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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热烈庆贺珠海世界级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正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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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0日，珠海市政府为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一期全新国际会展中心

主持开幕典礼。出席典礼嘉宾包括有珠海市市长、华发集团主席、项目主创设计

师 Gordon Affleck 以及项目总监欧阳翠珊小姐。项目位于珠海沿岸滨海战略位置，

靠近广东、香港，与澳门一水相隔，并得国家政府落实定位为国家战略重点建设

项目，成为驱动广泛横琴开发区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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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与欧阳总监曾共同带领设计团在一期

会展商务组团设计竞赛中胜出，及后他们在一

期工程施工到完工阶段与业主保持紧密合作联

系。最近，10 DESIGN 受委托为整个商务区的

未来发展阶段提供专业意见。 

 

整项发展项目落成后能提供合共64万平方米的

空间。一期发展总面积为36.2万平方米，包括

会议、剧院、音乐厅、展览及宴会设施，配备

零售、餐饮、服务式公寓，拥有548间客房的

喜来登酒店，以及一栋320米高提供甲级办公

空间和250间客房的瑞吉酒店的超高塔楼。 

 

 

 

作为该会展商务组团的主创设计师，Gordon 

荣幸地获邀成为开幕典礼主讲嘉宾，带来  

”如何适当利用会议展览设施来对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讯息。他解译会展中心能够促

进商贸交流及起催化作用，不仅对周边区域在

国际上亦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展示贸易和投资者

及进行商业活动。演讲内容撮要如下: 

 

商业可持续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具备地理位置、

灵活性以及更重要的多样性等这些互动元素，

已基本达到商业成功。 

相片由华发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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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位置得天独厚，与广东、香港及澳门连

线成为珠江三角洲重要成市之一。 

 

珠海它拥有丰富的天然环境和闻名的天然雕

塑礁岩的海岸线特征，因此享有中国 “花园

城市、的美誉。 

 

该320米超高塔楼势将成为视觉航标，与对岸

澳门旅游塔和将于横琴区建成的超高层建筑

相呼应。 

设计灵感源于珠海优美而富层次感的海岸线，

利用建筑设计充分反映出当地强烈的景观个

性，并以此为主要设计元素，仿效珠海的海

岸线，让项目轻松自在地与天然滨海环境融

为一体。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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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为迎合不同客户群的需要，设施拥有为不同

种类活动作相应分隔或为综合活动作跨组别

区分的能力是相当重要，而要达到这方面要

求是需要极高的规划灵活性；同时在得到室

外商业零售及餐饮等硬体配套下，使之成为

外刚内柔的完美建筑体。 

 

该有极度灵活性的设施能够提供多元化功能，

包括剧院、音乐厅、可容纳2,000人的大型会

议及展览厅，还有容纳高达4,000人的大型宴

会厅。 



www.10design.co 7 www.10design.co 

1M 层平面图 

西立面图 
 

西立面图 
 

会议中心 
 

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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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融合性综合发展 

 

一个成功的商业发展项目需要具备综合发展的

融合性，可支持及活化整个区域，避免因为依

赖单一活动来支持使用率而进入了无生气的休

静期。所以设计为一期会展商务组团注入了其

他不同功能配套如办公、酒店、服务式公寓以

及零售等，旨在打造成为一个城市滨海景点。 

 

 

结合公建公共服务设施 

 

公建应该不止是一个举办活动的设施，应该同

时兼顾公共服务，结合两者是相当重要。事实

上这理念从设计竞赛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目

的是要创造一个真正公建公共服务设施。正因

为这个理念带来了城市绸带的设计构思，创造

一个连接区内及滨海广场，集餐饮零售及绿化

空间于一身的动力广场。 

服务式公寓酒店 

超5星级酒店 

国际标准5星级酒店 

办公 

商业零售 

展览 

会议中心 

后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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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酒店及超高层办公楼 服务式公寓 

瑞吉酒店及超高层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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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绸带 

 

为了体现结合公建公共服务设施的概念，一条

城市绸带的构想出现在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内，

把功能区和特定空间和谐地分隔并串连一起。 

 

绸带，是整个项目的神髓：功能上提供各式零

售餐饮服务，不单连接商务区及通往海滨的主

要道路南湾道，也仿如屏幕般将公共及不同空

间框分，使无论身处室内或室外都能透过其形

态创造出的视线走廊，遥望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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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门 

 

绸带，环抱着商务区内歌剧院和会议中心等

重要功能设施，为区内带来各俱特色的进出

口。例如被绸带环抱的南湾大道，白天是会 

 

 

 

议中心的主入口，在晚上则化身成为一道充

满动感的拱门；它也能为架空广场的音乐厅

和剧院框画出一道可眺望澳门的进出口。 

相片由 BUREGA FARNEL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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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花园 

 

绸带，带来了一系列休闲花园空间，它不单

是穿梭各分区的主要通道，也为下沉的上下 

 

 

客区提供充足的自然光。利用结合硬景观和

栽种来反映珠海天然雕塑礁岩的海岸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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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平台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带来了一系列有別於全球會

展中常見的设施。多元化设施结合了高品质、

高灵活性的展览及会议空间，还有专业场所包

括剧院和音乐厅等。凭借项目独有的海滨环境

和酒店及商业等配套，为商界及访客提供一个

首屈一指、高水准的理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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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地点 

中国珠海 

 

 

业主 

全资国有企业华发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整体发展进程 

 

总占地面积 : 269,6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 640,000 平方米 

标志性塔楼高度 : 320 米 

 

 

一期发展进程 

 

一期总建筑面积 : 362,000 平方米 

 

会展设施 : 95,800 平方米 

 

酒店及服务式公寓 : 156,000 平方米 

瑞吉酒店 : 250 房间 

喜来登酒店 : 548 房间 

服务式公寓 : 450 单位 

 

办公 : 86,500 平方米 

 

零售及餐饮 : 23,600 平方米 

 

 

 

建筑设计团队 

 

Gordon Affleck – 主创建筑设计师 

Miriam Auyeung  – 项目总监 

Vincent Fung  – 高级主任建筑师 

Jamie Webb  – 主任建筑设计师 

Colin Ashton – 建筑设计师 

Jason Easter – 建筑设计师 

 

 

顾问团队 

 

Gordon Affleck 主创建筑设计师 

 ( 10 DESIGN 设计合伙人 ) 

ALT 幕墙顾问 

Burega Farnell 景观设计师 

CJAI Hong Kong 礼堂/歌剧院顾问 

Guangzhou Design Institute   设计院 

Guangzhou RBS  结构工程师 

HBA 喜来登酒店室内设计师 

IBR 可持续发展顾问 

LDP  灯光设计 

MVA  交通顾问 

NBBJ 展会建筑室内设计师 

Wilson Associates 瑞吉酒店室内设计师 

 

 

摄影 : Kerun Ip 

业务发展商机 

 

David Pringle, 首席合伙人 

dpringle@10design.co 

 

Doris Chen, 联席合伙人 

dchen@10design.co 

媒体联系 

 

Catherine Chan, 联席合伙人 

cchan@10design.co 

T: +852 3975 2007 

 

www.10design.co 
 



In Zhuhai, 10 DESIGN is also working on the 
Infinity Loop Bridge in the Hengqin region, 3 
projects in the Jinwan Aviation City, and the 
Summer International Lifestyle Development. 

OTHER PROJECTS 
IN ZHUHAI 

世邦国际娱乐商业城, 中国珠海 
预计 2015-2020年建成  

香洲文化中心, 中国珠海     
预计 2015年建成    

国际设计竞赛：一等奖  
世界建筑新闻 2012年度交通设计大奖：高度表扬项目 

十字门跨海门户大桥 (无限循环), 中国珠海     
设计于 2013年完成 

更多珠海设计作品 

10 DESIGN (拾稼设计) 为珠海不同项目负责设

计工作，包括有横琴区无限循环跨海门户大桥、

金湾航空城3个项目以及世邦国际商业零售及时

尚生活综合发展等。 



金湾航空城, 中国珠海 

金湾航空城市民文化中心, 中国珠海  
设计竞赛：一等奖 

金湾航空城产业服务中心, 中国珠海 
设计竞赛：一等奖 

金湾航空城国际商务中心, 中国珠海 
设计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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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zish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he Danzish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development is designed to cater for a 
premium business and retail destination for 
this dynamic new district in the heart of 
Chongqing in China.  
 
10 DESIGN utilises a closely integrated weaving 
ground scape of retail and amenity ribbons 
that link and enclose public space while 
connecting the waterfro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s with the mass transport 
interchange. 
 
Comprising a total of 800,000 sqm of 
accommodation, the CBD includes 150,000 sqm 
of dedicated high-end retail and 
entertainment area. This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podium level accommodation, 
whilst the remaining area is given to office 
space, a hotel and serviced apartments.  
 
The first phase, named “ Zhongxun Times”, will 
be built by spring 2015, while the entire CBD 
will be occupied by 2018.  

Other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planning 
designed by 10 DESIGN are featured below: 

更多中央商务区规划设计作品 
更多由 10 DESIGN (拾稼设计) 负责规划设计的

中央商务区精选项目有： 

弹子石中央商务区 

 

该弹子石中央商务区以打造国际级商业与零

售为愿景，在重庆中心地带创建一片广阔新

城。 

 

10 DESIGN 以细腻的设计将零售及公共空间

紧密结合，如缎带般将海滨、私人发展以及

大型运输交汇处连接起，编织出优美线条的

地面景观。 

 

该中央商务区将提供80万平方米发展空间，

当中包括布置位于群楼的15万平方米高端零

售及娱乐区，其余空间则用作办公、酒店及

服务式公寓等用途。 

 

商务区一期发展名为｢中讯时代｣，预计2015

年春季落成，而全期发展将于2018年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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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ta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he Island of Pingtan is planned as a new 
commercial hub to drive communication and 
commerci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10 DESIGN won in an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e CBD and was 
subsequently awarded to design both the 
master plan of a 93 ha waterfront CBD 
development and a new cross straits forum 
in Pingtan.   
 

 
 
The master plan caters for some 3.3 million 
sqm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le the cross 
straits forum would be in the first phase of 
development.  The cross straits forum 
accommodates multiple facilities including a 
theatre, a convention centre, an exhibition 
hall, auxiliary commercial functions, and 
cultural spaces. 
 
Public amenities including a tram system and 
a central park are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se 
civic functions in the heart of the CBD.  

STRAIT FINANCIAL CENTRE 

CHINA TAIWAN CULTURAL CENTER 

CULTURAL THEATRE 

FORUM 

EXHIBITION CENTRE (PH1) 

OFFICE 

EXHIBITION CENTRE (PH2) 

平潭中央商务区 

 

平潭是一个新兴的、推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

间沟通和商贸往来的商业中心。 

 

10 DESIGN (拾稼设计) 在赢得平潭中央商务

区国际设计竞赛后，被委任为平潭一个93公

顷的滨海中央商务区发展作总体规划，以及

平潭海峡论坛中心等两个项目负责设计工作。 

整个项目的总体规划将包括330万平米的城市

规划，而平潭海峡论坛中心将作为整个项目 

 

 

 

第一阶段的设计发展目标。平潭海峡论坛中

心项目设施包括有剧院、会展中心、展览中

心及配套商业和文化空间。 

 

在商务区的中心地带设有公共配套如电车系

统以及一个中央公园，与上述公建设施和谐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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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AFFLECK 
Senior Design Partner 
BSC Hons, PgDip Arch 

Education 
Gordon graduated with 1st Class Honors and a Post 
Graduate Diploma in Advanced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Through his studies 
he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Glasgow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Prize and Glasgow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Jubilee Prize.  He also received the Royal Scottish 
Academy Award for Architecture for his thesis work in 
1996. He passed his RIBA Part 3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in 1997. 

关于 
设计师 

GORDON AFFLECK（艾高登） 

设计合伙人 

BSC Hons, PgDip Arch 

 

教育背景 

 

Gordon 毕业于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高级建筑设

计系，获得一级荣誉学位和研究生文凭。在求

学期间，他荣获数个奖项，包括格拉斯哥建筑

师学会奖、格拉斯哥建筑学校 Jubilee奖， 并在

1996年凭论文获得皇家苏格兰学会建筑奖。

Gordon在1997年通过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第3

部分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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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Affleck is a founding Design Partner with 1O. 
Gordon is an award winning architect with almost 20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lead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teams in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the UK.  
 
His award winning work ranges from the design of 
large scale water front master planning, complex 
mixed use projects, civic and retail environments, 
through to boutique luxury residential and hospitality 
developments and bridges. 
 
Gordon has led the design for the prestigious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in Beijing built as a Multi-
Purpose Arena for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s Games, 
which hosted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re, Main 
Press Centre and the competition venue for Fencing, 
Modern Pentathlon and Air Pistol competitions.  He 
also led the design for the Kolkat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as well as  working on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facilities in Dubai, Abu Dhabi 
and Bangkok. He was also the lead designer for the 
sustainable R&D Headquarter building for Huawei in 
Nanjing.  
 
In Asia , he is currently leading the teams for both 
the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the Danzish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 Chongqing and the 
Kowloon Bay Development in Weihai. His design for 
the Shizim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omplex has 
just been in operation with the 320m high 
“transforming” tower due in for opening in 2016. 
 
In the Middle East, he has led the design of a number 
of lifestyle and destination masterplans in both Abu 
Dhabi and Dubai. Currently he is completing 3 
masterplan commissions in the region, totaling some 
200 ha of development. The most recent the Al Barari 
Development in Dubai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numerous 
publications including Architects’ Journal, World 
Architecture, Wall paper, Mark Magazine, and 
amongst others. 
 
Gordon has  served as judge for both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Awards including the World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Awards and the 
Perspective Magazine Design Awards.  He has spoken 
at events such as Cityscape in London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the Olympic Games. 
 
 
Current key projects Asia 

• The Shizim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and Landmark Tower, Zhuhai, China. 

• The Danzishi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650,000sqm),  Chongqing, China 

• Kowloon Bay Master Plan and Landmark  Tower, 
Weihai, China 

• The Summer International Retail and Lifestyle 
Development, (450,000sqm), Zhuhai, China. 

 
 
Current key projects Middle East 

• The Al Barari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e Seventh Heaven” and “Ashjar” , Dubai. 

• Waterfront Mixed Use Development (12 ha)  
Retail and Lifestyle Centre, UAE 

• Marina Islands Masterplan, 150 ha Development, 
UAE 

• A mixed use development in Downtown Dubai  
(18 ha), UAE 

• A world class mixed use destination with a     
1,200 seat theatre and blend of retail, F&B, 
hotels, and residential accommodation (12 ha), 
UAE 

 

Gordon Affleck（艾登高）是 10 DESIGN（拾稼设

计）的创始设计合伙人之一，作为一名屡获奖项

的建筑师， 他拥有超过20年在中东、亚洲和英国

领导国际设计团队的专业经验。  

他获奖的作品范围横跨大型滨水总体规划设计、

多功能综合体项目、民用和零售、精品豪华住宅

/酒店开发以及桥梁等不同类型。 

Gordon 主导设计了国际知名的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该会议中心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用作国际广

播中心、主媒体中心和击剑、射剑及五项全能运

动等奥运项目比赛场地。此外，他也曾带领印度

加尔各答国际会议中心的设计工作，和参与过迪

拜、阿布扎比和曼谷等地的会展设施项目。同时，

Gordon也是南京华为可持续性研发总部的主创设

计师。 

在亚洲，目前Gordon 正与他的团队为重庆弹子石

中央商务区以及威海九龙湾开发项目进行规划和

建筑设计。他所设计的十字门国际会议中心建筑

群，包括一座320米高的“转换塔”，将于2016

年开幕。 

在中东，他曾主导多个为位于阿布扎比和迪拜与

时尚生活和旅游景点有关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

目前，他正在完成该地区的3个总体规划任务，

开发面积总计约200公顷。最近期的迪拜 Al Barari

开发项目正在施工中。 

Gordon 的作品已经发表在众多刊物上，如

《Architect’s Journal》、《World Architecture》、

《Wall Paper》、《Mark Magazine》以及

《Architect》等。 

Gordon 曾担任过城市设计类和建筑设计类大奖的

评委，包括全球建筑城市设计大奖和《透视杂志》

设计大奖，并且在多个活动如伦敦的Cityscape上

演讲，探讨奥林匹克比赛的影响。 

 

目前亚洲区重点项目 

 中国珠海 - 十字门国际会议中心及标志性塔楼 

 中国重庆 - 弹子石中央商务区（65万平方米） 

 中国威海 - 九龙湾总体规划和标志性塔楼 

 中国珠海 - 世邦国际商业及时尚生活开发项目

（45万平方米） 

 

目前中东地区重点项目 

 阿联酋迪拜 - Al Barari 高级住宅发展项目: 

《Seventh Heaven》和《 Ashjar 》 

 阿联酋迪拜-滨海时尚生活及零售综合发展

（12公顷） 

 阿联酋 - 滨海群岛150公顷总体规划开发项目 

 阿联酋 - 迪拜市中心综合开发项目（18公顷） 

 阿联酋 - 一项世界级综合开发项目，拥有可容

纳1,200座位的剧院，揉合零售、餐饮、酒店

和住宅等功能 （1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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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IGN （拾稼设计）是

一家由建筑师、城市规划师、

景观设计师及 CGI 电脑成像

等专业伙伴联合组建的国际

领先设计团队。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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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从事各领域不同规模的设计，包括企业、文

化、旅游度假、商业零售、教育和住宅类项目，

在香港、上海、爱丁堡和迪拜均设有工作室。 

 

目前进行中的标志性项目包括位于中国重庆的弹

子石中央商务区、山东威海的华发九龙湾综合发

展、重庆的星耀天地、阿联酋迪拜的 Seventh 

Heaven 和 Ashjar 高级住宅项目、卡塔尔多哈西湾

的艾美酒店、阿联酋阿布扎比快乐岛文化区住宅

发展、迪拜高尔夫球城和合共200公顷遍布中东各

地的标志性总体规划项目。  

 

近期获胜的设计竞赛有位于中国珠海的十字门无

限循环跨海门户大桥、福建的大型总体规划平潭

海峡论坛及中央商务区综合发展项目、惠州的中

信城市广场项目以及金湾航空城国际建筑设计竞

赛中全部3个标段的项目：国际商务中心、市民 

文化中心及产业服务中心。  

 

10 DESIGN（拾稼设计）的首个重大建成项目上海

湾谷科技园已于2014年6月正式落成。其他主要在

建项目还包括位于中国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的

320米超高商业大楼、厦门的福建光电职业技术学

院、重庆的中讯时代、常州的星河澜月湾万丽酒

店、武汉的长城汇综合发展项目、马来西亚的 KL 

Gateway 综合发展、伊兹密尔的 Mavişehir 住宅发

展和 GAP İnşaat 商业大楼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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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城市广场, 中国惠州 
预计 2017年建成  

云南酒店, 中国昆明  
设计于 2013年完成 

长城汇综合发展, 中国武汉 
预计 2015年建成 

成都综合体发展, 中国成都  
设计于 2012年完成 



中讯时代, 中国重庆 
预计 2015年建成 

中鋼大楼, 中国重庆 
预计 2015年建成 

重庆雷士大厦, 中国重庆 
预计 2015年建成 

KL GATEWAY 综合发展项目, 马来西亚吉隆坡  
预计 2016年建成  



弹子石中央商务区, 中国重庆  
预计 2017-2018年建成 

杭州旅游度假综合发展, 中国杭州  
设计于 2012年完成 

湖北城市总体规划, 中国中部 
设计于2014年完成 

平潭海峡论坛及中央商务区发展, 中国平潭  
设计于 2011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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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湾项目一期地标综合体, 中国威海  
预计 2017年建成  

星河澜月湾万丽酒店及综合发展项目, 中国常州 
预计 2014年建成 

星耀天地综合发展, 中国重庆 
设计进行中 



KL GATEWAY 综合发展项目, 马来西亚吉隆坡  
预计 2016年建成  

南京超高层综合发展, 中国南京 
设计于 2013年完成 

湾谷科技园, 中国上海 
2014年 6月建成 



城市规划展览馆设计竞赛, 中国 
设计于 2011年完成 

2013香港建筑师学会两岸四地建筑设计论坛大奖：优异奖 

大连公共图书馆设计竞赛, 中国大连 
国际设计竞赛：一等奖 | 美国建筑师学会 AIA 获奖项目 

福建光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厦门 
预计 2015年 9月建成 

珠海美术馆, 中国珠海 
设计于 2012年完成 

     岛景观桥, 中国成都 
预计 2015年建成 
碧 



《ASHJAR AT AL BARARI》高级住宅发展, 阿联酋迪拜 
  预计 2017年建成 

《SEVENTH HEAVEN AT AL BARARI》高级住宅发展, 阿联酋迪拜 
  预计 2016年建成 

《ASHJAR AT AL BARARI》高级住宅发展, 阿联酋迪拜 
  预计 2017年建成 

《ASHJAR AT AL BARARI》高级住宅发展总体规划, 阿联酋迪拜 
  预计 2017年建成 



滨海综合发展总体规划项目, 中东 
总体规划设计 

滨海综合发展总体规划项目, 中东 
总体规划设计 

滨海定点跳伞高空塔, 中东 
总体规划设计 

滨海岛屿总体规划, 中东 
总体规划设计 



住宅发展项目, 阿联酋 
预计 2017年建成 

EMAAR DUBAI HILLS VILLAS 住宅发展,  阿联酋迪拜 
预计 2016年建成 

住宅发展项目, 阿联酋 
预计 2016年建成 

住宅发展项目, 阿联酋 
预计 2016年建成 



都市重建规划项目, 土耳其 
总规设计 2013年12月完成 

海港重建竞赛, 阿塞拜疆 
概念设计竞赛 

MAVIŞEHIR 住宅发展, 土耳其伊兹密尔 
概念设计完成 

TEKFEN 住宅发展, 土耳其埃森余尔 
概念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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