡和巴生河流域出现了大量旨在缓解

市中心高峰时段拥堵情况的交通导向发展项目，进一步印

证了上述论点。Lilian说：“道路拥堵是一个繁杂的问题，

这不仅需要通过建设新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来解决，还需

要审查和修改现有的规划法规，从而实现一个美好的未

来，即公共交通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城市道路拥堵和互联互

通问题。“我们都意识到要提高公共交通流量，“最后一里

路”连接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只使用吉隆坡铁路系统不足

20%的载能。“因此，她分享了为何需要提高这个数字，以

减少对导致拥堵情况发生的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

另一面来看，TOD需要审慎评估，特别是低密度郊区

住宅区或郊区小城镇中心的城市规划，主要是现有城市规

划和道路基础设施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插入性高密度发

展。在某些情况下，TOD可能会对成熟的住宅区和社区的

宜居性带来影响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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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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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高楼并不等同于高密度，这是人们对市中心发展的普遍误

解。“她继续说道。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是建筑师和规划师在

寻求高效设计时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土地利用方面。

Lilian说：“我们的城镇和城市规划往往倾向创造‘岛屿开发’，这从

本质上对行人并不友好。此外，周边绿化面积的要求，进一步在建筑周

边建成了一个软围栏，使得岛屿效应进一步恶化。这些强制绿化区域要

求，如果全部沿着街道边缘布置，而不是环绕建筑物和车道，将获得更

好地利用，并为行人和自行车骑士创造一个拥有更宽敞、遮荫更好的包

括人行道在内的更舒适公共空间。这样的岛屿规划法规只占大多数城市

用地的50%至60%，从而造成了更高的建筑高度和更高的成本。我们需

要重新思考现有的绿化面积要求，以实现更有意义的城市绿化，并提高

街道的步行性，以及创造更多的公共绿地。最终，景观和绿色空间需要

具备功能性，而不仅仅是装饰。”

另一个与城市内土地公平利用和空间规划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旧有的公

共住房计划情况。有人呼吁重新开发和改造这些廉租

房，这从长远角度来看，更符合长期环境利益，而不

是拆除和重建。Lillian以伦敦和新加坡为例，当地社

区驱动政策将透过改善旧房屋计划，以及维持市中心

可负担房屋等来投资城市重建。

更重要的是，透过复兴和提升城市中较旧的公

共住房，而非破坏和摧毁成熟城市社区，将有助于维

持城市人口的多样性，以及保护社区的特征。

吉隆坡目前正在审查其现行的《吉隆坡2020年城市

规划》，并为未来20年制定一个新的总体规划，称为

《吉隆坡2040年城市规划》（KLCP 2040）。当询及未

来城市规划时，Lilian指出：“我认为现在是吉隆坡评价

早前的计划，以及现有规划需求，以为市民实现发展

成更可持续、合宜和宜居的世界级城市目标的大好时

机。其中一件需要改变的事就是，将马来西亚人对私

家车的依赖转换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以新加坡为例。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城市看到，

他们拥有一个完好的综合方法，好比ERP区能作扶持他

们的捷运系统，而这将激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

Lillian俏皮地说，主要是她在深入研究一个发展计划，

特别是研究中档和可负担房屋的隐性成本后发现，这

些隐性成本往往来自于购买公寓所需购买的一两个停车

位。她强调城市规划者为确保长期城市可持续性和城市

生活，需要重新思考规划需求来找出减少城市道路的车

辆、减少城市停车位，以及提高步行性等部分关键隐忧

的有效解决方案。

基本上，吉隆坡作为一个汇聚点，必须致力维持

城市的绿色目标和生活质量，其中包括重新考虑城市规

划政策。当然，每当提到绿色目标时，人们就会联想到

马来西亚的绿色建筑指数(GBI)。这项成立10年的指

数，涵盖的面积达到吉隆坡城中城的55倍，其中当然包

括标志性的国油双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Lillian

说，在减少消耗和浪费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值

得一提的是，即使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城市鼓励采用

绿色建筑标准或可持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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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及建筑师对吉隆坡作为一个城市演变所做出的贡献时，

Lillian提及到建筑师和规划师等独立专业人士的投入，以及公共

和私人领域工作人士的重要性。我们渴望并准备通过我们累积

的实地工作经验，与我们的议员和政府一道讨论和合作，以解

决当前城市持续紧张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Lillian相信没有一个城市或国家值得我们全盘接受，

但是在城市规划层面，我们应该意识到、迁就和适应本地风俗

习惯、文化和气候，因为马来西亚的环境及风土人情和其他城

市并不一样。Lillian兴奋地说：“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过去许多尝

试和测试的古老智慧来解决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例如透过电

车的使用来解决最后一里路连接性问题。”她以香港中环地区的

电车为例，人们可以无缝换乘至邻近的大众捷运枢纽。这让人

想起曾经在乔治市运行的电车线路，这可能再次成为解决当前

问题的古老智慧例子。

INSIDER ISSUE 02

“通过专业人士、城市规划师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加强合

作，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实现更具凝聚力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进一步提升吉隆坡的公共领域和城市生活质量。随着我们在未

来几十年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我们需要更加坚定于致力解决维

持自然资源和遏制气候变化的紧迫全球议程，以确保地球的福

祉。”Lillian总结道。

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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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未来之城

2019年WCSC演讲人

Caroline Bos

WCSC2019演讲嘉宾

UNStudio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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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城

当我们把“城市”和“未来”两个词放在一起

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飞驰在看不见的轨道上的航

空列车、晶莹剔透的建筑，或许还有一个放大到地平

线的光周期。虽然这也许只是“可能发生”的未来，

但UNStudio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城市规划师Caroline 

Bos的愿景是更加务实和以人为中心的。作为今年

2019年世界可持续城市(WCSC)的演讲者之一，

Caroline分享了她在“深度规划”方面的专业知识，

即是什么让一个城市既具有竞争力又具有可持续性，

以及一个城市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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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计划’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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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开始“深度规划”的介绍之前，我们从她对可持续

城市化的看法着手。她解释：“可持续城市化是多面性的，一方

面是环境的可持续，而这考虑到所有领域能源和材料的使用、循

环、弹性和未来印证。另一方面，它具有社会可持续性、以人为

本、健康，以社区为中心等。”

城市的发展如同一个经受时间考验的故事。城市面临的主

要挑战之一是人口密集，而这是一种自然的人口增长。Caroline

继续说道：“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城市设计采取全

面综合的方法。”

这种综合方法处于改善城市生活设计和技术的交叉点。

“深度规划”技术在过去20年成为UNStudio实践的中心，未来

亦然。这种技术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的竞争规模，并将城市系统

的各个层面加以整合，使它们能够协同工作。

Caroline分享了她在WCSC的演讲，主题恰恰是

“Next:KL 2040”并将通过不同的设计来阐明三个综合原

则。首先是将设计和生产结合在流动项目中，接着整合入

综合发展项目之中，以及解决城市和城市规划的挑战，使

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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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是任何城市最主要的流动部分。当城市规划者必

须预测住在城市里的人未来的使用趋势时，不可预测性就产生

了。Caroline继续说道：“在过去，城市规划往往是自上而下

的，但我们意识到未来的用户必须扮演积极角色，表达出他们

的需求，并致力于长期参与。但它也需要综合专业人士的愿景

和用户的参与。”

来自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以及未来用户将通过对新方法

的真实和深入的探索，制定长期的愿景和战略。“我们坚定地相

信实验，并在实践中学习。“Caroline提及，并引导我们到荷兰

赫尔蒙德Brainport Smart区，这一个引入多层次新模式，并将

在未来全面开放的城市发展项目例子。

正确来说，城市一直都是基于环境的——与它们的时间、

地点和地理位置互相联系，并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条件，在不同

的地点同时创造新的类型学。因此，科技，包括通讯科技是一

种干扰因素，也是未来规划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数据科技在

现代社会日益普及，未来规划需要考虑这一层面。设计不再仅

仅受材料需求的约束，还受到科技和数据带来的复杂性约束。

回顾UNStudio自身的发展和UNSense的建立，Caroline

提到这两个实体有着独立且相互关联的关注点。UNStudio继续

从事建筑和城市设计，则同时为建筑和城市开发提供创新科

技解决方案和干预措施。Carolin谈及UNSense设置背后的关

键差异时表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作为城市设

计师和规划师的人都将成为科技公司。例如，我们的设计过

程已经数字化。现在是时候迈出下一步，将新技术融入我们

的建筑和城市了。

UNSense与其他科技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智能

城市思维者，即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角度进行运作。“我们

的解决方案与设计紧密结合。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智能科技、数

据科技，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纯粹围绕效率目标设

计城市的想法必须摒弃，因为Caroline认为，一座城市应该是

用来体验或生活的。”它将汇聚的“我们”置于城市数字未来的

核心，并为我们的时代和未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目标不仅

仅是实现科技或数据收集，而应该是源自于适应的解决方案对

构建环境人性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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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可持续发展

IJbaan Amsterdam 

 Colussus - crop 

 Copyright Plompmo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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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问题时，Caroline笑

了笑，她对“不能两者兼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然

而，这需要一些打破常规的思维，比如寻找新的移动方

式如超级高铁(Hyperloop)，或者公共交通的城市缆车

系统。这两种移动类型都是非常可持续的。“卡洛琳解释

道。她也为不同的城市设计了这些，其中包括哥德堡和

阿姆斯特丹。

从这个意义上讲，万科利用科技来改进和人性化我

们建筑环境的共同意识，为未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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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Gehl

Jan Gehl于1936年9月17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他的职

业生涯一直致力于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为行人和自行车骑士重新定

位城市设计。这位丹麦建筑师和城市设计顾问是Gehl Architects的

创始合伙人。

Gehl1960年在哥本哈根丹麦皇家美术学院(KADK)建筑学

院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在1960年至1966年从事建筑实践。

他在1966年获得KADK研究基金，以研究公共空间的形式和使

用，并出版了开创性著作《建筑之间的生活》(1971)，以及发

展他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他成为KADK的

城市规划教授和世界各地的访问教授。他2000年与Helle 

Soholt共同创立Gehl Architects，并持续合伙人身份至2011

年，更持续担任高级顾问至今。

03.

WCSC2019演讲嘉宾之一

( 注：Jan Gehl因故未能出席本次WCSC活动，特此说明 )

教授，Dr.Hc.Arch.MMA，FRIBA，Hon FAIA，FRAIC，FPIA，

Gehl Architects创始合伙人

Jan Gehl

建筑师、《人民城市》作家兼2019年WCSC演讲人

INSIDER ISSU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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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Gehl获得了许多

奖项和荣誉，其中包括国际建筑师联盟1993年颁发的

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爵士城市规划和领土开发奖 ;

2009年获英国布莱顿新道公民信托奖和美国纽约市公

民信托奖，2011年获丹麦尤根王子杰出建筑艺术成就

奖和2013年获C.F.汉森奖。

Gehl将他对人类规模重要性的关注归功于“人文

规划的祖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纽约时代广

场是他设计的众多获奖公共空间之一。
“hero”of Russian fed

Key To City Of Sydney

INSIDER ISSU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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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es Pfau

我们成功在Hannes Pfau步上另一架飞机前，赶上与他进行

采访。在我们谈论他的热情、偏好以及万科在吉隆坡的首个

项目时，这位UNStudio Asia合伙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和蔼可

亲。我们还凑巧得知，万科中西部分公司邀请UNStudio参

与的一项国际概念设计比赛，该公司成功赢得比赛。

“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们考虑了吉隆坡塔和Eco 

Rimba森林保护区附近场地的大小和显著性。我们的研究和

分析让我们将环境的重要性置于最高处，并设计出一个可持

续和环保设计的先锋建筑，“Hannes解释说。

Hannes Pfau的驱动力是什么？

UNStudio建筑师和高级顾问Hannes Pfau

在2019 WCSC之采访侧写

UNStudio合伙人兼亚洲总监

04.

INSIDER ISSU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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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挑战、概念和方法

当面临在城市中心地带建造一座混合用途住宅建筑，同

时兼顾植被覆盖，使其城市和中心位置最大化的挑战时，这一

做法将生活质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放在了核心位置。“从我们

的角度来看，自然和城市生活不一定是矛盾的，而是可以互补

的“。 

该实践将生活质量和工作与生活平衡放在核心位置。“从

我们的观点来看，自然和城市生活不一定是矛盾的，也可以

是互补的“。 

自然和建筑环境的交汇成为了这项发展项目的另一特

点，即作为城市的避难所。这种互动为繁华大都市的居民提

供了一个远离城市节奏的喘息之机。在选址方面，该项目是

一个远离城市噪音和速度的家园，是将社区和社交网络延伸

至社区内外的纽带。

考虑到这一点，塔楼类型学通过人性化来创建邻里规模

的社区。这些不同的特质被灌输到不同高塔中不同的单位之

中。万科为发展计划带来的商业识别增值效益，为居民和生

活素质带来了差异。在遵守本地规范进行的设计过程，使之

成为一个良好的设计挑战，从而令体系结构变得更具有吸引

力、功能性和符合本地规范。

在概念方面，指导设计过程四个关键点：

（a）发展大蓝图——由于当地文化和邻近吉隆坡塔作

为伊斯兰月蚀系统瞭望台功能，这转变了主要景观走廊和焦

点，即塔楼的布局与新月周期相似，为未来的居民保留双峰

塔的关键景观和茂密的城市森林。

（b）绿色和可持续生活——嵌入现有的绿肺，将绿色

植物延伸到建筑物中，包括定义绿色平台与雨林绿意相结

合，并通过专用的天然绿色通风区，将绿色区域提升至最高

层露台和空中花园。

（c）标志性设计——根据当地文化和时代的多样性，透过

体量和立面呼应这些影响，例如博物馆和清真寺的遮阳机制，同

时传达作为城市中心当代时尚的讯息。

（d）平衡生活方式需求——鼓励和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促进不同项目和用户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实现自我持续发

展，借此达到整合身体、社会和心理健康需求，建立项目平衡。

慢到快的动态节奏、独特和目的地餐饮的元素都与舒适和豪华相

平衡。

由于项目紧邻自然保护区，绿色设计成为项目的主要驱动

力。自然、可持续发展特征，例如绿色走廊，通过绿色口袋、露

台和建筑之间的建筑立面吸引眼球；多层次的绿化使得整个楼层

和平台上的室外绿色空间能够自然通风，从屋顶公园到底层花

园，而这一切都增加了开发区内生活和购物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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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导风格方面，UNStudio一直在定制自己的设计，而在

吉隆坡，他们专注于不同程序的组合和分发。在功能和可访问性

的结合中，每个单独的部分相互支持，创建一个在商业上、生态

上和社会上都是成功的24/7激活的建筑。Hannes和UNStudio的

主要目标是创造让用户兴奋和愉悦的伟大智能的架构。吉隆坡项

目是经得起未来时间考验的开创性设计，同时在保有根源性和识别度

上也极具开创性。

从时尚到科技、从古老的文明到日常的社会环境，Hannes

列举了他从多个输入点获得的灵感。“没有什么新的设计问题是不

能通过观察其他领域或时间来解决的，即使是从他们的错误中学

习。“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叉授粉产生了顾问和内部人才之间

的思想交流的活力，并在所有办公室进行共享。这是帮助UNStudio

蜕变的基因。

个人风格

Hannes在采访步入尾声时表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思想跳脱

于项目本身的建筑师们。他们将社会与建筑环境联系起来、解决

问题和改善周围的世界。这个行业的英雄们没有陷入死气沉沉和

预算的泥沼，而是将他们的激情和动力投入到创造卓越的建筑

上，专注于更大的愿景和他们的设计对人类的影响。

“我不是说建筑师可以单枪匹马拯救世界，但设计可以是强

大的。它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工作、生活和互动方式。通

过面向未来社会的设计，我们希望咖啡山（Bukit Nanas）项目是

吉隆坡迈向更绿色、更健康建筑的一步。

INSIDER ISSU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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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北京发生特大洪灾后，中国政府于2014年启动了一项名为“海绵城市”的城市发展方

案。该概念使用了多种技术，如屋顶花园、透水道路、雨水花园和绿色区域，以提高吸水性。这些空

间在城市周围的扩散有助于增加雨水的吸收，从而形成了“海绵城市”这个术语。

吸水性的提高意味着地面以上的含水区域减少，表土径流减少，地面自然流水，地面也变得干

净。这种自然的解决方案还减少了对排水系统的依赖，降低了运营成本，并通过更绿色、更健康的城

市空间改善了生物多样性。

什么是“海绵城市”的概念？

吉隆坡海绵城市

INSIDER ISSUE 02

01.
吉隆坡的创建故事源于鹅麦河(Gombak)和巴生河(Klang river)浑浊的汇流，而这表明这座城市

在其充满活力的过去曾经历过周期性水患问题的迹象。这座城市在其充满活力的过去经历过周期性的

水患问题。虽然这座城市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比如用智能隧道来管理雨水或防洪，但我们首先想

知道的是，为什么城市中心会出现水患。

造成水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沥青、混凝土等地表材料吸水能力差，反而导致了排水速度加快。虽

然在正常情况下，高效的排水系统能够重新引导多余的水，但在热带暴雨突然增多的情况下，它们就

会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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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dec/28/chinas-sponge-cities-are-turning-streets-green-to-combat-flooding

https://www.worldfuturecouncil.org/sponge-cities-what-is-it-all-abou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9/jan/23/inside-chinas-leading-sponge-city-wuhans-war-with-water

http://theconversation.com/chinas-sponge-cities-aim-to-re-use-70-of-rainwater-heres-how-83327

在中国，这一倡议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受欢迎，他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每个具有

海绵城市功能的试点区域内嵌入20%的建成区，再利用或吸收70%的雨水径流。在集团

内部，上海虹桥万科中心秉承海绵城市的理念，通过节水、节地和节能来实现可持续发

展，并于2017年12月获得了中国绿色建筑的三星评级。

虽然改造可能略为昂贵，但在权衡海绵城市概念时，实际上利大于弊。由于马来西

亚是热带国家，这一举措可以缓解山洪暴发和暴雨。为了马来西亚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

考虑的建议。

越来越受欢迎

INSIDER ISSU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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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集团有别于其他开发商的一个主要承诺是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重点包括绿色经营、绿色植被

研究、绿色供应链、绿色公益和垃圾分类。在本文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万科集团最新的一些绿色建筑。

绿色运营

绿色运营与万科绿色科技

Green Building Concept

02.

INSIDER ISSUE 02

集团内部的绿色经营理念，包括业务拓展和日常管理的开发和

实施过程。这比仅仅引进诸如低碳发展和绿色建筑标准等可持续概

念更为全面。



P18

这座商场透过“生态智能商圈”的生态技术、数据监

控、人文关怀三环，成功将室内空气质量打造成商场的中心

主题优势。室内空气质量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实时优化、改

善、监测和控制:

有效去除室内的PM2.5粒子、甲醛、臭氧和其他空气污

染物，使室内PM2.5颗粒物浓度降至50微克/立方米以下。

消除超过98%的室内空气细菌传播，以及微生物的交叉

感染。

通过即时更新以及公布空气质素数据来监测室内空气素质。

案例研究：上海七宝万科商城

静电除尘系统

生物酶空气处理器

实时空气质量监测点

万科绿色科技以优化土地利用、经营管理、室内环境、减

排、节约材料，节能和海绵城市在内的七大支柱为中心。虽然每

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绿色建筑标准，但中国绿色建筑标签以一到三

颗星的规模来授予每栋建筑的可持续特征。

上海虹桥万科中心于2017年12月正式营运，并成功取得中

国绿色建筑标签的最高三星认证。该中心位于虹桥中央商业区核

心区域，并透过节水、节地、节能、节材、减排大一点、“海绵城

市”、室内环境改善和运营管理来实现建筑可持续性。

万科绿色科技

研究个案：上海虹桥万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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