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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商业发展基础分析

一、商业发展基础现状

（一）经济发展基础良好，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2015-2020 年间，太仓市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稳定且持续增长。2015

年以来，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太仓市 GDP 增长保持在 7%左右。2020 年，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386.09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6.74 万元，三产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攀升。2020 年太仓市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25.04 亿元，疫情期间比上年增长 0.25 亿。2015-2020 年间，社会

消费品零售的增长速度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5%，商业供给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消

费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各镇区商业发展基础良好，各镇区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长，

从 2015 年－2020 年太仓市各镇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市 GDP 比重呈增长趋势。

表 1 太仓市 2015-2020 年商业发展相关指标数据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015.32 1087.39 1194.08 1277.25 1324.97 1386.09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2.84 13.53 14.64 15.60 16.10 16.74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469.83 503.19 554.95 600.24 641.29 692.6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05.65 332.64 361.19 396.35 424.79 425.0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0134 54099 58458 63076 68204 70592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31488 33721 35359 37187 39187 3858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5643 27766 30026 32458 35198 37521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17333 19589 20919 22216 23762 22912

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69.50 75.41 84.46 96.20 105.44 75.83

资料来源：太仓统计年鉴（2016-2021）

（二）商业体系基本形成，空间布局持续优化。

太仓市基于“中心城区—镇—村庄”的城乡体系和“一市双城三片区”的市域空

间结构，已初步形成市区结构型的“商业中心－商业街区－商品交易市场－大型商业

网点”的商业布局。商业中心基本上形成了市级商业中心－镇级商业中心－社区级商

业中心三大层级，形成了“一主一副四片区三组团”的空间格局：一主：人民路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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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一副：万达广场市级商业中心；四片区：港城商业聚集区、沙溪古镇商业

聚集区、浏河商业聚集区、天镜湖商业聚集区；三组团：璜泾商业聚集区、双凤商业

聚集区、陆渡商业聚集区。太仓形成了六条特色商业街区：海运堤风情街（国家级）、

人民路商业街（苏州著名商业街）、沙溪古镇一条街（苏州著名商业街）、双凤一品

羊肉美食街（苏州特色商业街）、武陵路电子商业街（苏州特色商业街）、公园弄文

化一条街（苏州特色商业街）。交易市场包括五洋建材综合市场、港城生产资料交易

市场群、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市场、月星生活广场、太仓汽车城、建材市场、璜泾化纤

加弹市场、华东国际塑化城、富荣建材市场。

（三）商业业态丰富多元，镇区分布尚不均衡。

基于高德 POI 数据对太仓市商业网点业态类型进行分类汇总与划分，太仓商业网

点业态类型可以分为汽车服务、餐饮服务、购物服务、生活服务、体育休闲服务、医

疗保健服务、住宿服务、旅游服务 8大类型。其中，购物服务的网点数量最多，占比

45.59%；餐饮服务的网点数量次之，占比 20.7%；生活服务的网点数量位列第三，占

比 19.89%。各类型商业网点呈现中心集聚态势，各类商业网点以主城区最为集中。餐

饮、购物、生活服务、科教文化、汽车服务、体育休闲商业网点在中心城区（城厢镇）

形成高度集聚；同时浏河镇、沙溪镇也形成了中等集聚，其他镇区则集聚程度不高，

分布零散。从平均最邻近距离的角度来看，购物类网点的便利程度最高，餐饮类网点

的集聚程度最高，休闲娱乐类的网点集聚程度较低。

（四）商业集聚热点明显，中心效应初具雏形

根据 POI 核密度值的高低值分布确定太仓商业中心等级，从商业网点 POI 的核密

度三维图可知太仓市的商业中心体系呈现出以主城区为核心，各乡镇多点聚集的空间

布局特点。主城区为核密度等级最高的热点区，并以其为中心，逐渐向外递减。人民

路区域核密度属于最高等级市级中心；万达为次一级市级商业中心；沙溪、浏河镇的

核密度等级属于一级镇级商业中心，璜泾镇为次一级镇级商业中心，而绿地乐和城、

天镜湖商业广场、五洋滨江广场等中小型商业综合体均为社区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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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太仓市商业聚集区汇总

商业聚集区 所属行政区 商业网点数

周边人口

覆盖（万）

中心等级

距离城市中心

距离 （km）

人民路华联－南洋 主城区 8540 50 市级商业中心 3

万达－东盛广场 主城区 1520 44 市级商业中心 1

永久商业广场－吉麦隆 沙溪 4857 9.7 镇级商业中心 14

润亿达－吉麦隆 浏河 3771 3.9 镇级商业中心 15

家家惠生活广场 璜泾 2137 6.5 镇级商业中心 27

表 3 镇级商业中心现状评估

乡镇 常住人口 网点总数 人均网点数

沙溪 101023 4857 0.048

浏河 39444 3771 0.096

璜泾 64673 2137 0.033

表 4 市级商业中心大型商业网点构成

商业中心

名称

网点名称 营业面积（平） 类别 经营状态（年营业额）

人民路市

级商业

中心

南洋广场 118892 商业综合体 51000 万元/年

华旭广场 18705 商业综合体 1791.5 万元/年

华联商厦 25000 百货 23800 万元/年

新城商厦 8000 百货 整改中

新世界百货 5000 百货 已关门改为五星电器

万达城市

商业中心

万达广场 335700 购物中心 86000 万元/年

宝龙广场 30000 商业综合体 2910 万元/年

东盛广场 30000 商业综合体 3030 万元/年

港区城市

商业中心

五洋滨江广场 53000 大型商业综合体 6200 万元/年

港城邻里中心 22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4000 万元/年

欧德福城市生活广场 1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9000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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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街区基础良好，特色引力初步显现

目前太仓海运堤风情水街被评为“国家特色商业街”，6 条商业街被评为苏州市

著名（特色）商业街：人民路综合商业街和华旭广场被评为苏州市著名商业街，双凤

一品羊肉美食街、沙溪古镇商业街区、武陵电子商业街、公园弄文化一条街被评为苏

州市特色商业街，商街引力初步显现。

表 5 现状特色商业街区基本情况统计

类型 名称 特色

国家特色商业街 海运堤风情水街（2013） 休闲餐饮

苏州市著名商业街
太仓市人民路综合商业街（2010） 综合商业

华旭广场（2012） 商业综合体

苏州市特色商业街

双凤一品羊肉美食街（2010） 羊肉餐饮

沙溪古镇商业街区（2011） 古镇休闲

武陵电子商业街（2012） 数码电子

公园弄文化一条街（2009） 历史文化

（六）社区商业供给较好，类型多元满意度高

对西北片、东北片、老城片、新区片、科教新城片、陆渡南片、陆渡北片、金仓

湖片、港城北片、港城南片、 港城西片和浏家港片 12 个居住片区
1
的社区商业网点进

行泰森多边形分析，得出目前的城区社区商业中心的服务半径为 600—1300 米。太仓

居民对现有社区商业总体满意度较高。

主城区及港城区的大部分居住片区社区商业网点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购物网点、

生活服务网点、餐饮网点、休闲娱乐网点。通过 arcgis 的空间统计，计算各居住片区

的超市网点、食杂便利店网点、生鲜菜店网点、餐饮网点、美容美发保健网点、健身

运动网点、医疗药品网点、维修洗涤网点、教育培训网点、金融邮政网点 10 类业态的

覆盖率进行计算，发现：各居住片区间商业网点覆盖差异较大，人民路商业聚集区和

万达商业聚集区作为市级商业中心，10 类业态均在此区域分布最密集，总覆盖率和优

质覆盖率均为最高；餐饮类网点在 10 类网点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超市、食杂便利

店、美容保健类网点分布也较为均衡；教育培训、运动健身、金融邮政类分布不均衡

情况较为严重，除了市级商业中心，其他片区覆盖率较低。

1 注：12 个居住片区的划分来源于《太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 年）修订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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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太仓市各居住片区四类商业网点数量

居住片区名
规划

人口（万）

餐饮网点

（个）
购物网点（个）

生活服务网点

（个）

休闲娱乐网

点（个）
总计（个）

西北片区 7.5 551 1243 921 45 2763

东北片区 12 422 1021 732 36 2213

老城片区 5 1752 4407 2918 294 9390

新区片区 10.5 1551 1937 2153 193 5849

科教新城片区 10 146 218 207 14 593

陆渡南片区 6.5 297 472 375 32 1178

陆渡北片区 6.5 57 103 100 13 274

金仓湖片区 2 56 111 80 3 250

港城北片区 4 42 32 37 7 118

港城南片区 6 259 350 228 22 859

港城西片区 8 24 70 38 2 135

浏家港片区 2 16 38 40 6 101

（七）商品市场不断转型，经营品类较为分散。

太仓市依托太仓港的基础，大力提升专业市场建设，商品交易市场的销售额保持

稳定增长，集中发展形成204国道沿线五洋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群、森茂集团为代表的汽

车城、月星家居为代表的家居建材市场以及陶瓷城、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等。目前，太

仓市商品交易市场总体上形成了“一区一带”的基本布局。其中，“一区”是指中心

城区商品交易市场群，其布局特征是群体化，主要有通胜钢材市场、太仓汽车城、家

居装饰建材城、五洋综合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等“一带”是指沿江商品交易市场带，

其布局特征是相对分散，且沿338省道为主，主要有国际塑化城、港区建材市场、港区

钢材市场、木材家居市场以及璜泾化纤加弹市场。总体上，太仓商品市场规模较小，

品类分散，市场影响力较弱。

表 7 太仓市商品交易市场基本概况

名称 地址 主营产品 运营状态

五洋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群
204 国道西侧，主城

区外围区域

建材、五金、机电、陶瓷、家具、

灯具等
正常运营

港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群
沪浮璜公路与锡太公

路交叉口
钢铁和木材 正常运营

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市场 双凤镇

废旧物资回收交易，配套废旧塑

料、纸品、橡胶、有色金属、废铁、

拆车等业务

闲置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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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星生活广场 郑和西路 陶瓷产品、厨卫用品
发展为城市综合体（商

业综合体+住宅）

太仓汽车城 太平北路 汽车以及汽车 4s 店、商业街区 正常运营

建材市场
204 国道（新华西路

交叉口）
建材

纳入五洋综合商品交易

市场统筹发展

太仓璜泾化纤加弹市场 太仓璜泾园林路 化纤加弹 正常运营

中国华东国际塑化城
沪浮璜公路与新港公

路交叉口
新型专业塑化市场集群 正常运营

富荣建材市场 城厢镇城西南路 8号 家装建材 正常运营

（八）大型网点发展多元，局部集聚效应明显。

太仓市的大型商业网点包括大型商业综合体、小型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大型

专业店、百货店、大型超市、中型超市，全市超过 5000 平以上的大型商业设施有 20

家左右，其中中型超市数量较多，占 49%，其次为商业综合体，占比为 27%，其余各类

网点占比均低于 10%；从面积上看，商业综合体面积占比最高，达到 57%，其次为百货

与购物中心，占比为 22%。大型网点的最邻近指数是 0.66，集中于主城区人民路商圈

和各个镇区中心。

表 8 太仓 5000 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百货及商业综合体一览表

镇区 名称 营业面积（m
2
） 建筑面积（m

2
） 业态

主城区

华旭广场 18705 27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万达广场 335700 485800 购物中心

华联天地 25000 40000 百货

太仓新城商厦有限公司 8000 11000 百货

南洋广场 118892 141076 大型商业综合体

天镜湖商业广场 32541 42604 小型商业综合体

江苏太仓绿地乐和城 23421 33483.16 小型商业综合体

五洋广场 28362 100000 大型商业综合体

东盛广场 50000 4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兴业商场 8000 1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马太购物广场（童乐汇） 30000 5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百隆商业广场 17215 3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丽景商业广场 13410 13586 小型商业综合体

华盛园邻里广场 3000 1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万客隆购物广场 8000 1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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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汇家购物中心 8000 10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新天地广场 15000 16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港区（含浮

桥镇）

五洋滨江广场 53000 70000 大型商业综合体

港城邻里中心 22000 42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欧德福城市生活广场 10000 12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双凤镇 新湖邻里商业广场 25000 32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沙溪镇 太仓永久商业广场 38243 39969 小型商业综合体

浏河镇 好买得购物中心 11000 19000 小型商业综合体

表 9 太仓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一览表

镇区 名称 经营场所
营业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主

城

区

永辉超市 万达广场 B1 11993 17990（估）

苏杭时代超市武陵街加盟店 武陵街中心菜场 3097 5800

沃尔玛 城厢镇府南街 21号 111940 150900

仓建超市 城厢镇锦州路 89-5 号 9340 9940

城厢镇苏杭时代
城厢镇武陵街中心菜场

101 室，202 室，203 室
5800

大润发 城厢镇太平南路 18 号 10230 20511

港区（含浮桥镇） 欧德福超市 中兴商业街 188 号 5000 7500（估）

沙溪镇
苏杭时代沙溪店 沙溪镇白云路沙南路口 4000 7000

吉麦隆（沙溪店） 白云中路 288 号 7000 8000

浏河镇 吉麦隆（浏河店）
浏河镇听海路51号上海假

日三期
4000 6000

二、商业发展问题分析

（一）商业网点布局初具雏形，整体发展不平衡。

虽然太仓整体商业网点体系已初具雏形，但各镇区商业发展并不平衡。从商业网

点的集聚程度来看，城厢镇商业网点高度集聚，但辐射带动效应和运营管理水平尚待

提升，关系民生的社区商业基础设施配置仍有待完善；港城的商业集聚主要分布在五

洋滨江广场、港城邻里中心、欧德福城市生活广场周边，均为服务周边社区居民的中

小型商业综合体形态，还未能结合港城产业优势发展成为高能级的市级商业中心；沙

溪、浏河、浮桥、璜泾、双凤等乡镇多散点零星布局，浏河及沙溪两个乡镇商业发展

程度高，璜泾、双凤镇依然是以传统沿街店铺为主，乡镇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部业态构



8

成单一，主要由大型超市组成。

（二）市级商业中心能级较低，缺乏市场引领性。

1.人民路商圈商业引力下滑，缺乏名片商业。人民路商圈大型商业网点聚集、网

点业态丰富，但整体呈现出空置店铺增多、物业管理混乱、交通停车困难、街区景观

设施陈旧、名片商业文化缺失等问题，造成商业引力下滑，有待重塑商业形象。

2.万达商圈的特色塑造不够，商业创新不足。万达商业环境和业态配比基本符合

太仓大众需求，且与周边的东盛和宝龙广场形成了业态差异，但三个主力商业体间缺

乏联系和互动，关联性不强；且业态以面向太仓市域普通消费为主，商业文化塑造不

够，缺乏创新业态，不具备打造太仓名片商业特质。

3.港城的商业消费动力不足，商业等级较低。港城商业发展与其整体城市地位不

符，商业集聚主要分布在五洋滨江广场、港城邻里中心、欧德福城市生活广场周边，

均为服务周边社区居民的中小型商业综合体形态。目前教育培训运营良好，港区免税

业态培育不足，整体尚未形成具有更高辐射效应的商业中心。

（三）镇级商业中心辐射力差，品质档次待升级。

1.沙溪镇级商业中心文化塑造不够，体验商业缺失。沙溪镇级商业中心网点以沙

溪古镇为核心发散分布，外围服务本地，内部服务游客；古镇商业具备较好的引流潜

力，业态符合古镇定位，但文化塑造不够，体验性商业缺失，缺乏民宿和主题酒店，

夜经济有待开发。

2.浏河镇商业中心商业品牌有待明确，营销推广有待进一步加强。浏河商业中心

由听海路商业街、浏河古镇、华东水产市场构成，具备服务本地+外来消费群体的双重

属性；商业网点体验特色鲜明，但整体缺乏鲜明的商业品牌形象与号召力，吸引外来

消费动力不足；听海路商业街与浏河古镇在景观联结、形象和谐、业态配合方面的整

体融合度与和谐度不高，整体缺乏规模效应。

3.璜泾镇商业中心业态与模式落后，规模效应缺乏。璜泾商业中心以传统的沿街

商铺为主，主要服务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缺乏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载体，业

态形式比较落后，且商业文化塑造缺乏当地特色。

（四）特色商业街区引力不足，运营水平待提高。

1. 海运堤风情水街商业本底条件优越，商业 IP 有待进一步明晰。海运堤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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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餐饮、休闲、娱乐业态为主，消费群体多元，外来消费群体占比较高，属太仓中

高端消费聚集地；但街区商业定位需明确与强化，商业 IP 有待进一步清晰，缺乏与天

镜湖商圈的深度互动。

2.人民路综合商业街业态较为传统，休闲业态与基础服务发展滞后。人民路综合

商业街和华旭广场是太仓市的传统商业集聚地，商业业态以购物服务为主导，其次为

餐饮服务，生活服务和休闲娱乐业态发展相对滞后。商业业态比例不均衡，更新滞后。

此外街区景观美观性不佳，缺乏公共休闲区域；街区入口不明确，停车空间不足。

3.双凤一品羊肉美食街业态混杂，特色缺失。一品羊肉街业态混杂（包括餐饮、

五金电器、公共服务等），羊肉餐饮业态比重低，羊肉餐饮老字号比例尤其低，文化

特色不突出，缺失特色。

4.沙溪古镇业态低端，文化性与体验性不强。沙溪古镇商业街总体修缮维护情况

良好。但整体房屋空置率较高，人口老龄化严重。商业业态以零售业为主，餐饮、休

闲等业态较少。商业业态整体呈现出品质低端、业态同质、体验性差、文化特色不足

的特点。

5.武陵电子商业街、公园弄文化一条街商业业态杂乱，品质较低。武陵电子商业

街与公园弄文化一条街商业业态自发形成，商业业态混杂，以临街商业为主，业态同

质化严重且低端，整体未形成上轮规划中的主题定位。

（五）新型社区商业形态缺乏，业态类型不均衡。

太仓居民对现有社区商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商业规模小、距离居住地远等方面。

大部分社区尚未形成邻里中心模式，菜场数量多而密集，和农产品交易市场距离太近，

卫生环境差；而新型标准化生鲜菜店较少，购物环境需要提升。超市网点以非连锁经

营品牌为主，品牌连锁超市占比较低。食杂便利店总量巨大，家庭夫妻食杂店比例较

高。

社区商业各类网点在各居住片区的集聚程度与覆盖率差异较大，存在严重的不均

衡性。生鲜菜店在港城西和港城南、陆渡、科教新城的总覆盖率在 60%以下；健身运

动网点、医疗药品、维修店洗衣店、教育培训类网点、金融邮政类网点在各居住片区

的分布明显不均，优质覆盖率主要为老城区，其他居住片区的总覆盖率均较低。

（六）商品市场建设水平偏低，规模效应待激发。

目前，太仓市市、镇等政府不同部门参与了市场建设，缺乏严格的审批和统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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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化程度、规范化程度相对偏低，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建设，使得商品交易市

场出现无序发展状态，甚至有恶性竞争问题。同时，太仓市商品交易市场普遍层次较

低，硬件设施品质不高，配套设施较为滞后，缺乏市场影响力。此外，商品交易市场

的信息化程度偏低，多数商品交易市场没有建成完善的电子信息系统和电子信息网络，

也未完全采取电子信息管理手段和电子交易方式。

（七）大型网点业态亟须更新，业态特色需凸显。

大型商业网点营业面积较小，总营业面积约 68.02万平方米，人均商业面积为 0.95

平方米。购物中心网点营业面积在 30 万平方米以上的仅有万达城市商业广场，其他大

部分商业综合体都只有 3万平方以内，且购物中心、百货店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坪效均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苏州和上海的平均坪效水平差距较大。

太仓现有 3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和 17 个小型商业综合体，此类业态已饱和；工厂店

是太仓消费领域的一大特色，太仓工厂店有近百家，多分布在沙溪、浏河、璜泾、双

凤等乡镇，单体建筑面积大多在 1000 平方以上，但目前产品售后服务环节缺失，多数

工厂店设在工厂内或工厂周边，此外工厂店商品的款型、风格、功能方面较为陈旧，

商品尺码、品类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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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业网点发展目标与思路

一、 规划期限与规划范围

（一）规划期限

本期规划为 2020 年－2030 年，分两个阶段：

近期 2020-2025 年

远期 2026-2030 年

（二）规划范围

（1）规划区

太仓市域，总面积 809.93 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水域面积 143.97 平方公里，陆地

面积 665.96 平方公里。

（2）中心城区

杨林塘—沿江高速公路—苏昆太高速公路—沪通铁路—浪港路—滨江大道—339

省道复线—沪通铁路—太仓西、南市界围合的区域，总面积约 299.7 平方公里。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2006）；

3.《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商建发〔2004〕180 号）；

4.《零售业态分类标准》（GB/T18106-2004）；

5.《商业街管理技术规范》（SB/T10517-2009）；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行业标准－特色商业街评价指南》（SB/T11011-2013）；

7.《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国发 [2015]49

号）；

8.《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业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发

[2015]72 号）；

9.《太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 年）修订版》（2018）；

10.《太仓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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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目标

顺应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围绕建设“现代田园城、幸福金

太仓”的发展目标，以“中德创新城”建设为契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出发点，统筹商业网点合理布局，发挥规划对市场机制的积极、有效调控，创

新商业模式和业态，提升服务能级，增强商业集聚力和辐射力，建设层次分明、结构

合理、布局协调、便利便民、配套完善的现代商业网点体系。将太仓打造成为集文化

特色、特色品牌、生态休闲、流行时尚于一体的商业集聚地。打造：

“生态休闲·幸福生活的田园之城”

“商旅融合·产业和谐的宜居之城”

“科教引领·承接创新的活力之城”

阶段发展目标：

近期：通过规模化商业集聚、特色化商业形成、便民化商业覆盖，打造具备现代

田园特色、彰显国际消费气氛、承接进博溢出效应的“上海下一站休闲商业目的地”。

远期：“精致、独特、友好、亲民”的临沪品质生活目的地。

三、发展思路

（一）打造引力商业，凭借临沪优势，创太仓商业新 IP

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引流聚气，唯有不断创新与调整才能够支撑城市的发

展，太仓作为最临近上海的区域城市，太仓商业的体量、规模与能级升级速度缓慢。

因此太仓商业的发展应以衔接上海为基本宗旨，打造具有太仓特色的商业业态，构建

太仓商业名片与 IP，形成对上海、苏州、南京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体的吸引力。

（二）更新老城商业，重塑景观空间，解太仓商业情愫

人民路商圈是当代太仓商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太仓的核心商业名片，在本次

规划中，将着力于促进太仓人民路商圈的再生，实现人民路商圈的新生。本次规划将

重点针对人民路商圈业态更新，人民路商圈景观空间的提升，重塑太仓人民路商业消

费场景。

同时，在本次规划中对太仓的产业、商业消费品牌人口结构与变化、商业开店分

布与变化、消费者客流轨迹、商业产品细分、太仓商圈的基础指标、业态配比、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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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动线、人流分布等进行详细的分析，精准定位太仓商业网点布局与业态更新；

提高商业精准决策，保证规划的可行性与落地性。

（三）提升社区商业，升级人居空间，建太仓宜居之城

太仓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圈层中的小城市，绝佳的地缘优势、怡然自在的生活

使得太仓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宜居之城；因此太仓未来商业发展的方向应为人居环

境的升级。社区商业是人居环境的核心与重要桥梁，社区商业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蓝海；

随着城市空间被不断挤压，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层次越执着、越复合。太仓的宜

居城市特质应重点体现在具有温度的社区商业，因此，本次规划将注重对社区商业的

升级，重构邻里关系、融合情感诉求，构建美好生活社交圈。

（四）明确街区定位，突出太仓文化，塑太仓商业特质

地方性与文化性是一个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太仓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拥有众多历史遗存、古镇街区。太仓商业的发展应立足本土性，体现原真性，注重地

方性，才能获得持久的商业发展的生命力。在本次商业网点规划中，以特色商业街区

为载体，认真梳理太仓地方文化脉络，整理地方特产特色，振兴太仓老字号，塑造太

仓商业特质，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太仓特色商业街区体系。

（五）梳理休闲餐饮，引导体验业态，促太仓商业升级

城市社交空间再造是城市商业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起点。太

仓作为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未来宜居宜游将成为太仓的主要形象，满足休闲需求将

成为构筑宜居宜游城市的核心与关键。在本次规划中，将系统梳理太仓具有广泛知名

度的餐饮业态与休闲商业业态；评估休闲业态与餐饮业态的不足，调研休闲餐饮需求

特征与趋势，并针对性进行休闲业态与餐饮业态的布局规划，促进太仓商业向高品质、

高消费、高频次的复合休闲业态转型。

（六）探寻乡村商业，突出原味田园，建太仓美丽乡村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服务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当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

矛盾即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发展不充分包括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不充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充分，农民群体提高教科文卫发展水平和共享

现代社会发展成果的不充分等。因此本轮商业规划秉承“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

立足太仓乡村产业，为太仓乡村商业的发展与平衡寻找出路，为太仓乡村商旅融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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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台，突出原味田园，创建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共建美丽乡村。

四、主要任务

规划构建由城市商业主核、临沪商业带、临江商业带构成的“2+2+N”商业网点空

间体系；形成“市级－镇级－社区级”三级商业中心体系，规划 TOD 商业的空间布局，

培育海运堤风情水街、罗腾堡德风情街、长江后浪街区、一品羊肉美食街、沙溪古镇

等太仓特色商业街区矩阵；搭建由“商品交易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商贸物流基地”

构成的商贸流通体系、规划大型商业网点的布局；建立休闲商业、餐饮商业、美丽乡

村商业、产业园区商业“四项”专项商业体系。

第三章 商业网点规划布局

规划太仓市商业网点构建形成“2+2+N”的空间布局，即“双核两带 N组团”的商

业网点布局格局。“双核”即具有本土消费特色的城市商业主核、具备国际商业特色

的城市商业主核。本土特色的城市商业主核即由人民路商圈、万达商圈共同构建的太

仓主城商业中心。国际氛围的城市商业主核即由白云渡路商圈、沿江高速沿线商圈共

同构建的娄江新城商业中心。“两带”是临沪商业带和临江商业带。临沪商业带包括

娄江新城、高新区、科教新城，重点打造以娄江新城国际商业中心为核心，串联天镜

湖休闲商务中心、临沪国际社区商业、高铁商务特色商业中心及 TOD 节点商业等重要

商业集聚区，形成融入上海发展的临沪商业带。临江商业带包括港城、璜泾镇、浏河

镇。重点打造港城城市商业中心、跨境电商集群、产业配套新型商业区、智慧新零售、

璜泾镇商业中心、浏河镇商业中心以及美丽乡村商业等，形成生产、生活、生态融合

发展的滨江商业带。“N 组团”包括沙溪镇、双凤镇等。重点打造沙溪镇商业中心、

双凤镇商业中心等。

一、市级商业中心的规划布局

市级商业中心分为 2 个市级商业主中心和 3个市级商业副中心。其中市级商业主

中心包括由万达商圈和人民路商圈形成的服务本地商业消费需求的太仓主城商业中心；

由娄江新城白云渡路商圈形成的服务国际化中高端商业消费需求的娄江新城商业中心，

两大核心集聚区未来构建形成太仓核心商业区。市级商业副中心则遵循双城三片的市

域空间结构，重点打造天镜湖休闲商务中心、港城商业中心、高铁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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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规划市级商业中心一览表

层级 商业中心 设置依据

市级商业

主中心

（2个）

太仓主城商业中心

（具有本土消费特色的

城市商业主核）

人民路商圈 充分考虑传统市级商业中心

的基础，依托人民路商圈和万达

商圈的商业积淀，进行本土商业

文化的再造重塑，树立太仓本土

商业形象。

万达商圈

娄江新城商业中心

（具备国际商业特色的

城市商业主核）

白云渡路商圈

充分考虑娄江新城总体发展

规划，依托娄江新城创新发展新

格局，打造城市发展新动力商业

增长极，建设创新型高品质商业

新形象。

市级商业

副中心

（3个）

天镜湖休闲商务中心

根据临沪现代化生态宜居城

市定位，打造引力商业，创太仓

商业新 IP

港城商业中心

呼应“双城三片”市域空间

结构，积极利用太仓港的辐射带

动作用，通过“区港联动”和“昆

太联动”提高商业能级

高铁商务中心

充分考虑娄江新城总体发展

规划，及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依

托太仓高铁站打造商务商业综合

中心

规划近期提升主城区市级商业中心，推进娄江新城商业中心的规划实施、招商运

营。培育两个新的商业副中心——天镜湖休闲商务中心、港城商业中心、高铁商务中

心。2025 年初步形成“两主三副”的核心商业中心发展格局。远期根据环境、区位优

势，重点持续推进沪太同城发展，加强打造临沪特色商业，将娄江新城商业中心培育

发展成为市级商业主中心，至规模末期 2030 年，打造形成以娄江新城国际商业中心为

核心的层级鲜明、差异互补的市级商业中心体系。

（一）市级商业主中心

1.太仓主城商业中心

（1）人民路商圈

区域范围：商圈核心区域西至武陵街、东至府南街、北至北门街、南至上海西路。

扩展区域为西到武陵街，东到太平路，北到郑和西路，南到浏河边。

功能定位：服务全市，打造集购物餐饮、旅游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具有太仓

本土商业文化特色的市级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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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通过业态调整、文化重塑、风貌恢复、景观改造等，打造商业文化鲜

明、商业业态丰富、商业服务一流的太仓商业新形象。

配置要点：

南洋广场、新城广场改造更新，南洋广场引进新的主力店，逐步引导本土特色商

业的集聚重塑商业形象，定期组织举办各类引流营销活动，降低店铺空置率，优化购

物环境；新城广场改善购物环境，提升百货品牌，引进娱乐项目，向购物中心转化，

和华联天地错位经营。整个商圈进行景观和业态的统一调整，形成商圈联盟组织，重

塑商圈商业形象。

（2）万达商圈

区域范围：西至东亭南路、东至常胜南路、北至郑和中路、南至朝阳东路。

功能定位：服务全市，形成集购物餐饮、生活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市级商业

中心。

发展目标：建成家庭消费中心地、年轻潮流集中地、都市休闲目的地，打造都会

级商业功能区。

配置要点：

加强对万达商城、万达金街与东盛广场、宝龙商业中心的交通串联与景观改造提

升，促进两个商业组团的融合。差异化万达商城（含金街）与东盛－宝龙商业中心的

业态引导与招商引进，万达主导百货休闲，东盛——宝龙商业中心主导生活休闲娱乐

将两大商业组团整合形成全业态一站式商业消费目的地。

2.娄江新城商业中心

白云渡路商圈

区域范围：白云渡路轨交站点

功能定位：服务大学城科教群体、新城商务群体、产业园区科创群体及临沪社区

国际群体等中高端消费，承接上海溢出的休闲商业消费，形成集高端购物、特色餐饮、

沉浸式体验等文化休闲娱乐多功能为一体的融合“创新+畅享+高端”的名片型综合性

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近期初步构建白云渡路 TOD 综合商业中心框架，基本实现业态齐全、

布局合理、数量适中的网络布局。远期进一步彰显“新城新形象、太仓新活力”的商

业品牌，形成中高端特色商业汇集、新颖潮流业态集聚、沉浸式体验业态丰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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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广泛等形象特色鲜明的“微游目的地型”名片综合商业中心。

配置要点：

进行整体商业形象设计，与著名旅游 IP 和商业 IP 携手创新打造具备潮流文化特

色、青年活力氛围、国际商业环境、优美社交空间的“城市微游目的地型”商业综合

体；在业态选择上注重新店首店的引入，注重与嘉定、松江商业业态的错位竞争，充

分发挥后发优势，以更鲜明的购物特色、更宽敞的购物空间、更闲适的购物环境、更

优惠的购物价格、更亲切的购物体验创造“核心引力优势”；充分利用临沪优势，设

置进博常年馆、跨境电商体验馆、元宇宙生活体验馆等创新商业业态，尝试挖掘太仓

产业特色，尝试前沿的智慧商业应用；预留白云渡轨交站商业用地，充分考虑商业功

能与交通换乘的有效衔接与畅通，打造换乘通道的商业内街，打造轨交地面广场沿线

公共区域的“商业+生态”融合空间。

（二）市级商业副中心

1.天镜湖休闲商务中心

区域范围：以泰禾华发购物广场、天镜湖商业广场、复星冰雪世界商业综合体、

绿地乐和城等大型商业设施为节点的环天镜湖链式商业聚集区。

功能定位：打造环天镜湖的集购物、餐饮、旅游、休闲娱乐多功能为一体的滨水

商业中心，形成引力商业，成为看向上海、看向未来的“太仓之眼”。

发展目标：建设购物中心、度假酒店、特色餐饮等，强化商务休闲、生态旅游服

务功能，发展成为滨水休闲、商旅、商娱结合的区域性商业中心。

配置要点：

加快推进复星冰雪世界度假小镇的建设，突出“商业+体育”主题，创新性打造以

健康运动为主题的融合业态，汇集全球体育健康品牌、引入国际顶级赛事、融合多元

跨界资源，形成太仓主要引力商业业态。进一步改造提升泰禾华发购物广场、绿地乐

和城，提升两个组团商业的公共休闲环境，规范两大组团商业体的基础设施，合理设

施商业广场外摆位，提升休闲体验性，打造夜休闲经济。进一步提升天镜湖商业广场

满足商务办公群体消费需求的能力，鼓励商务裙楼增加智慧新零售商业网点的布局，

鼓励商务办公底楼商业休闲业态的融合。鼓励滨湖区域打造定期商业市集，常态化布

局智慧新零售、盲盒、唱吧等娱乐互动性商业网点。在天镜湖到高铁站之间建议设置

慢行系统，扩大公共休闲空间，打造休闲度假目的地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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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城商业中心

区域范围：北起北环路、南至镇中路、西起长江路、东至龙江路。

功能定位：满足城市多中心布局需求，服务港城区域，形成规模适中、特色鲜明、

消费针对性强、精致化的零售主导型市级商业服务功能区。

发展目标：近期规划初步勾勒港城商业中心轮廓，基本实现业态齐全、布局合理、

数量适中的网络布局；远期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形成主题突出、环境优雅、服

务一流的太仓商业副中心。

配置要点：

依托港城产业基础，鼓励新型产业用地的商业创新模式，充分考虑产业办公人员

的潮汐消费特征，尝试可变商业空间、无人智慧零售、共享社交场所、自动售货柜、

融合休闲业态、体育健身会所、主题商务餐饮等的产业配套商业，形成港城特有的产

业邻里中心；充分利用太仓保税港优势，优化配置“保税展示、跨境出口、跨境进口”

等品牌业态和总部业态，支持跨境电商新零售业态突破；进一步提升五洋滨江广场、

港城邻里中心的品质与层次，根据周边居民消费水平重新进行定位和商业业态规划，

增加社区共享空间的功能复合性，打造成为功能齐备、业态匹配、环境舒适的综合商

业中心。

3.高铁商务中心

区域范围：太仓高铁枢纽站

功能定位：TOD 商业综合体

发展目标：结合高铁站周边用地规划和功能定位，构建地下、平面、地上等多层

次空间，有效连接车站与周边的高铁商务区的交通网络，依托大规模人流设置购物中

心、转乘站、酒店、办公、商业等商业业态，通过与嘉闵线太仓站无缝连接设置多首

层概念，打造兼具休憩、聚集、逗留、办公、乘车等功能为一体的 TOD 商业综合体。

配置要点：

以太仓高铁枢纽站为核心，加快建设完成包括酒店、购物、休闲的太仓站 TOD 综

合体，在动线设计上注重快速通达的交通人流与商务休闲的购物人流之间的区隔，形

成快速的通行通道区域、友好的步行购物区域、美观的休闲娱乐区域，设置综合商业、

酒店、餐饮、办公、展厅、剧院等业态，打造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为一体的 TOD

商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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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级商业中心规划布局

镇区商业中心以服务本镇居民为主，部分镇级中心兼具一定的旅游接待职能，引

导各镇通过存量更新等方式提升镇级商业服务水平，商业建筑面积按人均 0.8-1.2 平

方米进行配置。沙溪镇商业中心商业建筑总面积在 14-23 万平方米，浏河镇商业中心

商业建筑总面积在10-18万平方米，璜泾镇商业中心商业建筑总面积在9-15万平方米。

（一）沙溪镇级商业中心

功能定位：休闲文旅民俗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以白云路、古镇老街为十字轴，围绕大健康、文化创意、旅游服务等

产业，全面提升商业中心规格和品位，积极将白云路向南延伸至南部新城，打造功能

分区完善，业态布局均衡，文化特色鲜明的商文旅商业中心。

配置要点：古镇商业业态以街区型的特色商铺为核心，以特色住宿+特色餐饮+旅

游商品+休闲娱乐为主；南部新城商业业态以公共服务、商业综合体、商务办公、酒店

餐饮等现代服务业功能展现，进一步完善城镇创业宜居配套功能。挖掘特色民俗文化

主题的品牌吸引，重视体验型开放型休闲品质。

（二）浏河镇级商业中心

功能定位：度假康体美食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浏河邻沪的区位优势和丰富旅游资源，营造旅游搭台、商业

唱戏、文化熏陶的商业发展氛围，以休闲旅游和康养产品设计与开发为引领，打造结

合商、旅、文、体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康体产品和服务体系。

配置要点：除古镇商业外，着重培育浏河特色餐饮和大型休闲康体娱乐场馆，发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生态餐厅、景观餐厅、土特产业态，导入地方文化展馆、主题

吧所、民宿客栈等休闲业态，挖掘江南古港风情特色，提升浏河老街和沿河两岸的商

业业态，强化浏河环境治理，塑造浏河文化特色品牌。

（三）璜泾镇级商业中心

功能定位：滨江农业观光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滨江宜居小城镇，实现港区临江产业联动发展。

配置要点：沿南北向城镇综合发展轴、东西向城镇文化景观轴配套设置商业。依

托老镇商业形成城镇核心，引导沿街商业适当聚集，存量更新。配合南部新镇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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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展商业。

三、社区级商业中心规划布局

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社区商业全覆盖：社区商业中心服务半径在 1千米左

右，步行 15 分钟可达，服务人口规模 1-5 万人。基本做到“51015”，即居民从家出

门步行 5分钟（200M）可以到达便利店、早餐店等，出门步行 10 分钟（500M）可到达

超市、农贸市场、废旧物资回收站、便民药店、美容美发店、服装干洗店、修理铺等，

出门步行 15 分钟左右（1000M）可到达区域商业中心，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此

都可得到基本满足。人口规模 1 万以下的地区，采用沿街店铺商业的配置形式，对社

区商业中心未覆盖地区进行补充覆盖。根据太仓已有社区商业和人口规划情况
2
，太仓

中心城区规划新建社区中心 14 个，需改进社区中心 11 个，原有社区中心 9处，一共

34 处社区商业中心。现规划中心城区社区商业中心的服务半径达到 700-1000 米，符

合社区商业中心的设置标准。

（一）改进类社区中心

依托中心菜场、汇邻市场、沙东农贸市场、常青市场等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传

统菜市场，打造以菜场为核心的社区服务中心，即“菜场+商业配套+社区活动中心”

的社区商业中心，为周边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根据各个社区的不同需求，针

对消费客群特征，通过以下途径对传统菜场进行改造：通过对社区农贸市场的标准化

升级，提升生鲜购物功能；通过引入老字号和特色民生餐饮，进行特色餐饮业态更新；

通过增设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成长中心、共享健身房、百姓大舞台、半日

学堂、便民理发洗衣等半公益便民业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通过共情化景观设计、

生态小品的配置，塑造特色商业场景；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了计量、追溯、收银

等环节，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会员体系，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最终焕新成为“既

有原味温情回忆、又有社区全类业态”的改进类社区中心。

（二）新建社区中心

针对社区商业未实现优质覆盖的一般居住区、新增居住区、产业功能区，规划新

建居住区社区商业中心、工业区邻里中心、临沪高端国际社区商业中心三大类型：

居住区社区商业中心对标国家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依托超市建设社区共享空间，

2 人口分布数据来源《太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 年）修订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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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型社区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以“社区客厅”的理念，将商业真正融入人们

的生活，并通过提升周边环境促进居民交往来激发社区商业活力，实现原味江南生活

与商业的结合。

产业邻里中心亦对标国家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兼具产业服务和职工生活服务双

重功能，主要服务港城、娄江新城的产业园区、物贸总部区，为商业商务群体提供生

产和生活服务，同时辐射周边社区居民。主要配置标准化菜场、生鲜菜店、便利店、

购物超市、卫生服务站、社区活动中心、平价餐厅、经济酒店、集宿公寓等基础配套

商业服务业态；配置管理、咨询、展示、咨询等产业服务业态和会展及办公共享空间

等；引入面向青年人群的创新体验业态、户外快闪业态、休闲演艺业态等；充分考虑

产业园区的消费特征，针对消费潮汐现象，鼓励配置无人化、智慧化现代智慧商业业

态。

临沪高端国际社区商业中心对标国家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依托国际社区建设社

区服务空间，主要服务太胜社区、向东社区、金湾社区、横沥社区、朱泾社区的国际

社区居民。以“便利化·智能化·品质化·多元化”为规划原则，主要配置邻里中心、

智慧菜场、无人售卖生鲜便利店、智慧早餐、大型综合超市及数字化商城、“不打烊”

夜市、影剧院、文体中心等生活服务与文化休闲业态。

疫情常态化发展形成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原有社区商业中心的主力业态超

市逐步被便民生鲜超市所代替，便民生鲜超市成为居民生鲜产品购买的重要补充。通

常便民生鲜超市具有 500~800 米的服务半径，每 1 万人标准社区设置 1 个。规划总体

坚持“便民利民·就近便捷”的原则，未来太仓拟新增 30-58 个便民生鲜超市。

四、TOD 商业的规划布局

以太仓高铁站为核心，依托“5+1”铁路网络建设，打造高铁站点商业经济，满足

商务群体、旅游者的商务和消费需求，并辐射周边社区，形成集商务办公（企业总部

集群）、酒店住宿、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会议会展、展示展销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高铁商务区。主动承接大虹桥商务区功能外溢，全力构建上海北翼国际开放枢纽。

（一）白云渡 TOD 商业中心

功能定位：具备国际化消费气氛、代表国际新城特质，现代、高效、集约的城市

TOD 综合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服务娄江新城，承接虹桥商务区外溢客流，打造集工作、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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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居住等为一体的 TOD 商业中心。

配置要点：围绕白云渡站点打造高密度的商业空间，植入新经济业态，营造新消

费场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消费能级；以人为本，设计友好的步行区域、美观的休

闲区域、优美的景观动线；依托娄江新城的国际化建设背景，面向青年学生和科创人

才，打造国际化消费气氛、引入国际特色轻奢潮牌、植入沉浸式体验业态、形成共享

共创的社交新空间。

（二）高铁商务区 TOD 中心

功能定位：打造高铁站点商业经济，形成集商务办公（企业总部集群）、酒店住

宿、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会议会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的高铁商务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通过多首层概念打造集购物休闲、办公商务、会议会展、乘车换乘、

文体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效快捷、智能创新、业态独特的 TOD 商业综合体。近期

打造商务办公楼宇、品牌酒店及站前展览中心，基本实现商务办公企业入驻，基本实

现餐饮、购物及休闲娱乐业态布局。远期进一步打造商务总部经济，吸引国内外知名

企业区域总部、华东总部及功能型子公司、数字经济企业等落户太仓高铁商务中心，

吸引国际知名品牌酒店入驻。同时加快推进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资产评

估等多元商务服务集聚。

配置要点：以服务周边社区、对接虹桥、嘉定产业辐射为核心，推动沪－太同城

一体化为宗旨，打造包含商业消费、会议会展展厅、商务办公、教育培训、酒店等多

业态配套的复合商业中心。重点建设会议会展中心、高端酒店集群、德企华东总部（分

部）经济集群、特色商业街区。丰富高铁与城市内轨交汇合串联处的通道商业布局，

打造轨交商业内街。丰富商业广场、生态公共空间，增加游赏性与游憩性。

（三）太仓南站 TOD 商业中心

功能定位：依托“复游城”文体融合资源，打造聚焦健康体育方向的，商业、体

育、文化、休闲为一体的 TOD 商业中心。

发展目标：以服务体育休闲消费客群为核心，面向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健康

体育爱好者，打造包含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体育健康、商务办公、度假酒店等多业

态配套的复合商业中心。

配置要点：以满足周边居民商务商旅、体育休闲的消费需求为主，鼓励设置围绕

健康体育主题的大型综合超市、品牌专业店、特色餐饮、主题展厅、娱乐休闲等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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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布局

以创造太仓城市名片、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彰显城市特色为目标，立足商业发展

现状与街区现实，深挖文化，整合资源，创建“商业+”消费新经济，打造“现代时尚”、

“风雅古韵”、“美食休闲”等差异互补、特色鲜明的多元消费新空间，形成“有品

质”、“有特色”“便生活”、“促产业”的特色商业街区品牌，塑造太仓商业名片。

远期构建形成时尚商业特色街、地方美食特色街、文化休闲特色街、休闲娱乐特色街

四大类型。其中时尚商业特色街包括海运堤风情水街、罗腾堡德国风情街、长江后浪

街区；地方美食特色街包括一品羊肉美食街、浏河滨水商业街区；文化休闲特色街包

括沙溪古镇风情街、北长泾滨水商业街；休闲娱乐特色街包括天镜湖休闲商业街区、

复游城体育休闲街区、金仓湖休闲商业街区、新浏河滨水商业街。

表 13 太仓市特色商业街规划名录

类型 名称

时尚商业特色街 海运堤风情水街、罗腾堡德国风情街、长江后浪街区

地方美食特色街 一品羊肉美食街、浏河滨水商业街区

文化休闲特色街 沙溪古镇风情街、北长泾滨水商业街

休闲娱乐特色街 天镜湖休闲商业街区、复游城体育休闲街区、金仓湖休闲商业街区、新浏河滨水商业街区

表 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引导一览表

品牌 类型 名称 性质 位置 特色

上海下一站.

乐惠

时尚

商业

海运堤风情水街 改造提升 科教新城 品质慢生活

罗腾堡德国风情街 新建 科教新城 德式风情街

长江后浪街区 新建 娄江新城 年轻、时尚、文创

上海下一站.

咪道

地方

美食

一品羊肉美食街 改造提升 双凤镇 羊肉美食

浏河滨水商业街区 改造提升 浏河镇 美食休闲

上海下一站.

看戏

文化

休闲

沙溪古镇风情街 改造提升 沙溪镇 古镇休闲

北长泾滨水商业街 新建 娄江新城 沉浸演艺

上海下一站.

白相

休闲

娱乐

天镜湖休闲商业街区 改造提升 科教新城 滨湖休闲体验

复游城体育休闲街区 新建 科教新城 运动时尚

金仓湖休闲商业街区 新建 城厢镇 度假休闲

新浏河滨水商业街区 新建 娄江新城 绿色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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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运堤风情水街——“海运风情、甄选生活”

规划目标：立足海运堤一期、二期、三期的本地特色与差异，突出海运堤“品质

慢生活”的特色，打造高端餐饮、高端休闲、体育运动、文化交流等高品质多业态融

合的特色商业街区。

规划策略：丰富高品质休闲娱乐业态，丰富海运堤风情水街咖啡厅、茶室、DIY

工坊、休闲甜品、SPA 会所、影剧院等生活休闲业态，打造以特色书店为平台的社交

文化空间。突出电竞主题，在海运堤公共区域打造电竞主题相关微缩景观，定期举办

电竞节事、开发电竞相关商品，吸引年轻消费势力。

（二）罗腾堡德国风情街——“梦幻罗腾堡、德风潮流范”

规划目标：立足海运堤三期，突出太仓“德企之乡”特色，以吸引在地德国及西

方消费者为主，辐射吸引长三角常住外国人，以“德国风情”为主题，打造集人文艺

术、潮流时尚、休闲餐饮、展示展销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德风”特色街区。

规划策略：突出德风特色，打造德式休闲风情街区。重点打造德式特色餐厅、德

式酒吧、德国品牌特色首店、德式书咖、画廊、咖啡电影工坊等多元业态。突出“狂

欢不眠夜”，打造德式夜生活。定期开展 “德国风情艺术展”、“露天音乐节”、“太

仓啤酒节”、“夜读周”等特色节事活动。开设德国产品展示交易中心，配套集餐饮、

会务、住宿、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德国风情酒店，定期开展“太仓德企品牌博览

会”，定期展销太仓德企及部分德国本土企业的新型产品。以“现代化、未来感、数

字化”为特色，突出现代科技、智慧管理，打造智慧罗腾堡。

（三）长江后浪街区——“创享青春·不负韶华”

规划目标：以服务高新区大学城为目标，依托西北工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

设置汇集文化工作室、创客空间、休闲餐饮与文化休闲的高品质特色街区。

规划策略：鼓励针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跨界潮玩业态，引入首发概念店、网牌线

下零售店、创意网红美食店、融合跨界体验店、青年众创孵化店等潮流业态，致力打

造知识青年商业生态；引入国际化青年社团、设计国际化景观空间、丰富国际化社交

场景，吸引篮球、滑板、攀岩、街舞、音乐等国际青年酷玩俱乐部，增加外文学习、

数据分析、机器人设计等国际趣味学习社团和培训机构，打造国际化社交空间；引入

各类大学生社团，常年举办街头篮球对抗、极限滑板赛事、现场涂鸦艺术、嘻哈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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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赛、机器人创新大赛、潮流学霸大讲堂等活动，全面打造集思维碰撞、创业创新、

才艺展示、自我成长的街区文化氛围，吸引更多才华横溢、优秀出色的新知识青年来

街区社交休闲，打造“临沪知识青年文化潮玩第一街”。

（四）一品羊肉美食街——“双凤美食、一品羊鲜”

规划目标：通过业态引导与提升，逐步形成羊肉美食业态集聚，培育振兴羊肉美

食老字号，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美食街。

规划策略：通过政府奖励、餐饮协会扶持的方式，振兴和扶持一批羊肉老字号和

羊肉烹饪名店，鼓励和培育老字号名店连锁化、规模化。丰富羊肉美食的多样烹饪，

将羊肉面、烤全羊、羊肉汤、羊肉串、羊肉泡馍、羊杂、羊肉丸子等多样美食汇集于

美食街区。改善消费环境，打造特色化、主题化、鲜明化店铺、店招，增加一品羊肉

美食街的文化特色，烘托羊肉街的美食主题。增加羊文化体验项目，开设“羊羊羊·三

羊开泰”商旅体验公园，设立羊文化体验馆，开展羊养殖苑与农产品种植体验馆。

（五）浏河滨水商业街区——“海洋度假·品味浏河”

规划目标：以郑和下西洋起锚地为主题，依托长江沿岸及湿地景观资源、美食资

源，围绕七十二家村田园综合体建设契机，整合长江口滨江景观带、特色文化旅游综

合体、浏河古镇、天妃宫、特色美食街等项目，打造集江海度假、美食品味、古镇体

验、亲子教育、户外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

规划策略：深入挖掘浏河古镇的历史文化底蕴，重点对沿河两岸的中心北街和河

西街进行商业业态提升。传承“海洋文化”，在浏河渔港区域依托当地特色形成特色

餐饮休闲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民俗庆典、节庆，打造参与式商业展演。

（六）沙溪古镇风情街——“隐逸江南·声动沙溪 ”

规划目标：以沙溪古镇三里老街为核心，依托沙溪古镇的水街巷弄、传统民居和

淳朴的生活氛围，打造集老街生活再现、休闲娱乐、文化博览与民俗体验等功能于一

体的七浦文旅商业带。

规划策略：以七浦塘为界，聚焦“古镇历史文化体验”核心，同步提升文化氛围

和业态集群，形成初见阅酒店、玖树民宿、国营餐厅、世界酒馆、仓酷等一批配套项

目。同时将东橄榄岛头打造成集休闲、健身等功能的山体公园。南岸围绕“七浦水岸

乐活休闲”主题，打造七浦塘仿古商业街、内设沙溪书院、儿童精灵花园、樱花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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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港遗梦、七浦夜市等 10 多个精品业态。未来，七浦塘南北两岸将重点打造古镇街区

与新商业街的内部环线，招引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商业项目，让公共文化与经营业

态释放最大消费力。今后南岸还将继续往东延伸，以明清运河坊市繁华为主题，再现

七浦繁华盛景，打造集优秀文化传承、沉浸式文化演艺的商业影视街。

（七）北长泾滨水商业街——“古往今来·沉浸演艺”

规划目标：以会展中心周边滨水区域为核心，打造“沉浸演艺”剧场集聚区，与

会展中心联动形成以会议展览、节事活动、演艺剧场为主的休闲街区。

规划策略：沉浸演艺，打造剧场集聚区。重点打造沉浸式演艺剧场、脱口秀小剧

场、舞台剧剧场、音乐剧剧场等多元小剧场。辅助打造多元剧场主题体验店，适当打

造便利店、角色体验店、摄影店等配套业态。突出休闲，打造休闲体验。以会展中心

沿线及北长泾路滨水区域为主，重点打造咖啡厅、休闲餐厅、音乐餐厅、酒吧、特色

烧烤等休闲餐饮业态，定期开展特色主题街区户外展、时尚展、科技展等多元展览活

动。

（八）天镜湖休闲商业街区——“滨湖天境.太仓闲景”

规划目标：以天镜湖环湖区域为核心，借鉴上海黄浦江沿岸的商业业态，将休闲

商业业态与滨湖栈道、观光休闲相结合，形成可赏可闲的休闲街区。临街临湖的底商

鼓励设置休闲冷餐、手工体验作坊、书店及健身中心；适度设置零售商店，限制设置

传统餐饮。

规划策略：整合天境湖周边商业资源，优化整体商业景观形象，增设休闲餐吧、

融合书店、茶舍乐坊、主题餐饮、健身运动等休闲商业业态，在商务楼宇高层增设观

景商业业态，提升滨湖休闲商业氛围；整合湖畔文化及商业资源，鼓励打造“天境夏

夜”主题夜集，将夜游、夜购、夜宴、夜秀等系列夜生活服务融入其中，提高消费群

体的消费时长，鼓励与青年兴趣社群、高等院校社团、外企艺术社群建立长久合作关

系，提升太仓夜生活品质与层次感，打造天镜湖休闲夜游力；鼓励举办灯光秀等湖畔

节事休闲活动，引入艺术团体举办湖畔艺术展，努力扩大节事规模、提升节事能级，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太仓湖畔休闲节事”。

（九）复游城体育休闲街区——“冰雪童话·生活梦境”

规划目标：以凸显冰雪世界为主题，彰显太仓文化特色为宗旨，满足旅游者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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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民游客游乐的商业需求，打造时尚化、年轻化、品质化一站式商旅目的地街区。

规划策略：依托阿尔卑斯冰雪世界和狼队运动公园两大体育 IP，突出体育旅游 IP

资源优势，瞄准家庭体育旅游和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整合体育赛事、体育娱乐、体

育培训等产业链条。明确“体育休闲商业”主题，充分利用复星集团的文旅目的地运

营能力，联动相关体育俱乐部、教育培训主体，成为集合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潮流

购物和生活方式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区，打造“临沪体育休闲第一站”。致力于“体

育+商业”创新业态，引入世界知名综合体育用品零售商铺，结合跨境电商概念打造体

育用品折扣村。鼓励运动健康主题的特色餐饮店铺、零售概念店铺，体育休闲店铺等。

引入太阳马戏城打造特色常驻表演剧场。将复游城体育休闲街区打造集运动、休闲、

娱乐、文化等多元体验融合一体的长三角体育休闲商业新坐标。

（十）金仓湖休闲商业街区 ——“魅力金仓·度假天堂”

规划目标：以金仓湖景区周边区域为核心，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旅

游+商业”模式，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餐饮、旅游特色纪念品、旅游节事、旅游展览

等多元旅游商业业态于一体的“沪－太后花园”。

规划策略：以农文旅休闲商业为核心，重点打造乡村漫市集、电站农庄、艺术公

园、房车营地、生态果园等旅游休闲商业，辅助引入太仓本土特色旅游商业零售业态

（太仓肉松、太仓非遗工坊、太仓特色美食等），适当打造智慧售卖柜、电子导览柜、

智能装备补给站等智慧服务型业态；以金仓湖景区为核心，开展各类亲子互动商旅节

事吸引人气，带动消费，打造“月月有互动、季季有展览”的缤纷金仓湖。围绕特色

资源优势，开展草坪音乐节、户外亲子探险节、花卉博览会、旅游商品展、农产品展

销会、民俗文化旅游节等多元节事活动与展览。

（十一）新浏河滨水商业街区 ——“临沪国际·绿色康养”

规划目标：以娄江新城临沪临浏河沿岸为核心，打造集休闲观光、健身绿道、康

体美容、绿色轻食、国际美食等业态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区，主要服务娄江新城大学

城、产业园区、临沪国际社区的常住人口及商旅消费者。

规划策略：突出国际特色，打造国际特色商业集聚。以康养休闲商业为核心，重

点打造以德国康养为主的国际化康养特色业态，鼓励设置特色水疗中心、美容美体中

心、运动健身中心等业态，适当鼓励个人康体休闲运动软装备品牌体验店业态。主打

绿色康养，打造低碳轻生活。突出低碳环保、简约生活新生活理念，重点服务临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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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区及大学城师生，特色化设置轻食餐厅、特色二手物品交易、环保产品创意概念

店等业态。定期开展户外亲水节、环保展、关爱浏河运动等特色环保商业活动。

六、大型商业网点规划布局

（一）购物中心

1.布局原则

大型购物中心设置在城市的市级商业功能区内，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左右，商圈半

径为 10－20 公里。中型购物中心设置在城市市级商业功能区，面积在 3-6 万平方米左

右，商圈半径为 5－10 公里。小型购物中心设置在城市居住区级商业功能区，面积在

2万平方米左右，商圈半径为 500 米左右。

2. 配置要点

近期在大学城新建青年购物中心，将科教新城的复兴度假小镇商业项目建成大型

购物中心。远期大中型购物中心总量应控制在 5个以内，各社区可视情况设置 1个小

型购物中心。

（二）大型超市

1.布局原则

大型超市一般设置在市及区商业中心、城郊接合部、交通要道及大型居住区；辐

射半径 2公里以上，目标顾客以居民、流动顾客为主；实际营业面积 6000 平方米以上；

具有大众化衣、食、日用品齐全，一次性购齐，注重自有品牌开发等商品结构特征；

自选销售，出入口分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设不低于营业面积 40%的停车场，管理

信息系统应用程度较高。

2. 配置要点

近期主城区原则上不再新设大型超市，注意引导各品牌之间的错位经营。青年商

业广场新增大型超市 1个。远期规划 5000 平方米以上大型超市总量控制在 10 个以内，

新建大型超市选址建议在科教新城或重要镇区内。

（三）百货店

1.布局原则

百货店一般设置于市、区级商业中心、历史形成的商业集聚地；目标顾客以追求

时尚和品位的流动顾客为主，营业面积 5000－20000平方米；综合性，门类齐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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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鞋类、箱包、化妆品、家庭用品、家用电器为主；采取柜台销售和开架面售相

结合方式；注重服务，设餐饮、娱乐等服务项目和设施；管理信息系统程度较高。

2. 配置要点

近期南洋广场整改盘活 1 家百货；远期找准特色和定位，各类型百货店总量应控

制在 5个以内。

（四）大型专业店

1.布局原则

一般设置在城市近郊交通方便之处，配备大型停车场。是以专门经营某一大类商

品（家具建材专业店，体育用品、化妆品、家电专业店等）为主的零售业态。

2. 配置要点

近期可在港城大型商品交易市场附近，设置 3 家经营体育用品、化妆品等，形成

聚集效应。

（五）工厂店

1.布局原则

交通方便，便于停车和接待团队。

2.配置要点

（1）奥特莱斯式联营商业综合体

依托太仓品牌工厂雅鹿服饰、东云服饰、科而雅服饰、斯凯奇、似鸟等，打造奥

特莱斯式联营商业综合体。依靠本地工厂店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内一、二线的服装服

饰品牌，在商业综合体展示多个工厂店商品，打造奥特莱斯式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

的休闲综合体，覆盖更广的年龄段，吸引多元消费市场。

（2）购物型旅游线路

鼓励工厂店和旅游线路结合，引导工厂店和旅游景点适当聚集，打造“酒店+景点

+工厂店”的旅游线路，并加强监管，规范其经营方式，完善售后服务。

七、专项商业体系规划布局

（一）休闲商业规划

1.规划目标

休闲业态与其他商业相互渗透，多业态混合创造幸福生活；提升休闲商业业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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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互动性、娱乐性与参与性，创造品质体验，打造高品质交往空间。

2.规划策略

加快休闲商业与太仓主城商圈的融合，采取“首店招商”的方式差异化促进主城

区商业更新和改造，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区，引导太仓城区休闲娱乐需求分层和创新，

促进传统商圈的转型升级。以社区商业中心为载体，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

销售和商业服务的基础上布局休闲商业业态，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的休闲、娱乐、社交

等多方面需求。将休闲商业与历史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历史文化与休闲商业相融合

的具有太仓特色的休闲商业。通过场景重现+消费体验的方式，展现太仓多元文化的沉

浸式商业街区。加强对餐饮休闲、娱乐休闲、文化休闲、生活休闲、体育休闲等多元

休闲业态网点的模式创新。

（二）餐饮商业规划

1.规划目标

突出太仓的农业、渔业优势，发展有机食品、轻食、慢食餐饮，引导都市居民回

归生活、回归生态。突出太仓德企之乡的城市产业发展特色，重点打造高品质德式西

餐，满足长三角德国常住居民及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培育具有太仓特色的餐饮名片，

打造“自在太仓·鲜享生活”的餐饮形象。

2.规划策略

扶持特色餐饮，将太仓特有的羊肉、肉松、水产、特色农产品等品牌化发展。大

力扶持当地餐饮品牌与餐饮老字号，实现特色餐饮经营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规范沿

街小型餐饮，逐步引导污染较大、消防不达标、卫生不达标的非正规餐饮业态关闭。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并发展良好的餐饮商业逐步引导其迁入社区商业中心，对于已经发

展形成规模与区域集聚的沿街餐饮业态，商务局与餐饮协会为主导，对这类餐饮业态

进行店铺招牌改造、店铺门面整治、设施配套等，推动此类由市场自发形成的餐饮聚

集业态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和特色化；促进餐饮业健康发展。培育有机餐饮与轻食餐

饮，开发有机绿色餐饮、轻食餐厅。重点引进并培育德式西餐厅、德式酒吧等德式餐

饮业态，对德式餐饮企业与品牌实施政策扶持与倾斜，规模化发展德式餐饮业态与餐

饮品牌。全面提升镇区餐饮品质，综合太仓农产优势，吸引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消

费者。推动餐饮新零售，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提高餐饮的运营效率和营销转化率，运用

新技术、新工具促进餐饮运营模式多元化发展，积极适应“堂食+外卖+外送+流通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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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驱动的餐饮零售发展模式，实现餐饮多核驱动发展。

（三）美丽乡村商业体系规划

1.规划目标

按照 20 分钟可达的空间范围，结合乡村居民生活的属地性消费习惯，形成乡村社

区生活圈，提供乡村居民社交、休闲、玩耍、聚会、交流及服务的空间，为乡村居民

营造一个“生活&情感”公共空间与消费空间。乡村社区生活圈以促进乡村振兴为目标，

旨在构建乡村 20 分钟日常生活圈的乡村复合社区，构建乡村全龄段一站式生活服务中

心；创建乡村文化交往空间；创建就业和学习成长空间，激发乡村商业活力，打造网

络化、复合化的乡村商业综合体。

2.规划引导

（1）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

服务范围：服务半径 1500-2000 米，服务人口规模一般为 1.5 万－3 万人，保证

居民在步行 20-30 分钟、骑自行车 7-8 分钟左右可达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享受

较为综合全面的商业消费服务。

规划设置：结合《太仓市镇区总体规划（2013-2030）2017 年修改版》各镇区总

体规划目标与太仓市撤并镇规划，基于撤并镇区域的商业发展基础，在现有商业发展

基础与规划目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乡村居民消费的便利性与品质性，商业设施相对

集中，形成乡村商业综合体，实现乡村居民生活的一站式服务，即乡村居民可在 20-30

分钟内可实现零售餐饮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娱乐休闲消费与生活服务消费需求。在

城厢镇设置新毛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沙溪镇设置归庄、直塘、岳王三处美丽乡

村商业服务聚集区；浏河镇设置新塘商业服务聚集区；浮桥镇设置浏家港、牌楼、时

思、老闸、九曲商业服务聚集区；璜泾镇设置王秀、鹿河商业服务聚集区；双凤镇设

置新湖商业服务聚集区。

表 14 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设置

镇区 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的选址 辐射人口

城厢 新毛 1.5 万－3 万

沙溪
归庄 1.5 万－3 万

直塘 1.5 万－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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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王 1.5 万－3 万

浏河 新塘 1.5 万－3 万

浮桥

浏家港 1.5 万－3 万

牌楼 1.5 万－3 万

时思 1.5 万－3 万

老闸 1.5 万－3 万

九曲 1.5 万－3 万

璜泾
王秀 1.5 万－3 万

鹿河 1.5 万－3 万

双凤 新湖 1.5 万－3 万

表 15 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商业业态一览表

类别 主力业态设置 次主力业态设置
人均商业面积

（平方米）

零售餐饮
超市、购物综合体、中小型饭店、

快餐
便利店、日用品零售店、饮品

0.6-0.8 平方

米/人

文化服务 文化活动中心、戏院 剧场
0.6-0.8 平方

米/人

娱乐休闲
美容美发、健身中心、书店、乐

园、KTV、影院

SPA 会所、游戏厅、酒吧、咖啡

厅

0.6-0.8 平方

米/人

生活服务
生活百货、服务配套、药店、维

修裁剪、教育培训、家居服饰

洗衣店、照相复印、再生资源回

收站、托幼中心

0.6-0.8 平方

米/人

注：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或调整部分商业业态内容

表 16 美丽乡村商业服务集聚区业态规模

类型 30 ㎡以下 31 ㎡－80 ㎡ 81 ㎡－200 ㎡ 201 ㎡－500 ㎡ 501 ㎡以上

网点个数比例 27.5% 51.8% 13.6% 3.8% 3.2%

可根据规划发展情况适当调整网点规模体量

（2）美丽乡村基础商业

服务范围：根据保留村落的规模格局与人口进行设置，形成美丽乡村基础商业服

务业态，服务半径 500-1000 米，服务人口规模 0.5 万人左右，保证居民步行 5分钟即

可获得最基本的商业消费服务。

业态设置：美丽乡村基础商业以散点式商业布局为主，多元化方便当地村民生活

消费需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与村民活动中心合二为一进行商业网点的布置与配



33

置。其中零售商业业态以便利店、早点店、小型菜店、日用品零售店为主；生活服务

商业业态以药店、美发、快递收发、再生资源回收点、维修裁剪、托幼中心业态为主；

文化服务业态以书报屋、戏台、文化广场业态为主；娱乐休闲业态以健身、茶座棋牌、

书画培训业态为主。

表 17 乡村商业点设置业态一览表

类别 主力业态 次主力业态
人均商业建筑面积

（平方米）

零售商业 便利店、日用品零售店 早点店、小型菜店 0.6平方米/人以下

生活服务 药店、美发、维修裁剪
快递收发、再生资源回收点、托幼

中心
0.6平方米/人以下

文化服务 书报屋、戏台、文化广场 —— 0.6平方米/人以下

娱乐休闲
健身、茶座棋牌（可与村

民活动中心相结合）

书画培训（可与村民活动中心相结

合）
0.6平方米/人以下

注：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或调整部分商业业态内容

（3）美丽乡村商业模式创新

推进消费品连锁超市进乡村，同时支持和鼓励自愿连锁、自愿结合的方式，鼓励

民营、个体经营者纳入农村消费品连锁网络，按照“小超市、大连锁”的方式完善乡

村商业网络布局，提升农村居民的商业消费品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建设农副产品购销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开拓农产品展销中心。

定期化、常态化、日常化乡村流动集市；定时定点投放流动售卖车。

（四）产业园区商业体系规划

1.规划目标

对标国家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建设兼具产业服务和生活服务双重功能的商业消

费创新空间，主要服务港城、娄江新城的产业园区、物贸总部区，为商业商务群体提

供新生产和生活服务，同时辐射周边社区居民。

2.规划引导

（1）综合型产业邻里中心

规划目标：立足太仓产城融合发展的总体原则，充分考虑港城、娄江新城的港口

区、商品交易市场、产业园区、物贸总部区产业发展需求及园区的商务办公人群、生

产职工人群及常住居民人群日常消费的便利性与品质性，打造集产业服务与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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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邻里中心。

服务范围：服务半径 1000-1500 米，服务人口规模一般为 1 万－5 万人，保证产

业园区职工及周边社区居民在步行 15 分钟左右可达综合型产业邻里中心，享受综合全

面的商业消费服务。娄江新城规划 2～3个综合型产业邻里中心，港城规划 3-4 个综合

型产业邻里中心，辐射太仓港口区、港城产业物贸区、商品交易市场集聚区及生活社

区。

业态要求：鼓励配置面向产业标准化菜场、生鲜菜店、便利店、购物超市、卫生

服务站、社区活动中心、平价餐厅、经济酒店、集宿公寓等基础商业服务业态；配置

管理、咨询、会展、共享办公等产业服务业态；鼓励引入面向产业白领的创新融合业

态、户外快闪业态、休闲演艺业态、共享社交业态、体育健身业态、主题商务餐饮业

态等的配套商业业态。

配置要点：在港城、娄江新城的港口区、商品交易市场区、产业园区、物贸总部

区的发展中，对于新建园区则预留用地，已建成区域则通过用地性质置换或商业空间

功能置换设置综合型产业邻里中心。借助产业科技新技术打造集管理、咨询、展示、

咨询等产业服务共享中心及小型产业服务灰空间；打造智慧会展及联合办公共享空间。

同时配置完善的生活服务商业功能。

（2）智慧新零售便民中心

服务范围：根据产业园区的规模与日常办公人口进行设置，依托科技创新、技术

创新打造智慧新零售便民中心。服务半径 500-800 米，服务人口规模 0.5 万人左右，

保证各类人群步行 5分钟即可获得最基本的商业消费服务。

配置要点：智慧新零售便民中心以散点式商业布局为主，多元化方便产业园区商

务人群日常办公与生活的消费需求。充分考虑产业园区的消费特征，针对消费潮汐现

象，广泛引进连锁便利店的“无人便利店”、“24 小时便利店”、自动售卖机。鼓励

设置社区商业前置仓，打造“线上下单+快捷到家”服务链。鼓励打造“太仓产业园区

云超市”，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快捷服务产业园区各类人群的日常需求。鼓励引入新

零售体验中心，打造产业园区新产品、新品牌创新体验空间。结合太仓物贸、医药等

多元产业打造户外快闪空间，扩大园区产业品牌影响力。引入智慧餐厅、智慧休闲中

心等业态，丰富产业园区办公人群的日常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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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贸流通布局规划

一、商品交易市场

规划目标：重点提升商品交易市场的贸易方式、物流方式、管理方式，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推动传统批发市场向现代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规划期内逐步将主城区小

而散的商品交易市场向外围搬迁，进一步加强太仓商品交易市场的集聚化、规模化发

展，对经营不善、层次较低的商品交易市场进行关停并转处理。同时，重点引进国内

外批发类企业总部落户太仓港，鼓励依托太仓港优势发展跨境电商，吸引跨境电商批

发平台落户太仓港。

规划引导：以构建“立足苏南，辐射华东”为服务范围和打造“太仓品牌”为目

标，按照“技术引领、龙头带动、资源整合、分步推进、共享共建”的原则，打造“层

次多样、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太仓的城市综

合竞争力，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首先，规范以主城区的家居装饰建材城、

五洋综合批发市场、建材市场、江南农副食品城、粮油市场形成的家居生活型大型交

易市场集聚区；其次，发展沿江批发交易市场带，范围包括璜泾镇、港城区、浏河镇。

主要包括现有的璜泾化纤加弹市场、港区木材家具市场、港区钢材市场、港区建材市

场、中国华东国际塑化城、浏河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浏河渔港海产品批发市场，未来

承接虹桥、嘉定等产业外溢辐射带动效应，沿江批发交易市场带规划建设会展会议用

品商品交易市场、流通物贸市场、产品外包装用品商品交易市场等服务外包型用品商

品交易市场；第三，建设位于双凤的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市场形成的再生资源回收交易

区、以主城区通胜钢材市场为核心形成的钢材交易区；最后，依托太仓港进口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结合综保区的产业特点与市场需求，通过内外联动，将中保区内的“库”

与区外展示交易中心的“店”有效融合，由传统的仓储物流向着采购、批发、零售、

模式化运营等更广阔的商品空间拓展，形成融展示、零售、贸易、物流配套等多元服

务为一体综合的进口商品展示和交易平台。

二、农产品交易市场

规划目标：合理布局农产品交易市场，加快推进现有小型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外迁

和提升工作，高标准建设集交易、集散、结算、展示、配送、检测管理、信息发布等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产品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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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导：规划期内结合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和建设用地等要求，新建1处农产品

交易市场，建设用地面积应在200亩以上，建筑面积应在20000m
2
以上，服务半径为辐

射整个规划区域，配置冷库、配送中心、结算中心、安全监控中心、废弃物及污水处

理中心等设施，保障车辆进出市场通畅以及足够的停车场用地；将农产品交易市场纳

入公益事业范畴，对市场准入、交易行为、交易规范、产品标准等进行严格规定；在

土地征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减免和优惠，完善交通、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条

件；促进商务局、市场监督局等跨部门联合，构建信息网络平台，完善农产品供需、

价格等信息检测系统；采用先进信息技术进行市场管理，及时、准确地传送农贸市场

信息，为农贸市场管理方、农贸市场商户、消费者等提供信息服务。

三、汽车交易市场

规划目标：规范并优化太仓森茂汽车城为中心的现有汽车交易区，未来太仓主城

区不再增加汽车交易市场数量，新建汽车交易市场应选址在主城区以外交通便捷的区

域。重点培育汽车超市、汽车服务站等新型业态，推动全渠道、全业态融合和创新发

展。

规划引导：引导现有汽车交易市场转型升级，从单一功能向集销售、体验、物流、

景观、休闲娱乐等综合功能转型，鼓励结合商业综合体设置汽车超市，鼓励汽车销售

渠道的多元发展，加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高效流通销售体系建设，鼓励汽车领域多元

金融工具的规范化应用；现有二手车市场要结合市场经营和城市规划等情况进行优化

调整，符合规划要求且经营较好的市场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调整提升，根据二手车交

易增长需求适当扩建规模和完善功能。

四、商贸物流基地

规划目标：优化城市商贸物流空间布局，加快“物流园区（分拨中心）－社区物

流配送网点－末端物流设施”三级城市配送网络建设，构建“功能匹配、布局合理、

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商贸物流服务体系，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融通

汇聚。

规划引导：1.物流园区（分拨中心）。在港城建设物流园区，以城市总体规划为

依据，靠近商贸物流配送需求区域，兼顾居住与就业人口分布，划分转运分拨中心的

服务片区。建议转运分拨中心宜靠近城市公路交通干线，有便捷的道路交通可达性，

与成片居住区、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可能产生显著人流的设施保持一定距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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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园区、产业社区的布局相结合，形成完善的支撑产业体系。2.社区物流配送网

点。社区物流配送网点的服务半径和覆盖人口应与所在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货运量相匹

配，服务人口宜为 8-15 万人，服务半径宜为 2-5 公里。主要位于城市核心区域或其他

人口相对集聚的区域，应邻近商贸物流需求中心，兼顾到上级物流设施与末端网格物

流设施的行车距离。服务同一区域的社区物流配送网点应相对集中布局，鼓励设施共

享共用。避免设置在生活性道路和重要的交通干道上，尽量避开居住区或人流量较大

的 公共建筑主要出入口，以及人流、车流较集中的道路。 鼓励设置具备仓储功能、

就近配送的前置仓服务站，通常设置在商业中心区、居民社区、乡镇所在地等人口密

度较大且相对稳定的区域，服务半径一般不超过 3 公里。 3.末端物流设施（城市+乡

村）。城市末端物流设施：通常包括地下停车卸货区、收发室、智慧物流终端（自提

柜）、末端共同配送中心（如菜鸟驿站）等，以便民服务为目标，强调便捷可达，覆

盖范围宜为 100-150 米，不宜超过 300 米。可与商务楼宇、小区、门房、物业用房、

小型商业零售设施等现有公共空间结合设置。空间紧缺或其他难以设置固定末端物流

设施的区域，结合小广场等公共空间，不占用道路红线，可采用移动物流配送模式。

乡村末端物流设施：建设农村快递服务站，推动乡村寄递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共用，

鼓励多站合一、一点多能、一网多用，推进乡镇到建制村的末端共配寄递物流机制基

本形成，主要品牌快递服务建制村直投全覆盖，全面提升乡村快递网络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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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城市商业网点体系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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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现状商业集聚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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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商业中心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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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城区社区商业中心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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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城区社区商业中心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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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特色商业街区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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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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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大型商业网点现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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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大型商业网点现状分布图（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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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美丽乡村商业服务聚集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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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 商品交易市场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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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 商品交易市场规划图



50

附图 13 TOD 商业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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