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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置地决定在其地产项目之间香港置地决定在其地产项目之间
架设天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架设天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战后，人行天桥在我们的历史
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要想理解它
的重要性，你需要查阅香港作为
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建立之初的
历史以及当时政府规划街道的方
式和地块尺度的大小。在这样一
座拥挤的城市里，建筑地块的尺
寸与所处的大环境相比显然太小
了。随着城市的发展，很多建筑
物之间的街道都被并入了大的地
块之中，但建筑物之间并没有足
够的商业空间。香港置地试图买
下位于我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所购置的地产周围的楼房，这样
我们就能对建筑进行整合，或者
通过在街道上方搭建人行天桥来
连接它们。二战后，由于租金管
制，我们一直没能对我们在中环

早的产业进行重新开发，直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拆除了旧
的历山大厦和临近的皇室行并建

2014年，在香港中环拥有45万平米地产的香港置地迎来
了成立125周年纪念。公司不仅对香港的商业、零售业
和酒店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建造了著名的城市
天桥系统。该天桥系统有数公里长，很多都配有空调设
备，能够维持自身的“街道”生活。CTBUH出版编辑Daniel 
Safarik与香港置地执行董事罗谦信先生就不断发展的城
市化世界里的天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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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谦信先生于2002年6月被任命为香港置地有限

公司的执行董事，负责公司在亚太地区投资项

目的管理工作。

罗先生于1988年加入公司，负责了多个重要的

高层建筑开发项目，包括香港遮打大厦，新加

坡莱佛士码头一号，澳门壹号广场豪华综合开

发项目和正在建设的滨海湾金融中心，以及位

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即将完工的世贸中心二号

楼（由Jakarta Land投资）。

在加入香港置地之前，罗先生曾在德理公司

（美国建筑与工程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工作了

十年，并获得了大量在香港、中国大陆、韩国

和菲律宾的区域设计和项目协调经验。 

目前，香港置地名列全球 大的25个地产公

司之一（按市值排名），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

CTBUH的资助人/赞助会员，并从同年的第四届

CTBUH全球大会起，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开始

参与CTBUH的国际会议。 

造了第二代装饰风格的新历山大
厦（1976年再次与中环的港铁系统
一起进行了重新开发）。至此，我
们所有的建筑都有约五六十年的
历史，均为我们在二十世纪初建
造的四层楼房。 

当时香港置地的领导阶层都是有
着敏锐直觉的思考者，他们建造
了第一座文华酒店（即现在的东方
文华酒店），这座酒店至今仍矗立
在原位。文华酒店建于1963年，
并于同年开张营业。当时重新开
发太子大厦的高层经理说，
“在文华酒店的场地内我们没有足
够的商业空间，不如我们用装有
空调系统的天桥将它连接到路的
另一边吧。” 新的太子大厦建成于
1965年。政府授予我们建造、运
营和管理第一座人行天桥的许可
证，这座天桥后来成为了世界上

具标志性的天桥之一，时常出
现在镜头中。

“投资天桥并让零售区纵向扩展吸引投资天桥并让零售区纵向扩展吸引
的客流量已经至少达到了我们在香港的客流量已经至少达到了我们在香港
年销售总额的30%至35%。年销售总额的30%至35%。” 

图1. 连接历山大厦的天桥 © 香港置地图1. 连接历山大厦的天桥 © 香港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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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香港中环抬升的天桥系统（来自：Frampton, A.等，Cities Without Ground: A Hong Kong Guidebook，2012）图2. 香港中环抬升的天桥系统（来自：Frampton, A.等，Cities Without Ground: A Hong Kong Guidebook，2012）

这座人行天桥为豪华酒店的宾客
提供了到达旁边建筑物内的连接
通道，他们可以早上醒来后走到
设有三层零售区的另一座大楼
内。而需要到太子大厦进行商务
活动的宾客可以通过天桥到达办
公大堂。这也是我们将办公区的
大堂设置于地面层以上的第一座
建筑。 初的设计将主要的办公
大堂置于第二层，双层自动扶梯
位于东西两侧。这对 大限度地
将人流引入地面层和首层的商店
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当时就已有
很多商店有双层层高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巧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巧妙
利用四周建筑物的方法就是把它利用四周建筑物的方法就是把它
们当成一个整体对待吗？们当成一个整体对待吗？

是这样的。这两个地块在中环都
算面积较大的，但我们仍然认为
通过把它们连接起来使其面积翻
倍将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商业空
间，也会为我们提供在酒店、零
售、办公和餐饮之间建立综合连
接的机会。当看到这一措施成效
显著后，我们就开始说：“看，这
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就按这样的
方法来规划我们所有其它需要重
新开发的项目吧。”  

这就是促使我们进行中环再开发
总体规划的原因，该规划将聚焦
两个重要的决策：再次开发位于中
环重要节点地段的历山大厦（见图
1），让多座人行天桥能向各个方
向辐射到我们周围的产业；更重要
的是，合并皇后大道中段和德辅
道中段的两个地块。今天，这里
成为了豪华零售商业综合体——
置地广场，包含三座高层写字楼
和现在世界闻名的地标建筑——
东方文华酒店。

在你重新开发这些大厦时，是选在你重新开发这些大厦时，是选
择了推倒重建还是彻底翻修？择了推倒重建还是彻底翻修？

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推倒重
建，因为所有房屋的建筑面积都
在该地块允许建造的总建筑面积

以下。原来的建筑都只有四层。
后来，根据香港新的建筑规范，
可以在规划建筑用地内80%的区域
建造 多24层的建筑，因此容积
率 高可达18或19。但十年后香
港又将容积率上限下调至15。那
时的香港正在飞速发展，人口从
二战结束时的六十万增加到了五
十年代中期的二百五十万，其中
很多移民是从大陆过来的。 

在香港置地将天桥系统扩展到其在香港置地将天桥系统扩展到其
直接所有的产业范围以外的过程直接所有的产业范围以外的过程
中，需要与哪些私人利益相博弈？中，需要与哪些私人利益相博弈？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香港政府
都很支持人行天桥网络项目。像
类似康乐中心的一些开发项目，
就被要求必须在干诺道上建造一
座天桥。政府也建造了一系列令
人惊叹的天桥项目，扩展了我们
在六十年代开始的天桥连接网络（
见图2）。

如果一个开发商有多个邻近的地
块，他一般会用天桥将地块上的
建筑物连接起来。但如果这些地
块分别属于不同的开发商，则很
少有人愿意与竞争对手的建筑相
接。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分担建造和维护的成本。一些开
发商只顾眼前利益，并没有意识
到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客流量和租

赁的增长潜力会给自己带来巨大
的收益（与前期投入相比）。

你有没有计算过天桥给一个项目你有没有计算过天桥给一个项目
带来了多少价值？带来了多少价值？

具体数值很难计算，但可以说，
投资天桥并让零售区纵向扩展而
吸引的客流量已经至少达到了我
们在香港年销售总额的30%至35%
。这是由于我们能够向上多建几
层，将办公大堂移至地面层以
上，为地面层的零售区提供了更
多空间。同时，建筑物之间的连
接也为所有零售商带来了更多盈
利。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让
大众和海外游客相信我们在中环
南部干诺道的四个互相连接的主
要零售裙楼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
商业开发项目。数年前，我们重
新命名了这些连通的零售裙楼，
将它们打造成现在的“置地广场”（
见图3）。

这样一来，你可以说你是在中
环，也可说是在置地广场之内。
当然真正重塑品牌是极具挑战性
的，因为人们还将这些建筑分别
看作太子大厦、历山大厦、遮打
大厦和文华酒店。尽管如此，我
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采用了许
多措施让人们感觉他们在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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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香港置地广场 © 香港置地图3. 香港置地广场 © 香港置地

购物场所里。我们运用了相同的
楼层、标识、品牌、音乐和香
气，为顾客营造一种他们正穿梭
于同一水平向购物场所中的氛
围。 

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置地广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置地广
场的品牌效应？场的品牌效应？
所有天桥在十五年前都已经翻修
成了相同的样式，但各个建筑中
的零售区仍各不相同。距历山大
厦上一次翻修已有十二年，这给
我们创造了一个全面改造的良好
契机。我们和设计顾问团队想出
了一个惊艳的开放式设计方案：利
用落地窗与外界建立视觉联系，
一个俯瞰主电梯大堂和天桥的新
餐饮奥特莱斯夹层，意大利奥乌
里西纳石灰石地板，加斯科因米
色石灰石墙面，华丽的照明效
果，一体化的零售店面设计，以
及给人以温暖的优雅木材饰面。

我们成功地将自己的建筑物与其
它开发商的产业相连。短短的天
桥连接了置地广场、中建大厦和
中汇大厦，也连接了娱乐行和兰
桂坊，兰桂坊属于当地另一家开
发商，他们很有远见地与我们进
行了合作。在雨天，这里是世界
上 繁忙的“通衢大道”。将太子大
厦、渣打银行大厦和汇丰银行大
厦连接起来同样取得了成功。一
项协议计划保证了相连的建筑物
能够分担天桥的成本。将两家竞

争的银行互相连通并与我们的网
络和政府办公楼相连的做法是前
所未有的。

如何处理安保协调、维护和营业如何处理安保协调、维护和营业
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 
如果这座天桥被授权给了第三方
开发商，则由该开发商承担天桥
的安保和维护责任。政府建造的
天桥由政府自行负责安保和维
护。在任何情况下，天桥都必须
24小时开放。但如果天桥在连接
时穿过了一栋私人建筑就有多种
处理方法。可以选择达成协议建
成一条室内走廊，大多数情况下
能因此获得容积率奖励，也有可
能只是一条标准的连接通道，没
有奖励；在某些情况下，室内走廊
会关闭（比如晚上十点），那么天
桥的运营者或政府就需要提供通
到地面的自动扶梯或楼梯。有
时，天桥的所有者会在建筑的外
围建造一条室外走道，接通至下
一座天桥。这也是自六十年代至
十五年前，我们在第一座历山大
厦和于仁大厦（后更名为太谷大
厦）内部及外围建造人行天桥的方
法。当然， 正确的方法就是将
天桥纳入一座私人地产，并以同
样的方式“捕获”行人和顾客。 

安全问题会对在高处建造建筑物安全问题会对在高处建造建筑物
之间的人行天桥造成影响吗？之间的人行天桥造成影响吗？ 
任何人在人行天桥上的问题上主

要关心的都是相连的建筑物内发
生火灾的情况，当然， 令人担
忧的是烟气。对于非空调环境和
部分开放式的天桥这可能不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有自然通
风。但建筑规范依然要求在建筑
物的连接处设有两道或四道防火
卷帘门，一个走廊（位于大堂内，
在大堂关闭时仍可通行）和一条通
道让行人能够倒退回另一座建筑
内。全封闭式天桥变成了一个公
共安全隐患。诚然，在天桥上发
生火灾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
我们仍在所有天桥上使用了耐火
材料并装配了灭火喷水系统。

关于高空（指二层以上）人行天桥
的问题：如果一座建筑物内发生了
火灾，正确的策略是阻止烟气和
火情蔓延到天桥上，保证天桥两
端的支撑结构足够坚固并能在火
灾过程中保持稳定。接着需要将
桥上的人们安全疏散至其它建筑
物内，或者，在 糟糕的情况
下，留在天桥内原地等待，救援
人员可从桥上的窗户或“逃生门”展
开外部营救。位于屋顶的天桥自
然而然地成为了“屋顶避难区”，我
认为这样的设计对所有高层建筑
都是有益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香港置地用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香港置地用
天桥连接了如此众多的开发项天桥连接了如此众多的开发项
目，你认为这种建造人行天桥的目，你认为这种建造人行天桥的
潮流还将继续吗，或者是否存在潮流还将继续吗，或者是否存在

图5. 香港每周日都会有家政服务人员在天桥上聚集 © Annelotte图5. 香港每周日都会有家政服务人员在天桥上聚集 © Annel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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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其它开发商在更高位置建造阻止其它开发商在更高位置建造
天桥的障碍？天桥的障碍？
为了建立有效的连接，人行天桥
需要符合总体规划要求或由拥有
多个临近建筑物的开发商建造。
此外，也要有人们在建筑物之间
进行空中穿梭的迫切需求。如果
你有一个位于地面层以上的酒店
大堂，而你需要将酒店中的宾客
连通到其它地方的零售区或办公
区，此时使用天桥连接就可以使
人们免于必须经由地面层才能到
达目的地。垂直发展的高层综合
体项目正为连接不同的设施和功
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类似上海中心这样的建筑应用了“类似上海中心这样的建筑应用了“
城中之城”的垂直建筑理念，而香城中之城”的垂直建筑理念，而香
港置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似乎港置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似乎
一直在进行水平向发展，脱离地一直在进行水平向发展，脱离地
面仅仅几米而不是数百米？面仅仅几米而不是数百米？
在不同高度建立建筑物之间的连
接都是有意义的。我认为，这一
点对于地铁系统与建筑物在地下
的连接是显而易见的。在屋顶建
立连接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将
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场
所，比如一个屋顶花园、一个游
泳池、一条跑道，或一个餐厅都
能有助于将建筑物连接起来。事
实上，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我
们还没有建立更多屋顶连接。那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理念。 

而在中间某一高度将建筑连接在
一起会更有意思，因为这一定是
有某种功能的需要。但是如果布
置一个核心设施将充分证明其必
要性比如，你可以利用一个位于
建筑中部的啤酒花园实现人流移
动。他们在吉隆坡石油双塔上就
将人行天桥转变成了一个能俯瞰
整个KLCC公园的餐馆。 

这里有另一个观点。 终是一座
400米高的巨型超高层建筑更昂贵
还是两座水平连接起来的200米塔
楼更昂贵呢？站在香港置地的角
度，我们建造的大厦 高245米。

我们对我们的资金使用非常谨
慎。我们认为，“为什么我们不建
造两座相邻的塔楼，并在多个不
同高度连接它们？这样不是能降低
成本，以让建筑综合体更经济高
效吗？” 

在《Cities without Ground》一书在《Cities without Ground》一书
中，记录了香港多层面的立体生中，记录了香港多层面的立体生
活，其中引人注意的一点是，那活，其中引人注意的一点是，那
些自发的活动是怎样给街道带来些自发的活动是怎样给街道带来
真正的活力的（虽然很多开发商并真正的活力的（虽然很多开发商并
不是有意为之）。人行天桥网络在不是有意为之）。人行天桥网络在
这些活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活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你要在这其中达到一种平衡。天
桥上有时会有小商贩分发广告或
有人演奏乐器，我们对此感到很
矛盾。我们也试图与香港警方协
作，将政府所有的天桥与我们的
天桥网络对接，以便互相配合保
障安全。有些天桥上聚集了很多
家政服务人员（见图4）。政府认
为，只要没有严重妨碍天桥上的
交通，可以允许家政服务人员聚
集在天桥的一侧。所以很多时候
这与天桥上的客流有关。但是我
们的天桥要狭窄得多，因此我们
不能允许这些人聚集，因为确实
没有空间。 

由于天桥是由私有公司管理的公由于天桥是由私有公司管理的公
共场所，你需要有权利驱逐妨碍共场所，你需要有权利驱逐妨碍
租户通行的人。那么你怎样具体租户通行的人。那么你怎样具体
操作此事呢？操作此事呢？ 

我们确实试图想在正常管理我们

“我认为，将地铁系统与建筑物在地下相我认为，将地铁系统与建筑物在地下相
连接是理所应当的。而在屋顶建立连接也是连接是理所应当的。而在屋顶建立连接也是
如此……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建立更多屋顶如此……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建立更多屋顶
连接，这倒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那其实是一连接，这倒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那其实是一
种非常好的生活设施。种非常好的生活设施。”  

的天桥和让它们保持活力并保有
活跃的气氛之间取得平衡。我们
认为我们应该获得在天桥上进行
销售及设立摊位的权利。我们一
直在与政府协商，希望能给予非
盈利的商业活动一定的空间，来
增添天桥上的活力。 

于天桥的节点处（或附近）设置花
店、巧克力店和咖啡店让人们会
面、停留和享受生活，目前这是
很重要的一种营销策略。能不能
在天桥上允许一些小范围的类似
活动呢？诚然，在大型城市这些活
动曾经都是被允许的，结果就是
所有有执照的商贩都理所当然地
将他们的推车停在了人行道上。
在天桥上，我们能不能在走道的
一侧也创造一些悬挑出去的空间？
当然，这些都越来越依赖于政府
的支持。当我们渐渐走向正在进
化中的未来城市时，这种理念对
于管理人行天桥将会变得十分重
要。

来自香港置地的James Robinson (罗谦信) James Robinson (罗谦信) 
将在上海会议的分会11“天桥：高层建筑
在高空的联系”（于9月18日星期四中午
11:15 – 12:45举行）上发言，演讲主题为
“超越建筑标志性的意义：垂直领域中的
水平向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