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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规划管理改革

[编者按 ]过去三年，国务院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破口和“先

手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

规划界将简政放权作为城乡规划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规划管理运行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期“规划师论坛”

栏目以“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规划管理改革”为主题，选发一组文章，对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事权交易制度优化路径、规划许

可行政分权、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和行业管理模式改革等进行探讨，希望能为我国城乡规划管理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简政放权视角下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　门晓莹，徐苏宁，董治坚

[摘　要]简政放权是全面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简政放权视角探析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的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部门失灵”，规划管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急需对现
有的规划管理体系进行变革。文章充分借鉴整体性治理等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简政放权的视角，提出政府内外纵横联动的制
度创新—规划权利的释放、规划体系的变革、建构以政府为平台的多元化合作机制。
[ 关键词 ] 简政放权；城乡规划管理；整体性治理；政府合作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7-0005-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Urban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Reform For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Men Xiaoying, Xu Suning, 
Dong Zhijian
[Abstract]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is important in improv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so 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reform. Multiple stakeholders, governance defi ciency,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through planning 
management reform. This paper uses the integrity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sugges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delegating planning powers to lower levels, reform of planning system, and multi-cooperation platform led by 
government.
[Key words]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Urban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Integrity governance, Government cooperation

0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

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

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1]，通过向市场

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着力解决政府与

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 [2]。

简政放权需要首先对政府职能事项进行规范化调整和精

细化管理，如果不把对政府职责事项的“深耕细作”作

为前提，那么究竟该调整和简化哪些事项，该取消和下

放哪些权力，也就成了“空中楼阁”[3]。城乡规划作为

政府职能，需要基于系统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思路，

分析规划管理体制的现实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需

要，将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这是实施

城乡规划简政放权的基本前提。

　　

1简政放权视角下城乡规划管理面临的困境及
产生原因

1.1 城乡规划管理面临的困境
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而

不断发生改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实施开展具体设计性质的工作，到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 门晓莹，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规划管理处处长。

徐苏宁，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治坚，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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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手

段，城乡规划在我国城市发展实践中做

出了重要贡献。2011 年，我国城镇人口

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发展进入新阶

段，但“大城市病”“小城市病”等问题

却逐渐突显。党的“十八大”后，中央

先后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

会议，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面对这些新要求、

新矛盾，城乡规划管理尚缺乏充分应对，

对空间发展的调控作用落后于现实需求，

出现滞后、繁冗及权限不清等问题。

1.1.1 城乡规划的基本服务作用未得到

发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城乡规划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和战

略性特征，既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引领和促进作用，又需要为社会提供

基本的公共服务，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

活保障、教育、文化、医疗服务和健康

的生态环境。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城乡

规划却在很多时候成为了政府攫取土地

利益、扩张城市规模的工具，对规划确

定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

地不予落实，甚至将用地改作他用，忽

略了其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正义和

发挥凝聚力的作用。此外，个别领导干

部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取代法治，动辄“我

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擅自批准建

设，无视规划，违反法定程序。政府的

这种管理倾向突破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

基本底线，导致资本的负外部效应突显，

也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简政放权、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1.1.2 各类涉及空间的规划缺乏统筹，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多

我国各类规划繁多，不同规划或依

据法律，或依据政策编制，呈现“各自

为政”的局面。一些部门编制相关规划

时单纯从行业角度出发，重纵向控制，

轻横向衔接，违反城乡规划的要求，擅

自划定“特定区域”以适应“专门需要”，

导致行业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确定的空

间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要求相矛盾，使城乡规划被“肢解”，

无法实现统筹城市整体和长远发展的功

能，不利于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和行业

的健康发展。相关规划基础数据坐标不

统一，规划布局相互矛盾，审批流程复

杂、成本高，以及项目选址难、周期长

和落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行政效能

的提高。

1.1.3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加大制度性

交易成本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一

些城乡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

和公开性不够。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表现

出“刚性不强，韧性不足”的特点，导

致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难以适应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不确定性。规划的刚性内

容强制性不够，往往较难落实；弹性内

容应对变化的能力弱、调整余地不足。

在一些法定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涉及城

市长远发展利益和价值的强制性内容缺

失，或表述模糊，从而造成规划强制性

内容不具有可操作性，难以真正落地实

施。一些规划对于城市发展前景缺乏弹

性，布局安排不留余地，导致规划修改

频繁，朝令夕改，“一任领导，一任规划”

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权力界

限不清晰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具有不确

定性，导致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和优化服务难以落实，也增加了投资

建设项目的制度交易成本。

1.1.4 规划编制公众参与不足，增加了

规划实施难度

城乡规划工作涉及个人利益与公众

利益、个别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这在客观上要求

城乡规划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要有全社

会的共同参与。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

规划缺乏对不同产权和需求特点的考

虑，导致利益群体组织化参与机制的缺

失，信息公开不足，大多数公众参与仅

是被动告知和形式化地征求意见，只有

当噪音、日照间距等问题严重妨碍了居

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公众才会主动反映

问题。规划编制的成果表达偏向于技术

报告，不便于将规划技术成果作为简洁

明了的政策执行文件与其他政府部门进

行沟通，也不便于向公众诠释和宣传，

削弱了公众参与、民主协商和社会监督

的参与度。

1.2 城乡规划管理出现困境的原因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城乡规划管

理出现困境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2.1 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为当前

经济社会的主要特点

随着分税制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制度环境的变

迁 [4]，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国家利益为

主导的单一化的利益结构开始分化，呈

现出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政

府、社会组织及公众成为城市的空间利

益主体。不同空间利益主体越来越关注

城乡空间结构调整、城乡发展方向等城

乡空间发展问题，对参与城乡规划管理 

—进行空间利益的分配和调节的意愿

也越来越强烈，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

城乡规划公共政策进行引导和监督，为

各空间利益主体提供博弈平台，保障城

乡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

1.2.2 部门间容易出现管理碎片化和

“部门失灵”

城乡规划涵盖了经济、社会、空间、

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政

策的多属性”特征，即重大公共政策往

往拥有一个以上的目标，这些目标分别

指向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需要他们之

间的协同和配合。然而，政府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而采取部门分工和专业化模式，

致使相关部门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常常面

临一个部门的目标与其他部门的目标不

一致、以各自利益为重、不愿意与其他

组织合作的情况，导致在公共政策的执

行中出现“孤岛现象”与合作困境 [5]。

伴随着管理对象的多元化、复杂化，如

果不加以很好地协调，就会造成部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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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割裂，出现管理碎片化和“部门失灵”。

1.2.3 城乡规划审批监管中各层级的

事权不清晰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未在规

划编制、审批和监督内容中进行充分甄

别。不同层级的政府事权应当对应哪些

规划内容并不清晰，有的时候会进入“上

级政府抓战略，地方政府抓空间与设施

配套”的误区；有的时候又陷入了上级

政府面面俱到，什么都要管，但又管不

住的泥潭。同时，上下位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缺乏衔接，部分强制性内容难以落

实和监督。目前，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强

制性内容过多、过细，没有对需要严格

遵守和可以深化调整的内容加以区分。

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

许可”的过程中，部分强制性内容难以

落实，偏差较大。而对于违反强制性内

容的行为又缺乏监督反馈机制，规划被

随意修改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城乡规

划的权威性不足。

　　

2 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探讨
城乡规划政府合作机制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

出“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改革规划管

理体制”。2016 年 2 月下发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要改革完

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这反映出规划

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开展城

市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央全面推动简政

放权，为解决规划管理的困惑、推动规

划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

　　

2.1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面对“多元化”“碎片化”等行政

管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人类正生活

在一个涉及许多组织和群体，而这些组

织和群体有责任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的权

力共享世界里，需要由公共部门、私人

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协作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服务，并协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5]。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开始思考

如何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推

动以协作性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超越

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

在《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的新战

略》一书中，作者在对美国的 237 个城

市及其政府官员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详细论证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中

大量存在着协作性的公共管理活动，这

些活动对政府治理辖区的作用与影响大

大超过了等级制组织内的管理活动。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佩里·希克斯和帕

却克·登力维等英国学者提出了整体性

治理理论。根据佩里·希克斯的定义，

所谓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

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

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

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

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

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

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

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6]。

协作性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的核心都

是通过引入合作治理的理念，破除“政

府利益至上”的传统行政理念。

从实践上看，整体性治理在不同国

家的提法不同，在英国被称为“协同型

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 或“跨

部门议题”(Cross-cutting Issues)，在

北美、欧洲被表达为“服务整合”(Service 

Integration)，在美国被表述为“合作政

府”(Collaboration Government)，在

澳大利亚被称为“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在加拿大被称为“水平

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等

等 [7]。这些称谓虽然表述各异，但是基

本上都表示同一种现象，即由新公共管

理的理论与实践转向“整体政府”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并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

统官僚制的新型范式。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

革的历程，其核心都是以适应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结构与运行，

重点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推进改

革开放，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

能转变为突破口，通过由全能政府向有

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型来

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政府职能

转变来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解决公权过大、

过多，私权过弱、过小的问题；通过政

府的向下分权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8]。2016 年 5

月 9 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上明确要求：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实

施精准协同放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城乡规划自身具有的综合性和衍生

效应使得规划管理工作不得不打破传统

官僚制与科层制的行政条块界限，实现

多个政策执行者的合作，以合作的方式

走向跨层级、跨部门、跨边界的新管理

模式。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为了落实

简政放权的要求，推动城乡规划政府合

作不失为一个改革方向。城乡规划政府

合作是指在公权领域内部、公权与私权

领域的各类主体在明确权力界限的基础

上，以增强对空间利益的调控为目的，

在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和监督等

各个阶段，通过合作机制建立起相互联

系的行为与过程，既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

之间、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纵向合

作”，也包括同级政府之间、同一政府不

同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

间、社会公众之间的“横向合作”(图 1)。

2.2 城乡规划政府合作的主要内容
推动城乡规划政府合作，应当首先

厘清城乡规划管理的部门职能关系，构

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推动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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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层级联动协同，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

制，加强城乡规划实施监督，切实推动

规划管理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其基

本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推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合作。

出于不同的目标利益，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常常在城乡规划管理方面呈现出不

同的政策取向，如中央政府更加注重生

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保护、区域基础设

施建设、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而地方政

府则更加看重城乡规划对地方经济、市

政建设、就业和税收的贡献。在充分甄

别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划分的基础上，

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规划编制、实施

监督中的信息沟通和管理合作，有利于

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二是消除政府系统内规划管理部门

与其他部门间的封闭分割状态。构建规

划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跨部门协作

机制或成立部门间协调机构，通过共同

领导、整合结构和联合团队，以及资源

整合和政策整合进行合作，以更有效地

利用稀缺资源。同时，多部门合作提供“一

站式”的城乡规划公共服务平台，共享

公共服务界面，提供整体化和高效的公

共服务。

三是倡导政府及其规划管理部门、

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跨界合作互动的理

念，破除纵横条块分割管理，在不同部

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整体

性的思维和交流方式，实现跨部门、跨

组织的资源交换与能力整合，以推进城

乡规划管理的整体有序运转。同时，制

定城乡规划的多方参与机制，将公众参

与度纳入城乡规划工作考评内容。

四是开展协同工作，最大限度地减

少同一层级政府间、政府部门间损害彼

此利益的政策，将城乡规划政策领域的

不同利益相关者有效组织在一起，以创

造公共价值和提供公共服务为终极目的，

构建规划管理行动网络，实现 1+1 ＞ 2

的协同效应。

近年来，在城乡规划管理实践和理

念中，已经出现了政府合作的发展趋势。

规划学者、规划编制人员和规划管理人

员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上述内容进行了不

同深度的研究与实践，可将这些研究与

实践归纳为纵向合作和横向合作两个方

面的内容，具体如表 1所示。

　　

3以政府合作为基础，推进城乡规划
简政放权

　　

城乡规划政府合作是对当前条块分

割体系下政府和城乡规划管理部门现有

的职能体系、组织结构及业务流程的一

次挑战与变革。以政府合作为基础，优

化细化操作流程，有利于规划管理工作

“简除烦苛，禁察非法”，确保建设项

目规划许可的高效、顺畅、规范和有序，

有利于城乡规划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1 厘清上下级政府权责关系，推动

纵向合作与制衡
实现有效的城乡规划政府合作的前

提是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

单，即分层级、分部门厘清城乡规划

管理中私权与公权的分工、公权领域内

各相关部门的分工以及私权领域内通过

市场机制确定的各主体的分工，建立责

权明晰、公开透明、实用高效的规划管

理机制。经依法审批的、可实施的城市

总体规划应该能够提出层级空间管制要

求，明确各级政府提供什么、禁止什么、

引导什么和监管什么。国务院审批城市

图 1  城乡规划碎片化管理与政府合作机制对比图
资料来源：参考武俊伟、方堃的《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一文。

                  合作方式 内容

纵向合作 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合作 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间的合作，如《珠三
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对不同层级政府的管理和监
督权限的规定等

横向合作 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跨部门合作，如成立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制定违法
建设查处联动机制和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协作机制等

区域内不同政府的合作 跨区域合作，如联席会议、规划合作专题和规划论坛等
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政府及其规划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如建立和完

善公众参与制度、政府与城乡规划协会的合作、建立社
区规划师与乡村规划师制度等

表 1 城乡规划政府合作的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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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时，应当列出审批和监管清单。

在理顺各层级政府规划管理权责的基础

上进行政府层级合作，可以在落实国家

战略，避免区域重复建设、生态环境资

源和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前提下，充

分调动地方、区域的规划管理积极性与

灵活性；可以在规划刚性内容有效传递

的前提下，缩短规划审批周期，提高规

划审批效率。此外，特大城市还应理顺

市、区、街道与规划管理部门的关系，

完善社区管理体制，提高基层规划服务

水平。

　　

3.2 建立区域间政府合作机制，提升

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长三角、泛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

的区域良性互动发展表明我国未来的城

乡规划需要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协作，空

间格局应从行政区规划转向跨行政边界

的区域规划。相应的，区域城乡规划管

理模式将从基于行政区划界限的行政区

规划管理转向跨行政管辖边界的区域间

政府合作，以解决区域分割管理造成的

城乡规划协调困难的问题。从区域整体

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区域间政府

合作机制，对区域空间结构及其职能分

工进行协调安排，可以促进区域政府之

间从竞争走向竞合。

　　

3.3推动多规协调，完善空间规划体系
2012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省部

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

座谈会的讲话中要求：“在市县层面探

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

规划‘三规合一’”；2013 年 12 月，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推进城镇

化任务中明确“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

进规划体制改革”；2014 年 9 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构建以空间

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

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

体系”。为避免横向的多规并行、管制

重叠和标准不一，就要加强顶层制度设

计，从国家、省级层面理顺发改、规划、

国土及环保等部门的空间规划管理事

权，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衔接。

在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没有调整前，可

以通过搭建跨部门的网络化信息联动平

台，将各规划体系叠加，检测不同体系、

不同层面空间规划之间的冲突，并协调

处理存在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土地使用指标和空间坐标“三标”的衔

接，整合形成可供多部门使用的城市发

展“一张图”，以消除体制障碍，满足

各个部门对规划业务快捷、高效、透明

的政务处理需求。

　　

3.4 推动部门纵横联动，提高建设

项目审批效率
“纵向到底”贯通各级政府的建设

项目审批监管协同过程，形成上下协同

推进，通过构建成果完善、标准统一和

数据规范的综合数据体系，实现上下级

部门间建设项目审批信息的共享。“横

向到边”联合发改、规划、国土及环保

等部门，通过统一的系统接口标准，实

现各部门审批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动态维

护更新。对发改、规划、国土及环保等

部门的管理内容和许可事项实施优化组

合与整合，减并国土、规划行政审批流

程中内容相近、作用相似的环节，将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等部分规划流程与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的审批事项进行捆绑；在

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城乡规划管理和国土

资源管理的“部门合一”；进一步简政“让

权”，扩大“市场决定”领域，合理增

加“免于许可”范围；探索建立诚信管

理制度，搭建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平台，

推广项目建设承诺制，对守信企业实行

信任审批，将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

并进行曝光。

　　

3.5 构建参与式规划制定和实施管理

格局，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作用
提高规划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度，从

源头上化解利益冲突，保护合法权益。

积极构建政府、编制单位、建设方、管

理方和社会公众等多角色联动协同的规

划编制参与机制。规划编制要从侧重空

间技术向兼顾土地权属与利用现状、提

高可实施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转变，了

解公众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使城乡规

划更加体现公众意愿。推动城乡规划的

公众参与要坚持信息公开、信息可达和

信息反馈三原则，建立和完善公众意见

的采信原则、处理程序和反馈机制，针

对不同的规划、同一规划的不同阶段设

计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

　　

3.6 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促进政府、

市场和社会组织的有机合作
积极培育和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

将部分规划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

形成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规划

管理的机制。面临复杂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等问题，世界范围内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的合作不断增加。以美国规划协会

为例，该协会是一个公益性的非政府机

构，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

悠久的规划智库组织，协会中 65％的成

员服务于国家或地方的政府部门，他们

的日常工作涉及到与规划有关的专业培

训、专题讨论、交流互动、项目合作及

顾问咨询等职能。因此，应发挥协会、

社团等行业组织在反映诉求、规范行为、

搭建参与平台和提供服务中介等方面的

作用，共同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通过

建立严格的评估和监督体系，促进社会

组织的良性发育；同时，进一步发挥社

区规划师、乡村规划师在为社区和乡村

规划提供服务、反映相关利益方的诉求

及规范行为等规划管理中的作用。

　　

3.7完善规划编制与委托的合作机制，

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政府及其规划管理部门与规划设计

院委托合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规划编

制成果粗糙、可操作性差。随着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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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院实行企业化改造，经济效益理所应

当地成为其考虑的重要因素，有时很难

完全满足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基础性工作

的要求 [9]。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的背景下，政府在进行规划

委托时，应在合作协议中对规划设计院

的数据采集等前期调研和后期成果形式

做出强制性与建议性的规定；加强规划

研究、编制与实施的联动衔接，充分发

挥规划研究领域的功能和作用，为规划

编制与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加强规划研

究和规划设计部门的建设，强化其信息

收集与规划决策咨询职能，注重对规划

师队伍的管理，提升规划师素质水平，

增强其责任意识；建立规划编制单位信

用体系和黑名单制度。

　　

3.8 优化成果表达，使规划政策明晰

易懂
通过优化规划成果表达形式，将“技

术语言”转变为公众可识别的“公众语

言”，减少行政审批中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规划分类和不同控制要求，以及规

划面向的主要对象等，形成规划成果表

达的规范化要求，简除烦苛，统一标准，

做到规划成果接地气、易接受、去神秘化。

原则上，凡面向社会公开进行宣传实施

的规划成果，表达用语应相对弱化技术

化表达，提升成果的可读性，促进规划

从“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文件”转变。

　　

3.9 开展城市设计，实现精细化规划

管理
通过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衔接，将规划的精细化管理要求前置，

使项目建设者知晓怎样的设计是被允许

并可以通过许可的；完善城市设计成果

实施保障机制，筛选城市设计要素，纳

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管控内容和土地

出让规划设计条件，实现城市开发建设

从“二维”管控走向“三维”管控；加

强城市设计长效跟踪管控，探索推广

“专家审查把关和地区规划师长效跟踪

制度”，实现对城市风貌重点管控地区

的城市设计从编制、调整到实施的全生

命周期把控，提升城市重点地区精细化

管控水平。

　　

3.10全面推行规划委员会制度，重大

事项由集体审议
通过全面推行规划委员会制度，保

证规划的科学和民主。实践证明，规划

委员会在有效杜绝“拍脑袋”“一言堂”

决策方面的成效显著。规划委员会由城

市各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

非政府代表占多数，其通过集体商议的

方式对涉及规划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

规划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城市主要负责人

担任，办公室设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规划委员会应充分发挥综合协调和规划

统筹职能，做好各部门、各种类规划编

制内容的同步衔接安排，在规划编制过

程中协调好各项规划矛盾。

　　

3.11 强化规划监督层级联动，提升

规划严肃性
构建国家、省、市三级督察体制，

促进督察工作的上下联动。对踩线越位

的典型案件严查严办，对违反规划强制

性内容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采用全面巡

查与重点督察相结合、定期督察和专项

检查相补充的督察模式，明确督察内容

范畴、程序规范和标准要求；加强对城

乡规划建设的社会监督，制定规划编制、

许可及实施等各个环节的公众申诉反馈

处理机制。

4结语

社会治理的要求、民众的愿望、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城乡规划行业面前展

现了一个充满变革和机遇的新时代。城

乡规划管理工作需要转变思路，顺应社

会和科技发展，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化

解社会矛盾。本文在分析当前城乡规划

管理困境及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整

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城乡规划

政府合作理念，探讨在明确各类主体权

力界限的前提下，以政府为主体，实现

政府内部纵向、横向合作，政府与社会

组织、公众的全方位合作，在强化城乡

规划对空间利益调控作用的同时，为公

众提供最大便利，达到城乡规划管理体

制改革和简政放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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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制度逻辑

□　郐艳丽

[摘　要］城市管理简政放权是城市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文章在分析当前城乡规划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各地区的城乡规划管理水平与利益诉求差异，提出应有序推进规划管理的改革，尤其需谨慎、差异化地对待城乡规划的简
政放权，上收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较多的规划审批权、行政许可权，适度下沉涉及居民个体利益协调的规划审批权、行政
许可权，形成层级清晰、责权分明和政社合治的国家规划治理结构。
[ 关键词 ] 简政放权；规划底线；规划管理；治理结构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7-0011-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System Logic Of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In Urban-rural Planning/Kuai Yanlin
[Abstract]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is crucial to integrated and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The paper analyzes different levels and 
benefi ts appeal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argues the reform of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cautiously. National and public benefi t involved planning approval rights shall be streamlined, and citizen benefi t related rights shall 
be delegated to lower levels. An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power co-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clear level, responsibility, right shall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Bottom line of planning, Planning management, Governance structure

城市管理简政放权是城市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是基于代理理论推动政府

职能从“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变，从而使更多的私

人部门、非盈利机构 (社会和市场 )参与公共事务 [1]；

另一方面是基于现有管理体制下科层权力结构的转换过

程，依据底线原则和城市理想、善治目标的实现，重新

界定“什么能放、什么不能放、怎么放”的问题。

1城乡规划管理制度现状与简政放权进展

1.1 城乡规划管理制度体系现状
我国的城乡规划管理以“一法两条例”(《城乡规

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风景名胜区

条例》)为法律依据，由规划依法行政审批、许可、执法、

督查及社会监督等系列制度组成，通过过错责任追究

机制构建规划管理的科层管理体系。

1.1.1 城乡规划行政审批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城乡规划审批制

度具有分级审批、上级备案、审查前置和行政决策的

特征 ( 表 1)，村庄规划与其他法定城市规划不同，按

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需经村民授权。经

过行政审批的各种法定规划具有行政立法性质。按照

《立法法》规定，遵循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①，城

市 ( 县 ) 总体规划可以作为地方法规，一般的镇总体规

划和城市 (县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只能作为政府规章。

因此，按照审批级别的设定要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及其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具有超越同级城乡规划的行政权

限，享有行政许可依据的优先权。

1.1.2 城乡规划行政许可制度

我国的城乡规划行政许可施行“一书三证”制度，

是基于开发项目工程许可的制度设计，与计划部门的

[基金项目 ]

[ 作者简介 ]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2014BAL04B01)、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课题项目 (2014-ZD-11)

郐艳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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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层级       组织事项 审查事项           审批事项         备案事项

国务院            —      —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
域城镇体系规划；直辖
市、省、自治区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城市及国务
院确定的城市的总体规
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

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组织编制全国城镇
体系规划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详
细规划；甲级城乡规划
资质审批 

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总
体规划；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规划；国务院
审批总体规划的城市
的近期建设规划

省 ( 市、自
治区 ) 人民
政府

组织编制省域城镇
体系规划

国务院审批
的城市总体
规划、国家
级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

非国务院审批的城市总
体规划；省级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规划 

             —

省 (区、市 )
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

组织编制省域城镇
体系规划、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规划

     — 乙级、丙级城乡规划资
质审批

             —

设区的城市
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城市总体
规划、历史文化名
城规划

     —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
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近期建设规
划审批

县所在地的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

县 ( 市 ) 人
民政府

组织编制县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镇总体
规划、省级风景名
胜区总体规划、历
史文化名城规划、
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保护规划

     — 其他镇总体规划及控制
性详细规划；县所在地
的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乡规划；村庄规划

             —

县 (市、区 )
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

组织编制重要地段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 修建性详细规划              —

乡镇人民政
府

组织编制乡规划、
村庄规划

     —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
性详细规划

             —

表 1 当前城乡规划建设不同层级审批备案事项一览

立项制度、国土部门的土地使用制度等

形成逻辑相对完整、程序相对完善的项

目管理制度。县 ( 市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是乡镇及广大农村建设规划行政许可的

最基层单位。我国对风景名胜区②和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③等保护地域及保

护文物施行前置审核制度，重大项目实

施上级核准制度。同时，行政审批的诉

讼救济只能通过上级人民政府④解决，渠

道单一，这也可能是我国上访告状事件

多发的原因之一。

1.1.3 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制度

我国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制度并不清

晰一致。例如，2000 年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

点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 [2000]63 号 ) 

和 2002 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 国发

[2002]17 号 ) 规定，将城市规划管理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

分行政处罚权纳入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

政执法职能范围；2008 年的《城乡规划

法》则明确县级以上城乡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为城乡规划执法权的行政执法机构；

2008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 [2008]74

号 ) 将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交给城市人

民政府，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的

管理体制，这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城市管

理的国家主管部门缺失，城乡规划行政

执法出现部门分割现象⑤。2016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一次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城市管理主管

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和城市综合管理机

构、职能整合的信号出现。

1.1.4 城乡规划行政检查与社会监督制度

规划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是规划监

督有效实施的保障。我国施行自上而下

及平行的权利监督体制，包括规划行政

检查制度、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及同级

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⑥。例如，我国于

2006 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

具有层级监督、实时监督和专业监督的

特点，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及时发现、调

查和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2]。近些年，广

东等大部分省区基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

规划督察工作制度体系。

1.2 规划管理简政放权进展
当前规划管理权已具有分散倾向，

由集权转向分权，由强调上一级政府在

风险规制中的核心角色转向政府、社会、

市场进行分权而形成的分散体制形态。

1.2.1 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市场化进展

规划管理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规划编制体系的调整，修建

性详细规划作为非法定规划由企业编制，

与市场有效衔接；二是法定规划采取招

投标等形式确定编制单位，试图确保规

划编制质量和控制规划编制经费；三是

政府采取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通过中

介机构进行技术审查和日常的行政管理。

1.2.2 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社会化进展

规划管理的社会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第三方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2006

年发布《关于做好注册规划师管理工作

的通知》( 建办规 [2016]11 号 )，授权注

注：表中提及的国务院确定的城市一般指单列市、历史文化名城、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以及国务院认为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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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规划师的注册和执业的具体管理工作

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二是逐步健

全群众监督制度，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

部门均通过网络、电话等形式设立举报

信访途径，并对举报信息建立追查机制，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1.2.3 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行政规范化

进展

规划管理行政规范化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行政许可的先放后收。我国规

划管理的第一次地方分权是开发区封闭

独立管理⑦。然而，由于城市具有系统性

和关联性，板块分隔的管理方式必然带

来城市的整体性肢解和局部性偏离问题，

使开发区规划行政许可权力的回收成为

必然选择。二是行政审批的审慎态度。

2013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

[2013]19 号 ) 取消和下放的原本由国家

审批的项目改由省级政府核准，住建部

仅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2016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

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

[2016]29 号 ) 保留了建设部门的全部行

政许可事项，虽然也整合了部分审批事项，

但是实质性的审批内容和审批环节并未改

变。三是乡镇管理的有序推进。针对镇级

政府“行政空壳”的特征，2008 年十七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

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

200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均明确提出赋予一些乡镇相应的行政

管理权限，如经济发达地区不断探索扩权

强镇的制度变革，在原有的国土所基础上

设立了规划国土分局 (所 )，获得乡村规

划许可证发放的行政许可权和执法权。

　　

2城乡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
与制度困境

2.1 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
城乡规划管理简政放权对市场、社

会尤其是各级政府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3]。

2.1.1 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

城乡规划管理的规划行政审批和建

设项目行政许可既具有底线“闸门”作用，

又具有提升和引导作用。当前的社会变

革提出了权力变革的基本要求，权力分

配的基本条件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

而激发和调动基层政府、社会、市场的

活力与积极性，也需要其具备相应的管

理能力作为保障。

2.1.2 社会组织的成熟

城乡规划的社会公正力量主要包括

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具有

的公共服务递送功能又构成了国家支配

和社会诉求相遇的场域，是国家和社会

利益的互动平台 [4]。目前，城乡规划行

业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是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由官办社团衍生，是城市规划

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和职业组织，具

有极强的社会行动能力，尤其具有行动

策略和技术上的自主性，因同质的身份

认同和一致的利益诉求形成了较强的凝

聚力。

2.1.3 市场力量的兴起

市场力量从两个途径发展壮大：城

市开发过程也是私有化的过程，土地使

用权转变为物业所有权，而物权法则对

城市私有化的结果予以正式认定 [5]。住房

成了居民最大的财产，对自有产权的维护

使得居民更加关注城市规划和城市安全。

同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主体——

企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和公共服务

的供给也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一个有效

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和廉洁的政府。

2.1.4 上级监督力量的提升

简政放权需要同步加强监管：一是

提升上级监督能力。住建部专设稽查办，

提升对重大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监管

的能力。以风景名胜区监管为例，住建

部于 2012 年开始对国家风景名胜区进

行专项监察，编制《风景名胜区检查执

法标准》，公布濒危名单⑧，对违法建设

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二是完善监督

手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现代化是

提高规划管理效率与监管水平的基础，

当前我国运用计算实验技术和工业系统

控制技术，使得从策划到运营层面的前

馈预评估能力和反馈后的评估能力都得

到了提升。目前住建部主要通过遥感监

测图斑进行核查。

2.1.5 建设重心的转移

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超过 50%，若按

照未来城镇化水平 70%的目标，预示着

存量建设已达到建设总量的 70%以上，

开发量锐减，城乡建设的重心转向城市

更新和乡村复兴。而城市更新和乡村复

兴都涉及广大的小产权所有者，他们将

成为规划实施的核心力量所在，因此规

划行政管理需要适应新形势和新需求，

综合考虑小产权所有者的诉求。

2.2 城乡规划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2.2.1 法律制度不健全

简政放权的首要基础是完善行使城

乡规划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目前，我

国的城乡规划管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制

度不完善：一是城市更新制度不完善。

当前我国城乡工作的重心已经由大规模

开发建设转为建设和管理并重，城市更

新任务加剧，但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城市

更新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也鲜有涉

及城市更新的核心环节。正是由于缺少

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和政策依据，致使

城市更新项目面临“法制”缺乏、“人治”

补位的境遇。二是违法建设治理制度不

完善。对违法建设的执法缺乏规范的法

律体系制度和灵活的市场经济参与制度，

存在治理机构不合法、治理过程不合规

和治理人员不合章的行政困境，导致行

政治理的“运动式”和“人制化”，难

以应对违法建设存在的长期性与根植性

问题。三是乡村规划建设许可配套制度

不完善。由于大部分乡镇未设立乡镇规

划建设机构，管理人员缺乏，乡村规划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难以作为行

政许可的依据，加上居民缺乏申请乡村

规划许可的意愿，导致乡村规划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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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2.2.2 行政依据不统一

城乡规划管理应奉行依据一致性原

则，而规划自身应具备上下规划的逻辑

一致性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的

城乡规划管理不仅存在城乡规划与其他

专项规划的矛盾问题，还存在城市规划、

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规划不协调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行政许可的依据选择性使用现象

大量存在，如风景名胜区规划和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型规划让位

于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等发展型规划的

现象时有发生。

2.2.3 管理分工不明确

我国的规划审批体制尚未形成对应

于政府事权的良性结构，管理事权集中

在中央和县市层级，国家层面的规划审

批内容庞杂、审批时间过长、行政效率

低 [6]，加之规划的审批主体与管理事权

不匹配、缺乏界定重要城市的标准，使

其在管理分工方面受到质疑；省级城乡

规划行政管理机构承担的职责不足，乡

镇缺乏管理机构；保护类规划 ( 如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

的审批层级不高，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质

量差、审批效率低成为普遍性问题；大

量乡村规划许可的压力集中在县市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由于人员少、规划依据

不充分及居民缺乏许可需求，导致乡村

规划许可制度名存实亡，实施效果很不

理想。

在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方面，风景

名胜区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属于“准政府”

机构，行政级别低，与乡镇政府均不具

备全面执法能力，对违法建设惩处乏力；

市县管理部门分割严重，多规不融合；

涉及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市政

管线的行政许可分散在多个部门，存在

系统性与衔接性不足和数据难以整合的

问题。

2.2.4 管理水平不均衡

我国的城乡规划管理水平和管理能

力存在差异，在地方没有与其承接能力

相配套的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下放审批

权并不会提升效率，反而是一种典型的

“释负”，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保护区域管理。以风景名胜区为例，根

据 2012 ～ 2014 年的风景名胜区综合检

查数据，有 56 个风景名胜区 ( 占被检查

风景名胜区总数的 30.9%) 在详细规划

编制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其中 25 个风景

名胜区的详细规划编制滞后。二是乡镇

基层治理。乡镇未设置规划管理机构，

也未获得执法授权，这一方面是由于基

层治理能力水平不足无法独立施行政府

管理职责，另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结

构的简易化。由于存在人力资源、技术

和财政上的短缺，而规划管理的专业性

要求高、风险大，使得地方政府的城乡

规划管理部门在承接职责转移的过程中，

面临部分下放审批事项“放下来”却“接

不住”的窘境。

2.2.5 监督制度不成熟

规划管理监督制度不成熟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行政监督不足。从规划认

知的角度，中央层面认为地方政府缺乏

规划实施的严肃性，而地方政府则认为

规划缺乏科学性，难以应对市场，“变”

成为常态。基于这种认识，国家通过技

术手段不断加强对不同层级规划管理的

行政监察。然而，由于我国的监察技术

研究起步较晚，参照系的选择和跨系统

的集成仍需要实践的长期监测、监控和

验证，监察手段有待完善。同时，由于

监察力量有限，社会监督配套制度缺失，

导致规划监察的及时性不足，监管乏力。

二是法律监督不足。我国的城乡违法建

设治理政策、治理路径基本是在行政管

理运营体系内进行的，并以行政授权为

主。由于难以界定违法建设的危害和损

失，造成处罚极轻，未能遵循《民事法》

侵权责任的全部赔偿原则，仅有对物的

处罚，很少追究行为相对人的刑事责任，

法不责众现象突出，法律威慑力不足。

三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不足。由于规

划管理涉及的社会利益主体广泛，当前

城市规划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

开放程度、科学论证程度和民主决策程

度最高的一项政府行为。即便如此，城

市规划仍具有浓郁的精英决策、官员决

策特征，公众参与停留在成果公示层面。

监督的基础在于信息的公开化程度，当

前我国城乡规划信息的公开化程度并不

高，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还远未

发挥。

3规划管理简政放权的逻辑框架与
路径

3.1 对规划管理特殊性的认识
3.1.1 规划管理的底线性

城乡规划管理以提供公共产品、协

调各利益主体关系及保障公共利益为基

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计

划经济是前馈控制，政府试图在事件发

生之前通过控制来实现资源的最大节约

化，“多、快、好、省”地发展；市场

经济是反馈性控制，政府需要通过市场

反馈信息不断进行过程调整 [7]。城乡规

划管理脱胎于计划管理，又需要应对不

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因此《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

力清单，体现在城乡规划管理上则是奉

行底线原则的强制性条款制度，突出公

共领域的建设职能和公共利益的管理职

能，以消除城市建设中的市场失灵现象，

维护公共利益。

3.1.2 规划管理的目标性

城乡规划管理是各级政府通过法治、

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各种科学管理手段，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及法定规

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使用进行合理的

引导与控制，确保各项建设符合城乡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目标。因为城乡

规划具有宏观层面的战略思维特征，体

现政府导向和社会愿景，所以基于目标

导向的城乡规划管理需要具备全面的目

标引导。当前城乡空间大致分为新区开

发和旧城更新两类。新区开发管理的核

心是空间资源分配，属于科学范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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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济、美观和舒适，偏重技术；城市

更新规划的核心是利益调整，属于政治

范畴，强调公平、正义和平等，偏重政策。

3.1.3 规划法规的兼容性

城乡规划管理是政府干预城市发展

的手段，基于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

关系角度，《城乡规划法》是经济法，

遵循“法律无明文禁止皆可为”的原则；

基于城乡规划的国家空间管理权力角度，

《城乡规划法》又是行政法，受到“法

律规定可为方可为”的约束。因此，兼

具经济法、行政法双重属性的《城乡规

划法》仅采取底线控制手段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采取行政引导、经济调控等多

种手段来实现城乡规划的有序管理。

3.2 基本逻辑
3.2.1 规划审批权、行政许可权、执法权

和监督权分离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是国家、社

会和市场的三分结构，简政放权的核心

是建立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架构。规划

审批权的行使具有行政立法性质，是行

政许可的依据，行政执法与监督则以法

律法规和行政许可内容为依据，四个环

节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又需要适当分

离 ( 图 1)。而规划控制信息的共享则是

规划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 [8]。

3.2.2 规划审批权的上收、内容的精简

与效率提高并行

城市总体规划涉及建设用地扩张、

耕地保护、城乡关系、风景名胜区及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国家利

益问题，规划的审批权应适当上收，规

划审批的“闸门”作用仍需强化。当前

城市面临用地增长的瓶颈和外围用地低

效使用的双重问题，在现有财税制度框

架下，城市政府面临提供公共服务的巨

大财政压力，通过城市扩张增加地方财

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房产税出台之

前尚没有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因此由国

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城市尚不能减少，

应将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审批上升到国务

院层级，保障规划审批的权威性。

为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许可管

理层级，应实施市县同权。同时，应适

当精简内容(如侧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区域性市政基础设施、区域性生态格局

和历史文化保护等 )，赋予报批行政机

关相应的决策权 ( 如决定城市空间结构

调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等涉及具体事项的城市规划布

局 )。因旧城更新、一般的乡村规划是对

土地效益的释放和规划利益的分配，涉

及众多的利益群体和市场，故需要适当

下放规划编制权和审批权，在维护公共

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协调反馈机制。

3.2.3 行政许可权的分权、责任的追究

与裁量权细化并行

规划行政许可权限分权的基本原则

是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和范围确定行政

许可层级，即国务院及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处理全国性公共事务，为区域性政府

和实体性的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专业、

财政与政治支持；区域性政府 ( 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处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

如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实体

性的地方政府直接面对普通居民，坚持

规模适当、职能明确、花费较少、职能

较高的原则 [9]，直接提供公共服务。

在规划行政许可权方面强化通则式

审批，弱化判例式审批，强调评价准则

的规范性，细化裁量权，促进用地管理

和工程规划管理的集中。建立对判例式

审批设置有效的监督机制 ( 规划复议制

度)及行政许可的责任追究机制，遵循“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促进行政许可

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实现行政

许可的可追溯、可追究和可追惩。

3.2.4 行政执法权的下沉、财权的跟进

与制度保障并行

乡镇及广大农村是我国城乡规划建

设管理的盲区，应加强乡镇规划管理机

构的建设，增加管理人才，提高乡镇治

理能力，改变乡镇的单一“消费”功能，

增加税收的汲取和分配权利，保障管理

运营维护资金。应有序推进乡镇行政执

法权的下沉，避免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

区的衰落乡镇因缺乏扩权的土壤及条件

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无效，规避发达地区

乡镇在社会转型期因不科学的决策和不

规范的操作而导致的政策滥用。

乡村由于没有设定规划许可，违法

行为并没有以违反许可的形式出现，而

是以直接违反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的

形态出现，分为土地、建筑物使用违法

和采石、变更地形违法两大类，可采取

“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复原状”

等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执法。

3.3 政策制度方案
3.3.1 法律保障

完善行使规划行政权力的法规是保

障规划行政权利的制度基础：一是修改

政府 规划审批权 行政许可权 行政执法权 监督权

行政纵向监督

综合执法 行政平层监督

权力下沉 社会全面监督

村民自治 社会、市场

市县同权，
通则式

审批城市总体规划成果

审批控制性详细
规划、村庄规划

增加数量，审批城市
总体规划纲要，增加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

国家

省

村

市 ( 县 )

镇 ( 街道 )

诚信社会、产权保护

信息公开、依法行政

图 1  城乡规划分权治理逻辑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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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法》，合并《风景名胜区条例》

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形成统一的法律支撑体系。二是国家制

定和出台《违法建设禁止法》，明确违

法建设的定义，增加刑事责任条款，明

确违法建设从重处罚的犯罪情节，设定

制止违法建设的快速执法程序，提高违

法建设查处效率。三是修改完善法律、

法规、规定中相互冲突的内容，对职权

重合领域的执法主体进行明确，如修改

《城市绿化条例》与《城市绿线管理办

法》的矛盾之处；修改《行政强制法》，

缩短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执法周期，尤

其对于正在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项目，

建议在诉讼复议期不停止执行；在《行

政强制法》中增加在代履行职责执行完

毕后，义务人拒绝缴纳费用的情况下，

行政机关采取何种措施征收费用的具体

规定等。

3.3.2 制度完善

从过程角度看，城乡规划管理应完

善以下制度：一是建立空间权利制度。

行政许可是对开发过程的控制，而非对

开发结果的确立，因此应基于城市更新

日渐增多的情况，在满足原有产权基础

要求的同时建立空间权利制度。二是建

立适应于城市更新的行政许可制度。在

市规划区内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应申请建

造、杂项、使用和拆除四项执照；将建

造与使用是否符合规划列入相关执照的

审查项目，使得行政许可设置程序相对

简化。三是建立代履行制度。在违法建

设治理过程中采取委托代履行人的处理

形式，费用由原来的义务人承担，提高

行政效率。四是建立行政复议制度，借

鉴法院系统的“立案登记制度”，实现

对当事人的救济。

3.3.3 机制建立

尽快建立规划协同机制。审批层面

的管理制度的变革不仅需要明晰中央与

地方政府、地方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责

任界定和分工，准确界定审批内容，还

需要达成部门之间的标准和规划空间的

一致性，建立不同类型规划的协调机制。

逐步建立社会企业形成机制。确立

城市更新的主体是社区社会企业，明确

土地开发的权力在《公司法》新增的社

区利益公司中，并将其作为社会企业注

册和登记的专属法律形式。国家和地方

需形成有效的培育机制，如明确社会企

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设立资助奖励性

的基金、制定鼓励扶持政策、制定社区

企业行业规范等。

4结语

城乡规划管理与其他政府机构的简

政放权存在一定的差异，底线管理与目标

管理兼具，同时城乡规划实施难于纠错，

因此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严格规划审

批，区分行政许可，下放执法监督，完

善配套机制，方能实现城乡规划建设的善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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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背景下中国区域规划事权交易制度

□　胡　荣，于涛方，吴唯佳

[摘　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迈进。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精简机构、简政放权方面的持续努力，梳理总结了中国近四十年来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
的曲折与经验，总结了区域规划工作在改革历程中的权力配置和变更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事权交易制度这一简政放权政策
在区域规划中的运用途径。随后着重分析了区域规划的具体事权特点，提出了事权交易制度在区域规划中的优化路径，并得出
交易事权高于明晰事权的权力配置结论。
[ 关键词 ] 简政放权；区域规划；事权交易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7-0017-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Power Transac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Hu Rong, Yu Taofang, 
Wu Weiji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has continued to push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and market economy adaptive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fforts of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and 
powers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mmarizes the “Simplifi cation-Expansion-Simplifi cation” proc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concludes the power of regional planning and its transi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use of power transaction system in regional 
planning. 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of specifi c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regional planning,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power transaction system, and concludes that transaction power is higher than clarifi cation authority.
[Key words]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Regional planning, Power transaction

0引言

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

2013 年开展以来，不断向纵深推进，由最初的促进政

治改革、经济发展深入到了如今以民生为本的宗旨。

从李克强总理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简

政放权较为清晰的总体脉络：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

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各级政府都要

为创业提供便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

的乘法”；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敬民

之心，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①。

从“政府革命”到“促进市场活力”再到“敬民之心”，

逐步推进现代文明管理体制的思想一以贯之。2013 年

～ 2016 年 4 月，国务院召开了 130 多次常务会议，

其中有近 50 次的会议部署了简政放权②战略，这是一

次力度空前的政府职能的变革与调整。

区域规划作为运用公众权力调配公众资源的一线

工作 [1]，用简政放权思想指导新时期的规划思路，调

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

刻不容缓。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县“多规合一”工作会

议指出：“多规合一”的核心是解决规划“打架”问

题，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实质是简政放权，提高政府

行政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民生，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③。

中国现阶段，区域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及监督

等事权绝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行政管理主导思想

的每一次较大变革必然会对相应的规划管理造成一定

[基金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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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简政放权改革能否指导区域规

划建设？笔者认为，深入调整政府行政

单位之间的关系是简政放权思想中极为

重要却较少受到关注的内容，在区域规

划中，如何运用宏观体制改革背景下的

部门协调、市场调节思想，探索权力分

配的市场调控机制，运用市场手段解决

重大资源调配问题，是区域规划结合简

政放权亟待深入探讨的内容。本文通过

引入事权交易制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

的思考。

 

1中国简政放权和区域规划互动的
演进历程

1.1 精简机构的三大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历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一共进行了七次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

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思想理念始终贯穿

其中，简政放权是前六次改革思路的延

续。前六次改革在精简机构上，经历了

“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曲折摸索过

程，政府职能转变也经历了“职能合并—

拆分—转移”的不断尝试。总结前六次

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理解

当今的简政放权内涵的前提，也是在区

域规划中运用简政放权思想的必经之路。

只有了解了以往简政放权的困难与挫折，

看到行滞阻塞之处，才能站在更高的视

角上促进简政放权的真正实现。

依照市场经济建立的三个阶段④，

行政体制改革围绕三个相互交叉、相互

推进的核心理念进行，即精简机构阶段

(1982 ～ 1988 年 )、政府职能转变阶段

(1993 ～ 2003 年 )、大部门体制改革阶

段 (2008 ～ 2013 年 )。区域规划的权力

分配机制，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的，

行政管理体制、区域规划特点及区域规

划相关政府部门的发展历程如表1所示。

1.1.1 机械化精简机构阶段

1982 年的改革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府机构数量达到最高峰的背景下进行

的 (1981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 100

个 )，邓小平同志当时急切地指出：“机

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工作缺乏精力、

知识和效率，这是难以为继的状态”[2]。

因此，1982 年和 1988 年的改革均以精

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为首要任务。然而，

单纯的精简机构却不缩小政府庞杂的管

理范围，无法从实质上达到精简，这一

体制改革
阶段划分

区域规划
阶段划分

年份 区域规划部门调整情况

改革开放
前阶段

有一段计划经济集
权下的区域规划高
潮时期；以全国工
业区布点为中心，
解决同工业有关的
供电、给排水、交
通运输等资源配置
问题

1982 年
之前

国家农业委员会、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
会、国务院财贸小
组、建筑材料工业
部、国家标准总局、
国家计量总局、国
家医药管理总局、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
会⋯⋯

国家计划
委员会

— 国家城市建
设总局、国
家建设工程
总局、国家
测绘总局、
国家基本建
设委员会一
部分

农
业
部

水利部、
电力工业
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 —

改革开放
初期
精简机构
阶段

加强国土整治工作，
积极开展国土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与市
域规划逐步展开

1982 年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家计划
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

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部

农
业
部

水利电力
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 —

1988 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

建设部 农
业
部

水利部、
能源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 —

建立市场
经济
深化转变
政府职能
阶段

国土规划衰变，城
镇体系规划提升；
跨省区区域经济规
划工作起步

1993 年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

国家计划
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

建设部 农
业
部

水利部、
能源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 —

1998 年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

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
会

— 建设部 农
业
部

水利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国土资
源部

—

2003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建设部 农
业
部

水利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国土资
源部

—

完善市场
经济
从大部门
体制到简
政放权阶
段

重视“多规合一”
的综合协调区域规
划

2008 年
至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农
业
部

水利部 交通运输
部

国土资
源部

环境保
护部

表 1 中国区域规划协调相关部门整合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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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相互关系 行政体系 规划体系 法规体系 制度环境

双轨并行时
期 (1978 ～
2003 年 )

计划统领
+部门合
作

计划委员会 各级政府五年
计划、区域规
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直接背景：1978 年城市工
作会议；1980 年城市规划
工作会议；城市规划步入
法制管理轨道；建设项目
核准备案制度

国家及地方
建设委员会、
规划部门

城镇体系规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规划
法》《城市规划
条理》

宏观背景：农村改革，商
品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土
地有偿使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确立，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住宅商品
化，分税制改革

土地管理局 各级土地利用
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

市场主导时
期 ( 2 0 0 3
年以来 )

三规鼎立
+相互竞
争

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各级政府五年
计划、区域规
划、主体功能
区规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直接背景：2004年新的《城
乡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城市规划监察员制度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各
市县规划局

城镇体系规
划、城市群(都
市圈 ) 规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
法》

宏观背景：2001 年中国入
世；全球化进程加速；区
域竞争激烈；经济保持高
速增长；双轨制改革的负
面效应日益显著

国土资源部
( 厅、局 )

各级土地使用
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

表 2 中国三大区域规划相关部门机构发展历程

阶段的改革以机构反弹膨胀收尾 [3]。

1.1.2 深化转变政府职能阶段

第一阶段的改革掉入了“只减机构，

不减职能”的“精简—膨胀”循环的“泥

潭”，新的改革开始全面反思。恰逢此时，

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市场经济

体制全面建立起来，阻碍改革的路线之

争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因此，1993 ～

2003 年的三次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

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转变和调整。

同时，迫于机构反弹的财政压力，职能

调整和改革的最终目标仍是精简机构。

通过这次改革，政府职能在宏观、中观

与微观三个层面上的定位均清晰起来。

1.1.3 从大部门体制到简政放权阶段

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两项迫切诉求

在同一时间为部门改革带来了双重压力。

2008 年至今的两次行政体制改革，基本

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进行的。首先是大部门

体制改革，其主要使命是改善政府机构

组织，通过触及政府部门间关系这一“改

革深水区”来有效地转变政府机构职能，

最终达到优化政府组织架构的目的，解

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碎片化”

难题。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政府首次直接针

对权责配置问题进行的改革，是推进跨

部门协作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其次是

简政放权改革，其目的是促进服务型政

府的进一步实现，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

改革的任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明确了此次改革要延续大部

门体制改革的思想，克服大部制的不足，

继续沿用市场化、公民化的总体思路 [4]。

1.2简政放权进程中区域规划权责分配

特点
中国区域规划涉及的政府权责关系

与上述体制改革背景息息相关。中国区

域协调机构的架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

期所确立的基本分类基础上的，这种分

类体系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央计划

的统一执行，国务院通过各部委和省级

政府实施政令，从而实现对地方规划事

权的管理。这种基于科层制的传统架构

反映为条块关系，已经成为中国规划机

构组织结构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中央机构作了调整，进

行了一系列拆分和合并，在相关部门职

能上也作了深刻的整理，但基本的组织

体系和行为框架仍然延续着原来的体制，

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府管理部门的

划分是以行业或部门来进行的，且是以

纵向的联系和组织领导为核心的。在这

样的条块分离的体制中，各个部门负责

的事务仅限于各自的内部。区域规划相

互“打架”有规划技术方面的原因，但

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行政体制的缺陷。规

划编制的条块分割是规划管理条块分割

的直接“投影”( 表 2)。

　　

2中国区域规划变革趋势下事权交易
制度和优化路径

2.1 简政放权、区域规划变革趋势下

的事权制度
行政体制是承载权力的载体。通过

对权力分配历程的研究发现，规划成果

“打架”是表象，背后部门的事权与利

益博弈是根本。区域间资源的交换，实

质上是控制权的交换，一般情况下，区

域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掌握，因此区域的

协调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密切相关，某

些地区间、部门间的既有权力分配格局

效率不高，权力拥有者不仅没有发挥出

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反而体现出地方

主义、部门主义等倾向，使得区域难以

协调发展。

如何改变行政体制构架上这种低效

的权力分配方式？一方面从“条条”整

合部门关系的角度出发，有大部门体制

改革等思路；另一方面从“块块”协调

政府间关系的角度考虑，有行政区划调

整等思路。反映在具体举措上，就是部

分地区开展的规划国土部门合并、行政

区划调整等。然而，从各地实践中可以

看到，这种变革成本是极高的，行政区

划的调整有巨大的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阻

力，一旦改革的成本高于收益，其可推

广性就大为降低。

如何用成本更低的办法使得区域资

源配置权力得以重新分配？笔者从简政

放权倡导市场主导的背景出发，结合部分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产权制度”⑤是

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路。“产权的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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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类历史上产权制度的一次重大变

革”[5]。把产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分

离，产权的使用权可以交给产出效率更高

的使用者进行支配，产权的重新界定可

以让产权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同时，

产权的转让在市场经济中属于市场交易

行为，可依托双方的利益协商进行。

产权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

对重新分配区域资源配置权力有十分重

要的借鉴意义。在本文中，“产权”的

所有者基本为政府，用“事权”表述更

为贴切，因此笔者提出事权交易制度。

首先，事权交易提供了一种低成本改变

权力结构的方式，即事权的界定与交换；

其次，事权交易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应对

公共产品、外部性问题，是区域规划研

究的题中之义；最后，事权交易是协调

不同主体间利益平衡分配的有力工具。

在规划界，已经有许多规划工作者从事

权角度出发，探讨了小规模、渐进式、

低成本地解决体制性缺陷的问题。

本文拟依据图 1所示的逻辑结构，

逐层深入地讨论在区域规划中建立事权

交易制度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

2.2 区域政府部门事权划分现状
在区域治理层面，政府的事权主要

包括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和

对区域资源的调配权责等。对于当前中国

公共部门面临的事权状态，大多数学者都

用“交叠”“错乱”来描述。笔者认为，

从“公共事权、部门事权”这一角度来划

分事权，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事权交

叠问题。公共事权属于区域公共产品范

畴，是没有明确界定归属的权益，也是各

部门或争抢、或推诿的“错乱交叠部分”；

部门权力及资源则是依托现有机构设置、

有明确分工、部门间暂不存在争议的部

分。大部分区域问题，都是由公共事权引

起的，本文着重关注公共事权如何走上事

权交易的合理调配轨道。

目前中国政府公共部门在三个维度

上对公共事权进行着博弈，即纵向政府

间博弈、横向政府间博弈和政府部门间

博弈。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各级政府

事权关系变化的分水岭。地方事权的增

加与财权的紧缩、部门事权产生的利益

价值凸显，使得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对

事权的关注日益高涨。传统的服从于国

家行政分工的事权安排体系逐渐瓦解，

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事权划分本身就存在

边界模糊的问题，所以产生了大量的公

共事权。多年来，公共事权作为区域的

重要公共物品，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

的供给途径，各级政府、地区政府和不

同部门在没有“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争

夺或推诿公共事权。

区域规划就属于公共事权，由于它

属于产出价值比较高的公共资源，而被

各地政府、各个部门争相主导。事实上，

各方对区域协作是有热情的，然而由于

缺乏交易规范，每个协作者的目标都是

以减少自己付出的成本、增加自己所获

的收益为目标的，所以大部分合作协议

都因无法满足所有人低成本、高收益的

目标而渐渐被束之高阁。 

2.3从明晰事权到交易事权的动态转化
面对区域规划中较为复杂的事权现

状，近年来积极倡导的“多规合一”工

作已经做出了大量理论、实践甚至国家

政策方面的尝试。区域层面的“多规合

一”工作可以算是事权研究的基础工作。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基本形成了概

念衔接型、技术融合型和体制创新型等

多种规划融合模式 [6]。从技术层面建立

了“一个平台”“一张图”“一个底线”

等多项统一技术标准；从制度层面建立

了统一目标、统一指标、统一空间的分

工框架 ( 图 2)[7]。四部委⑥联合发文开展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至今，多个试点

工作已经完成，并上报中央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实践表明，在“多规合

一”的试点过程中，涉及到部门核心利

益，各个部门仍然迈不过利益的鸿沟，

规划工作者一直追崇的“一个明晰的事

权框架”即使建立了起来，也缺乏足够

的动力让部门牺牲各自利益来遵循这个

框架，各个以“多规合一”为名进行的

统筹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阻力重重、难以

推进。更重要的是，“一个明晰的事权

框架”只是一个暂时的平衡状态，在当

今分工日益细化、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各部门的事权分工绝不会长期保持不变，

事权的变化才是常态，一个事权安排框

架往往只适应某段时期甚至某一项具体

的协作活动。

在“多规合一”时代如何应对在试

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目前规

划管理的一个当务之急。简政放权体制

改革为此指明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即将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到权力配置中，

政府部门间的事权分配不能仅依靠自上

而下制定的静态框架，而要让权力流动

起来，以追求更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对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交易”。

2.4区域规划事权交易制度的实践探索
对于大部分区域公共事权而言，对

其进行赋权，继而使其在不同地区、部

门间流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谁能

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谁就能拥有对其

的支配权。这是目前国际上针对公共资

源权属分配的一个基本解决思路。

这一思路在中国也有丰富的实践。

在某些赋权成本较低的公共事权领域，

中国已经做到了赋权并进行了相应的利

益交易。例如，京津冀水资源生态补偿

研究，对水资源进行赋权，并安排一套

成熟的上下游损失估算计量法，研究出

获利方对受损方的补偿方法 [8]；再如，

已成功开展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旅游一体化发展，其旅游资源带来的正

向外部效益显著，一体化发展因不触及

地市部门的核心利益，投入成本较低但

收益显著，非常利于促成交易，低级县

市将自己的旅游资源交由高级县市统一

管理，能产生更大收益，并合理分配收益，

实现协作效益的增加 [9]。

区域规划的公共部门之间是否应该

进行事权交易？有没有达成事权交易的

可能性？杨保军深刻认识到了导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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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的原因是产权制度和权力分配的

缺失，要真正有效地推动区域走向协调

发展，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利益评判与

分配、补偿机制，确保合作各方的综合

效益大于合作成本。针对这一情况，他

提出了推进区域协调的“利益评判与分

配机制建立、区域发展解锁、创新性资

源挖掘递进”的范式框架 [10]。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事权交易方面，

殷存毅提出了较有开创性的设想和建议。

他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提出“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重新

调整，即产权的重新界定”[11]。他认为，

在中国现实环境下，要实现区域经济一

体化目标，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大区

规划”。在如今各自为政的环境中，大

区规划可以通过政府权力的分割来实现。

首先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大区规划管理

组织机构，该机构与各地方政府进行规

划权力的“交易”，各地政府放弃各自

为政的规划发展权，将规划权力上交给

大区规划管理机构，并负责执行机构做

出的规划部署。大区规划管理机构负责

协调各地利益矛盾，对因统筹规划而利

益受损的一方提供财政转移补偿或让获

利地区出资补偿。他建议此办法可在比

较发达的三大城市群先行试点。

从以上实践成果和研究设想可以看

到，事权交易制度在中国区域规划中处

于初露端倪仍需研究的阶段。在充分引

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仍然不能忘记市场

和政府的平衡点这一传统焦点问题。是

不是所有的公共事权都适用于纳入市场

化的交易之中？在完全市场化注重效率

的同时，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是否需要政

府把控？这些都是必须关注的问题。

以国土资源为例，如果单纯从事权

交易的方式出发，应该对国土资源进行

开发价值的评估，由不同部门、不同地

区之间进行“竞标”，谁能让国土资源

产生更大的效益，就让其他部门将土地

统筹规划的权力让渡给谁，使得国土资

源发挥最大的价值。暂且不论价值评估

和交易成本的高低，笔者认为，这样从

经济上看似合理的做法却违背了政治生

态平衡的规律，将权力过于集中于某一

部门是极度危险的。林坚等人认为中国

四类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对土地发展权的

控制，并对土地的发展权进行了两级的

归属分类 [12]。然而，他们始终没有让土

地发展权归属一个部门的想法。他们认

为，土地归国家所有，由中央统一调度，

四个部门分别对其进行约束和控制。多

个部门针对一块土地做事，自然会产生

冲突，如纵横两个方向不协调、用地标

准分类不一致和政府无所适从等。但是，

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张蓝图”的解决方案，

而是强调通过各自的技术手段，使规划

矛盾减少。

从国土资源的案例可以看到，区域

事权交易是有界限的交易。因此，需要

划清市场和政府的权责边界，市场可以

主导的事务，交由权力交易市场，由市

场规律进行高效益的调配；不能由市场

主导的事务，依然要在特有的行政掣肘

中依照相应的规则进行。在中国区域规

划权力基本属于政府统一配置的背景之

下，规划中的矛盾和冲突有其存在的哲

学价值与政治意义，这可以避免由于权

力过分集中在政府相关部门而造成的整

个社会权力流动的失衡。

因此，保持矛盾与摩擦，让规划在

矛盾中放缓步伐，是必然的选择。在承

认并接受固有矛盾的基础上，如何高水

平地协调矛盾？仍然要遵循简政放权的

思想。在区域规划层面引入政府之外的

更多的协调主体，如第三部门、私人部门，

即向社会放权；整理出区域关注的关键

问题体系，将繁杂具体的规划事务交由

下级规划主管部门或专项规划部门处理，

即向下级部门放权。简言之，简政放权

的终极思想就是不试图消除矛盾，而是

提高协调矛盾的技术水平。

2.5事权交易制度在区域规划中的优化

路径
事权交易制度在区域规划中的运用、

实践和研究都还处在初级探索阶段。然

而，事权交易的原型—现代产权制度

却是一个有深厚理论基础与成熟实践的

概念。按照科斯、威廉姆森和张五常等

经济学家的研究 [13]，如果存在交易费用，

那么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

资源配置。在交易费用难以确定的现实

社会中，对交易费用的估算不必完全准

确，只需定性比较特定交易费用的多少

即可。综合既有的产权实践研究，事权

交易制度要在区域规划中得到深入发展，

涉及到四个动力体系，体系间的相互关

系如图 3所示。

(1) 事权赋权体系。对公共产品进行

赋权，是合理分配利益的前提。

(2) 交易成本、效益的测算体系。只

有对协作后所产生的效益、各方付出的

成本以及协作各方是否均能获得收益这

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测算，才能保证协

作具有充分动力和依据。

(3) 制度保障体系，可以分为区域机

图 1  事权交易制度在区域规划中的深化路径 图 2  各项“多规合一”工作的一般框架 图 3   推动区域部门协作的四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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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置保障、区域法规建设保障等。对

于规范交易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4) 技术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对成本

与效益的测算技术、利益补偿技术、专

业规划技术等。技术体系互为依托、相

辅相成，如规划技术中 GIS 技术、经济

地理研究的进步，均可为成本效益测算

提供有力支持。

对规划的成本与效益进行科学估算

是建立交易制度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学

角度讲，即先定价，才可以进行买卖。

规划这一“社会性问题”的交易成本，

是很难进行数量化计算的，图 4较为形

象地表达出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解决能

力、认知能力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第一条斜线表示现实认识到并可以量化

解决的交易成本，第二条斜线表示人们

能认知到但无法量化的交易成本，它随

时间推移不断趋近现实水平。

区域规划工作对规划效益与规划成

本的解释力反映出了规划的说服力，对

规划进行科学量化测算研究是近年来的

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不再赘述。

3讨论与结论

3.1区域规划的交易事权高于明晰事权
对于区域规划事权安排这一议题，

大部分研究和建议都停留在建立一个权责

分明的规划体系框架上。本文研究发现，

事权不是用来“明晰”的，而是用来“交

易”的。事权的明晰状态是暂时的，事权

的交易状态才是常态。而且，区域规划、

国土资源和空间发展权等一些重大的公共

事权，从哲学上讲本来就应该处在权力互

相掣肘、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制衡的局面下，

它的发展不仅不能统筹归一，反而应该吸

收更多的非政府部门参与其中，在市场和

政府的双重供给下进行更为广泛的事权交

易活动。鉴于以上两点，区域规划部门协

作的愿景应该是各部门在一个高效健全的

事权交易环境中进行协作。要达到协作目

标，核心动力是科学测算协作的成本与效

益，保证协作后利益达到“1+1>2”的变

和博弈状态，保证协作各方能拿到比付出

成本更多的收益。

3.2事权交易是简政放权指导区域规划

的有力制度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供需两方

面的制约，转方式、调结构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迫切。简政放权是将市场的

调节作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进的重

要抓手，在区域规划这一对国民资源起

重要配置作用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进

行平衡非常重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

区域规划管理体制长期处在条块分割的

科层制管理之下，在新时期借助简政放

权改革的动力，促进区域规划管理体制

向市场化迈进刻不容缓。靠经济规律协

调区域间的诸多不协调因素，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是一条可以尝试的改革路径。

图 4  人们对交易费用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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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划许可事权特点的动态行政模式

□　庞晓媚，周剑云，戚冬瑾

[摘　要 ] 文章在国家实行简政放权政策的背景下，剖析规划许可的事权本质，引用公共管理与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地方层面规划行政权力分权所涉及的三种形式，对原有的规划许可行政分权进行改善，提出能够应对经济社会变迁、行政体制
改革和指导规划许可的动态行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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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7-0023-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Dynamic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Planning Permission Power/Pang Xiaomei, Zhou Jianyun, Qi Dongji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ssence of planning permission power,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The paper also improves the present planning permission, and proposes dynamic 
administration patterns for socio-economic change,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planning permission guidance.
[Key words] Planning permissio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Power

0引言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作出了部署。两

年多来，国务院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

手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有效释放了市

场活力，激发了社会创造力。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

规划许可是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深化改革的抓手，对规

划许可的行政模式进行研究，是“简化办事程序，提

高办事效率”的主要举措。

行政权力是一种公权力，规划许可是政府行政权

力配置和进行公共管理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纷繁复杂

的规划管理体制中，制约规划许可最主要的症结是规

划管理权力体系的建构与分解。规划许可业务的效率、

效果与管理权限的划分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权限

的过分集中往往会降低规划许可的审批效率；另一方

面，权限的过度分散也有可能使规划许可的监督力度

降低。同时，规划许可具有强烈的事务性特征，因此

只有深刻理解规划许可的事权本质，在厘清行政分权

相关概念、逻辑的基础上，对规划许可的行政模式进

行制度性因素的研究，才能有效促进规划管理改革，

优化规划许可体系，从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

政务服务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科学健康发展。

　　

1我国规划许可的事权性质

1.1 规划许可的自由裁量性
Cullingworth[1]、Booth[2]、田莉 [3]、于立 [4] 等学

者和笔者 [5] 都曾经发表文章介绍了开发控制体系。学

术上普遍将开发控制体系分为控制式和自由裁量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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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以自由裁量为基础的开发控制体系，

特征是规划管理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根据规划的要求及具体情况来作出个

案决策，通过发放规划许可实现控制。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法》颁布，该法借鉴英国经验制定的“一

书两证”制度由于缺乏监管，在城镇化

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

间。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借鉴美国的控制体系，使控

规成为开发控制的直接依据，但在法律

上依然保留了规划许可制度，并将“乡

村规划许可证”纳入许可范畴，形成“一

书三证”。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制度一

旦步入某种路径，往往会沿着既定的方

向发展 [6]，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

的现象。在我国目前高速发展的城镇化

背景下，自由裁量赋予了规划部门充分

的灵活性，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然而，

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我国开发控制体

系的现实选择是完善原有的自由裁量式

体系，而非转向一个新的体系制度。在

自由裁量式体系中，制度的特性使开发

控制决策的正当性和问责制显得特别重

要。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问题，

即如何合理设置不同层级决策主体之间

的角色关系。规划管理的行政模式研究，

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利于厘

清责任层级，减少交易成本并压缩寻租

空间。

　　

1.2 规划许可的地方性
随着分税制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

承担着日益繁重的公共管理职能，其角

色越来越重要。在地方的治理研究中，

学者们认为分权化 (Decentralization)①

从理论上和逻辑上都具备合理性，这个

观点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认同。

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地域特征是

合理划分政府事权及其规划事权的一个

切入点。斯蒂格利茨在比较集中决策与

分散决策时认为，分散决策有更大的多

样性及更多的试验创新 [7]。即便是倡导

现代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也认为规划是必

要的，不直接与“邻里效应”相关的规

划控制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8]。规划管

理权是地方政府握有的为数不多而又行

之有效的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进行调控的手段之一，其发展趋势直接

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可以预见，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社会

多元化及民主意识的增强，规划行政走

向地方分权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规律[9]。

在集权模式下，绝大多数规划许可

的决策集中在市级层面，许可申请需经

过层层请示汇报，影响了规划许可决策

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10]。同时，过度集权

也容易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规

划许可行政权力向市级以下的地方机关

分权是开发控制体系高效的一个关键因

素。英国、新加坡等实行规划许可制度

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规划许可决

策权下放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决定申请

通知的速度有利于申请人；人员对工作

事务的高效处理提高了行政许可效率；

规划委员会的议程可以适当减少，将更

多时间留给复杂或有争议的项目等 [11]。

　　

1.3 规划许可的政治性
在市场经济下，规划被学者视为典

型的政治过程 [12]。市场主体之间存在多

元利益的博弈，这种格局也普遍存在于

不同层级的政府甚至同级政府的内部部

门之间。现今，上下级政府的关系不仅

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还具有某种契

约关系，两者成为不同权力和利益要求

的经济主体，行为目标和方式也表现出

了矛盾与差异。分权化通过将决策权向

更小范围的实体进行移交，使集体偏好

得以有效地表达 [13]。

然而，我国规划管理对权力体系的

构建缺乏基本的认识，这是城乡规划管

理体制的根本缺陷。所谓的机制改革，

在本质上可视为对集权体制的一种表面

化的调整，实质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分权的结果是一种“集权的分权”。此外，

许多可能会对行政许可分权产生正面或

者反面影响的制度性因素被有意或者无

意地忽略了[6]，因此容易陷入“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的怪圈。

事权划分是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基本

依据，事权划分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行

政的效率，还决定着行政的法律责任。

这种制度创新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成本，在经济不够发达、城镇化程度不

高及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在不改变

原有制度的情况下，采用实质性的行政

分类许可不失为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因此，行政分权应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

程，并没有固定的形式。

1.4 规划许可的专业性
规划许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从建

设用地选址开始就需要考虑一系列专业

因素，涉及用地的适宜性与可达性、与

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关系、周边景观

影响及其对临近地块和地产的影响、用

地的历史特征等。建筑工程许可涉及空

间美学、容积率计算、建筑退缩和日照

采光等，有些申请还要考虑开发的社会

与经济效益、使用者的个人情况等。因

为许可带来的经济、法律等问题需要依

靠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来解决，所有这

些内容中的任何一点都可能造成申请被

否决。所以，规划许可申请与其他行政

许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需要根据规划

许可的对象、利益主体设定不同的许可

程序。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建成环境将会

成为规划管理的主要对象，越来越多的

规划许可申请对象只是次要、轻微的小

型开发，如果所有规划许可申请都需要

经过市规划部门的审批，将会为行政带

来沉重的压力；但是同时，也并非所有

的规划许可申请都能下放到基层规划部

门，重大项目的决策需要专家、政府及

公众的共同参与。由此可见，不同类型

和利益主体的项目申请应对应不同的申



252016 年第 7期    第 32 卷

          类别       分权关系            优点                    缺点

散权 ( 垂直型 ) 下放部分执行权 减少交易成本 行政规模不经济，监督成本
过高

授权 ( 半垂直型 ) 下放决策权 高度体现了自由裁量 官僚主义

放权 ( 非垂直型 ) 下放决策权与执行权 管理半径较小，把地方
利益纳入到决策过程中

过于强调属地管理，缺乏整
体利益发展观

表 1 分权形式的优劣性对比请及决策程序。此外，在规划未覆盖的

地区从事建设和开发活动，其审批程序

也需要依据管理人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进行协调，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力量配

备是行政分权的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对规划许可进行分类，适应

不同的决策程序和权力部门，是提高规

划许可行政效率的基础。

　　

2规划许可行政分权的三种模式对比

通过对规划许可事权本质的分析可

知，规划许可走向地方分权是必然趋势。

对于分权的界定，存在着国家与地方政

府之间、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

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三种分权关系②，本文

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关系。

按照分权的相关研究显示，分权的

形式③包括散权 (Deconcentration)、

授权 (Delegation) 和放权 (Devolution)

三种 ( 表 1)。

　　

2.1 散权 ( 垂直型 )
散权是指在确定行政目标的前提下，

给予下级地方政府 ( 部分 ) 执行权，以此

来分散上级政府的执行权，其目的是为

了提高执行效果。相对于集权模式而言，

散权具有某些潜在的减少交易成本的作

用。这种分权模式在我国规划界被称为

垂直型规划管理模式 [14-16]。

垂直型规划管理模式的特点体现在

市规划局对派驻到各区的规划部门实施

全面领导，区规划局是市规划局的派出

机构。目前，深圳、广州是采取这种模

式的典型城市，将规划许可的大部分业

务下放到区规划局。据统计，2012 年广

州市规划局受理业务案件占业务总量的

17.78％，分局受理业务案件占业务总量

的 82.22％④。

深圳与广州在行政结构上又有所不

同，广州的区规划局由市规划局和所在

区人民政府实施双重领导，即市规划局

以业务领导为主，而区人民政府以行政

领导为主，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的模式。由于在市、区级均设置了行政

管理机构，行政层级增加，政府规模“臃

肿”，容易出现行政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同时，根据“层级越多，信息不对称问

题越严重，权力失范概率越大”的规律，

上级政府往往因缺乏足够的信息收集量

而处于“理性无知”的状态 [17]，对于下

级派出机构的监督成本过高，导致区级

规划部门贪污腐败的现象增加。

为了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深圳借鉴

香港和新加坡⑤等地的经验，实行扁平化

区划体制改革，形成“一级政府、三级

管理”的模式。扁平化的行政模式脱离

了规划部门的权力划分范畴，是地方政

府对整个权力体系进行调整、改革的结

果，不仅需要制度化的创新土壤，更需

要实践的检验，如果主要的行政职能不

能转移到优质的公共服务上，扁平化的

体制也终将只是美好的设想，甚至陷入

更加“臃肿”的机构迷局。

2.2 授权 ( 半垂直型 )
授权是在设定政策目标之后，上级

政府委托下级地方政府制定执行方针及

落实政策。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

上下级政府是典型的委托与代理关系。

在英国的规划体系中，官员授权

(Officer-Delegation) 这个模式从国家

层面渗透至地方层面。在国家层面，由

副首相将规划权力委托给规划督察和城

市开发公司等机构；在地方层面，地方

议会及地区理事会的决策权力委托给地

方规划当局直至社区或教区议会。经下

议院委员会调查发现，在授权程度最高

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规划申请决策在

75％左右，而部分地区只有 27％的规划

申请被下放，且通常只是针对相对小型

开发活动的申请。这些调查显示，授权

的程度是根据地方而定的，并不存在一

个统一的标准。因此，规划许可的行政

授权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易变的政策”[18]，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授权模式源于一个前提—“谁赋

予权力向谁负责”[1]，有英国学者认为授

权是采用公众委托的权力，将开发控制

的决策放在当地规划部门、议员和专业

人员的层面 [19]。实际上，授权模式下的

权力只限于向事实上的权力来源“履职”，

并不向抽象的人民主权负责，因此在英

国民主制度下，授权制也被批判为“官

僚主义”。

尽管授权这一模式在英国的开发控

制中被广泛应用，但是地方当局在法律

上并没有义务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它属

于自由裁量性质的功能。授权模式的最

大优点是具有灵活性，可以跨越地方政

府职能范围引进人员。因此，英国地方

当局在实践授权的时候能够操作自由裁

量的层次，成为了英国开发控制体系最

为显著的特点，高度体现了自由裁量控

制体系的制度特性。

通过授权向地方规划局下放权力，

将大量次要的规划申请下放到地方规划

局，是英国开发控制体系中应对规划申

请数量增加的压力而作出的回应，大大

提高了规划许可的行政效率。然而，在

探索超越常规规划许可速度和效率的背

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采用更快、

更简单的程序，其代价可能是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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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和公众咨询费用的增加”。效率和

质量之间的平衡点，是授权决策机制必

须面对的问题 [19]。

2.3 放权 (非垂直型 )
放权则是指上级政府不仅把政策执

行权下放给下级政府，还把政策制订权

也下放给地方政府行使，目的是把地方

利益纳入到决策过程中。这种分权模式

在我国规划界被称为非垂直型规划管理

模式 [14]。

非垂直型规划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市

和区规划部门协同工作，实际上是一种

分工的管理模式，有利于规划许可与各

区具体地段的实际情况相协调，并将地

方政府的利益纳入规划许可的决策中。

目前，上海是实行这种规划管理体制模

式的典型城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

经开始将大部分的土地开发、房屋建设

的规划许可交由区级规划机构批准 ( 约

占 85％ ) ⑥，上海市规划局对区级规划

机构批准的规划许可不进行干预，特殊

情况下行使否决权需经过行政复议的程

序。此外，许多城市对新城区、开发区

及港区等特殊地区也会赋予较大的规划

行政权力，进行单独的规划管理，这种

模式也属于放权模式。

在放权模式下，地方规划分局的管

理半径⑦虽然较小，但是囊括了地方性规

划许可审批的公共服务，因此这种模式

可以高效管理辖区内的许可申请。然而，

由于政府纵向的层层放权和让利，地方

规划部门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实体 [20]，

没有退出机制供其选择，降低了其规避

错误、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追求地方利

益逐渐成为其一种自觉的行动。这种模

式下的规划许可过于强调属地管理，重

大设施规划许可的决策也缺乏市域调控

思维，着眼于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导致城市局部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不

尽合理，不能推动城市有序发展。

　　

3规划许可行政权力的动态配置

散权、授权和放权都具有“权力下放”

的涵义，但它们彼此关注的层面却有本

质区别。散权关注的是政治层面，呈现

的是一种法律关系；授权关注的是行政

层面，呈现的是一种契约关系；放权关

注的是多层政府间的关系，呈现的是一

种博弈关系 [21]。散权在三种类型中的权

力分散程度最低；在授权模式中，地方

拥有自由裁量权，权力分散程度居中；

放权是一种程度较高的地方自治行为，

权力分散程度最高 ( 表 2)。

分权关系的调整应当满足最基本的

条件：不但要实现分权交易费用的最小

化，而且要使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最小

化，达到分权的优化 [22]。在规划许可行

政分权的问题上，使规划许可高效、有

效的根本解决方法并非分权模式，如广

州和上海采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权

模式，而深圳的经验有待观察，此外英

国的授权模式也存在缺陷。不同类型的

分权模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故

不同模式不应该被看成是平行的关系，

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分权程度可能会

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随着现行政

策框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23]，应根据城

市的实际发展状况和阶段，结合规划许

可的分类，进行不同程度的结合。

3.1根据规划机构管理能力进行的动态

配置
3.1.1 实现行政规模经济

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公众对政府

的监督逐渐加强，行政资源能否有效利

用是获取市民认同的主要因素。在地方

分权的模式下，假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的规模适当，提供公共物品的长期平均

生产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则被视为规模

经济⑧。

从经济学角度看，要实现分权中的

          类别 关注层面 上下级关系 权力分散程度

散权 ( 垂直型 ) 政治   法律关系        最低

授权 ( 半垂直型 ) 行政   契约关系        适中

放权 ( 非垂直型 ) 多层政府   博弈关系        最高

表 2 分权形式的性质对比

提
交
申
请

  构成开发行为但无需许可的活动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部门
和事业单位为申请主体

符合行政许可特征的开发活动

默认许可 不需要审批

行政认可 政府内部协调

规划许可 外部法律管理

图 1  行政规模示意图 

规划许可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复杂程序

基层派出机构

市级规划部门 区规划分局

备案散权

授权 放权

规划委员会 报省厅备案

图 2  规划许可的管理半径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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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应科学界定职权范围，在政

府权力配置中达到“有权必有责”“权

责相匹配”；将规划许可划分为行政认可、

默认许可和规划许可三类，规划许可申

请提交后将会被行政机构进行类别划分。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部门及事业单

位为申请主体的项目实行行政认可制度，

变外部法律管理程序为政府内部的协调

程序；将一些可能构成开发行为但无需

许可的活动明确为默认许可，不需要审

批即可获得许可；对符合行政许可特征

的开发活动实施规划许可，在赋予许可

的同时也意味着规划部门应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图 1)。

3.1.2 管理半径的良性组合

为了充分挖掘行政资源，管理半径

的良性组合尤为重要。在公共行政的既

定技术条件下，政府的有效管理范围小

于政治控制范围。要实现管理半径的良

性组合，必须发挥不同层级部门各自的

相对优势。

通过对规划许可事权的剖析可知，

规划许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管理

半径的组合应密切结合规划许可的分类。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主要依据项目的

建设阶段进行分类申请，忽视了规划许

可对象、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因此，应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根据规划许可

的特点，加强对许可程序分类的研究，

将规划许可的程序划分为简易程序、一

般程序和复杂程序。其中，简易程序由

基层规划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即可；复杂

程序由市规划局进行协调，由规划委员

会进行决策，并上报省建设厅进行备案，

保留省级部门的抽查与否决权力(图2)。

　　

3.2 根据规划许可项目的重要性进行

的动态配置
3.2.1 微型开发或次要申请：利用信息

优势设置派出机构

政府作为管理和服务的机构，在决

策时必须有一定的信息作为依据。高效

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能够获取和处理相

关的外部信息，并根据信息迅速作出

反应。

普遍来说，上级政府对于中央政策

的敏感性较强，而下级政府对于基层情

况较为了解。对于“乡村规划许可证”

以及大量的电梯安装、私房建设、外立

面修缮和功能转换等“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申请，地方规划部门会更具有

信息优势。为了提高审批效率，应给地

方下放更多的规划许可权力空间，街道、

建制镇宜设置垂直管理的规划派出机构，

主要受理“乡村规划许可证”和次要的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请，然后

由县、市级规划部门审核后颁发。

然而，权力的下放也对街道、镇级

规划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专业素质要

求。因此，必须尽快充实基层规划管理

机构的技术力量并加强培训，使规划人

员尽快熟悉规划管理业务。同时，可以

利用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制度的推行，

在规划设计院中选调具有专业职业资格

的规划师到基层规划部门，以充实基层

规划机构的技术力量。

3.2.2 重大项目申请：授权模式增加

专业性和灵活性

在规划许可的申请中，部分项目涉

及的专业性较强，涉及的利益重大，程

序复杂，适合案例式自由裁量管理，但

是政府内部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有

限，不足以对该类申请进行决策。在这

种情况下，可采取授权模式。随着我国

公务员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高端专

业人才以政府雇员的形式进行决策也

得到越来越多的尝试。( 政府 ) 授权和

( 雇员 ) 代理之间以一种“市场化的交

易”模式，可以代替上下级政府的执行

关系。规划许可授权是累积专业权力和

责任的一种手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即使是采取了散权和分权模式的城市，

仍然可以探索将授权作为规划许可模式

的补充。

必须注意的是，在授权模式下，上

下级政府角色的模糊性会导致权责不清，

开发控制自由裁量性质和授权的法律性

质要求地方规划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

时要寻找一个平衡点。例如，英国主张

在下放决策权时明确建立授权程序，其

策略是委托社区总规划师，并明确决策

权下放时的责任 [11]。而通过授权委托社

区规划师的另一个作用是建立规划许可

决策的权威性，市民通常对由专家做出

申请审批这一事实感到满意，降低了对

申请的投诉。

3.3根据规划管理水平进行的动态配置
3.3.1 规划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透明

程序降低分权的交易费用

由于分权带来了某些问题，被认为

“一放就乱”，导致集权的呼声再起，

但问题是除自身行政成本高、效率低的

固有缺陷，集权式管理的监督难以发生

根本改变，权力上收并不能从根本上遏

制权力失范。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一样

支配于自利动机。如果将经济主体视为

“经济人”，那么政治主体毫不例外地

也是“经济人”[24]。我国放权模式存在

缺陷的制度性原因在于缺乏对政府作为

“经济人”的监管而非权力的分散。

在规划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具

备分权的行政基础，然而无论是散权、

授权还是放权模式，只有提高分权政策

和制度的透明度，才能压缩其寻租空间。

如果政府纵向层级之间的分权明晰，不

但上级政府能保障权威性，发挥主导作

用，而且下级地方政府也能具有相对独

立和明确的责权利。因此，应立法确定

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程序和方式，使

之透明化、制度化，并接受公众监督，

从而降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3.3.2 规划管理水平落后的地区：沿用

集权式管理

对于发展基础差、行政管理水平落

后的地区，由于规划许可业务量较小，

应强化对规划许可审批权的集中统一管

理，沿用集权式管理，避免因权力的分

散而削弱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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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行政审批

效率的制度和措施，是简政放权的主要

目的。通过行政分权厘清行政许可的责

任层级，加快规划许可决策的进程，并

设计出一个能优化结果的体系，是规划

行政的根本所在。因此，规划行政模式

的改善应根据规划许可的特点进行分类，

区别许可的利益主体、重要性程度，并

依据行政成本与收益最大化原则分配权

力，寻找激励和约束配置的最优机制。

本文提出对规划许可的权力实行动态配

置，从而推动地方政府的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和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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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与改革

□　李　娜，杨俊雷

[摘　要 ] 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以及人口、环境、交通等一系列矛盾的凸显，我国长期以城市用地增量扩张推动城镇化的发
展模式难以为继。“限制增量、盘活存量”成为当前城市土地供应的主要模式，城乡规划工作的重心也从编制规划“促增长”
向维护规划“促优化”转移，在此过程中城乡规划组织面临重大挑战，需前瞻性地梳理城乡规划组织的事权关系，并在存量规
划背景下探索改革方向。文章重点理清现状三级行政体制下行政组织与编制组织的职能，从简政放权的视角解构城乡规划组织
事权，提出行政组织规划编制权、审批权、实施权及监督权划分的改革方向以及编制组织机构分化和事务分离的建议。
[ 关键词 ] 存量规划；行政组织；编制组织；简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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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Division And Reform Of Urban-rural Planning Organization For Built-up Area Planning/Li Na, 
Yang Junlei
[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 cation of land,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the expansion model urbanization 
is diffi cult to continue. Construction land provision has turned from new to built-up areas,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transition. The authorities of urb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reorganized for future reform. This article 
clarifi es the func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nd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s in present governance system, analyzes the authority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organization, proposes separation of planning compilation,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implementation,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separation of offi ces and affairs of planning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Built-up area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0引言

根据 2015 年中商情报网的数据统计，2002 ～

2014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2.59 万平方公里扩大

到 4.98 万平方公里，增加了 92.3%，而同期，城镇

人口从 3.29 亿增加到 4.46 亿，只增加了 35.6%。这

种土地粗放式扩张带来的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

压力不断凸显，追求“增量”的发展模式日渐难以为

继。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市提出了建设

用地的“零增长”“负增长”概念；深圳市也明确提

出了存量用地的规划概念，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我国相对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将逐步从“增量

扩张”转向“存量盘活”。然而，我国当前的城乡规

划组织事权是基于增量规划管理目标建构的，面对城

市发展的转型和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需要从简政放

权角度探索城乡规划组织事权改革方向，以应对存量

规划时代的规划事务基层化现象。

1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关系划分

我国各级组织的权力包括事权、财权、产权、人

事权、机构设置权、行政区划调整权及立法权等，其

中事权是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承担的任务与

职责 [1]，最大化地体现组织层级之间的关系和权责分

配。城乡规划组织包括行政组织 ( 即城乡规划行政管

理部门 ) 和编制组织 ( 即城乡规划编制单位 )，编制组

织是隶属于行政组织的事业单位，虽然很多地方设计

院经过事业单位改制脱离了行政隶属，但是在规划编

制事务上与行政组织仍然属于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

从现有的地方政治框架看，行政组织采取三级管理模

式，因而在行政框架内城乡规划的组织框架是由“省—

市 ( 县 )—乡镇 ( 区 )”构成的三级政府及其所辖城乡

[作者简介 ] 李　娜，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俊雷，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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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合形式 组织类型
个人对组织
的依附强度

组织性质
行政干预
强度

1 A 规划主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 强 唯行政 强
2 B 外籍或国内合伙人企业 弱 唯市场 弱
3 C 社会科研机构 弱 唯知识 弱
4 A+B 地方设计院、编研机构 中 行政与市场的复合性 中
5 A+C 高校科研院所 中 行政与知识的复合性 中
6 B+C 改制后的设计企业或部门 弱 市场与知识的复合性 弱
7 A+B+C 高校研究院所的附属设计院

或工作室
中 行政、市场与知识的复合

性，偏重于市场与知识
中

表 3 类型组合后的规划组织

注：①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强度是指个人的流动性，即脱离组织后个人可选择进入其他类型组织的机会的多少，机会越少则
依赖性越强；②行政干预的强度与简政放权的影响幅度或力度成正比。

行政组织 规划编制 规划审批 规划实施 规划监督

省域城乡规
划管理部门

具体组织落实省域
城镇体系规划的编
制工作；具体落实
规划批前公告、批
后公布；具体划定
乡规划、村庄规划
的区域；鼓励、指
导乡、村庄规划的
制定和实施

省人民政府责成
的具体工作：审查
城市、县城总体规
划

核发选址意见书；发
现、核查、处理违章
建设；竣工验收；省
人民政府责成的具体
工作：落实组织实施
城乡规划的工作；落
实城市、县城近期建
设规划备案工作

监督下级政府的规
划编制、审批、修
改和实施；对下级
政府就行政处罚的
责令与建议；责令
纠正、撤销下级主
管部门的不当许
可；接受举报；提
供规划查询服务

市 ( 县 ) 域城
乡规划管理
部门

组织编制控制性详
细规划；组织编制
重要地块修建性详
细规划；具体落实
规划批前公告、批
后公布；市 ( 县 )
人民政府责成的具
体工作；具体组织
落实城市总体规划
的编制工作；具体
划定乡规划、村庄
规划的区域；鼓励、
指导乡、村庄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

审定修建性详细
规划、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市 ( 县 )
人民政府责成的
具体工作；审查镇
总体规划；镇近期
建设规划备案

核发选址意见书；办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办理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审批临
时建设；地下空间规
划审批；出具规划条
件；审批规划条件变
更申请；发现、核查、
处理违章建设；竣工
验收；市 ( 县 ) 人民政
府责成的具体工作：
落实城乡规划的组织
实施工作；落实近期
建设规划的制定工作              

监督下级政府的规
划编制、审批、修
改和实施；对下级
政府就行政处罚的
责令与建议；责令
纠正、撤销下级主
管部门的不当许
可；提供规划查询
服务；接受举报

镇 ( 区 ) 域城
乡规划管理
部门

组织编制镇总体规
划；组织编制控制
性详细规划；组织
规划批前公告、批
后公布；组织编制
村庄规划 

审定修建性详细
规划、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

组织实施规划；组织
编制近期建设规划；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

表 1《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各级行政组织的事权明细

组织类型
个人对组织
的依附强度

个人与组织
的纽带

组织对个人
的激励因素

个人目标 组织目标
行政干预
强度

A行政主导 强 纪律组织结构 权力
( 政治地位 )

权位影响
组织认同

政令贯彻
人员协同

强

B市场主导 弱 理性
职能分工

金钱
( 经济地位 )

经济改善
价值实现

目标实现
效率提高

弱

C知识主导 中 情感
知识积累与传播

理想
( 社会地位 )

求知创新
自由思考

学术成果
科技产物

中

表 2 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类型

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事权关系。

1.1 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事权划分—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在增量规划①时代，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下简称《城乡规

划法》) 的要求，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事权

( 表 1) 是组织编制、审批、实施规划并

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通过规划来控制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事权

所覆盖区域的开发与建设，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强调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

制性，规划事权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统

筹，以便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打破行政壁

垒，实现规划的系统性和全局性，因而

加强规划的集中统一管理是必要的。

《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各级主管部

门在城乡规划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事权，这

些事权的分布并不均衡。省级主管部门处

于统筹管理的地位，组织编制省域范围内

的宏观规划，协调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并

指导下级规划管理事务。市 (县 ) 级主管

部门的事务量则明显多于乡镇 (区 ) 级主

管部门，两者有事权交叉 (如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组织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

审定及建设工程的实施等 )，亦有事务指

导 (如乡、村庄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市

( 县 ) 级主管部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乡

镇 (区 ) 级主管部门因不具有监督事权而

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接受上级的管辖与指

导，因此导致市区两级规划主管部门权责

不清、条块分割，一方面上级规划事务繁

杂、执行效率低；另一方面下级盲目跟从、

积极性差，使规划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1.2 城乡规划编制组织事权划分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城乡规

划的编制主体为政府，具体的规划编制事

务则由政府委托具有相应规划资质的编制

单位进行，甲级规划编制单位业务范围不

受限制，级别越低业务范围越窄，但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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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编制体系②之内。城乡规划的编

制事项是由多种组织类型 (表 2)共同完成

的，组织之间既有平行关系也有垂直关系。

增量规划时代，在城市增长主义③ [2]

逻辑导向下，城乡规划组织编制诉求主

要源自于政府，并委托其下属具有事业

单位性质的设计院或者社会科研机构进

行， 以 A、A+B、A+C、A+B+C 的 组

织类型为主 (表 3)。在以上四种类型中，

行政组织在规划编制决策中占据主导地

位，而其他组织相对弱势，规划行政干

预较强。行政干预度越大则对行政组织

的依附越强，进而影响编制组织自身的

专业表达，而整个城乡规划工作体系中

一线规划师的专业素养对规划成果的影

响毋庸置疑。因而规划编制组织的事权

改革必须从行政组织对不同编制组织类

型的行政干预度着手，扩大编制组织的

专业影响力，强化其自身价值即追求公

平和正义的城市规划价值体现 [3]。

1.3 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与编制组织的

交互
以行政干预为引力核心来考察简政

放权对城乡规划编制组织的影响幅度或力

度，可以绘画出组织变革的引力图(图1)。

通过引力图，可以直观地看到简政放权

所针对和影响的组织类型，影响最大的

是规划主管部门，其次是地方设计院与

编研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及其附属设计

院或工作室，位于引力圈最外围的则是

社会科研机构和改制后的设计企业或部

门。因此，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改革

的核心是规划主管部门，规划编研组织

因受行政干预也需要被纳入改革范畴，

这样更有利于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科

学性和规范性。

　　

2存量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管理要素
变化

城乡规划管理要素构成包括管理目

标、管理者、管理对象、被管理者和管

理中介。城乡规划从增量时代迈向存量

时代，在增长受限的情况下，规划管理

的目标由“保增长”实现经济、环境、

社会效益的统一转向“保优化”实现城

市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优化升级。城乡

规划管理要素的变化使得城乡规划管理

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从而影响其组织事

权的划分。

2.1 管理者的变化
城乡规划管理者是规划管理活动的

执行者和组织者，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在

规划管理部门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是不一样的。从规划管理行政组织事权

划分看，在增量规划时代以“一级统筹、

二级领导、三级履职”的组织模式为主。

上级管理者以决策、监督为主，基层管

理者则以实施、传递和沟通为主，管理

的主要权利在上层管理者手中，基层管

理者的主动性、机动性较差。在存量规

划时代，管理者虽没变，但管理者的工

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基层管理者因更多

地与利益相关者联系而扮演沟通协调、

下情上达的角色，因而管理者的决策行

为往往需要自下而上的进行。

2.2 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的变化
城乡规划管理对象是规划区内的土

地利用和各项规划活动。在增量规划时

代，以新增建设用地供应为主，土地利

用主要是由农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变，规

划活动以用地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主；

存量规划时代用地规模不变，在已有的

建设用地基础上进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

变，规划活动以优化、更新和盘活为主。

城乡规划被管理者是规划管理相对

人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乡规划项目；

另一类是建设用地或建设工程。前者体现

的是政府内部管理行为，被管理者是政府

部门；后者体现的是政府外部管理行为，

被管理者是建设单位。在增量规划中以

政府部门统筹规划项目编制、实施为先，

以建设单位落实建设项目为后；在存量规

划时代则以建设单位 (土地产权所有者 )

申请项目建设或更新为主，以政府部门协

调建设项目审批、地区规划为辅。

2.3 管理中介的变化
城乡规划管理中介是管理主体作用

于管理对象，使其由原始状态达到目标

状态的依据和手段，包括规划编制和规

划实施两个过程。在增量规划时代，主

要以土地开发控制为规划管理手段，由

政府组织编制规划并实施，“一书两证”

能够较有效地对新建项目进行管理；存

量规划时代以项目建成后的使用、运营、

维护、修缮、更新以及物业保值和增值

为主 [4]，需要由土地产权所有者自行申

请规划调整，更多地涉及土地政策及制

度设计，如土地征收补偿、土地出让方

式和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等。

3基于简政放权的城乡规划组织分权

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即简政放权，其中分权改革包括纵向分

权和横向分权，前者表现为行政权力的

下移，后者则表现为行政权力的分配。

分权改革使得行政主体范围扩大，逐步

形成社会化、市场化的趋势。城乡规划

图 1  组织变革引力图

社会科研机构

地方设计院与编研机构

规划主管部门

简 政
放 权

高校科研院所及其附
属设计院或工作室

改制后的设计企业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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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行政管理中的一部分，因其事权

涉及多元利益博弈而更需要突破“一元”

主导规划 [5]，推动城乡规划组织行政性、

社会化、市场化分权改革。

3.1 行政性分权
行政性分权即公共管理权力由中央

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可引申为由上级

行政管理部门向下级行政管理部门转移。

城乡规划组织行政性分权的核心是行政

主管部门，包括三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之

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之

间的横向分权。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事权划

分存在上强下弱、上主下从的行政层级关

系，需理顺、完善科层治理，合理划分上

下级规划事权 [6]。在存量规划时代，规划

管理重心下移，规划事务基层化，明确各

级主管部门规划事务，提升下级规划实施

自主权，将部分事权下移，构建基于“省—

市 (县 )—乡镇 (区 )”三级城乡规划行政

框架的“一级统筹监督、二级指导调控、

三级实施反馈”的组织模式，将有助于全

面提高规划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框架下，对土

地和空间利用行使决策、规划权的行政

部门有十多个，其中住建部和国土资源

部侧重于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 [7]。存量

规划时代是以存量用地空间的优化为主，

更多的涉及土地政策及制度设计，因而

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之间的协

作，合理分配相关事权，如深圳设立了

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进行机构合

并后，可便于在体制内重新划分事权。

3.2 社会化分权
社会化分权即社会管理的权力由政

府向公民 ( 社会 ) 转移，并非体制内行

政权力的下放，而是向体制外溢出。城

乡规划涉及多个群体利益博弈 ( 图 2)，

《城乡规划法》提出把公共利益放在核

心位置，第十八条④、第二十六条⑤和第

四十六条⑥强调公众意愿对于政策制定的

重要性。城乡规划行政组织社会化分权

一方面体现在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即

公众监督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公民

( 社会 ) 发展权的保护即公众参与上。增

量规划时代由于规划没有普遍触及公众

利益，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突破“一

元”规划，公众参与意识不高，现行的

规划委员会制度也没能够摆脱行政干预。

存量规划时代面临的是对既有产权空间

的优化，会触及更多的产权所有者利益，

因而需进一步提升公共参与力度，结合

规划编制组织的社会化改革，通过“政

府实施—规划师咨询—公众参与”三者

协作的模式实现下情上达，在保护公众

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多方利益均衡。

3.3 市场化分权 
市场化分权即资源配置权力由政府

向市场转移。我国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的

垄断地位及其土地财政模式和政绩需求，

使城乡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项“政

府决策—政府实施”的单向“造城运动”。

然而，存量规划时代注重对既有产权土

地资源的盘活，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

政府没有权利也没有财力进行大规模的

城市开发，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理

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市场化分权

让市场机制决定“在哪儿建”“何时建”“如

何建”，实现“政府服务—市场主导”

的管理模式，开发商或者公众都可能成

为市场主体而进行规划决策。

4基于分权的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
及改革

存量规划背景下的城乡规划组织行

政性、社会化、市场化分权落实到具体

的行政组织和编制组织各项事权上主要

表现为权力的下移、分配、外溢与转移。

4.1 城乡规划组织机制重构
在研究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改革

前首先要对其组织机制进行重构，改变

过去政府主导的“一元”规划管理模式，

从体制机制上赋予规划师 ( 编制组织 ) 和

公众 ( 社会组织 ) 事权，形成多方协作的

多元规划管理模式。其中，政府由管控

型转变为服务治理型，规划师由单方承

接政府委托规划事务转变为双方委托咨

询、协调、参与规划决策，公众由被动

接收式参与转变为主动决策监督式参与。

城乡规划事权将在“行政组织—编制组

织—社会组织”三方之间进行划分。

4.2 行政组织事权划分及改革
行政组织事权划分及改革主要表现

为行政组织之间事权纵向“上收、下移”

及横向分配协作，行政组织向编制组织

和社会组织事权外溢和转移。

(1) 编制权层次明晰。

增量规划时期，城乡规划编制是各

级政府的管理事权，规划委托方基本都

是政府 ( 除修建性详细规划可由建设单

位委托编制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规划编

制单位承担具体规划事务。但在存量规

划时代，城乡规划管理对象为已有的建

设用地，其分属于不同的产权所有者，

规划规模小而内容详细。此时政府因无

力 ( 人力、财力消耗 ) 进行统筹规划而由

规划编制组织者转变为审核者，规划编

制委托方转变为各个产权所有者或其代

理人 ( 如社区业主委员会 )。例如，厦门

湖滨一里四里预制板房改造项目若由政

府改造，则在最大限度增容后还需补贴

40 亿元，因而鼓励有条件的居民自己申

请规划建设，政府为其提供协助—设

计、找施工队、审批 [8]。

结合城乡规划组织机制对原有的城

乡规划编制体系进行重新梳理，明晰各

层次编制事权 (表 4)，分为宏观统筹型、

中观控制型和微观实施型 [9]，核心是在行

政组织层级内将规划决策权上收，将规划

实施权下移，如省域城乡主管部门负责

全域规划统筹，市 (县 ) 城乡主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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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等控制型

规划，乡镇 (区 ) 负责详细规划等实施型

规划，同时在决策过程中要加大公众参与

力度，如规划委员会制度的专业化和社会

化。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设工程项目编制

等则进一步转移给业主个人、开发商或者

其他行使代理权的社会组织自主申请委

托编制组织 (社会化规划机构 )进行，需

给予相应的规划法定效力，即一旦通过政

府审批后则具有同等的法定效力。

(2) 审批权纵向下移。

存量规划时代，城乡规划管理对象

为所有建成区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活动。

与增量规划以新编规划为主不同，此时

城乡规划面临的是对既有建设的反复调

整，规划周期将大幅度缩短；同时规划

被管理者也涉及诸多建成区土地产权所

有者，规划控制刚性将面临挑战，对于

既有产权的用地功能、开发强度等不再

由政府强制确定，而需综合考虑产权人

的诉求，因此传统规划漫长的修编周期

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将不再适应实际操作

需求。城乡规划审批权将逐步向基层转

移，赋予基层规划行政组织自由裁量权，

上级对其履行监督职能。

审批权主要是在规划行政组织内进

行划分，明确将“三级双向组织模式”

下的下行政组织机构设定为“省—市

( 县 )—乡镇 ( 区 )—X”3+X 级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 (“X”设定为某低级别的行政

组织 )。统筹型和管控型规划报省级以上

分级审批，实施型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报市级部门审查并由规划委员会审

批，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项目中

除跨区域项目、敏感地区项目及重大项

目等需报上级部门审查备案外，其他由

乡镇 ( 区 ) 级部门审批。

(3) 实施权横向协同。

存量规划时代，城乡规划管理的对

象以建成后的土地利用和建设项目更新

为主。在此过程中，因涉及土地的征收、

拆迁补偿、土地产权置换及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等问题时更多地需要国土资源部

门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予以保障实施，故

需寻求与土地部门间的合作机制。

在规划编制阶段加强总体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的衔接，促进“两规融合”，

协调统一，有助于各项规划在城乡空间

的落实。存量土地规划管理核心是土地

的“二次盘活”，发生在规划实施之后，

需突破“一书两证”管理制度，探索与

土地管理部门的协作，从土地政策入手

进行制度设计，以土地产权制度、征收

制度及分配制度为依据进行实施管理。

(4) 监督权多向延伸。

在城乡规划三级行政组织体系中，

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主管部门行

使监督权。存量规划时代，城乡规划的

被管理者由政府和建设单位扩大到产权

所有者，城乡规划组织机制演变为行政

组织、编制组织和社会组织三方协作模

式，因而监督权应多方延伸，既有行政

组织层级内的监督，又有三方组织间的

监督，尤其要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督权。

4.3城乡规划编制组织事权划分及改革
城乡规划行政组织事权划分的变化

必然会导致规划编制组织事权的变化。

传统的城乡规划编制机构主要采取以项

目运作为核心、政府委托为导向的经营

模式，行政干预力度较强，却不能够保

障规划编制的实施，适用于目标导向型

的发展规划。而存量规划时代，城乡规

划的组织编制主体为既有的产权所有者，

组织类型由行政主导转变为由市场主导，

由发展型规划转变为调整型规划，进而

使得规划编制组织机构分化、事务分离。

(1) 机构社会性分化。

存量规划时代，行政组织对规划编

制机构的影响减弱，规划机构将分化为

A+X 和 B+X 模式 (“X”为任意其他规

划机构)。其中，A+X模式以政府为主导，

行政干预较强，主要服务于政府管理；

B+X模式以市场为主导，行政干预较弱，

主要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是规划院市

场化、企业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结

果。社会性分化后的城乡规划编制组织

将会突破政府主导，在规划决策、编制、

实施和监督等阶段均将有更多话语权。

规划编制组织将成为“政府—规划师—

编制主体 规划类型 空间尺度

省域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宏观统筹型规划，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功
能区划、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覆盖整个辖区、大分类 (城
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 )

市 ( 县 ) 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

中观控制型规划，如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
划、重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他重要专
项规划

覆盖整个辖区、中分类

乡镇 ( 区 ) 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

微观实施型规划，如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
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

建设用地、详细分类具体
要求

社会组织 ( 产权所有者
个人或代理人 )

微观实施型规划，如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设
工程项目

具体项目用地

表 4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事权

图 2  城乡规划利益群体示意图

政府
各级城乡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

城乡规划
利益群体

规划师
各类城乡规划
编研机构

公众
社会群体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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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三方协作模式中的重要协调者。

(2) 事务市场化分离。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2012 年 ) 规定不同级别设计院可承担

的业务范围不同，级别越高可承担的范

围越广。在增量规划时代，A+X 模式主

导下不同级别设计院承担的规划事务基

本相同，只是业务权限不同。存量规划

时代，规划编制组织主体市场化使得规

划事务进一步分离，其中乙级以上的设

计院可能会承担政府主导型规划，如城

乡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等；丙级设计院或注册城市规划师个人

则可能会承担市场主导型规划，如各项

规划咨询业务。

5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增长主义导向下城市建设取得瞩目成就，

但土地资源的硬约束决定了这种增长是

不可持续的，未来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

必定落在对存量空间的优化盘活上，因

而当前城乡规划组织事权划分必须进行

改革。存量规划背景下规划管理要素的

变化决定了规划管理重心的下移、事务

的基层化以及多方利益博弈常态化，规

划组织事权划分改革需从简政放权着手

突破政府“一元”规划主导，推动城乡

规划组织事权行政性、社会化、市场化

分权，具体表现为行政组织和编制组织

各项事权的下移、分配、外溢和转移。

城乡规划组织机制转变为“行政组织—

编制组织—社会组织”三方协作，规划

编制权、审批权、实施权和监督权将在

行政组织内以及三方组织间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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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背景下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改革
—以广东省为例

□　温　雅

[摘　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管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等行业管理职能逐步由行政
机关向行业协会转移。文章结合广东省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剖析城市规划行业管理由行政管理为主向行业
自律管理为主转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明确改革思路，提出以机构资质管理、个人注册管理、优秀项目评选和行业标准
管理四大板块为核心完善自律管理体系，并提出管理职能转移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 关键词 ] 简政放权；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改革；行业协会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6)07-0035-04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Planning Management Reform For Administrative Simplifi cation: Guangdong Province Example/Wen Ya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licensed urban planner qualification, urban rural planning compilation certificate h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government to associations. The paper takes the exampl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 in the transition of management from government to association. The paper raises a self-
disciplined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organizational qualifi cation management, personal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project 
award discussion, and profession standards management, and the specifi c means of management transition.
[Key words] Simplifi ed administration, Urban planning industry, Reform of management mode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

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逐步

将一些原有的行业管理功能由政府交由行业协会承担。

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行业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管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

理等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向行业协会转移。新的以能力

认定、等级评估等为主的行业管理手段逐步建立，城

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面临转型与重建。从研究层面看，

我国关于现有行政管理模式下行业管理问题的研究和

关于国外城市规划行业管理研究的文献较多 [1-4]，关于

国内城市规划行业自律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5-6]，在行

业管理改革尤其是具体实践探索方面的研究目前也较

为缺乏。基于此，本文结合广东省的发展经验，对简

政放权背景下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的改革路径和实

施方式进行探讨。

1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转型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简政放

权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政府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

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

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

束和权益维护作用；另一方面，中央大力推动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

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

业协会商会依法直接登记和独立运行，行政机关不再

直接进行行业管理，转而依据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提

供服务并依法监管。

在城市规划领域，行业管理职能由政府机关向

行业协会转移的改革在多个层面同步展开。一是在个

人注册资格方面，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的修改，将注册城市规划师的管理职能由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调整至相关行业协会；《住房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注册规划师管理工作的通知》( 建办规

[2016]11 号 )，明确规定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承

担规划师的注册及相关工作。二是在机构管理方面，

广东省率先开展城乡规划编制机构资质管理改革探索。

[作者简介 ] 温　雅，高级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现任职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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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

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

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提出，授权国务

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

政审批，暂时停止实施“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乙级和丙级资质认定”的行政审

批，交由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实行自律

管理。2016 年 5 月 13 日，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做好暂时停止

实施部分企业资质行政许可后续监管工

作的通知》，明确“暂时停止实施城乡

规划编制单位乙级及以下资质行政许可

后的行业自律管理工作交由广东省城市

规划协会承接”。在先行先试、暂时停

止上述企业资质行政许可期间，广东省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上述企业

资质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限制企

业的从业行为”。行业协会公布行业自

律管理实施方案，采取有别于政府部门

行政许可的企业资信等级方式作为市场

准入的参考依据，公布企业资信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为行业、企业提供服务，

以此加强行业行为规范，发挥行业自律

作用。三是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

深圳市推动社会化职称评定职能全部向

行业组织转移。自 2014 年起，原由深

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负责的建筑

专业高级、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第一评审

委员会，分别调整转移由深圳市规划学

会、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深圳市

注册建筑师协会、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

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和深圳市监理工

程师协会承接。

　　

2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转型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在行业管理模式转变和重构过程中，

一些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如何面对和

解决这些问题，有效统筹各项行业管理

工作的开展，提升行业发展水平显得尤

为迫切。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在

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四个尤为突出的

问题。

　　

2.1 改革的整体设计问题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

式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企

业和基层对于改革确有诉求，但就改革

路径和制度设计而言，尚未达成统一的

共识。从管理内容和实施途径上看，现

行的行业管理模式起源于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审批制管理模式，以机构管理为主，

以市场准入为管理手段，将规划编制单

位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与此同时，

引入了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注册制管理

模式，建立个人注册城市规划师制度。

各项管理规定主要通过政府文件发生作

用，并在各层级的政府机构管理事务中

执行。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政府不再

承担具体管理职能，转而扮演行业发展

监管的角色。行业管理的管理主体、管

理内容、管理手段和实现方式等均发生

变化。在新的管理模式下，迫切需要对

改革进行整体性的设计。

　　

2.2 新旧机制衔接问题
我国原有的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

是在 30 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

中逐渐摸索形成的，并形成了一套相对

完整的管理制度。政府要将现有行政管

理职能逐步转化为行业发展监管职能，

让行业自身发挥自律管理作用，但在制

度建设上还存在许多漏洞，在管理工作

的转移和承接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需要明

确的具体细节。例如，全国人大在广东

省先行先试的意见中提出城市规划编制

单位乙级和丙级资质“交由具备条件的

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但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如何将职能交给相关协

会等，均没有明确的操作细则，需要自

行探索。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新旧制度的过渡，并让新制度有效发挥

作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3 不同地区改革不同步问题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改

革采用的是多层面平行推进的方式。在

全国开展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管理改革

的同时，广东省根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

工作部署，也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

管理等方面开展改革。在当前城市规划

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不同省份之

间的改革不同步，为改革工作的深入推

进带来了许多困难。例如，广东省推行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改革时，已

暂停依据《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

规定》核发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丙

级资质证书，改为由城市规划协会发放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丙级资信证书，

并在本省范围内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再以企业资质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

条件，限制企业的从业行为”。尽管资

信证书和资质证书核发的标准要求相同，

且资信证书审核程序更为严格，但当规

划设计单位到外省从事相关业务时，却

依然会面临资质问题。在全国各省区改

革步伐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国家规划

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各省区对改革的态度

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共同促进改

革事业的发展。

　　

2.4 行业协会内部关系问题
在原有的管理模式下，个人和机构

的资质管理职能主要由行政部门承担，

各级政府通过不同层级的事权划分，将

各项规划管理事务落实至各层级的城乡

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如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甲级、乙级和丙级资质分别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省级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

门与市级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审

批，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工

合作，且有相应的工作经费保障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当行业管理职能转移至相

关协会后，在新的管理模式下，行业协

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在组织架构、资

金配备等方面与政府机构存在巨大差

距，其原有的人员规模和内部组织架构

难以承担职能转移以后的各项工作，迫

切需要对内部人员规模和组织架构进行

调整；同时，国家协会与省级协会、地

市协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

和梳理。在原有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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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项目评选 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

机构资质能力评定

分级评定 水平评定

个人注册资格管理

专业技术水平评定

图 1  行业自律管理基本架构图

级协会之间只是简单的会员关系；在新

的管理模式下，上层级协会的工作需要

地方协会更多的支持，在工作分包、职

能转移等方面需要进行更完善的制度

设计。

　　

3 广东省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式
改革的实践探索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背景下，广

东省先行先试，在明确行业管理重点、

完善行业管理手段和推进行业管理职能

转移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

　　

3.1明确四大管理重点，搭建行业自律

管理基本框架
在行业管理的内容和管理重点方面，

广东省结合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特点，充

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初步拟定和

设计了以四大管理主体为重点的框架体

系 ( 图 1)。

3.1.1 机构资格和能力的评定

行业协会承接城市规划编制单位乙

级和丙级资质管理职能，建立城市规划

编制单位能力认定机制。从欧美等国家

的发展经验看，这些国家并不存在基于

市场准入机制而设定的城市规划机构资

质审批机制，但却存在面向大学设定城

市规划专业的认证机制 [3]，协会组织专

家对学校的专业教育水平进行评定，评

定结果将影响相关学校学生就业后参加

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的条件。从我国的

改革方向看，城市规划资质不再作为市

场准入条件，城市规划资质逐步由市场

准入条件向能力认证方向转变，并在城

市规划招投标项目中作为重要的评分因

素。在评定的具体方式上，逐步细化为

分级评定和水平评定两种结果。分级评

定主要是延续传统资质管理中甲级、乙

级和丙级等分级评定方式，是对机构的

人员数量、技术构成和办公硬件条件等

进行评定。水平评定则是对该机构的技

术能力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分为 A、B、

C 三种不同类型，评定依据则与该机构

获得的优秀项目数量及科技进步奖数量

等挂钩。

通过资质评定方式的优化，一是解

决当前部分规划机构靠技术人员挂靠申

请资质，技术水平较差却无法通过资质

进行识别的情况，促进各规划设计机构

真正提高技术水平。二是为机构规模较

小，但在特定领域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和较高的技术水平的小型、微型设计机

构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在部

分细分规划类型上，规模小、水平高的

“丙 A级”企业，可能会比规模大、水

平低的“乙 C级”企业更具竞争力。

3.1.2 个人注册资格管理

从欧美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个人

注册资格管理是行业自律管理的基本要

件，如美国规划师协会及其注册规划师

管理制度 [3]、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及其

城市注册规划师制度等 [4]。协会作为全

体规划从业人员的利益代表，对全体规

划工作者进行管理，并对符合一定条件

的工作者进行注册管理，以证明其具备

一定的专业能力。未来，可在完善个人

注册资格管理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主持

或参与优秀项目的数量，对个人专业技

术水平进行分级评定。

3.1.3 优秀规划项目的评选和推荐

开展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评选是

现有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

国行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组织开展

优秀规划项目评选，有利于鼓励行业技

术创新和方法创新，引领行业发展，促

进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此外，优

秀项目的评定结果也将成为机构资质管

理和个人技术水平管理的重要依据。

3.1.4 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

在行业标准方面，通过制定技术标

准和规划指引，对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特

定专题形成系列引导性政策和技术要求，

并为规划成果编制和评审提供依据；在

行为准则方面，通过制定“规划师执业

道德和行为准则”以及“企业行为准则”，

建立规划师的个人职业操守监管机制和

企业行为监管机制，如出现严重违反执

业操守的行为，可取消相应的执业注册

资格或企业资质评定。

3.2 采取“分两步走”的形式，逐渐

实现由行政管理为主向行业管理为主

的转变
为确保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让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工作顺利交接，

逐步实现政府由直接管理者向行业发展

监管者角色的转变，广东省采取“分两

步走”的方式，有序推进行业管理模式

改革。

第一步是由“政府主导，行业参与”

向“政府监管，行业承接”转变。在此

过程中，政府通过签订职能转移协定的

形式，逐步将现有的管理职能转移给行

业协会。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来源

于政府委托，政府部门通过职能转移协

定对行业协会的各项行为进行监管，行

业协会定期向政府部门进行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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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

关系仍较为密切，行业自律管理在政府

的监管下按协议约定开展。

第二步是由“政府监管，行业承接”

向“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转变。在此

过程中，行业协会通过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行业管

理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各

项行业管理制度，对行业内部的机构和

个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对违反行

业行为准则的行为予以惩罚，形成一套

建立在市场诚信体系下的管理制度。政

府对行业协会的直接指导减弱，但依然

承担着行业监管的角色。

　　

3.3 建立以竞争性谈判为主的行业

职能转移方式
为了确保行业职能的顺利转移，广

东省建立了以竞争性谈判为主的行业职

能转移方式。由原行政主管部门印发《关

于公开竞争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实行行业

自律管理的公告》，明确转移内容、转

移方式、转移程序及承接主体应具备的

条件，通过“公开报名、竞争转移”的

方式确定承接的行业组织。同一家行业

组织可以报名竞争承接一类或多类的政

府服务职能。若其中承接一类政府服务

职能报名竞争的行业组织少于三家，将

采取邀请参加竞争的方式，邀请三家相

关领域的行业组织进行承接竞争。只要

是满足基本条件的机构，均可报名参加。

原行业主管部门通过组成专家评审的方

式，对各家有意向承接单位的综合条件

和工作方案进行评审，如评审组认为有

必要，可增加实地考察的程序。专家评

审结果出来后，原行政主管部门将评审

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通过

签订协议的方式，将相关职能转移给承

接管理的社会组织，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以及取消承接资格的条件等内容，将确

定承接主体及内容的相关公告和协议报

省编办备案，抄送省监察、民政和法制

等部门，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

其他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3.4 建立以专家评审和信息公示为

保障的评估制度
为了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的优越

性，让资质评定的结果更加真实准确，

广东省城市规划协会在《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资质认定指南》的基础上，拟定了《城

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和丙级资信等级评

定办法 ( 试行 )》，对规划编制单位的资

信等级进行评定。与原有的资质管理规

定相比，新的评定办法具有以下创新：

(1) 在申请材料方面，增加了提交代

表性项目的要求。申报材料中需提交“项

目编制单位为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为

现企业人员等三个代表性项目 ( 不含联

合编制项目 ) 的全套成果材料、专家组

评审意见、甲方同意推荐申报资质能力

认定的意见”，且需提交“申报无虚假

材料申明”。

(2) 在评定流程方面，增加了专业委

员会审议环节。协会秘书处从理事单位

中抽取七个单位代表，分批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议，并提出审议意见。

(3) 增加了两个公示环节，分别是申

报材料公示和审议意见公示环节。申报

单位提交材料后，行业协会将申请单位

提交的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0 天。

专业委员会提出审议意见后，行业协会

对理事单位审议意见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30 天。公示期间，各规划编制单位、

规划工作人员、社会群体及个人等可对

资信能力认定审议意见提出异议。

(4) 增加了理事长签发环节。审议意

见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协会理事长确认

审议结果，签发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信

证书。

(5) 增加了处罚结果公示环节。城乡

规划编制单位在申报资信证书的过程中

存在刻意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的，一经发现，将取消该机构的资信

证书，并在媒体平台予以公告。

(6) 增加了重新评定环节。已获得城

乡规划乙级或丙级资信的单位，如一年

内在不同项目中出现三次以上规划成果

未能通过专家评审，且甲方向城市规划

协会提出投诉的现象，协会将对其资信

进行重新评定。

　　

4结语
　　

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行业管理模

式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地区、很

多领域的改革尚未启动。未来，需要进

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改革领域的交流

与研讨，探索出符合我国特色的城市规

划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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