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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和谐城市
丹麦的空间规划
净化！
用水问题！

和谐
城市

亮出创意来！
感觉很好！

The Harmonious City

古为今用
出行！
荣誉诚谢

贰零零柒

2007

www.co-evolution.cn/harmonious city

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馆



The Harmonious city

Solutions for the good urban life

和谐城市
优质城市生活方案

在２００９年丹麦联合国环境峰会和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临近

能源、可持续发展交通方案、能源效率、水资源管理，

之际，寻找环保新出路的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

还有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观察，本次展
览完成了一次探索，而我们探索的目标，就是通往可持

和谐城市的理念完全符合２０１０年世博会的主题——“城

续发展未来的现实方案。此外，本次展览还包括四个由

市，让生活更美好”——由它所倡导的方式，更加美好

同济大学学生提出的项目。这些学生对如何将丹麦的可

的城市和更加美好的生活都将成为现实。

持续发展城市福利理念应用在上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

展览策划：ＵｉＤ，同济大学潘海啸教授
项目执行：Ｋｅｎｔ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ｓｅｎ， ＤＡＣ ｜ 丹麦建筑中心
赞助机构：Ｒｅａｌｄａｎｉａ

究，并制定了计划。

主办机构：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ＤＡＣ ｜ 丹麦建筑中心

城市发展模式的使命。我们真心希望能为这种发展提供

鼓励人们骑乘自行车，限制肥料的使用以保障饮用水的

协办机构：丹麦产业联盟及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同济大学

支援。为此，我们将送上丹麦人民的学识，并提供整体

洁净，改善家居及办公场所的内部环境——这些只是和

分析的服务，以确保发展对人与环境的兼顾。此外，我

谐城市所展示的众多可能方案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方案

合作伙伴：丹麦环境部，丹麦交通研究院，哥本哈根市，

们还希望能推动在丹中两国的企业、政府、各类组织之

将帮助我们创建新型城市，在那里，幸福对所有人都将

欧登塞市，ＡＰＶ，ＢｉｏＫｕｂｅ，丹麦建筑遗产组织，ＣＩＯＳ，

间建立合作关系。

成为可能。

Ｄａｎｆｏｓｓ，ＤＨＩ，Ｇｒｏｎｔｍｉｊ ｜ Ｃａｒｌ Ｂｒｏ， 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 Ｒｏｘｕｌ ／

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中国东道主肩负起了坚持可持续

在和谐城市理念中，我们看到了丹麦自身的一些理念的

Ｒｏｃｋｗｏｏｌ， Ｖｅｌｕｘ， Ｖｅｓｔａｓ， 以及同济大学

实例，那是我们为创造更好的国民生活条件而逐步发展

丹麦建筑中心执行总裁，Ｋｅｎｔ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ｓｅｎ

出来的福利法案、知识及创意科技。创意产业、可再生

Ｒｅａｄａｎｉａ 执行总裁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Ｂｏｒｒｅｓｋｏｖ





Spatial Planning in Denmark

丹麦

重要交通干道
城市

丹麦
的
空间
规划
－丹麦环境部，

Peder Baltzer Nielsen，2007





规划法案

八个星期的时间提出异议、评论、建议或抗议。然后，

地区空间发展规划

对大哥本哈根地带的规划

伴随着２００７年的地方政府结构改革，一种新型的规划模式

丹麦共有两大都市区和一系列较偏远的小型城镇。在丹麦

出现了。在新地区当局正着手制订的地区空间发展规划方

的总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是分布在大哥本哈根

案中，我们将看到当局在地区发展问题上的战略蓝图。地

地带的；该地带的构成包括：一个密集型的住宅和劳务市

再由规划当局决定是否发布更多讨论材料，是否安排公
在丹麦，我们拥有一套简单而清晰的空间规划体系，在

民会议、建立工作组、创建电子公民小组等等。

其中，各项任务都得到了明确细致的划分。各市政当局
将从各市角度出发，从地方层面着手制订全面的土地使

否决、对话及合作

用法规，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指导方针，合法地加以约

区空间发展规划是一项集体工程，要求各地的市政当局、

场、众多公共的区域性半自然地带，以及跨越各市区边界

束。各地区当局则负责制订其辖区内的空间发展战略计

在丹麦，在遇到市级规划提案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

商业组织、地区当局，以及其他参与者协同合作。

的绿色空间。针对大哥本哈根地带，丹麦建立了特别的规

划。而环境部的职能，则是通过全国的整体规划手段维

况时，环境部长必须代表政府对该提案予以否决。地区

市级规划

划制度。

护国家利益。

当局也可否决与该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相冲突的市级规划

通过规划法规，我们确保了在土地利用问题上的各种社

提案。同样，各市行政当局也可对邻市的规划提案提出

市级规划是对该市在发展问题上的总体行政目标的总结和

会利益都能在总的规划中得到综合的反映，同时也保护

抗议，前提是那项提案对本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落实。市政当局将针对市、镇、乡村的发展问题建立一套

了国家的自然和环境。由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改善

建立这种机制的目的，是为了以对话与协作为途径，在

政策。在各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工作中，市级规划起到了重

人类生活条件、保护野生动植物等领域内得到了保障。

地方、地区、国家三者的利益间实现平衡。

要的纽带作用，在国家规划和地方规划中的各种规定之
间、以及国家规划和农村地区的特色管理模式之间建立了

职能细分

联系。关于规划方针的规章制度则从策略层面对市级规

国家规划报告
丹麦的９８个市级行政机构对城镇及乡村的规划工作负有

划进行了加强，并扩大了地方社区在市级规划中的行政利
益。

极大责任。在丹麦，地方选举期为四年，而每一任政府

在每次议会换届选举（通常是每四年一次）之后，环境

都会在任期的前两年内通过一套关于市级规划的行政方

部长都会提交一份国家规划报告。这份报告将被落实到

略，指明将对原市级规划方案的哪些方面进行修改。最

各地区和各市的空间发展规划方案中。最近的一份报告

后通过的市级规划方案将由地方规划方案的预定框架及

包含了对当前规划主题的展望和设想，其中包括一些涉

实施细则组成，其中也包括基于其他法律法规的框架和

及市级部门及私营部门的工程项目。这份报告在紧随其

地方规划是丹麦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石，是对市级规划的行

细则。

后的一项立法计划中得到了支持。

政策略及行政目标的落实。市级规划总是对该市的发展作

地方规划

全面的考虑，涉及住宅规划、工作区规划、交通规划、自
如有需要，当局将定期提出地方规划方案。各市政当局

国家规划指令

必须首先通过一套地方规划方案，然后才能开始着手进
行主要的开发项目。

然和环境保护规划等方方面面；而地方规划则明确地指出
所在地的发展方略、开发步骤。地方规划正是对土地所有

环境部长有权建立相关规章制度，约束规划的内容。通过

者的合法制约手段。

这种途径，政府可以为特定的项目提供支持，促进特定方

公众参与

向上的发展。国家规划指令有指示剂作用，可以标明那些

农村管理

社会意义重大的活动，从而超越市级规划和地方规划，在
公众一直是规划法案的考虑对象之一。我们的规划法案

更高的层面发挥效用。关于国家规划指令，可举出的实例

根据规划法案，丹麦被划分为城区、避暑别墅区及农村地

尽可能地减少了对公众在市级、地区、国家等层面上参

包括：在沿海地带划出新的避暑别墅区，划定天然气管道

区——在农村地区，我们建立了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发

与规划过程的限制。在市级规划之前，政府首先会通过

线路和输电线路，确定建设国家风力涡轮机试验站的地

展。正是以这些规章制度为基础，我们才可能通过防止无

一个地区空间发展规划、一个国家规划指令或国家规划

点。

计划占地和无计划开发，实现对农村地区的保护。在农村

报告，另外，还必须有一份提案和一份基于此提案的报

地区，农业和林业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分区制，

告被公开发表。接下来，土地的所有者、邻近居民、各

我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既保护

非政府组织、公共权力机构以及其他各方人士将有至少

了休闲用地和高价值的地皮，也保障了农业产出。





２００７手指计划

在城市核心区（也即手掌地区），城市的发展和再生将被限
定在现有的城区中，同时，这项工作也将考虑到对公共交通

所谓“手指”，乃是由市郊铁路网络和放射状的公路网络划

服务的改进。

出的区域。自１９４７年通过的第一个“手指计划”以来，我
们就一直致力于限制城市的发展，使之集中在几个手指地带

丹麦环境部
在城市外围区（也即手指城市中），我们在发展城市、创建

谈。会议还讨论了未来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结束
组织类型：政府部门

之后，各国将如何继续开展合作以控制人为气候变化的问题。紧接在格

雇员人数：环境部下设三个局，一个企业管理中心，一个独立研究院，

陵兰峰会之后，一次类似的会议于2006年6月在南非举行；到

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交通服务的改善等方面的工作。

以及七个独立环境中心。另有两个独立的上诉委员会挂靠在该部门之

的夏天，瑞典将主持下一次会议。

通过一条关于“２００７手指计划”的国家规划指令，城市和

至于那些楔形绿地，无论是处在城市手指之间的，还是

下。环境部总计雇用了超过2500名员工。

乡村的区域划分将被清晰地确定下来，最良好的公共交通条

横跨几根手指的，都不会被改造为城市区，也不会被开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环境部主管环境保护及规划领域内的管理与研

件也将随之而来；另外，这条指令更会成为大哥本哈根地带

发作为城市休闲设施。

究工作。

新城市功能的同时，也将考虑包括现有的基础设施、计划中

当中，努力保持手指间的楔形地带不被开发。

网址：http://www.mim.dk/eng/

丹麦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套积极进取的环境政策，让下一代能够享

的３４个市开展未来城市发展规划工作的基础之一。由此，
哥本哈根作为一个绿色首都的形象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007年

受到和今天一样的生活方式与乡村风光。

在大哥本哈根地带的其他区域，城市发展将主要集中在
本地，要么是对市中心及其周边的进一步开发，要么就
是对市中心以外的城市社区的完善。

丹麦政府已经决定拨款1.5亿人民币，提供给一个旨在提高生态效率技
术的行动计划，作为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这个行动计划正是丹麦政
府在2006年5月公布的一份关于环保技术的报告之后所做出的进一步工
作。

靠近车站的环保型场所

2005年秋，丹麦政府启动了一项以个人环保责任为主题的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个体公民参与改

在２００７手指计划中，我们还增加了一项新的措施：我
们将对一些场所的选址进行限制，要求这些场所更加靠
近车站，以实现环保的选址。逐渐地，建筑面积超过

善环境的各种方式。
这场“绿色责任——让事情变得不一样”的活动中，环境部长集中关注
的焦点，就是个人肩负的环境责任。这次活动的重点是清楚地告诉人
们：即便只是个人选择上的一点小小的改变，也可以为绿色未来贡献一
份力量。

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大型办公场所都将迁移到离最近的车站步
行不超过６００米的区域内。有调查显示，将选址限制在车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站附近的办法将促使许多人放弃轿车，选择城市交通工

丹麦环境部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负责各类自然规划工作，其中也包括

具。减少对轿车的使用，进而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与空间规划法案相关的各项工作——这项法案的要旨，就是确保丹麦城

量，达到减轻环保负担的目的——这就是实施这套新措

镇及乡村的生活质量。在丹麦，大约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
农田面积则占了丹麦国土总面积的大约65%份额。

施的初衷。
丹麦环境保护局气候变化组的职能，是遵照欧盟及联合国气候公约，负
责协调并落实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协商，履行关于气候问题的报告义
务。环境保护局还负责对各种国家手段的协调，以落实丹麦对气候问题
的承诺，比如说，实现丹麦根据《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承诺，执行
弹性机制等等。
气候的变化要求我们做出大量努力，以提升技术，限制温室气体的排
放。正因为如此，在丹麦政府于2006年5月提交的关于提高环境效率技
5 KM

术的报告中，“气候和能源技术”成为了九大提案中的一项。丹麦政府
即将实施一个主要的推动项目，为在能源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地区提供
支持。

四区划分
规划法案把大哥本哈根地带划分成为四个地理区域，相应地
制订不同的规划方案。



项目范例：
2005年8月，环境部长Connie Hedegaard 先生在格陵兰岛主持了一
次面向世界各国环境部长的非正式会议。全世界25个国家的环境部长聚
集一堂，就如何在未来促进国际对话的问题进行了为期3天的非正式会



净化

Clean Up

近几十年来，丹麦已经成为探索可再生能源的环保先行
者，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
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公共津贴和一系列
民间基层活动。
在今天，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能源在丹麦能源消耗总量
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２０％左右。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的
应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保证能源供应，并加强对环境污
染的管理。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生物能、太阳能等。这
些能源并不会增加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含量。
在丹麦，生物能（包括废弃物产生的能源）是最重要的一
种可再生能源；而在风能利用领域，丹麦也走在了世界前
列。因为有北海中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丹麦成为了
一个能源净出口国。

10

11

历史介绍
在环保政策的发展历史上，所谓的现代时期大概可上溯到
上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环保组织从一开始就非常活跃，它
们积极地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并努力增强人们的环
保意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设立了环保机构，还建立起相当
强势的“命令与控制”政策，以工业污染为针对目标。这
一整套政策，再加上七十年代爆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节省
能源成为了政治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节省能
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环保，而是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并
热设备以及各种供家庭、企业和机构使用的较小型供热装

保护经济。

置中；作为一种热能来源，生物能源的重要性将不断得到
提升。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命令与控制”式环保政策的不足
逐渐暴露出来，因为这套政策还是相对表面化。与此同

在丹麦，以生物能源发热或发电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津

时，在能源政策的目标制定工作中，环保因素的影响力则

贴。

越来越明显。

太阳能

随着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报告的发表，在１９８７年后，关于环保问题的
新共识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广泛的接受。人们从全球层面

太阳能也可用来产生热能或电能。

对环保问题加以强调，同时也把注意力对准了地方行为的
各种责任及可能性。世界各富裕地区在能源消耗问题上遭

丹麦国内共有约４０，０００个太阳能系统。许多年来，我们

到了质疑。然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却并未被作为一

一直为太阳能系统提供补助津贴，不过，这种津贴已在

个问题得到强调，反倒是被当作了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

２００２年被取消。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太阳能系统就坐落在
丹麦的马斯塔尔，其面积达到了１９，０００平方米。

风能

生物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

从历史角度看来，木材形式的生物能源乃是人类最早的

间，风力涡轮发电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今天，由风

能源，它为人类提供了照明、供暖、烹调所需的能量。

力涡轮机发出的电力已经在国民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

时至今日，生物能仍旧是一种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生物

用，其份额占到了总能耗的２．９％，是可再生能源总量的

能源大多以草秆、木材、可再生生物废料的形式存在，

１８％。

它们在可再生能源消耗总量中占到了约７０％的份额。

当今世界，有超过半数的新建风车是由丹麦生产的。

可以预料的是，对生物能的应用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发

尽管这份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含义相当不清，但它们确实是
在许多国家掀起了行动的浪潮，尤其是在随之而来的《洛
杉矶２１条协定》之后，新的参与者、新的手段以及新的协
作方式终于诞生。这些新生力量和相对自发的原则一道，
构成了后来许多环保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丹麦能源部，ＢＹＧ ＤＴＵ和 ＳＢＩ

展，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了在联合发生设备中使用草秆和
在丹麦，通过风力涡轮机发电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津贴。

木屑的协定。与此同时，生物能源还将被应用在地区供

Ｖ９０－１．８ ＭＷ ＆ ２．０ ＭＷ – 经验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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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塔斯中国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员工人数：超过13,000人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Vestas是世界领先的高科技风力系统制造商。Vestas的核心业务，是研
发、制造、市场营销，以及维护风力发电系统。
蓝图：风能，石油及天然气
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也是最值得信赖的风力发电系统供应商，Vestas将
和风能一道，成为可与石油和天然气并驾齐驱的能源。
使命：在Vestas，失败从来不是一种可能
Vestas的核心价值，就是可靠、审慎、执行力和发展力。这些价值也构成
了Vestas的经营姿态和企业文化的基石。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Vestas从1979年开始制造风力涡轮机，从那时起，Vestas就一直是动力工
业内的一个活跃分子。在1987年，Vestas开始专注于风能工业，并从拥有约
60名员工的行业先锋发展为拥有超过13,000名员工（2007年3月数据）的市
场主导型国际高科技公司。
在Vestas，我们同时拓展国际业务、深化本地项目，让二方面工作之间形
成相互促进关系。多年来，Vestas已经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销售和服
务网络。由此，我们与涡轮机客户的关系从不在交付货物后终止；恰恰相
反，在涡轮机的最终交付之后，我们与客户的紧密合作关系才真正开始，
并将持续至少二十年时间。简而言之，不论Vestas的涡轮机被安装在世界
哪个地区，Vestas都在持续地关注着这些机器。所以说，Vestas始终是一
个真诚可靠的合作伙伴。

项目范例：
2007年二月，Vestas在中国开办了一家飞机引擎舱装配工厂。这座新的工
厂坐落在北京以东130公里的天津。在这家新工厂投入运营之前，我们在丹
麦的Viborg对所有即将担任经理、销售、后勤专家、工程师等职位的中国
员工进行了的特别培训。接着，这些中国员工把他们获得的新知识带回了
中国，并成为了生产团队的中流砥柱。这套针对中国员工的培训课程，也
正是Vestas所采取的技术转让手段的延续，并且完全体现了公司的“以人
为本”的原则。
网址: www.vestas.com
www.vest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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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Water

用水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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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要喝的！
纯净的饮用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全世界的饮用水资源
中，只有不到１％的部分是可以直接供人饮用的。
正因为饮用水是一种有限而稀缺的资源，对它的循环利用
就更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不论是来自家庭单元、工业设
施，还是整个城市的污水，都应首先接受适当的处理，然

在丹麦，大约有９９％的饮用水供应以地下水为来源，因

后才能排回到湖泊和河流中去。

此，保护地下水资源，使其免受污染，乃是关系到丹麦国
民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问题。

通过自然途径——比如说，只使用天然细菌及微生物——
进行水的净化工作，很可能就是最环保的解决办法了，而

雨水或来自各湖泊河流的水在渗入地下的时候，必须是完

且这通常也是成本最低廉的办法。

全洁净的。除了处理污水，我们的法规还发挥着另一些强
制作用，以限制农业区对化学肥料的使用，并防止人们沿
河流耕种。在没有公共下水道的乡村，政府会通过强制措
施迫使当地进行水净化工作。
对于直接从水龙头得到的洁净饮用水——香甜、洁净、无
味的水——丹麦国内的每个国民都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就，这完全要归功于我们
付出的巨大努力。

降雨
自来水厂
蒸发

淤泥
海洋

饮用水

渗透

污水处理厂
（生态净水系统）

灌溉

湖／河流

生活污水
洁净的水
渗透

地下水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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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深入的净化程序

（４）清理铵／氨氮污染物

4
3
项目范例：

2

（６）去除磷
目前，我们正为现代集团的新科威特石油基地提供服务。通过一个“非爆
炸性”BioKube系统，我们对他们产生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此外，我们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２，３）清理有机污染物

6

还为科威特的石油工业提供可移动污水处理设备。

员工人数：20
在亚洲，我们与马来西亚的Watercare Vision SDN BHD建立了合作关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系。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为人们提供始终满足地方水质要求的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净水方案，并由此为建设更好的环境做出贡献，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水

在欧洲，我们为波兰、罗马尼亚、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挪威、英

资源的反复使用。

国、爱尔兰等许多国家提供服务。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另外，在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企业与项目已经同我们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专注于生物污水处理领域。

www.BioKube.com

我们的核心产品有：

1
（１）清理硫化氢污染物

5

（５）去除污泥

· 供处理1-7个家庭产生的普通污水的BioKube 5-30 PE。
· 供小型村落等使用的BioKube 模块系统，50-400PE。
· 供酒店、旅游胜地等使用的BioKube 组件系统。BioKube组件每日处理
25-150立方米污水。
·

供处理工业污水用的BioKube系统——处理量达到每日800立方米污

水。
· 可移动集装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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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水是要热的！

工厂

水也有供热的用途。我们拥有一种高效而环保的供热方
式，即地区供热。
电能

废弃物

住宅

地区供热系统的核心是一个发电站。在丹麦，有超过
８０％的地区热能是和电力同时产生的，使用的是一套同时
生产热能与电能的联合发生设备（简称ＣＨＰ）。
ＣＨＰ使用的燃料包括各种废弃物、生物能源、天然气、煤

热水回收

炭及石油等。和传统电力发生设备相比，这套设备非常高
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又极低。
由ＣＨＰ设备产生的热能，会经一个由绝热材料建造的供热

地区供冷
（冷却剂）

网络分送给消费者。地区供热系统由接入和输出两种线路
组成，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管道线路会被铺设在地下。该
系统还附有储热设施，可将已经产生却暂不需要的热能储
备起来，等热耗高峰时期到来，这些热能即可被用来满足

地区供热
（热水／蒸汽）

人们的需要。
供冷厂

冷水回收

水是分流热能的常用媒介。
在消费者层面而言，供热网络和住宅内的中央暖气系统及
饮用水供应网络都有连接——这种连接由热交换机（或称
变热机）实现，值得注意的是，用在地区供热系统中的水
和饮用水系统及中央暖气系统中的水是完全隔离开的（经
由封闭的水循环系统实现）。
生物能

焚化车间
供热发电综合厂
天然气
煤炭
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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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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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V中国
组织类型：APV是一个股份公司，隶属Invensys集团，以“Invensys
plc”之名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员工人数
APV中国：约350人
APV全球员工总数：

约7500人

Invensys集团雇员总数：约100,000人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这是我们的价值宣言，它强调的是我们的专长——
我们倾听，我们设计，我们制造，我们交付
在APV，为符合客户要求的规范，达到他们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将最先进
的工程创新技术投入了应用。我们坚持的信念就是：倾听客户的意见，灵活
地适应需要，提供最高水平的安全性。
APV的基础就建立在下列四项价值之上：
倾听——我们倾听客户的意见，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总是投入时间去了解
客户的行业，了解推动他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关注并不仅止于客户日常的
生产问题，还包括他们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
设计——然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的员工将根据具体情
况、顺应市场变化的需要来设计客户解决方案。我们客户都知道，他们可以
信赖APV，也可以信赖APV的创新技术。
制造——我们开发高品质、客户化的项目、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我们拥有遍
布世界各地的工程专家，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提供一对一的解决，这将使我
们的方案多年保持极高品质。
交付——我们的交付服务开展于项目开始之前、进行之中，而且还将持续到
长远的未来，为的是保障客户100%的满意。在我们的技术和人才背后，有
强大高效的流程、体系以及其他各种资源为之提供支持，这确保了我们始终
能兑现我们承诺的服务。

项目范例：
在中国，APV公司已经是数个直接由丹麦开发的地区供热项目的供应商。最
近的项目包括石河子、西安、遵化、天津、青岛、侯马、哈尔滨等地的地区
供热系统。我们的运送服务非常完备，从1.4MW到19.6MW的各种预装型地
区供热单元，我们都负责交付；从启动、实地调试到最后验收的各个环节，
我们都提供周到的服务。在中国，APV拥有自己的销售、生产以及服务部
门，确保您得到高水平的本地维护支持。
网址: www.apv.com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APV公司为地区供热工程提供高性价比、高适应性的热交换机方案。我们
的服务涵盖极广范围，而又总是独一无二。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整个热传递
领域，大到供电站或地区供热系统上的大型单元和系统，小到单个家庭用的
热水器，都在其中——而且我们总是提供市场上最小巧的机型。我们拥有丰
富的长期工程经验，系统的专业知识，高超的测算能力，先进的服务理念，
是您的足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Ｃｏｍｐａｋｖａ ＶＸ－３２ 单元

24

25

尽职调查：泰国ＣＤＭ Ｋｈｏｒａｔ废物发电厂

Ｇｒｏｎｔｍｉｊ的工作包括现场调查，检查相关文件，并同有
关股东交换意见。

客户：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
合同期限：２００５年

检查工作的目的，是评定温室气体减排额的可能数值及

相关事项：能量生产、环境保护及污水处理技术

该项目的相关技术风险。检查对象包括污水、ＡＢＲ技术
设计及预定发电机性能等方面的技术数据。此外，考察

目前，作为世界银行组织成员之一的ＩＦＣ正就根据清洁

该项目是否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及管理能力，能否确保

发展机制（ＣＤＭ）的框架向泰国Ｋｈｏｒａｔ废物发电工程购

完成发电机的安装和操作工作并实现预定的监管计划，

买“核证减排额”（ＣＥＲ）一事的可行性进行调查。该项

这些也是检查工作的份内之事。

目的目的，是利用一套厌氧折流板反应器（ＡＢＲ），处理
由木薯加工设备产生的污水，同时产生沼气并加以利用。

在决定是否购买二氧化碳替代物的问题上 ，这份报告也
将是ＩＦＣ的参考来源之一。

Ｇｒｏｎｔｍｉｊ接受委托，从中立角度出发，评估为该项目减少
气体排放并降低风险的潜在可能性。

Grontmij | Carl Bro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在现有情况下，污水直接被灌入池塘，在这种低氧环境

员工人数：1100

中，沼气会大量生成并进入大气。本项目将通过下述手段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减少沼气的排放量：

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创造价值。 因此，我们的思考总是着眼全局，从更
宏观的角度考量我们的业务。

· 搜集由污水产生的沼气，并将之转化为二氧化碳。
· 用沼气取代易燃性燃料油
· 利用沼气发电

我们的追求，是成为您的明智选择。
· 我们热衷于创造价值——不论是为客户、同行、社会，还是我们的股
东。
· 我们坚持发展——不论是在股权资本和知识资本上，还是在品牌形象
上。
· 我们提供机会——为所有那些有勇气挑战自我的人们。
· 我们认真负责——不论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还是在我们的道德、环
保、社会实践中。
· 我们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团体——我们拥抱变化，跨越界线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Grontmij | Carl Bro是欧洲最大咨询公司之一的Grontmij集团的一个分公
司。我们在建筑、建设、水资源、环境、能源、工业及航海等诸多领域内
开展咨询业务。
从建筑的规划与布局设计，到设备管理与招标——在工程的每一环节，我们
都可提供咨询意见。我们的咨询意见将兼顾建筑工程学上的要求和降低工程
环境影响的需要，并同时考虑现代人对智能型居家及工作环境的需求。在此
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建筑的持久性与适用性，不论是在资金、运营，
还是维护方面，它都将达到所有者的预期。
在水资源及供应技术，污水处理，污水规划，能量的生产、分配、消费，信
息技术，污染研究，环保及社会影响力评估，技术尽职调查等领域的所有重
要问题上，我们都可提供咨询服务。
网址: www.grontmij-carlb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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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动调节阀

Danfoss
2.压差控制器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员工人数：超过21，000人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丹佛斯要在其核心业务中力争成为全球之冠。作为一个极富声誉的公司，
我们要以提高全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满足用户的
需求，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 我们的业务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 我们的产品安全可靠
· 技术精益求精
· 全球文化，地域表达

3.热表

· 对环境和社会富有责任感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丹佛斯业务范围包括供热与水控制、制冷与空调、工业传动与变频设备、
工业自动化，太阳能等。在供热领域，丹佛斯为区域供热和自动控制，住
宅和楼宇舒适控制、建筑节能提供广泛的设备和解决方案。在制冷领域丹
佛斯为全球制冷与空调用户提供压缩机和各种自动控制解决方案。丹佛斯
还是全球专业传动设备供应商的领导。

4.ECL舒适控制器

联系方式：
丹佛斯(上海)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网址：www.danfoss.com
www.danfoss.com.cn

5.散热器恒温阀

6.M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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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作为丹麦能源政策基石的地区供热系统已经成功地为
６０％的供热区提供了热能，而且这个百分比仍在持续增长
中。在地区供热系统产生的热能中，主要的部分是在以煤
炭、天然气、垃圾、生物能源为燃料的ＣＨＰ设备中产生的。

地区供热系统
District Heating

地区供热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
因在于：这个系统是丹麦能源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保
证了下列目标的实现：
· 最低成本的全国性解决方案
· 保证全国范围的供应
· 高能效
· 低水平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气体排放量
· 低水平的本地污染
· 提供相应的供暖便利
有一点很值得重视：要实现能源政策提出的目标，唯一的
途径就是在大部分人口密集城市内实现高覆盖率的地区供
热系统。

来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对于地区供热系统，中央政府通过广泛的措施给予了强力
的支持，包括：
· 最低成本的全国性能源计划
· 大力执行相关法规，强制所有建筑设施的所有者使用或
继续使用地区供热系统
· 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电力供热系统
· 对矿物燃料供热系统征收高额税收
在上述措施中，既有法律法规的强势控制，也有对市场作
用的适度利用，两者的优点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意义非常
重要；不过，单有这些措施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其他

其他

电力

电力

天然气

天然气

集中供暖

42%
石油

30

集中供暖

60%

石油

1988

住宅供暖系统种类

数据：StatbankDenmark 2004

2003

31

Planning
来自各市的大力支持

计划

地区供热系统还可对工业热能及垃圾焚化产生的热能加
以利用。

在国家能源政策的执行环节中，各市政当局的角色是至关

环保能源

重要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市来说，如何建立发展一套良
好的本地地区供热系统，并为该地区的广大居民谋取福

相较于独立的石油锅炉，地区供热系统的能源消耗率降

利，这从来就是它们自然而然地会关注到的焦点。

低了一半。如果所有的热能都由独立石油锅炉提供，则
二氧化碳排放量必将翻倍。

地区供热网络被认为是城市基础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
分，经由这个网络，该地区内所有拥有足够表面放热率（
也即人口密度）的建筑都将得到热能供应。同样，热能规

在地区供热系统提供的热能中，有４０％的部分是无二氧

划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内的发达地区

化碳排放的。实现这点，部分地要归功于对生物燃料的

将得到地区热能供应以及供水、下水道等其它多种服务。

使用。在该系统中，热能的产生是在地区供热设备中完

对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则直接供应天然气；不过，随着

成，整个过程受到多种控制条件的限制；相较于使用生

城市表面放热率的持续增长，那些在现阶段还只有天然气

物燃料的独立锅炉，这种方式排放出的危险化合物已经

制定供水法规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下水质的恶化，

供应的建筑，也都会在将来转向地区供热系统——这只是

减少了许多。

要想实现这点，计划手段将是重中之重。

地区供热系统替代独立供热单位还将有助于社区环境的

我们在丹麦的每个省内都划定了一些享有特殊饮用水权限的

改善，因为在新系统中，热能的产生过程是在多种控制

区域，这类区域的总面积覆盖了丹麦全部国土的３５％。剩下

在所有的地下水储备区中，规模最大、水质最好的那些已

条件的限制下完成的，其产生设备也装配有所有必需的

的地区则被指定为重要取水区或拥有受限取水权的地区。

经被划定为饮用水保护区。在这些地区内，我们采取了一

计划手段

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经济性：

污染控制装置。

地区供热系统使那些原本会被浪费的能源得到了利用，从
而给丹麦带来了多种经济效益及其他收益。地区供热系统
使用多种类型的燃料，并且在同一个网络中实现了对多种
燃料的兼收并用。

50000

系列特殊措施，以清除污染并培育树木；商业活动的开展

生物燃料和浪费热量的利用
包括生物能源和工厂的浪费热量等等
数据：StatbankDenmark 2004

45000

40000

木球

35000

石油

天然气

丹麦国内的饮用水全部取自范围有限的纯净地下水储备

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不得构成对地下水资源的威胁。这

区。这些重要的水源有时也会被肥料中的硝酸盐污染。因

类饮用水保护区的面积已达到丹麦国土总面积的３５％。

此，我们在制定各项农田用肥法规时，也都会考虑到对地

生物能
30000

下水资源的保护问题。

工业余热
25000

燃料大多产自丹麦国内，无需进口，这有助于保证供应，

单位：千焦耳

20000

废弃分化植物

15000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也有利于国家及地方的经济发展。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CHP
73%

在地区热能供应方面，丹麦走在了世界前列。丹麦的地区
2003 - 2004

供热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出口技术，从这一点上看，它也为

集中供暖能源分配

水量的多寡。
在过去，人们曾错误地以为各种杀虫剂的有害成分会在到
达地下水层之前消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的年度水

因为水价的上涨和环保意识的增强，在１９９２到２００２年间，

质检测已经在地下水中发现了杀虫剂成分的存在。丹麦的

丹麦的人均生活用水量有显著下降，从１７２升减少到了

饮用水标准是：饮用水必须来自未经净化处理的纯净地下

１２６升。不仅如此，我们还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产生

水。根据这种标准，地下水中基本不允许有杀虫剂成分存

每十亿元人民币ＧＤＰ（以固定汇率计算）所消耗的水量已

在，也只有可迅速降解的杀虫剂才可获准使用。然而，即

经减少了一半。

数据：StatbankDenmark 2004

丹麦的经济贡献良多。

简单而便捷
效益：

便是那些获得使用许可的杀虫剂，也可能经由土壤中的裂
地区供热系统是世界上最便捷的供热方式。在日常生活

缝而过快地进入地下水，从而导致污染。我们的目标是将

在丹麦的地区供热总量中，有大约７５％的部分是由联合

中，消费者极少注意到他们的暖气散热器和自来水是如

杀虫剂的使用减少到最低水平。在皇冠森林，我们已经在

热能设备提供的；这种设备同时产生热能和电能。

何被加热的。

２００３年全面停止了杀虫剂的使用；许多地方职权机构也已

这种设计使得燃料的利用率超过了９０％，相较而言，若

不再在公园和路边使用杀虫剂。

仅仅产生电能，则燃料利用率将只有区区４０％。

地区供热系统不产生任何气味，而且只需占用杂物间里

能量利用率的提高既造福社会，也有益环境。除此之外，

的一点小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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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的消费量连年变化，每年的数值大小取决于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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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法规

监管机构：
机构

在处理地下水污染问题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及肩负的责任

丹麦环境保护局

ＤＥＰＡ主管各类水资源相关计划法规的立法工作，同时为地区及地方政府提供相关工

（ＤＥＰＡ）

作指导，并为该领域内的研发工作给予支持。ＤＥＰＡ正是推动饮用水健康质量标准持
续向前发展的职权机构；此外，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得到了来自卫生部和食品、农
业及渔业部的协同支持。

法律法规

丹麦地质勘测局
丹麦技术大学

研究地下水及地下水污染现象，开发水资源计划工具及计划办法——这类工作的绝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丹麦地质勘测局和丹麦技术大学中完成的。

在丹麦，地下水同时受到丹麦及欧洲的各项法律法规的
保护，这些法律措施包括：

省

根据供水法案，各省级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包括：监理对水资源的计划管理工作，确
保符合质量标准的水资源有充足的储备和供应，确保必需的相关办法得到贯彻落实。

欧盟法规

在丹麦，任何取水量超过３，０００立方米／每年的取水项目都需提出申请，并由各省级政

欧盟指令８０／７７８号（１９８０）：“关于人类消费用水水质
的指令”。
欧盟指令８５／３３７号（１９８５）：“关于一定公共及私人项
目之环境影响的评价指令－ＥＩＡ”。
欧盟指令９１／６７６号（１９９１）：“关于保护水资源免受农
业硝酸盐污染的指令”。
欧盟理事会指令９７／１１号（１９９７）：“关于一定公共及
私人项目之环境影响的评价指令（理事会指令８５／３３７号
的修正案）”。
欧盟理事会指令９８／８３号（１９９８）：“关于人类消费用水
水质的指令（欧盟理事会指令８０／７７８号的修正案）”。

府负责处理。省级政府需协调同各市级政府的关系，寻求共识，并实施对水资源的评

丹麦法规

估、规划、制图、脆弱性评估、法规设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以求保护水资源。

供水法案：第２９９号法案，１９７８年６月８日。
计划法案：第３８８号法案，１９９１年６月６日。
土壤污染物法案：第３７０号法案，１９９９年６月２日（取代

市

机构的取水申请（取水量低于３，０００立方米／每年），监管公共供水机构，对公共供水

了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３日签署的第４２０号法案）。

网络实施规划及监理工作。在水资源保护的问题上，若是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发生冲

环境保护法案：第３５８号法案，１９９１年６月６日

突，出现市级政府或市级供水系统的最大利益被宏观水资源计划危及的情况，则市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第５１５号，水质及供水系统监管法令

级政府需向省级政府提交其所拟定的水资源保护法规，以建议与申请的方式，请求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８７７号，肥料生产及施用法令

后者批准通过。

ＤＥＰＡ（１９９０）：“饮用水水质监管及辅助供水系统监
理准则：ＤＥＰＡ３号准则”。
ＤＥＰＡ（１９９０）：“饮用水化学成分风险评估准则：

卫生健康专员

象，则市级政府有权在卫生健康专员的指导下，下达对该供水系统实行暂时或永久

ＧＥＵＳ，２０００：“地下水监管。丹麦与格陵兰地区地质

性（情节严重）关闭处理的命令。

勘测局”。
渔业部。２０００年３月。
ＤＥＰＡ（１９９７）：“供水系统水质监管准则：ＤＥＰＡ３号
准则”。

在饮用水相关问题上，市政府应当咨询卫生健康专员的意见，了解是否存在显示水
质下降的迹象或对当地居民健康水准的担忧。若在某供水系统中出现不合规范的现

ＤＥＰＡ１号准则”。

杀虫剂法规ＩＩ号计划案。环境与能源部，食品、农业及

市级政府主管其辖区内的供水及水质监管工作，其职能包括：处理各类公共及私人

土地的公共或私人所有者

根据环境保护法案，任何土地的所有者，不论是公共身份，还是个体私人，若是刻意
污染其所有土地，或因其所有行为而对他人所有的土地造成污染，都应负法律责任。
资料来源：丹麦环境保护局

ＤＥＰＡ（１９９５）：“土壤及饮用水的有毒物质标准。关
于土壤及地下水的１２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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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
创意来！
be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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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是大势所趋！
在今天，创意产业已经在丹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对于那些试图借助创意成为市场主导的企业而言，他们所
追寻向往的办公场所是这样要的：那里要有先进的城市生
活方式，能够吸引有才华的创造性专业人才。

12 13

9 10
15
8
0
16
23
18
21 20 17

城市应当拥有安全、绿色的环境，并帮助人们在工作与休
闲、职业与家庭之间达成良好的平衡。城市规划者应当对
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针对丹麦国内的创意企业的调查显示，对办公地址选择
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共有下列九项：

快乐而高效，这才是创意人才的生活和工作！

·创意教育与创意产业的地域结合
·有吸引力的住房与福利政策
·创意产业与公共权力机构的结盟
·信息的“一站式购买”方式
·创意领军人物主办的各类讲座及活动
·对现有建筑及公共空间的另类而新颖的使用方式
·针对尚处起步阶段的创意机构的低廉租用价格
·放眼全世界的灵感源泉
·有助于哥本哈根国际形象的提升
创意产业的年净营业额为２２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丹麦全
国私营企业营业总额的７．３％（２００５）。

今天，创意产业的雇员人数已达１７０，０００人，相当于丹麦
全国劳动力总数的１２％（２００５）。
创意产业的年出口额超过了８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丹麦全国
年出口总额的１６％（２００５）。
在娱乐、旅游，以及各种工具器材等消费上，丹麦国民的
年消费总额为６４０亿人民币，相当于丹麦国内年日常消费总
额的１０％（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 Ｒａｍｂｏｌ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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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SHALEØEN
Ｒｅｆｓｈａｌｅ ø ｅｎ地处哥本哈根港畔，离市中心仅１０分钟车
程。这里本是一个废弃的工业区，直到不久以前，这里还
寂寂无名、死气沉沉。
到了今天，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创意产业开业
运营；这片土地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是因为有十足宝贵
的资源：这里有洁净的海水，是娱乐休闲的绝佳场所；这
里房租价格低廉，并且提供了与其他创意企业比邻而居的
大好机会。与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毗邻的Ｈｏｌｍｅｎ区原是一个军用
建筑群，现已被改造为文化园区。丹麦戏剧学院、丹麦皇
家音乐学院，以及建筑学院都坐落于该区内。按照规划，
设计事务所
Kontrapunkt A/S
Rasth of Design Bureau
Benedikte Utzon
Designed By
KPTO as

19
11

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将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期（５０年）。
一旦有创意产业进驻此区，其他类型的公司和开发商也必
会随之而来。怎样在新社区的发展过程中保持创意园的定
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建筑事务所
Juul & Frost By-, Bygnings- & landskabsarkitekter
Ai-gruppen A/S
Havehuset
SLA Landskabsarkitekter A/S

13

电影制作公司
Molotov
Asterions Hus

12

14

10

15
1

在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创造性的城市生活方式为城市不断带来创意
与商机，这些源源不绝的创意与商机时刻准备将世界征服。
创意的爆发！

娱乐公司

在过去五年内，哥本哈根创意产业取得了高达３１％的增

Copenhagen Paintball Arena ApS
Copenhagen Indoor Golf Center A/S

幅，而其他产业的增长幅度则只有３％。

声音工作室

5

Black Tornado
Musikværftet

9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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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8

剧场
2
16

17

Holland House
Frederiks Bastion

软件开发
Amplio ApS

餐厅
Halvandet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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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员工人数：75 人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Kontrapunkt已为多个组织、跨国品牌，以及国家设
计了形象。我们的设计植根于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传统，力求将客户的每一
个“触动点”都融合在统一的表达中。
Kontrapunkt的总部设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业务遍及全世界，客户包括微
软、阿迪达斯、嘉士伯，以及一系列非盈利性机构和国家部门。在我们的
75名员工中，包括了品牌及沟通专家、平面设计师、交互设计师及工业设
计师。
我们力求在美学与实用、形式与内容之间实现平衡。我们相信，只要给梦想
加入美的元素，就能得到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品牌形象、一个历久弥新的品
牌形象，它将在竞争对手之间脱颖而出。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努力成为了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及设计咨询公司之一。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企业形象设计方面：企业品牌形象设计，品牌建筑学，交流平台，形象管
理，设计理念，标识设计和排版印刷设计，室内设计，交互式设计及雕像设
计。
产品品牌形象设计方面：品牌定位，形象管理，标识设计和排版印刷设计，
产品及包装设计，数码设计，以及生产管理。
国家形象设计方面：形象，品牌战略，交流平台，形象管理，标识设计和排
版印刷设计，签名设计，数码设计，以及生产管理。
项目范例：

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是一家世界性的设计公司，影响范围远超过

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的办公大楼紧临海湾，阳光充足，带给人

哥本哈根。在过去的二十年间，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曾为多个

极强的空间感。

大型组织、跨国公司、国家提供过一流的设计。今天，

嘉士伯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国际啤酒品牌，在啤酒领域内，这个品牌还
有极大的增长空间。Kontrapunkt是嘉士伯的战略品牌形象合作伙伴，
Kontrapunkt一直在负责该品牌设计的发展工作，力求进一步加强该品牌的
形象。在这项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为嘉士伯建立统一一致的国际形
象，使其各种形象——从企业形象到产品品牌形象——在各个相关“触动

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已经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首屈一指的设计

Ｒｅｆｓｈａｌｅ ø ｅｎ的环境开发只刚刚起步，所以就目前来

公司，它在品牌设计、尤其是企业及产品的品牌设计方面

说，这里仍然显得非常“工业化”，既让人感觉粗糙，

尤其擅长。

又让人期待——这两种气质的结合非常独特，因而吸引
了大量创意公司和事务所。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直

支点设计的客户包括：微软、诺华诺德、嘉士伯、阿迪达

接的引人之处：停车设施非常完备，距离飞机场又只有

斯，以及联合国。

１５分钟车程。

点”上都能达成一致，进而确保该品牌在各个市场上都能并行不悖地顺利推
广。最近，嘉士伯对其品牌视觉形象进行了改进，并和支点设计一道，乘势
对该形象的视觉构成进行了简化；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业已创造出大量价值
的旧有元素，合作双方也极其小心地进行了保护和更新。
网址: www.kontrapunkt.dk

Ｋｏｎｔｒａｐｕｎｋｔ已经进驻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区的新办公场地。他们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有开阔的办公
环境，并为进一步的扩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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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Indoor Golf

哥本哈根
室内高尔夫
这座高尔夫球馆的前身是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区内的一座造船厂。这里空间开阔，足以满足高尔夫这项空间要求极高的运动之需
要。对于真正的城市高尔夫球迷，这里有他们需要的一切，他或者她可以在这里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球技；对于初学者，这
里也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在这里可以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哥本哈根室内高尔夫球馆拥有占地１２，０００平方码（室内记录长度为１４２码）的室内训练场地，三层楼高的击球练习场，
６０个打位，２７ 个球洞（推杆果岭与一个大型果岭沙坑相连）。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两间高尔夫模拟室内参加虚拟的
圆石海岸高尔夫赛以及其他８个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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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VANDET

Ｈａｌｖａｎｄｅｔ是一家餐厅。在进驻废弃的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工业区
之后，Ｈａｌｖａｎｄｅｔ建起了一座面朝海湾的休闲设施。在白
天，这里有沙滩躺椅和香浓的卡普奇诺咖啡；入夜之后，
又有夜总会和各类活动轮番登场。
在“Ｈａｌｖａｎｄｅｔ”，不论是Ｒｅｆｓｈａｌｅøｅｎ的创意产业员工，
还是外来的游客，都可享受到皮艇、足球、沙滩排球、蹦
极，以及城市沙滩聚会等各种休闲方式。
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躺在码头边的沙滩椅上，喝上一杯冰凉
的啤酒——在哥本哈根，若想小饮放松，这里是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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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r

港口

组织类型：市级行政机构
居民数量：市内503,000人，地区内180万人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如那部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生平为蓝本
的音乐剧里唱道的，乃是一座“美妙的城市”。它是一座开放、包容、
充满活力的欧洲大都市，拥有多姿多彩的魅力，不断地吸引人们来此旅
游投资。当《金融时报》向顶尖生活和设计杂志《Wallpaper》的创始
人Tyler Brüle问起为什么在2005年把哥本哈根命名为“梦想城市”的时
候，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著名的新生活方式杂志《Monocle》在2007年的最新一期（7-9月号）
里，把哥本哈根评为了全世界生活质量第二位的城市。这次排名从多个侧
面对城市进行了集中的考察，而公共绿地的使用和良好健康的环境更是其
中的重要考察项目（来源：《Monocle》2007年7月）。在其他许多关于
生活质量和环境水平的国际城市排名表上，哥本哈根也都名列前五。
对于一个拥有如此之高的国际声誉的城市来说，眼前的任务就是同时从城
市和社区的角度出发，对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改进，从
而使城市的声誉得到保持和发展。这是我们的构想，同时也意味着挑战。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旧海港里，海水是如此的洁净，你完全可以畅游其
中；在哥本哈根，我们选择在往返工作的路上使用的各种交通工具里，自
行车所占的比例可能堪称世界第一（36%）；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地区供
热系统更是为城市的清新空气贡献良多。现在，这座城市正迈步向前，努
力为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进一步的提高，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即可看到我
们的一些具体方案。

哥本哈根港
网址：http://www.kk.dk

哥本哈根港的澄碧海水向城市人张开了怀抱，人们可以纵身跃下，在水中躲避炎炎夏日。这片清澈的碧蓝水域地处城市正
中心，这里的人们都可享受畅游的乐趣。这里也正是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的情之所钟！每到夏天，延沿海岸伸展的公路上
总是挤满了游泳者和郊游者，为数众多的临时食品店将为人们提供服务直到夜晚。
从１８００年开始，哥本哈根浴场的水质一直就是最洁净的。现在，这里的水质更是达到了与丹麦国内其他通过认证的浴场
及游览胜地相同的水准。
城市中的洁净海水正是这座绿色都市的强有力象征，同时也是哥本哈根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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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数学模型、环境实验室、几何模型测试设备、现场调查
及监控程序，以及建立并训练机构能力的服务。
总体而言，我们提供的服务集中在下列领域：
· 水资源的利用
· 工业与技术
· 交通和能源
· 农业和水产业
· 海岸即海上工程
· 河流及水库
· 水资源及环境管理
· 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
DHI的咨询服务利用了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综合考虑了物理、化学及生
物领域的专业知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超过140个国家内开展了项
目。
另外，DHI还被多个国际性组织委以重任，成为：
· 世界健康组织的合作中心，主理水资源及健康相关事务
· 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合作中心，主理水资源及环境相关事务
· 全球水伙伴组织的资源中心
项目范例：
自从DHI上海分部成立后，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了多个项目，涉及范围非
常广泛，包括从水质研究（例如太湖流域水质研究）到水质预测、再到港
口设计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主要项目之一，就是为三峡水坝设计的一个进水量实时预测系统。
这是一个为三峡工程量身订做的决策系统，其用途在于协助水坝操作人员

DHI

控制涡轮机，使之保持最佳状态，实现电力生产最大化，并保持适当的蓄
水量，防止洪水泛滥。另外，我们还对松花江流域和蓟运河做过水量预侧
研究。

组织类型：成立于丹麦的独立型国际咨询及研究机构，办公地点遍布世界
各地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包括设计研究，例如江苏省如东县离岸

员工人数：700

LNG装置的设计。为了测定设计条件，我们会利用DHI自主研发的计算机
和仿真工具对大量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建模。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DHI是一所成立于丹麦的独立型国际咨询及研究机构，业务遍布全球各地。

网址: www.dhi.dk

我们的目标，是在水资源、环境及健康领域中促进技术的发展，提升行业

www.dhi-cn.com

的能力。
我们的发展计划，是成为领先的服务及软件供应商，在水资源、环境及健
康等领域的核心问题上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提供关于水资源的先进软件模
型及相关决策系统。
DHI是“先进技术组织”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由一系列独立型研究及技术机
构共同组建，已经得到了丹麦科学技术及创意部的认可，并与后者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
核心服务及产品
DHI的业务范围极广，包括咨询服务，相关材料提供，软件及硬件生产，还
有应用于水资源、环境及健康领域内的各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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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
很好！
Feel Good

在丹麦，我们热爱户外生活，热爱森林中的漫步，热爱海
滩上的旅行；要不然，就静静地坐在户外咖啡馆里，闲看
生活从我们眼底翩翩走过。
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室内度过的。
在许多国家里，建筑投资都会占到经济投资总量的一半以
上；除此之外，在建筑物的维护、供暖、制冷、通风等方
面也都有不菲的花费。虽然代价高昂，但这些开销也都是
值得的，因为室内环境的质量将对人们产生直接而深刻的
影响。所以说，理智地支配这笔开销，把它花在有益环境
的地方，乃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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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

N

在我们的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因

S

此，对于我们而言，若想保持健康与舒适，营造适当的室

夏日阳光

内环境就是至关重要的。
室内环境的构成包括光线、声音、温度、以及空气质量
等。好的室内环境必然拥有充足的阳光、洁净的空气、稳
定而宜人的温度，以及低水平的噪音和湿度。所有这些环
境要素都受到建筑围护结构的控制，也正是围护结构，分
隔了建筑外部与内部的环境。建筑围护结构的物理组成包
新鲜空气

括：地基、屋顶、墙壁、门窗等。为了提升室内环境质

热空气

量，丹麦政府规定，国内建筑工程都必须符合一套建筑标

冬日阳光
隔绝热源

准、遵守一系列建筑法规。不过，单凭标准和法规的力量
也并不足以确保良好的室内环境。最终，室内环境的好坏

隔离冷源

还是取决于法规、技术、和设计的综合作用。
日光采暖

全球环境
隔绝噪音

在建筑中，对各种产品及材料的选择使用，以及这些产品
及材料的性能、工艺、维护、回收等问题，都并不仅仅决
定着室内环境的好坏，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环境。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现象的国际战役中，能源效率
问题一直是左右成败的根本要素之一。若能降低能源消
耗，则矿物燃料的燃烧量也必能随之得到减少。
我们知道，建筑物能耗占据了能耗总量的４０％左右。在

便的途径。良好的绝热设施可以把进出建筑的热量降至

今天，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能源的节省潜力已经成为可能，

最低，从而减少消耗在制冷或制热环节上的能量。

性能有所保障而价格又可以负担的相关技术也已经存在。

日光

窗口。这是因为，阳光不会直接照射到房屋的北墙上，而
开在南墙上的窗户则至少能在阳光的明媚的日子里得到直

日光对人的心理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这种观点在今天已经

射的阳光。

借助适当的绝热设施、天然的通风设备以及接受式太阳能

绝热设施、气密结构，以及空气流通控制装置都可参与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另外，正确利用透过窗户或天窗投入

制热及制冷系统的帮助，我们已经可以在提供舒适健康的

控制室温；不论是在严冬，还是酷暑，这些设施都将有

室内的日光，也将有助于节约能源。通过对这些日光资源

我们的房屋在南墙有大面积的玻璃采光设计，而在东西墙

室内环境的同时，把能源消耗量以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极

助于营造舒适稳定的室内温度。绝热材料的型号与厚度

的利用，我们既可以减少对电灯的使用，也可以把接受式

面也有面积相对较小的采光设施——通过这种设计，建筑

低水平。

也将对节能能力产生极大影响。增加绝热材料厚度，可

太阳能装置引入到建筑的制冷或制热环节中。

就可以在保持冬暖夏凉，东西向的窗户虽然较狭小，但其

以减少制冷／制热的开销；使用高质量的绝热材料，则可

绝热设施
绝热设施的应用，是降低建筑能耗的一条效果最好也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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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却尤为重要，因为在夏天里，这两个方向的窗户可以

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抗热穿透能力。建筑内的绝热设施

以丹麦为例：在这个国家里气候相对寒冷，乌云覆盖的阴

接受两倍于南墙的日光照射。一体化接受式太阳能制热制

可以被安装在屋顶、天花板、墙壁、内部隔间以及地板

天较多，于是这里的房屋多会把大部分窗口开设在朝南的

冷技术可以让几乎所有家庭的能耗得到显著的降低。

上。

墙上，而在北墙上则开设尽可能少的窗户，或者根本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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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Ｒｏｘｕｌ ＨａｒｄｒｏｃｋＴＭ的平顶屋面结构
采用Ｒｏｘｕｌ ＦａｃａｄｅＲｏｃｋＴＭ１０的外部隔热复合系统（ＥＴｉＣＳ）
采用Ｒｏｘｕｌ吸音防火岩棉板（ＡＦＳ）的内隔墙
采用Ｒｏｘｕｌ ＦｌｏｏｒＲｏｃｋ的楼面应用

Roxul Aisa—Rockwool集团亚洲公司
组织类型：私营公司
员工人数：150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Rockwool集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岩棉生产商。创始于1909年，如今集团
的7500名员工，22个工厂遍及欧洲，北美洲及亚洲的14个国家。2006年度
销售总额达20亿美金，利润达1.7亿美金。
Rockwool集团的亚洲基地--- Roxul亚洲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马来西亚创
建，全面负责亚太地区的业务。其在新加坡，上海和台湾设有办公室和代
表处。
一直以来，公司以成为建筑领域里节能、降噪、防火和环保的岩棉产品及
系统的首选供应商为己任。其核心经营理念为：诚信，可靠，高效，奉献
和责任。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作为Rockwool集团的一员，Roxul亚洲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世界顶级产
品，系统和服务。我们的岩棉产品主要应用于公用、商用及民用建筑和工
业安装领域所需要的屋顶，天花板，墙壁，屋内隔墙、地面隔热保温。
Roxul 马来西亚工厂的先进生产设备和工艺，是高品质Roxul岩棉的有力保
障。Roxul岩棉产品汇集了Rockwool 集团的全球专家的上百年的经验和智
慧，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效能，毋庸置疑的环保特性，优异防火、隔音、
防水和机械性能。
在Roxul，我们用不懈的创新打造高效节能的未来，我们的产品相比它的
生产能耗，节能100倍以上。2006年，Rockwool以及Roxul售出的隔热保
温材料在未来的50年内，至少减少一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欧洲，建筑被认为是的能源消耗大户，大约40%的能源被用于制热和制
冷。Roxul绝缘材料能够减少能源的消耗并保持舒适的室内环境。我们的
产品能够带来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节能效果，并且在经济和环保方面同样
起到了持久积极的深远影响。
项目范例：
中国以及亚太地区许多著名工程使用Roxul的保温隔热产品，是Roxul产品
高效节能、防火、隔音及环保优势的集中体现。
1）项目：AT&S（中国）有限公司。
承建方：堡密特 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建筑师：美施威尔（中国）有限公司
完工年限：2006到2007。

3）项目：Bosch工厂，广东珠海。
业主：博世电器有限公司。
完工年限：2007年。
项目方案：15000平方米屋顶材料应用Roxul Hardrock80产品。
4）项目：香港新机场。
业主：香港新机场当局。
建筑师：Sir Norman Foster & Partners。
完工年限：1998年。
项目方案：300000平方米的屋顶材料应用两种密度的Hardrock。
5）项目：新加坡--宜家家居。
业主：Ikano Pte. Ltd
建筑师：TJ Ong Archite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DSA Architects
项目方案：20000平方米的屋顶材料应用Hardrock80的产品；12000平
方米的外墙材料应用厚板。
网址：www.roxul.com.my

工程方案：18000平方米外墙应用Roxul FacadeRock10的产品。
2）项目：ANSC-TKS Galvanizing工厂，辽宁大连。
业主：鞍钢新轧-蒂森克虏伯镀锌板有限公司。
完工年限：2007年。
工程方案：40000平方米的屋顶材料应用Roxul Hardrock60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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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卢克斯“欧标Ｖ２１”系列产品 — 卓越的品质
威卢克斯（中国）有限公司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员工人数：300人

·取材自50年以上树龄的一级北欧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松木，采用国际先进复合拼接工艺

威卢克斯一直致力于以透过屋顶的阳光和新鲜空气,来引领舒适居住环境的

制作而成，具有良好的抗变形能力

潮流,并力争成为客户心目中的最佳!
威卢克斯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研究、生产和销售斜屋顶窗及其配套产品的国
际性集团，在此领域拥有60多年发展经验。多年以来威卢克斯在中国大力
推广可居住屋顶空间的理念,通过屋顶窗的设计应用帮助人们获取更多的可
居住空间，已达到土地的节约利用。

·排水板采用精密制造工艺，其工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屋顶窗户，可以应用于任何斜面建筑，来解决斜面建筑的

差仅为０．０２５ｍｍ，真正达到排水
板的无缝保护和持久的水密性能

采光，通风功能。威卢克斯屋顶窗最关键的技术是它的卓越防水系统，通过
窗户和排水系统的完美结合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同时威卢克斯窗具备良
好的保温性能，节能窗K值可以达到1.2，是国内顶级节能产品之一。
项目范例：
多年以来威卢克斯和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开发商和建筑师合作开发了很多经
典的项目比如北京大学教学楼，杭州桃花源别墅等威卢克斯的知名客户有
万科，绿城等。

·中悬轴是威卢克斯专利技术，
经过２４０小时盐雾试验，１００％的

网址：http://www.VELUX.com.cn

安全测试

·威卢克斯节能窗有着卓越的保温
性能；密封系统由七种密封胶条组
成，采用特殊耐候性、抗紫外线性
能的人造橡胶制成

·威卢克斯有着严格的质量检测体
系，生产的屋顶窗产品共需经过
４９３项检测程序才能最终完成

58

59

Using History

古为今用！
海岸炮台
陆上堡垒
陆上炮台

在丹麦，历史纪念建筑与景观比比皆是，它们是促进地方社

军用引水设施

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关注，我们不仅

围墙

能为居民提供大量获得体验与娱乐的机会，还能对旅游业、

水坝

住宅业、商业、以及贸易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军事界线

另外，将历史纪念建筑及旧有的工业场所改造为文化健康
设施的做法，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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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为商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文化遗产带来身份认同感

以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文化环境是有吸引力的。它吸引着
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以及各种正在寻找有趣

丹麦人重视文化遗产的巨大潜力！

味、有挑战的办公环境的创意公司。创意人才要求创造

文化遗产是有形的历史，它赋予我们一种对于自身身份及

性的环境，作为回报，他们将对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文化

渊源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与文化遗产相遇，这样的经历

和商业贡献力量。

本身即很有意义。

５５％的丹麦企业认为，文化遗产对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对文化遗产的强调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安全感，同

大有裨益。

时提高地区的知名度，从而增加该地区对居民、游客、以

７０％的丹麦国民和企业相信，文化遗产可以为区域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及商业的吸引力。
５３％的丹麦企业希望进驻一座作为文化遗产的建筑——
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租金。

８９％的丹麦国民相信，文化遗产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讲

逾９０％的丹麦人相信，保护并发展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述故事。
２８％的丹麦企业声称，文化遗产是决定他们选址的因素

逾９０％丹麦人相信，文化遗产可以为人们带来身份认同感。

之一。

７６％的丹麦国民相信，文化遗产发挥着向下一代传递知
识的作用。

７２％的丹麦人相信，文化遗产有助于增进地区归属感。

文化遗产对游客的吸引力

文化遗产对居民的吸引

当丹麦人做国内短途旅行或度假时，他们总是会寻访文

９２％的丹麦公民及企业认为，地方文化遗产能给人们带
来身份认同。

化遗产的踪迹。增加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必将促进旅游业
８２％的丹麦人希望能居住在作为文化遗产的住宅中，他

在这些地区的发展。

（引用）

们也准备为此支付更高的租金。
９２％的丹麦国民以及８３％的丹麦企业相信，文化遗产对
４６％的丹麦人认为，当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文化遗产

游客有吸引力。

将是重要的参考因素。
８３％的丹麦人认为，当他们在选择度假地时，文化遗产

国民希望有积极的文化遗产政策

是他们的重要考虑因素。
丹麦国民及企业希望当局保护并发展文化遗产。在地方社
区的发展中，文化遗产应当肩负核心的推动作用。
９２％的丹麦国民以及６８％的丹麦企业认为，保护并发展文
化遗产、让文化遗产的形象得到凸显，乃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事。
８２％的丹麦国民及７０％的丹麦企业认为，当局在开发新住
宅、改善交通条件、开发新商业区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并
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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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penhagen Fortification

哥本哈根要塞

丹麦国家文化遗产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称：“在建设现代社
会的过程中，文化遗产是一种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资源。当
我们面临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的问题之时，文化遗产
总是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抉择；不论如何，当我们在制定
旅行计划时，文化遗产总是我们会考虑到的一个决定性因
素。总而言之，文化遗产是一种需要被爱护、使用、并发
展的资源。”
Ｒｅａｌｄａｎｉａ基金的主管Ｈ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 Ｓｖｅｎｄｌｅｒ称：“那些受
到保护、得到发展的文化遗产都会有助于城市发展，它们
对城市产生推动、注入活力，并吸引新的居民和企业。”

什么是哥本哈根要塞？
哥本哈根要塞是一处绝无仅有的历史纪念景观，不论
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到独一
无二的文化遗产、风物景观，还有各种陆上及海上的
户外活动。
这同时也是一项文化遗产复兴工程，其要旨是在保存
历史、展示历史的同时，重新思考历史遗址的角色与
功能。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它把这整个地区整合起
来，横跨了原有的各种界线与设计。
这项工程的主要合作参与方包括：丹麦国家文化遗产
管理中心、丹麦森林与自然管理中心、Ｒｅａｌｄａｎｉａ基
金、九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六位私有地产所有人、二
十家博物馆及地方档案馆、七个地方社区、六个健康
组织、三个利益组织、旅游管理中心、丹麦建筑遗产
组织，以及其他的各位顾问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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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
哥本哈根要塞是一座军用建筑设施，其建造目的在于抵御
外敌、保护哥本哈根。要塞拥有许多堡垒，将整个哥本哈
根旧城都环绕了起来，各堡垒之间情况差异很大，有的较
古老，有的较晚近，有的在陆上，有的在海上。
要塞中最古老的部分建于公元１６２６年，主要部分建于
公元１８８５至１８９４年间，而最后完工的部分则建于公元
１９２０年。然而，这座要塞却从未经历过战争！
哥本哈根要塞是丹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之一，也是整

这项工程的预算约为３亿人民币。

个欧洲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要塞之一。

丹麦建筑遗产组织
这是一项由哥本哈根地区的私人基金、地方政府、地方

今天看来，这座要塞跨越了多个市的市区及近郊，并已然
同自然风景融为一体。在有些地区，要塞巍然可见，触手

社区、私人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合作项目，资金由上述各
方共同筹集。

可及；而在另一些地区，要塞却已踪迹难寻。这座要塞的
绝大部分都已向公众开放。

哥本哈根市新室外体育场－健康方案

品牌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我们对一个城市或地区中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并帮助该地区构思如何

员工人数：20

以本地文化遗产为基础构建有力品牌形象的办法。
政策发展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我们为各市级行政区提供辅助工作，帮助他们规划并建立关于文化遗产的政

丹麦建筑遗产组织的工作领域，是在和建筑遗产有关的事务上。让建筑遗产

策。由此，文化遗产可以成为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构成部分。

问题成为公共利益问题的一部分，进而在专业、政治及公众层面引发关于这
个问题的讨论，乃是该组织的工作目的所在。

要塞的应用：
在将来，人们对休闲设施的需求必将不断增长，而这座要

我们向各博物馆提供概念开发和可行性研究的服务，协助对方处理各种涉及

这座新室外体育场是一个典范，它向我们展示了以哥本

我们的意图，是保存并发展丹麦的建筑遗产，并且在丹麦的城市与乡村中同

哈根要塞为休闲活动场所并使之为市民健康服务的现实

时推行关于建筑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途径。

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国家级学术中心，以搜集、分析、推广关于建筑遗产的

塞则为绿地及城市休闲设施提供了极大的拓展空间，从而
为促进健康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了极大可能。

我们计划在部分老旧建筑内设立健康设施，而要塞的多
个部分也都将被建设为活动空间。人们将获得沿要塞漫

哥本哈根要塞已经成为哥本哈根地区的一个新的城市地
标，其使用将同时兼顾日常生活与各类特殊重大盛事。

经济性：

博物馆咨询工作

步、长跑、骑自行车的便利，甚至还能在要塞所在的某
些区域内扬帆出航。要塞的改建应当考虑举办大型体育
活动——比如马拉松、三项全能、冒险远足等——的能
力。

沟通策略、合并、新设施建设以及资金筹集等方面问题的工作。
项目范例：

知识为己任。我们把各种创新思想和解决办法引入到我们的工作议程中来，

丹麦建筑遗产组织为Ærø岛上的一个荒废的造船厂制定了重建计划与构想。

其中包括各种新的观点以及新的项目。

对于这个项目，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可行性评估工作。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要
建立一个以保存老式船只为目的的船坞，向有特殊需要的年轻人提供教育资

作为一个咨询中心，我们的工作是在一个以非传统产品为主体的市场中开展

源。此外，这个项目还包括在海滩区域内提供给游客的各类活动及景观。

的，在这里，实践分析和策略咨询被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酒店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丹麦建筑遗产组织组织了一次研究，意在寻找如何在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建筑
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可以带动社区、地方及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我

和有保存价值的建筑之内经营酒店的可行办法。以对丹麦国内外各酒店的案

们的工作以认识文化遗产的潜力为目标。我们提供的咨询服务包括：

例分析为基础，我们的这次研究理清了蕴藏在此类改建项目中的机遇与挑
战。由此，我们将可以辨别出潜在的机遇，并找到在保存良好的建筑内开展

根据我们的规划，这整座要塞将成为一座超大型的室外
体育场，它将既服务于有组织的使用者，也为零散的使
用者提供便利——而且后者也将参与到要塞的整个规划
工作中来。

项目和过程管理

可持续发展商业活动的实施办法。

我们让客户的构思和设想更接近实现，我们帮助促成各相关单位的紧密合
作，并推动跨专业的协作。

网址：www.bygningskultur.dk (仅限丹麦文)

战略和项目发展
以研讨、采访、分析为基础，我们为设想、战略以及概念寻找明确的表达方
式，并开发出适当的项目，使相关单位能够有协同合作的平台。
可行性研究
在一个项目进入实施环节之前，我们总是反复对其进行政治、社会、文化及
经济方面的研讨，以评估该项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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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要建造适宜居住的健康城市，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是至
关重要的。
汽车消耗能源，也污染环境，但汽车也有很多优点。真正
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摆脱汽车，而在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其
他交通工具的发展！

Getting Around

在丹麦，我们倡导多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火车旅行十分舒适，你还可以在旅途中阅读或使用笔记本
电脑工作。至于你的自行车，你既可以把它停在车站内的
安全停车区，也可以把它带上列车。

我们的出租车都装有供运载自行车用的附架；在一些大城
市，你还可以免费使用城市单车。
公交

在丹麦，自行车相当普及——尤其是在城市里。虽然自行
车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但它也的确拥有许多优
点：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利，而且我们骑车越多，造成的污
染就越少。
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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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交通方式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Henrik Gudmundsson, DTF(丹麦交通研究院), 2007

良好的现状自有其历史背景，主要包括下述几大要素：
·城市规划领域的“人性化”传统
丹麦的可持续发展交通方式

·严格的区划法规，允许控制私人对土地的使用
·高额的汽车购买税和所有税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早在被布伦特兰报告正式提出之

·国内无任何汽车工业

前很久，就已经在丹麦的交通规划事业中得到体现了。丹

·运作良好的公共职能机构

麦的此类规划历来包括下列几方面内容：未来的走向、对

·城市规划者和大众的良好社会责任感及环保意识

绿色环境的保护、对城市范围的限制、对“软性”交通运
输模式的提倡，以及大范围的公众意见咨询和征集参与程

虽然如此，汽车始终还是丹麦国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汽

序。正是因为有交通规划方面的领先优势，汽车带给丹麦

车对环境的影响正日益增大，不论是单就本地而言，还是

的破坏性影响远不如在其他发达西方国家那样明显。

放眼世界，车流量的增长都已导致许多相关问题的发生，
对此我们非常关注。

专用的自行车道、先进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大面积的人
行道网络，以及高效的交通及停车管理手段——这些都是
丹麦交通的组成部份。在首都哥本哈根，每天被人们选用
的上班交通工具中，自行车占了超过１／３的部分。通过一系
列措施和聚沙成塔的累积，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哥本哈根市
中心从一片汽车的海洋变成了更注重“以人为本”的交通
环境。

70

71

１９９０年，丹麦政府通过了第一份旨在推广可持续发展交通方式的正式行动纲领。这份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布伦塔

作共包括六大主题：

兰报告的启发，其目标是要在１５至４０年内大幅度减少空气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并降低噪声、减少车祸。我们

·Traffic safety

在这些方面制订了明确的目标，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实施办法。到了今天，在所有这些环保目标中，有一部分已经无人再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ses

提——就其中部分而言，是因为目标已经实现（比如说在２０００年前把氧化氮排放量降低４０％）；至于另外一部分，则

·Air pollutants

是因为目标已无法实现。

·Noise
·Barrier effects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制止一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并将此势头扭转。在这一点上，我们至今没能实现目标。原定的目标

·The visual environment

是，在２００５年把一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１９８８年的水平，并在２０３０年实现２５％的减幅。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尽管

·交通安全

我们引入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绿色汽车税务改革， 但一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有了逾２５％的增长。

·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
·空气污染物
·噪音

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家的政策框架核心。根据

·屏障效应

这一战略，我们向公众广泛强调了改良机动车及燃料技术

·可视环境

效能的重要性，强化了公众对城市规划、税收政策及信息

丹麦交通研究院
组织类型：研究院

活动的重视。相比于过去，我们今天制定的目标在数量上

我们的构思，是要同时确定在所有问题上的改良目标，

员工人数：37

已有所减少。总体说来，我们的意图是要结合各种手段，

最近一段时间，丹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推广可持

并在各项措施之间建立协同关系。有时候，对某个问题

在下列几方面做出改进：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续 发展交通方式，包括：

的解决却也是新问题的开始——举例来说，交通缓和计

DTF的宗旨是：协助巩固丹麦交通政治决策的理论根基，提供以研究为基础

划和噪音屏障就可能使城市变得丑陋难看，或者给过街

的相关知识。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协助丹麦交通部门，使之尽可能地为丹
麦社会贡献价值。DTF的努力方向，是成为丹麦国内领先的交通研究中心。

·降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

·发放津贴和奖励，鼓励为老旧卡车安装微粒过滤器

造成困难——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极其重要的。因

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丹麦交通研究院并入了丹麦技术大学（DTU）。

·鼓励人们改变交通方式，引导人们选择污染最低的交

·允许在各大主要城市开辟“环保区”（区内将执行更

此，必须对所有问题同时加以考虑，并由同一机构统

DTU是一所拥有多方资金背景、面向商业的技术精英大学，有7,000名学生

通工具

为

筹。部分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在另外的一些，则

·提高每一种交通方式的使用效率

·投资新型交通系统（例如哥本哈根地铁）

在协同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规划部门、环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减少机动车污染

·意在减少一氧化碳排放量的进一步税收调整措施

境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之间就可能出现分歧。今天，在

科学研究，政策分析，并同时从立足丹麦国内及放眼整个欧洲的角度出发、

·资助生物燃料的研究及开发工作

丹麦国内的９０个最大型城镇中，有６０个已经开始实行

就交通问题向政府当局提供咨询意见。

·限制城市扩张（尤其是哥本哈根）

可持续发展交通行动纲领。这些纲领已经被整合在各市

·在欧盟内提倡引进严格的气体排放限制制度，包括对

的土地使用总纲中了。这就意味着，交通行动纲领已经

一 氧化碳排放的限制。

成为正式计划框架的一部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已

严格的环保制度）

经开始鼓励普通公众主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他们可
全国可持续发展交通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从城

以通过诸如指出交通网络“黑点”、提出关于新措施的

市层面提升可持续发展交通方式的地位。在丹麦国内，

点子、提出改良建议等方式，成为行动的一分子。在丹

各种地方自治法规大面积存在，因此中央政府不能简单

麦，公众的参与被视作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组

地把新措施“强加”给各个城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套

成部分。

协同合作式的实施办法。对于拥有１０，０００以上居民的

和近4,000名员工。

项目范例：
IMPACT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移动工具的实施办法”的简称。这个项目的主
要目标，是开发相应的模型和工具，以帮助交通部门制定并实施以可持续发
展战略为导向的决策。
可再生燃料轿车的市场潜力：
该项目的目的，是要分析可再生能源在交通部门中的拓展潜力，考察石油能
源的消耗量究竟还有多大下降空间，同时探索减少GHG排放量的可能性。
生物燃料和氢燃料都将被考虑在内。

城镇，中央政府都鼓励它们采纳全面的地方可持续发

该项目的目的是要在数个国家内搜集、分析、综合并公布关于改进道路安全

展交通计划。中央政府将以参与集资的方式，向诸如交

现欧共体制定的在2010年将道路灾祸减少一半的目标做出贡献。

状况的最优办法，其目的在于鼓励所有欧洲国家采纳成功的策略，进而为实

通缓和计划、公共汽车优先权、自行车设施等重要“绿
色”改良措施提供资助。各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交通计划

网址：www.dtf-travel.dk

将同时清理出该地区内所有主要交通负面因素。这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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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国家自行车城

分尤其令人满意；而随此项目而来的储蓄增长，也达到了

The National Cycle City of Denmark

４２００万人民币。此外，市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社

什么是“丹麦国家自行车城”？

会保障福利金支出额的减少；实际的支出量比预期数额更
低，相当于节省了半天的社保支出。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

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间，欧登赛被赋予了丹麦国家自行车城

金储蓄额增长值则达到了医药保障金储蓄总额的６％，也

的官方身份。这一举措的意图，是要在欧登赛市内促进自

即是说，在开展项目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就实现了数量相

行车的普及。这一项目包括约５０个不同计划，囊括了从硬

当于５２００万人民币的医药保障金储蓄额增长。

件改进、法规修订，到活动展开等方方面面。

在项目开展的四年间，欧登赛市市民使用自行车出行的次
数达到３５００万次，到现在，他们的每四次出行中即有一
次使用自行车。目前在欧登赛市内，自行车数量在所有交

活动的开展

通工具中所占比例已达到５０％。

丹麦国家
自行车城
35

自行车城项目改善了自行车道的路况，并为骑车者提供了

自行车旅行总次数的增长，有逾一半的部分要归功于主动

便利，方便他们穿越交通灯和路口。市中心、公共汽车

选择改变交通方式的驾车者。由此看来，自行车项目已经

站，以及火车站的自行车停放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折叠

大大减少了汽车拥有者的数量。虽然欧登赛市的自行车流

式自行车被成功引进，成为乘坐汽车往返者的又一种便捷

量增长明显，但涉及骑车者的交通事故量却不增反降；通

选择。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便利服务被引进，例如提供

过自行车项目的努力，此类事故的数目被减少了２０％。

32

45

e

给城市骑车者的饮用水及打气服务。
更多地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就意味着人们每
6

台。 自行车推广运动正不断鼓励人们使用自行车，并为

健康水平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举例来说，欧登赛市市民

使用自行车的个人、工作场所，以及雇主颁发奖项，以资

的死亡率已有明显降低，市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两个半月。

l

我们为骑车者提供了精心设计的主页和一个交互式计划平

天花在身体锻炼上的时间又多出了大约三分钟。这对公众

奖励。我们开展了一次旨在改进骑车者行为举止的特别活
动，尝试借助该手段促进交通安全，还划定了一块限速
３０公里／小时的区域。
我们希望让自行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通过几次形象提

结果
自行车流量增加２０％
汽车使用率（每人每天每公里）减少１５％
公共交通使用率（每人每天每公里）减少４５％
＋２０％

－１５％

－４５％
.

升活动尝试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就一定程度而言，
75

自行车城项目已经对促进集体身份认同感起到了良好作
媒体上就有８０次访谈和８５６篇报纸文章对这一项目进行了

j

用。．自行车城项目得到了各界的大力宣传，举例来说，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１５－４９岁市民的死亡率减少２０％

报道。

经济性：
整个项目的花费为２５００万人民币，其中５０％由中央政府补
贴， ５０％由欧登赛市政当局提供。

6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减少１１．７３千克脂肪

减少６．３吨二氧化碳

CO

2

在自行车城项目带来的各项收益中，与国民健康相关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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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本市成为丹麦国内在知识能力和竞争能力上占领先地位的城市，并
且在工商业、研究部门、公共行政机关之间，建立有力的合作关系——
以为市民求福利、为地区谋发展为基础。
· 使本市成为一个动感的城市、全球化的城市，尽一切可能为商业创意

丹麦欧登塞市

和学术研究创造良好条件，并不断推动其发展，同时拓展全球市场。
·

使本市成为一个开放、随和、进取的城市，并激发生产、教育、旅

游、娱乐等产业的创造力；与此同时，文化与艺术事业也将在本市享有
组织类型：市级地方当局

优先权益。

居民人数：
186,000居民——共计17,000人供职于公共服务部门，包括：学校，幼儿保

核心产品/技术/专业知识：

育，老年之家，老年看护，就业，文化，休闲，博物馆，图书馆，城市规
划，民族关系，技术与环境工作。欧登塞市共有四家公共企业：欧登塞水

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地方政府，欧登塞市在上述所有市政服务领域内都

资源有限公司，欧登塞能源有限公司，欧登塞地区供热有限公司，欧登塞

拥有强大的知识能力，在涉及行政管理、能源供应与管理、地区供热、

废物管理有限公司。

废物管理、水资源及污水处理等领域的城市公共企业相关事务上，也掌

欧登塞是一座大学城，拥有全丹麦最大的一所教学医院。

握着所有必需的特别知识。此外，该市还在诸如公众介入及参与、民
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市政当局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市政当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局与医疗部门的合作等问题上拥有广泛的经验。

目前，欧登塞市正致力于长远政策及战略的制订与实施工作，并且努力把

项目范例：

这项工作落到市政当局职权范围所及的每个问题上。从战略层面上看，市
政当局已经采纳了一些蓝图设计和政策，以确保欧登塞市朝下列几个方向

欧登塞市广泛地参与过各种国际合作项目，也曾为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

发展：

的各类组织机构出谋划策，包括：

· 使本市成为丹麦的一个主要城市——有魅力的、激动人心的城市，提供

·

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以促进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人民受教育机会、

纳、格陵兰、拉脱维亚、波兰、泰国、越南等地的供水及水处理事业提

繁荣文化。

供过专业的协助。

为俄罗斯、爱沙尼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印度、克罗地亚、加
· 为中国的Danida-harben地区供热系统进行项目评估。
· 为波兰和埃及提供以固体废物技术之应用为核心的模型培训服务。
·

参与能源定位组织在意大利、法国、爱尔兰、丹麦、德国和西班牙进行

的能源指标水准基点测定工作
· 参与欧盟“拯救”项目（EURECO），在丹麦、爱尔兰、葡萄牙、法国
及德国等地促进能源节省计划，普及环保生活习惯。
·

参与欧盟的“生活，区域”计划及第六次“框架”项目，在水资源管

理、可持续交通、港口管理，城市中心管理等知识领域进行探讨，范围涉及
包括瑞典、挪威、英国、德国、立陶宛、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法国、比
利时、荷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众多国家。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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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Bike

城市单车

车市单车
组织类型：私营企业
雇员人数：5
目标，蓝图，核心价值：
供应免费的城市单车和广告单车，以及各种酒店单车、旅游胜地单车、往
返单车以及企业单车；使单车成为汽车之外的一种选择，并促进单车与火
车的接轨。
项目范例：
丹麦哥本哈根、奥尔胡斯（Aarhus）、斯莱格思（Slagelse）、哈斯莱夫

什么是城市单车？

（Haslev）、阿森斯（Assens）等城市的免费城市单车；芬兰赫尔辛基市

城市单车即是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自行车，它为公共

（Helsinki）的免费城市单车；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免费单车。另外，我们
还向遍布全球的酒店及旅游胜地供应单车。
网址： www.bycyklen.dk

汽车、火车、以及轿车等交通工具提供了有益补充。
经济性：
城市单车的应用：

城市单车服务是由赞助方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

城市单车遍布哥本哈根市内，你几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
免费使用。

赞助商提供资金，作为回报，他们可将各自的标识印到
单车上。该项目最初是一个共同投资项目，投资方分别

使用城市单车，你所需要的只是约合２５元人民币的硬币作

为：环境部、文化部、 “美丽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市

为押金。使用时，将硬币投入城市单车的锁内。等你将单

政府、以及旅游部。

车放入城市单车车棚，即可取回硬币。在哥本哈格市内，
这类车棚共有１１０处。

城市单车的优势：
环保的交通工具：旨在鼓励更多的市民使用自行车作为交
通工具。哥本哈根市对其自行车道与线路网络进行了系统
的扩建，自此以后，在哥本哈根市内，单车将成为比汽车
或公共汽车更快捷的交通工具！对于现有交通构造而言，
城市单车正是一种积极而活跃的补充。

在哥本哈根，我们共计拥有：
２０００辆城市单车

附注：

１１０个城市单车车棚

１９９７年，城市单车曾被作为正式礼物赠送给访问哥本哈根

１个城市单车专用维修站

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总统收到了一辆特别设计的单

４个城市单车的流动维修站——它们将在故障现场提供及

车，名为“城市单车一号”。

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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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3 Train
什么是ＩＣ３列车：
ＩＣ３（城际３）是由丹麦制造的柴油型多单元列车，拥有

IC3列车

极高舒适度的设计，适用于中长距离铁路线路。该列车自
１９８９年起即在欧洲投入运营，被负责丹麦国内及跨境铁
路服务业务的丹麦国家铁路公司（ＤＳＢ）选作城际交通工
具。
ＩＣ３的设计宗旨：促进交通方式的灵活化、便捷化。

ＩＣ３的应用：
ＩＣ３的设计符合如下要求：轻质，客车厢配备固定车窗及空
调器，自备动力，配备符合汽车及卡车行业标准的发动机
及传动部件，并可迅速简便地增加车厢。
ＩＣ３拥有符合残疾人需求的设计，并为乘客提供可携带自行
车的便利。根据需要之不同，车厢数量也可随意增减。
附注：

经济性：
丹麦国家铁路公司共计拥有９６部ＩＣ３列车。
丹麦国家铁路公司是一家公有铁路公司，每年运输旅客达
１．６６亿人次，约占丹麦铁路客运服务总量的８０％。

ＩＣ３列车的另一大运营商为以色列铁路公司，后者共计拥有
约５０部ＩＣ３列车，其中部分由ＩＡＩ下属的ＲＡＭＴＡ公司在以色

２００６年，丹麦国家铁路公司共计实现利润达１２．５亿人民币。

列国内装配。

（客运列车运行公里数与其它交通工具运行公里数相比照

１９９７年，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Ａｍｔｒａｋ）对ＩＣ３列车进

的百分比值。）

行了测试，测试线路为圣地亚哥市的哈瓦沙铁路干线，以
及俄勒冈州尤金市与波特兰市之间的铁路线路。加拿大铁

ＩＣ３的优势：
ＩＣ３的机械传动部件兼具多种齿轮比，动力强劲，能效极
高，这些特性赋予ＩＣ３卓越的加速性能。在丹麦国内，城
际线路的站间距大多较短，相比于速度，列车的加速性能
显得更加重要，所以每个ＩＣ３单元的速度上限都被设定为
１８０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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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司（ＶＩＡ）也在温索－魁北克地带的铁路线路上对其进
当一辆列车同时装配两部或两部以上ＩＣ３单元时，机车
的整个前挡风板及驾驶员座位都将向后折叠，以提供开
阔的通道，机车两端特有的大型橡胶隔离板则可共同构
成有效的密封装置。ＩＣ３列车也可同ＩＲ４、ＥＴ－ＦＴ－ＥＴ、
ＩＣ２等电力驱动列车连接使用，最多可连接５部列车。

行了测试。
“Ｏｒｅｓｕｎｄｔｒａｉｎ”（ＥＴ－ＦＴ－ＥＴ）是ＩＣ３的第三代改进版
本，同时也是最新型的版本。该列车拥有独特的设计，专
门适用于丹麦及瑞典之间的区域交通运输。该列车为电力
驱动，同时兼容丹麦与瑞典两国的电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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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Sharing

汽车共享
什么是汽车共享？
汽车共享项目为城市生活提供可灵活使用的车辆。通过
它，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你随时可以迅速地融入遍布
整个城市的汽车网络。这项服务按行程计费，为你免除一
切束缚和麻烦。

汽车共享项目的使用：

经济性：

只需拥有一辆联网的汽车，通过“登陆互联网”，即可方

如果你每年在丹麦国内的驾驶行程少于１２，０００ ｋｍ

便地进入你所在社区及整个城市的车辆总队（包括汽车、

（７，５００英里），而且你并不需要每天驾车上班，那么汽

货车、卡车）——并且只在使用车辆时收取费用。

车共享项目将每年你节省数万人民币，并带给你极大的
交通灵活性——而且切实地将污染降低。

你可通过拨打电话或上网预订车辆，我们提供２４小时的服
务，满足你的各种需求，无论你的使用时间是几个小时还

汽车共享的优势：

是一个星期。由于是按行程计费，你再也无需担心维修、
保险或每月停车费等问题。

相比于驾驶私人汽车，使用共享汽车可以将个人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降低５０％。

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出租车、火车、步行、自行车，或
是公共汽车等交通方式出行。

就使用效率而言，一辆共享汽车相当于４－５辆私人汽
车。
在城市里，更少的汽车就意味着更小的车流量，更少的
停车场，更少的污染。
长远来看，共享汽车项目将为城市规划提供空间，有助
为将人性化无车社区推广到更广大人群中。
人们驾驶的时间更少：丹麦的多项研究表明，使用共享
汽车的人往往能将他们的乘车时间缩减约３０％。

82

83

荣誉诚谢

协同发展

丹麦 ／ 中国关于中国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
中文第二稿
发行 :
ＤＡＣ ｜ 丹麦建筑中心
Strandgade 27B
DK-1401 Kbh K
Copyright © 2006 by DAC and the individual authors
ISBN 87-90668-64-2
概念 : UiD / Henrik Valeur
总编辑 : UiD / Henrik Valeur
设计 : UiD / 张艨和项目组
印刷 : 上海美雅言信彩印集团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