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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总体规划更新的过程中，规划团队开展了各项参与活动，包括公共研讨会、邻里社区会
议、快闪活动、利益相关方访谈、焦点小组以及委员会会议。南旧金山市成立了社区咨询委员会 
(CAC)，就项目问题、公众参与和关键政策主题提供总体反馈。市议会和规划委员会定期收到
关于总体规划更新的最新进展。此外，在整个规划过程的各关键阶段，我们与市议会、规划委
员会和各种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和联合研究会，来收集意见、提供指导。

只要有可能，会议和材料均以双语（西班牙语/英语）形式提供。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参与活动转到了在线会议平台，并使用了交互式调查和项目网站功能。我们会
继续将该网站用作数字总体规划，公众可访问该网站与我们互动。请访问： shapessf.com

南旧金山市 2040 总体规划为南旧金山市各项条例、具体规划、方案
和不断开展的活动提供依据，并借此得到贯彻实施。该规划为如何使
用和管理南旧金山市的实体、社会和经济资源确立了总体城市政策和
优先事项。该规划的制定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并经过社区咨询委
员会、市政工作人员和当选官员的分析和审查。该规划记录了对未来
的共同愿景，并制定了相应政策和计划，来实现这一愿景。

该总体规划还向社区成员传达了社区内实体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
规则。

•	居民：南旧金山市居民可通过总体规划了解社区愿景，即南旧金山
市作为我们生活、工作和投资的城市，应该何时、何地、如何发展
和转变。

•	企业所有者：企业可使用总体规划来了解经济发展重点和可用资源。

•	开发者：开发者可使用总体规划来了解城市的发展需求、偏好和物
理参数。

社区参与流程 总体规划的作用介绍
《塑造南旧金山市 2040》(Shape SSF 2040) 总体规划为南旧金
山市提供了发展路线图，以供实施相关政策和行动，打造韧性社
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经济发展机遇。该规划依据总体愿
景、一套社区价值观和通过社区反馈意见形成的指导原则制定。

指导原则：
• 实惠、安全、有吸引力、舒适惬意的邻里社区
• 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基础设施和便利

设施
• 建设安全可靠、方便快捷、四通八达的地区交通网络
• 韧性社区
• 繁荣的市中心与地方经济

价值观：

愿景：
使南旧金山市成为每个人都能在这里茁壮成长的地方。南旧金山市的高品质生活、多样化和包
容性社区、宜居邻里社区和优质服务、创新文化，以及环境领导力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挥他
们的全部潜力。

多样性和包容性 宜居性 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http://shapes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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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组织
南旧金山市总体规划内容分为四个主要部分：我们的空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发展计划。每个部分均包含州政府要求内容和可选内容/主题。

我们的空间  
部分重点关注南旧金山市的建筑环境。其中包括以下
章节：

•	第	5	章：土地使用和社区设计

•	第	6	章：片区

•	第	7	章：住房

•	第	8	章：实现全民经济繁荣

•	第	9	章：机动性和可达性

•	第	10	章：数量充足且方便前往的公园和休闲场所

我们的人民  
部分重点关注南旧金山市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其中包
括以下章节：

•	第	11	章：公平社区服务

•	第	12	章：社区健康和环境公正

•	第	13	章：社区韧性

我们的环境
部分重点关注自然环境以及影响南旧金山市自然环境
的环境因素。其中包括以下章节：

•	第	14	章：气候保护

•	第	15	章：环境和文化管理

•	第	16	章：噪音

我们的发展计划 
部分总结了实现总体规划愿景和关键目标应采取的行动。其中概述了通过在线数据仪表板每年审查总体规划
实施情况，并跟踪和监控流程的方法。

现有条件 - 2019 年夏季
在规划过程的初始阶段，总体规划更新团队评估了南旧金山市当前的条件和政策，从而更好地
了解城市存在的关键问题、社区资产以及未来机遇和趋势

倾听和愿景 - 2019 年春季至 2020 年春季
以研讨会、利益相关者访谈和焦点小组形式收集社区反馈，进而制定出总体规划的“长期愿
景”、“核心价值观”和“指导原则”。总体规划中所有政策和方案的制定都基于这三项。

发展方案 - 2020 年夏季至秋季
在此阶段为社区制定了各种土地使用和交通发展方案，以权衡南旧金山市不同未来增长模式
之间的利弊，并确定出哪种方案最符合社区的愿景。规划团队召开了一系列社区会议，对三种
备选方案展开评估，并于 2020 年 11 月敲定了首选方案。这一过程也为最终首选土地使用计
划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规划过程
总体规划过程由五个阶段组成，从 2019 年开始，到 2022 年结束。该过程是渐进式
的，每个阶段都会为下一阶段要完成的工作提供参考。

政策制定 - 2020 年秋季至 2021 年秋季
总体规划内所有各章的目标、政策和实施行动由规划团队制定，并以
政策框架的形式呈现。这些政策框架通过十次虚拟会议和短视频进
行介绍，之后发布在项目网站中，以收集公众反馈，进而形成这些政
策、目标和行动的最终版本。

审查 + 采纳 - 2021 年冬季至 2022 年夏季
规划过程的最后阶段包括发布总体规划的公众审查草案，供市议会、
规划委员会和社区审查。此外还编制并发布了环境影响报告 (EIR)，
评估总体规划的潜在影响。这一阶段还包括准备和发布城市分区代
码更新，以及修订城市气候行动计划。所有这些文件审查通过后，最
终版南旧金山市总体规划就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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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空间

住房
“住房”部分规划了到 2031 年，南旧金山市的住房供应将如何增长和变化。

核心理念：

• “住房”部分规划了城市需要多少住房以及应该建在哪里。

• “住房”部分约每 8 年更新一次。总体规划的计划时间到 2040 年，将覆盖 2-3 个区域住
房需求分配 (RHNA) 周期。因此，总体规划为多个 RHNA 周期规划足够的住房增长非常重
要。2023 年至 2031 年期间，南旧金山市的区域住房需求分配 (RHNA) 为 3,956 套住房。

• 州政府要求南旧金山市“住房”部分积极倡导公平住房，换句话说，要确保低收入家庭和有色
人种社区参与“住房”内容部分更新过程，并以公平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和优先事项。

我们的空间

实现全民经济繁荣
南旧金山市经济繁荣发展，将为城市劳动力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并
为南旧金山市提供公共收入，可以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便利设
施和基础设施，打造高品质社区生活。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经济繁荣发展、呈现多元化格局，推动生物医学技
术、数字技术、制造、分销、酒店以及家庭服务零售和服务等行业
的就业与运营。

• 所有南旧金山市居民都可以通过高质量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机
会和文化创业服务大体上实现共同繁荣。

• 为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便利的零售和服务业（商店、餐馆和公共便
利设施等）得以保留。

总体规划要素
本节简要总结了总体规划各要素的主要理念。要获取详细说明，请参考总体规划文件，或访
问  shapessf.com 中的数字版总体规划。

我们的空间

土地使用和社区设计
“土地使用和社区设计”部分确立了整个城市住宅、办公、工业、研发 (R&D)、零售和服务、娱
乐、公共和所有其他土地使用的模式、规模和特征。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地方经济繁荣，为当前和未来居民提供多样化就业机会，增强城市的财政可持
续性。

• 不同收入水平和家庭构成的居民可以负担得起各类住房，这有助于提高所有居民的生活质
量。

• 南旧金山市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社区，设有公共区域，用于举办各类活动和社会互动，展示
南旧金山市的历史和文化。

• 便利设施遍布整座城市，可以提升居民、员工和游客的生活质量，增添乐趣。
• 整座城市的居民可以方便、公平地享有服务、工作、市政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
• 南旧金山市拥有可持续、可复原的建筑环境，可公平、积极地促进居民健康

我们的空间

片区
虽然总体规划中的全市范围政策预计将适用于整个南旧金山市，但也
需要在较小的范围内采取多项地方干预和行动措施，解决特定社区
独有的问题。总体规划强化了全市范围内的目标和政策，并针对南旧
金山市独特分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实施行动。“分区”部分针对南
旧金山市的独特分区，就住房、就业、公共领域、连通性等相关领域
制定相应政策和实施行动。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各分区差别明显，特征、建筑多样性和土地用途各不
相同。

• 各种收入水平和家庭构成的居民都有机会在所有分区过上高质量
生活。

• 分区内部和分区之间的服务、工作、公共设施和交通相互关联。

http://shapes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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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

公平社区服务
“公平社区服务”部分包含社区参与、执行 2021 年南旧金山市种族和社会公平行动计划，以
及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社区的便利设施和服务等主题，为从根本解决不公平现象提供了机会。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采用包容性参与流程，每个人都能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城市决策制定。
• 在南旧金山市，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不再由种族决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茁壮成长。
• 所有南旧金山市的儿童和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
• 所有南旧金山市居民，尤其是有色人种居民，在所在社区内都会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

我们的人民

社区健康和环境公正
地点、种族、收入和环境条件都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健康。“社区健康和环境公正”部分解决
现有社区健康问题，并提供了新的发展管理方法，可预防未来的健康和环境公正问题。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为不同年龄、收入水平和能力的居民提供高质量生活，延长预期寿命，减少种族

群体间差异。
• 所有居民都能获得及时、高质量的预防和保健服务，缩小医疗服务获得率最高和最低地区

之间的差距。
• 所有居民都可以获得新鲜、实惠和具有文化相关性的产品，缩小获得率最高和最低地区之

间的差距。

我们的空间

机动性和可达性
为实现总体规划中涵盖的公平、环境和生活质量目标，确保所有交通使用者能够安全、高效地
移动是关键。

核心理念:
• 交通设施是区域旅行的首选。南旧金山市的 BART 和 Caltrain（加州列车）车站以及渡轮码

头都是湾区当地和区域旅行的重要枢纽。
• 在南旧金山市，无需驾驶单人乘用车即可开展日常活动、履行日常功能。
• 规划和发展活动强调运输模式和战略，确保优良的空气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

额外交通用地的需求。

我们的空间

数量充足且方便前往的公园和休闲场所
随着城市的发展，南旧金山市在保持社区已有公园、娱乐设施和服务的同时，将扩大服务范
围，以满足居民需求。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的公园、开放空间、步行道和娱乐设施之间相互连接，为所有居民、员工和游客

提供服务，倡导动态交通、积极锻炼、促进健康。
• 不同年龄、能力、种族和背景的居民都有机会融入、参与和享受南旧金山市的公园和开放空

间、娱乐设施和便利设施以及休闲服务。
• 南旧金山市提供了更多的提升和青年发展机遇，促进有色人种儿童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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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环境

环境和文化管理
随着南旧金山市的发展，将促进城市生态，保护其文化和历史资源，打造富饶城市森林，支持
植被和野生动物，保护其开放空间，并对旧金山湾和科尔马溪进行管理。

核心理念: 
• 保护和加强包括湿地、城市森林和开放空间走廊在内的现有生态资产。通过旧金山湾和科

尔马溪湿地和沼泽来保护海岸，为区域生态提供支持。
• 南旧金山市拥有连续、均匀分布的树冠覆盖面，可改善空气质量，缓解气温上升，增加开放

空间之间的连通性，符合 2020 年城市森林总体规划中设立的目标。
• 南旧金山市致力保护那些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身份和生活质量做出贡献的文化资源。

我们的环境

噪音
“噪音”部分旨在提供相应的政策来指导开发工作，保护南旧金山市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免受不
可接受的噪音和振动的影响。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的噪音和振动保持在所有居民和工作人员都可接受的水平。
• 土地使用和噪声兼容性指引为新开发项目的选址、设计和隔音提供指导，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噪音对敏感土地用途（如住宅、学校和医疗设施）的影响。
• 南旧金山市为建筑活动，以及在现有振动源（如铁路）附近为敏感土地用途选址制定了地面

振动暴露阈值。

我们的人民

社区韧性
“社区韧性”部分包括相关目标和政策，用于积极推进社区韧性，为
社区做好准备，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所有灾害，同时确保良好应对
未来灾害以及高质量的灾后恢复。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保持快速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和自然

灾害带来的冲击或压力对运营造成的影响。
• 为居民（特别是最弱势的居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气候和灾害影

响。
• 南旧金山市为所有居民和企业提供机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潜在

危害和资源，能够做好准备与社区合作，为方案的制定和优先事
项提供信息。

我们的环境

气候保护
南旧金山市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旨在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社区（特别是那些历来被
边缘化的人群）免受潜在影响，努力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城市。

核心理念: 
• 南旧金山市是该地区的环保领袖，采取果断行动并激励其他社区消除温室气体 (GHG) 排

放，同时考虑到不同的社区和地理位置，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 南旧金山市到 2030 年将实现全社区减排 40%，到 2045 年实现碳中和。
• 南旧金山市在高性能可持续市政建筑、设施、景观和公园方面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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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计划 (CAP) 属于南旧金山市战略规划文件，概述了以下内容：

CAP 反映出南旧金山市独特的环境和社区，并重申南旧金山市在该
地区位居环境领先地位。南旧金山市设立了宏伟目标，制定战略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更新后的 CAP 目标为： 
1. 到 2045 年实现碳中和，到 2030 年减排 40%，到 2040 年减排 

80%
2. 公平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3. 实现气候缓解行动带来的共同利益，协助创建可持续社区

目前和预计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减排战略和行动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变化预测

我们的发展计划 
与 1990 年相比，CAP 战略目标是，在 2030 年将实现 9% 的大规
模减排，在 2040 年实现 63% 的减排。按人均计算，通过实施这
些措施，到 2030 年可减少 69% 的排放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

第 1 阶段：
基本重点是通过扩大参与半岛清洁能源 (Peninsula Clean Energy) 计划，确保南旧金山市持
续使用无碳电力。清洁能源是减少建筑和交通排放、实现城市长期目标的关键。 

第 2 阶段：
与此同时，在为电器和基础设施供电的同时提高建筑能效，大幅减少能源排放。同时，加大电
动汽车的使用，减少单人驾驶汽车，降低交通排放。

第 3 阶段：  
为利用城市使用无碳电力的优势，享有与之相关的所有共同利益，社区将逐步淘汰天然气基础
设施和基于矿物燃料的交通方式。转型包括新建筑和现有建筑使用无碳电力，并过渡至电动
汽车。

第 4 阶段： 
此外，南旧金山市还将扩大零浪费和可持续消费计划。这些计划将从产生大量甲烷排放的垃圾
填埋场转移有机废物，帮助社区成员减少总体购买量，从而减少材料生产和消费的上游排放。

第 5 阶段：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将努力实施地方碳封存项目，包括扩大当地植树项目，采用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保护和恢复自然系统，以自然的方式捕获和储存碳。碳封存对于实现碳中和至关重
要，并将帮助南旧金山市弥补其他举措的未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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