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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
— 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　彭　恺

[摘　要] 新常态背景下城市发展模式已由增量拓展向存量提升转变。注重于内涵提升的城市更新实践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
时期内城市空间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同空间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已成为突出问题。文章借助于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析了空间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更新过程的逻辑本质与诉求，提出以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为特征的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强调在达成政府、资本、社区城市更新社会共识的框架内，通过有效的制度路径协调各方空
间利益与权利，以实现均享城市更新空间增值收益的目标。
[关键词]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更新；空间利益主体；合作伙伴关系；空间权利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6-0005-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彭恺．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 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J]．规划师，
2018(6)：5-11．

A Study On Governance Based Urban Renewal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rxism: 
Restructuring Of The Roles And Partnership Of Different Spatial Stakeholders/Peng Kai 
[Abstract] Urban development has transformed from expansion to built up area improv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oriented urban 
renewal will be “new normal” for cities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contradiction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urban renewal. With new Marxism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 and appealing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urban 
renewal, proposes a governance-based urban renewal model that restructures the roles and partnership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t coordinates the benefits and right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consensus framework by government, capitalist, and 
community, and realizes sharing of added space value brought by urban renewal.
[Key words]  New Marxism, Urban renewal, Spatial stakeholders, Partnership, Space rights

1研究背景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主要体
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由原来的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并由此带来经济结构的转变与调整 [1]。在此影
响下，城市发展模式被迫转型，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
向集约、由重规模向重内涵、由增量发展向存量提升
转变。可以预见，注重于内涵提升的城市更新实践将

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空间提质增效的“新常
态”。城市更新强调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与政策解决突
出的城市问题，促使城市地区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善。
图罗克认为城市更新具备三大特点：①目的在于改变
现状，并在这一过程中让社区和其他行动者为了该地
区共同的未来而参与其中；②包括多个目标和活动，
根据不同地区的特殊问题和潜在问题，由中央政府发
挥其主体功能性职责；③它通常由在不同的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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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讲师。

本期主题：城市治理创新

[编者按]城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当前，面对我国经济结构多元化、
社会阶层多样化及利益诉求复杂化等带来的新的城市治理难题，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思考如何通过治理理念创新、
治理方式与手段革新及城市治理体制改革等，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发挥城市规划在城市治理中的抓手作用，实现既治标又治本
的治理目标，推动城市治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
目以“城市治理创新”为主题，特邀一组文章，探讨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与治理途径等，并着重介绍北京、广州与佛山等地在
城市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以期为读者们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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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理解为城市空间
的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即城市过
程是资本积累的空间表现 [11]。资本投
资于工业生产领域、城市建成环境领域
及科学技术研究与社会性支出领域，即
对应哈维理论中的资本初级循环、资本
次级循环与资本第三级循环。过度积累
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将导致资本从上级循
环转移到下级循环的过程中。在初级循
环过程中，当资本面临过度积累 (Over 
Accumulation) 的危机，便会转向运转
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城市建成环境领
域。固定资产特有的属性使得资本很难
在短期内变现并重新进入资本循环中，
故迟滞与贬值在所难免，而新的资本流
通障碍的出现将迫使资本对城市固有设
施进行破坏性更新以探求新的资本增值
场所 [12]。因此，资本方便成为了城市更
新的实施方和执行者。同时，从微观视
角看，Neil Smith 提出的“租隙”理论
也能够解释城市的开发与再开发活动。
它强调潜在地租水平与现行土地使用下
实际资本化地租的差异。潜在地租指土
地在“最高及最佳使用下”资本化的总
和，而资本化地租则为“现行土地使用
下的实际总量”[13]。城市更新行为的发
生与现行地租和未来潜在地租之间的差
异密切相关，它能带给资本巨大的经济
收益，这即是资本参与其中的逻辑原点。
城市空间作为消费品，具有交换和消费
的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
发生。资本着重于空间的交换价值而忽
视其使用价值，这也是与其他空间利益
主体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资本的强势介
入下，日常生活的空间被逐步地破环性
改造。

2.4原住民诉求：城市更新中空间

正义的缺失

空间正义强调了社会与空间的
辩证关系，其来源于早期的“领地正
义”(Territorial Justice) 和“城市权利”

者之间活动的不同形式的参与者构成，
合作形式多种多样 [2]。从某种意义上看，
作为空间再开发的城市更新意味着城市
空间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将会带来
空间利益格局的重新塑造。在此过程中，
不同空间利益主体之间的空间冲突与失
衡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3-5]。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空间
具备一定的生产逻辑， 资本与权力以各
自的方式渗透并主导空间生产过程，并
在此过程中进行博弈。本文借助于新马
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从寻找资本、权力
驱动的城市更新空间生产逻辑及原住民
诉求出发，试图展现贴近于现实的解读。
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
强调通过城市政策的制度保障，对空间
利益主体进行角色重塑及合作伙伴关系
的营造，促使各空间利益主体在一定限
度内形成社会共识，使得城市更新真正
成为“一种动员集体努力并为寻找恰当
解决方案的谈判提供基础的手段”[6]。

2理论视角：资本、权力逻辑驱动

与空间正义缺失下的城市更新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将马克思主
义与城市空间分析相结合，主张将城市
发展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
下加以研究 [7]。当前城市更新实践涉及
多类空间利益主体 ( 政府、资本与原住
民 )，一直以来，如何理解空间利益主
体在更新过程中的逻辑本质与诉求成为
一大难点。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则能够从社会—空间一体化生产、空间
的政治性、资本的逻辑性及空间正义四
方面对空间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典
型特征进行有效解读。 

2.1空间生产的过程属性：城市更新

的社会—空间非协调生产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包容了
生产出来的事物和事物共时态的相互关

系。空间生产方式也由“空间中的生产”
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在空间生产过
程中，社会关系也被生产，人们在空间
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 [8]。城市更新
是在生产新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在生产
相应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 [9]。但
在实际的生产行为中，过于关注表象的
物质空间生产，而忽视原有城市街区中
稳定的社会网络被打破，社会关系却无
法实现再造的现实，或者说没有致力于
促使空间—社会一体化的构建。这将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城市活力的丧失，形成
大量具有社会阶层隔离特征、马赛克式
拼贴形式的街区。

2.2权力逻辑：城市更新实践所承载

的“空间政治性”

空间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从来都不
是中立的范畴，从属于不同利益和不同
群体，从属于某种支配和要求。它是社
会的产物，亦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
分。在当前我国侧重于存量规划发展的
背景下，聚焦已建设低效土地的再开发
和闲置土地的再利用俨然已成为“新常
态”，城市更新多成为地方政府从自身
发展需求做出的战略选择。其通过腾退
土地，利用空间再生产、土地再开发为
产业结构的发展提供支撑，为经济发展
提供空间保障。地方政府作为城市更新
的主导者，它们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改善
环境、优化布局；促进房地产业发展，
获得土地出让金；推动基础设施和环境
建设 [5]，但却恰恰忽视了隐藏的社会风
险。种种迹象表明，利益团体正是通过
争夺对空间的管理权来实现自身的战
略，以强行改变公民原有的日常生活 [10]。
空间被权力所绑架，城市更新所承载的
“空间政治性”毋庸置疑。

2.3资本逻辑 ：资本次级循环与“租隙”

导向下的城市更新

在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城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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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领地正义”由布莱迪·戴维斯
于 1968 年提出，主要体现为“在不同
区域中的不同公共服务分配和相关投
资，不仅要反映人口规模还要满足实际
社会需要”[14-15]。“城市权利”则由列
斐伏尔提出，即“公民控制空间生产的
权利，城市居民有权拒绝国家和资本力
量的单方面控制”，其代表了一种平等
的集体权利，同时也是制约资本的力量，
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索亚在此基
础上形成关于“空间正义”的论断，他
认为空间正义是一种“正被日渐空间化
了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包括社会正义、
参与式民主以及市民权利与责任等”[3]。
空间正义更多的是对不正义的空间表现
的批判。在我国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过
多地由政府和资本从城市空间的交换价
值入手，忽视了原住民对空间的实际使
用价值与合理诉求，偏重于政绩与经济
效益，导致诸多空间不正义的现象出现。
例如，原有住区居民自下而上反映自身
诉求的渠道和机制的不正义、住区更新
过程中空间增值收益分配的不正义迫使
居民迁往城市边缘区和郊区。

2.5总结

当前的城市更新实践是在权力和资
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行为，这种企业式
城市更新模式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
产导向性，过于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
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如何使
“空间权力”转变为“空间权利”，将
宏观的目标落实到微观的行为主体？笔
者认为，城市更新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才能真正使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空间的
表达”转变为“表达的空间”[16]。

3模式转向：企业式城市更新走向

治理型城市更新 

早期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不合理、
相关空间利益主体参与不充分及城市更

新价值观的贫乏，使得我国的城市更新
活动大多被异化为以房地产为驱动力的
“空间谋利”的代名词 [17]。作为空间价
值再生产的城市更新不应只成为少数群
体剥夺空间利益的工具，而应作为多方
共享空间增值收益的途径；不应只强调
经济、政治空间绩效，还需更加关注社
会空间绩效。

笔者认为，破除城市更新的诸多问
题与矛盾应致力于重塑空间利益主体关
系，即将前一段时期以政府和资本“同
盟”主导的企业式城市更新为主的模式
调整为地方政府、资本和社区 ( 原住民
代理人 ) 合作伙伴式的治理型城市更新
模式。但需强调的是，作为微观“空间
权利”个体的原住民仍然不足以与地方
政府和资本方抗衡与谈判，必须借力于
代表其共同权利的群体组织，即社区组
织。

企业式城市更新模式强调采用公私
合作或建立增长同盟来实现利润驱动下
的更新 [18]。以房地产驱动式的城市更

新模式基本贯穿了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
末期至 2010 年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具
有清晰的权力逻辑，将城市更新作为实
现政治性的重要工具，但受限于资金短
缺，又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
故同资本形成“同盟”，从而主导大规
模的城市更新实践。资本在此实践中践
行了资本次级循环与“租隙”逻辑下的
利润驱动思维。早期的城市更新即是在
权力—资本利益闭环中运行，将原住民
群体排除在外，整体的空间利益关系极
度失衡。原住民被动地受制于当时的城
市更新实践，合理诉求被漠视，空间权
利被忽视，引发较多的空间不正义现象
( 图 1)。

正是出于对空间正义的强调，才促
使城市更新范式的变革。治理型城市更
新模式着重于治理，强调将政府、市场
和市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研究与审
视 [19]。此模式在充分考虑各空间利益主
体方合理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求同存异，
既达成社会共识的“同”，又尊重各空

图 1 企业式城市更新模式中空间利益主体关系图

表 1 企业式与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差异比较

　比较项 企业式城市更新模式 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

更新目标 获取空间增值收益 ( 经济、政
治空间绩效 )

发展地方经济，兼顾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空间利益主体
关系

地方政府与资本形成利益闭
环，将原住民排除在外

将地方政府、资本、社区 ( 原住民代理方 ) 放
在平等位置考虑

实施方式 公私合作开发，房地产驱动 在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方合理利益
归属，通过制度体系设计予以保障

模式特征 “自上而下”，原住民个体被
动参与

“上下结合”，集体行动 ( 原住民个体由社区
组织代理 )

权力—资本利益闭环

地方政府 (权力 )

空间利益关系失衡

房地产驱动型城市更新

公私合作增长同盟

空间的权力逻辑：政治性

(发展地方经济 )

资本次级循环与“租

隙”逻辑(利润驱动)

被动反馈 ,诉求被漠视

引发空间不正义

资本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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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 图 2)。

4.1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

关系的重塑

4.1.1地方政府：空间利益主导者转变

为“主导者+协调者” 

地方政府在治理型城市更新过程中，
从其自身的价值取向考量，应将空间的
社会性建设纳入到“空间政治性”的范畴。
空间的政治性是其无法改变的价值取向，
但内涵可以进行扩展，不仅仅包含为产
业结构提升提供机遇、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税收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20]。而应该
涵盖社会性建设，即是列斐伏尔所提出
的空间—社会一体化生产，实现“由空
间的表达”到“表达的空间”的转化。
否则，空间与其社会关系的割裂将会进
一步延续并扩大原有诸多社会问题，导
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形成社会冲突
等问题。

从地方政府职能上考虑，需逐步由
空间生产的主导者转变为“主导者 + 协
调者”。这是基于我国当前城市更新发
展现实做出的基本判断。作为全国存量
土地更新的重点省份，广东省已经开展
了多项城市更新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
广州“三旧”改造与深圳城市更新中政
府职能的特征较为典型。广州城市更新
模式由“政府引导”向“政府主导”的
转变，凸显了政府的强势地位，土地应
储尽储，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的
积极性 [21]。而深圳模式中政府作为决策
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市场作为实施者，
通过充分市场化的模式最大化地调动市
场积极性，但却无法驾驭和管控市场，
造成社会公平与底线问题失守。可以发
现，两地政府在城市更新中的职能已分
属两个极端 ( 表 2)。

笔者认为，吸取两地经验，地方政
府不应完全偏向“主导者”或“协调者”
的职能，而是折衷地担负起“主导者 +
协调者”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弱化“直

表 2 广州、深圳城市更新中政府职能比较 [5，21]

对比项 广州 深圳

政府角色 城市更新主导者、土地增值收
益者

城市更新监督者、政策制定者

参与方式 向土地使用者征收土地，通过
土地招拍挂转让给开发企业，
获取资金平衡

通过规划和政策制定，明确更新的公共成本，
由更新利益相关方协作实施，确定合理的收益
分配比例

政府收益 土地出让金 ( 主要 )、房地产及
其他产业税收 ( 次要 )

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及其他产业税收、转嫁公
益项目建设成本

间利益主体合理价值归属的“异”。相
较于企业式城市更新模式而言，治理型
城市更新模式已经打破了权力—资本利
益闭环，促使各空间利益主体在形成社
会共识的前提下，以合理的制度体系约
束并形成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直至形
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在发展地方
经济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
由原来“自上而下”走向“上下结合”
的模式，体现由个体觉醒 ( 原住民个体 )
走向集体行动(社区组织)的过程(表1)。

4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重塑空间

利益主体角色及其合作伙伴关系

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的核心即是在
重塑空间利益主体的同时，建构其合作
伙伴关系。空间利益主体合作伙伴关系

即是在兼顾多主体各自合理的目标及空
间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
达成地方政府、资本和社区 ( 原住民代
理人 ) 城市更新社会共识而形成的合作
模式。其中，有 3 个前提必须强调：首
先，应清晰地界定城市更新社会共识的
内涵，尽管不同地区情况各异，但总体
原则即是在发挥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兼顾
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其次，应将社区
组织作为原住民的代理人予以对待，即
通过相应的内部社区治理机制确保社区
能够切实代表原住民的空间利益。最后，
要界定清晰的产权关系。按照产权经济
学的观点，清晰的产权可以有效界定所
有者的利益和预期，也更容易判断各主
体的利益边界。在此基础上，通过必要
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方能有效促进合作
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固化，以保证治理型

图 2 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空间利益主体合作伙伴关系示意图

上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

地方政府：
空间利益“主导者 +协调者”

社区：原住民的代
理方，保障微观主
体的空间权利

城市更新社会
共识：发挥市
场规律兼顾社
会公平与空间
正义

资本：激励与约
束下有限“空间
收益者”

原住民

约束与监督

通过内部机制的完善
保障社区组织代理原
住民的空间权利

企业社区参与模式 (CCI)
资本从城市建成环境的投入逐步转向社会性花费投入

社区赋权，培育社

区自治，引导专业

人士扶持

制定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管控

政策：容积率控制、财税奖

励与减免、创新投融资政策

城市更新重要

资金来源和实

施者
城市更新实践

的公众监督

改善居住条件，
获得合理补偿
与安置的诉求

理性分享土地、
空间增值收益

将空间社会性融入
空间的政治性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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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强化政策制度的“秩序保证”；
从强调“管理”转向善于“治理”( 治
理相较于管理，表现为更加宽泛和非正
式 )，强调通过政府、商界、志愿者、
社区和慈善部门结成的网络与合作关系
来开展行动 [22]。同时，城市政策工具
的运用一方面能够有效设置资本的利润
“天花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社
会的空间正义与公平，以达到平衡城市
更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当然，对
地方政府自身而言，也需上级政府和公
众来进行有效监督。
4.1.2资本：城市政策激励与约束下

的有限“空间收益者”

资本作用于建成环境，促使空间资
本化、商品化的过程，是哈维资本三循环
理论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符合其延缓
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的逻辑本质。从此
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修正和调节也成
为促使资本积累与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
客观上维系着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3]。 

在资本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显现
出资本对于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性占用
及对于局部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微观
上造成城市空间的片段化和马赛克化[24]。
而这种空间的非连续性将会带来城市景
观和社会阶层的割裂，正如城市更新中，
资本青睐收益大、矛盾少的空间再开发，
但与城市整体发展的宏观策略不免会产
生偏差。

但在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中，资本
仍然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和实施
者，但其角色及价值取向需放置于空间
利益主体达成的社会共识下来讨论。资
本需由效益至上的空间逐利者转变为城
市政策激励与约束下的有限“空间收益
者”。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和社区
参与，有效驾驭资本，促使其能够理性
地分享土地、空间增值收益，压缩其部
分的逐利空间，促使其既能够积极投入
到城市更新活动中，又在保证其合理盈
利的基础上，避免搭便车、损害公共利

表 3 英国城市更新社区政策一览 [22]

政策名称 主要目标 主要内容 时间

单 一 更 新 预 算 计 划
(SRB)

缩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
差距，并减少不同群体之间
的差距，提高需要帮助地区
居民的生活质量

提供一个协调机制，以便让
教育、健康、住房、犯罪和
安全等方面的主流计划通过
这一合作机制整合到一起，
帮助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
要求当地群众参与到城市更
新中去并获益

1994 年

5 岁以下儿童确保开端
计划
(Sure Start)

旨在改善包括出生前在内的
儿童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福利
状况，使他们做好入学准备

促进社会性和情感发展；促
进健康发展；促进儿童的学
习能力发展

1998 年

社区新政计划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针对社会排斥问题，旨在解
决最贫穷地区的多重贫困问
题

通过向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
组织分配资金来缩短最贫困
街区和国家其他地区的差距

1998 年

全英国一起行动：街区
重建的全国战略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urhood 
Renewal)

试图创建一个综合性和全国
性的战略政策

通过该咨询文件的发布，成
立政策行动小组，将贫困街
区的政策执行人、学者和居
民整合到一起

1998 年

益的投机行为发生。
同时，企业社区参与 (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简称“CCI”)
模式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
本有从城市建成环境的投入 ( 第二回路 )
转向社会性花费投入 ( 第三回路 ) 的趋
势。企业社区参与强调企业与社区居民、
社区相关组织合作，解决其面临的突出
的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目标和企业可
持续发展目标 [25]，有效地培育此模式有
利于将资本被动性让利调整为主动性获
利，促进合作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Andre Bradly 建立了斐济旅游业 42 家
企业的社区投资案例库，通过分析认为，
企业支持当地社区发展，更多的是因为
可以获得可持续的长期利益，合法性、
相互依赖和风险管理问题是企业进行社
区投资的重要战略因素 [26]。
4.1.3社区：原住民的代理方，保障

微观主体的空间权利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作为一种
“转换与更新城市生活的权利”，作为
一种行动的权利，也就是一种“去居住”
的权利 (The Right to Inhabit)[27]。从此
意义上看，城市权利不应当只是被动地

接受，而应是有途径的参与、表达和争
取。原住民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关注
原有空间的使用价值。同时，他们也具
有改善居住条件、获得经济补偿与安置
的合理诉求。

但显性事实是，原住民无法通过微
观主体有效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因此
需借助于社区组织的培育。笔者认为，
应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从内生性看，
通过协商性治理模式的构建，让社区组
织真正能够代表原住民的诉求；从外部
环境看，通过政府的社区赋权，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但这离不
开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英国的城市更
新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单一更新预算计划、5 岁以下儿童
确保开端计划、社区新政计划和“全英
国一起行动：街区重建的全国战略”都
强调对社区进行赋权，加强中央政府与
当地的协调，同时也让社区承担相应的
责任 [22]( 表 3)。

在城市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
制度应逐步由宏观领域的改革转向微观
领域的填充。因此，建构符合微观主体
空间权利的城市制度与秩序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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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6]。只有通过构建符合微观主体城市
权利的城市政策方能有效培育真正意义
上的原住民代理者—社区组织，也才
能让他们参与到与政府、资本之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的重塑中。

4.2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蕴含着不同的
效率实现程度及不同的利益指向 [28]。地
方政府作为城市更新实践的主导者与协
调者，应合理运用城市政策这类制度工
具来保障与协调不同空间利益主体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构建
治理型城市更新的制度体系，以有效保
障空间利益主体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首先，应积极拓展地方政府城市更
新政策工具包，制定激励与约束并重的
管控政策。城市更新的侧重点在于地方
社会问题的协调与平衡，应强调运用政
策和经济手段来解决。不同于早期增量
规划时代，作为技术工具的城市规划应
面临转型，避免单一通过容积率补偿调
动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应突出完善城市
更新的财税奖励支持政策，包括适度减
免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其他行政
事业性收费等 [29]，创新投融资政策，设
立城市更新基金，发挥国有资本效应，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活动。
例如，在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指导下，设
立了广州城市更新基金，实现“政策 +
联盟 + 基金”的创新发展方式。同时，
将城市更新项目切实与城市宏观规划和
战略目标相结合，制定合理的再开发时
序，避免出现资本偏好下的马赛克式图
景。

其次，应积极推进城市更新更高层
面的法律与政策的出台，增强上级政府
( 相关部委或省级政府 ) 对于城市更新
目标、原则的总体把握与监督。笔者认
为，在调研城市更新实施较为深入的典
型城市基础上，适时由国家相关部委或

省级政府层面出台涉及城市更新总体原
则与目标，政府、资本与社区等利益相
关方的责、权、利清晰界定等方面内容
的城市更新办法，以规范目前各个城市
自成体系的城市更新政策。例如，《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第一章第三条与《广
州市城市更新办法》第一章第三条关于
“城市更新遵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
原则”的规定在政府的职能方面有较大
差别。城市更新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理
论研究视角和实践行动领域 [30]，涉及内
容较为广泛，包括产权归属、经济发展、
政策制定、社会公平与正义等，尽管当
前我国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都已有
城市更新相关的地方立法与管理机构的
设置，但作为一个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共同作用的政策领域，应当在一定程
度上强化上级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度。同
时，也能够对地方政府的城市更新实践
进行指导与监督，防范社会问题的进一
步涌现。

最后，应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
政策的制定，赋予社区组织在城市更新
中的职责及参与城市更新全过程的有效
途径。在治理的语境下，多元主体要展
开共同合作，一般以非政府主体得到赋
权为基础，没有赋权就不会有治理 [31]。
社区赋权一方面有利于居民参与意识的
形成，社区组织和话语权的培育，监督
城市更新过程；另一方面有利于社区组
织作为整体，影响政府更新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行为。笔者认为，社区赋权应包
括给予必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建立社区
合作组织；促进建立有效的“上下沟通
平台”使得政府、资本与社区能够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促使民意能够充
分表达，如英国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周
边区域联动更新方案，从 1996 年再次
动议到 2007 年动工，相关社区民意咨
询讨论会超过 4　000 场 [32]；引入社区
规划师、经济师、律师等咨询人员参与
社区合作组织建立和培训工作，以满足

原住民参与城市更新的能力需要。这类
具体的措施都应在相关的政策中有所体
现，以达到培育社区自治能力和赋予社
区权力，保障空间正义与微观个体空间
权利的终极目标。城市更新的主体已逐
步由宏观向微观转变，唯有将权力交还
到微观主体自身，通过社区赋权的路径，
方能进一步解决空间正义的问题。 

5结语

权力和资本逻辑下的城市更新实践
注重于经济效益与地方政绩，忽略了微
观个体的空间权利，造成种种空间不正
义现象的出现。本文运用新马克思主义
城市理论对城市更新实践进行解析，构
建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提出在达成各
方空间利益主体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重
塑主体角色及其合作伙伴关系：地方政
府—空间利益的“主导者 + 协调者”，
资本—城市政策激励与约束下的有限
“空间收益者”，社区—原住民代理
人以保障微观主体的空间权利，并以相
应的激励与约束资本的政策、上级政府
的引导与监督政策及社区赋权等制度设
计予以有效保障。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
空间再开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
城市建设的“新常态”，本文期望通过
有效探索为实现城市更新实践中各方均
享空间增值收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
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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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增长主义时期社区社企合作空间治理

模式的思考
□　陈　易

[摘　要] 增长主义期间，政府—市场—社会形成的空间治理模式推动了城乡空间的快速发展。而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城乡空
间正从“增长”向“稳定”，甚至向“收缩”转变。与此同时，城乡空间治理方式也在发生转型。传统范式下，以政企合作
为主导的治理模式正在向社企所构成的新型空间治理模式转变。通过对经典治理理论的梳理，研究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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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不断探索、转型、
完善的过程。新事物、新理念、新模式伴随着新现象
在这个过程密集地涌现。在城乡空间治理领域，如果
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转型是逐步实现了城乡从一元治
理(政府治理、管理)迈向二元治理(政府、市场合作)，
那么近 20 年的增长主义时期的治理结构则是呈现出
更加多元化的趋势。然而，从这些愈加多样的空间治
理模式中不难发现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元叙事”模式，
即强调政企合作治理关系前提下的政府、企业与社会

之间的均衡博弈。这一城乡空间治理的“元叙事”
模式实际上就是增长主义阶段城乡空间治理研究的
经典范式。

在城市增长主义时代，空间治理所面对的城市
问题几乎都是处于线性关系中的单一目标问题，即
经济增长问题。扩张性发展的前置假设是城市发展
要素充分，通过要素投放获取地区的发展机会。空
间治理则成为衔接要素供给侧 ( 地方 ) 与要素需求侧
( 企业 ) 并进行空间博弈的重要过程。当城市增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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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逐渐进入尾声，中国城镇化又一次进
入了崭新的转型阶段，城乡空间治理需
要面临多头问题、多条路径、多个情境
和多种可能。基于传统范式下的空间治
理模式已然不能解决当前的复杂空间问
题，创新空间治理方式又一次成为城乡
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城乡空间治理方
式的创新意味着城乡生产要素的占有、
使用、分配与收益方式发生了变化，参
与要素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也随
之发生了改变，即治理范式发生了转变。
在国家提出全面提升现代治理水平的大
背景下，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空间治理模
式创新、转型成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重
要议题。

1城市增长主义时期的空间治理

吴缚龙教授在其著作《Planning 
for Growth：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1] 中用“为了增长
的规划”形象地总结了近 30 年中国城
乡规划与城乡治理的发展状况。“增长”
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城乡规划编制的“技
术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城乡规划实施、
管理的重要“价值观”。城乡规划作为
重要的城市治理工具，“增长”价值观
也同样反映在了城乡治理或是空间治理
(Spatial Governance) 中。甚至，增
长主义已经被作为一种发展工具渗透
于中央到地方整个发展体系的方方面面
[2]。

作为以空间为平台进行利益博弈而
形成的独特治理结构 [3]—空间治理，
无论从治理主体与客体，还是治理模式
与机制等方面都留下了“增长”的烙印。
事实上，中国空间治理理论研究的兴起
恰逢城市增长主义初现端倪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早期空间治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
弈关系及其空间效应 [4-7]，其研究范围
也聚焦于城市内部的治理结构，即城市

治理或管治 [8-12]。随着城市增长主义进
入高潮，空间治理的主体愈加多元化，
治理的客体也愈加多样化。历史街区、
旧城改造等小尺度城市存量空间开发领
域成为空间治理研究的焦点 [13-15]。增长
主义时期的空间治理研究主要基于传统
的城市政体理论，其模式与机制的研究
也主要基于三元政体的空间博弈关系。

1.1传统视角下的三元政体模式

传统视角下的空间治理研究将治理
模式理解为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
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三大政体治理结构体
系 [16]。其中，政府治理体系在城乡公共
物品、公共事务与资源的配置方面有着
与生俱来的权威性。政府与市场、社会
利益集团的合作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分享
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 [17]。

增长主义时期，传统视角下的空间
治理占据主导位置的是政企合作模式。
政府与企业之间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博弈
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起到了有效的促进
作用。当然，在不同发展背景下这种博
弈关系始终在进行自平衡，即究竟是强
化“公域”、还权“私域”[18]，还是与
之相反。当然，随着社会利益集团在公
共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社会治理
体系在空间治理中的重要性也越加显著。
社会组织和居民团体等通过协商确立共
同的目标，实施对公共事务的治理 [19]。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开
始成为现代城市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20]。
从而，在治理结构上最终形成了政府—
市场—社会制衡的三元治理结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增长主义时
期社会利益集团的治理行为往往被视为
“弱势群体”的保护性治理。在传统的
“政府—市场”治理模式中，实际上是
忽略甚至牺牲了社会利益集团。公众参
与的缺乏必然会倒逼治理模式转变。而
实现多元参与治理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
公众参与及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 [21]。

1.2空间行为视角下的交叉治理模式

基于传统空间治理研究范式，有很
多学者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
对治理模式进行了很多创新性探索。城
市空间交叉治理正是这些探索中最具代
表性的研究之一。研究认为，城市空间
交叉治理应从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社
会行为 3 个维度的合理性出发，进而将
空间治理的关键指向各利益集团的行为
理性。

顾朝林教授曾经多次指出：经济
竞争在不断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的同时，
也引发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并加剧社会矛
盾。这一判断指出了在“增长”的过程
中，各个利益集团影响力在逐渐增大，
势必就会造成博弈过程中的问题激化。
自然，这就倒逼了各个利益集团寻求实
现治理平衡的路径。因此，政府的管理
行为、企业的经济选择行为和个体的社
区活动行为在城市空间结构重构过程中
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三者间交互作用的
时空叠加塑造了城市空间。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顾朝林教授针
对我国城乡治理的现实问题给出了包括
兼并、合并、产生区域(公共)行政当局，
组成服务供给董事会和机构等 8 个可供
选择的管治 ( 治理 ) 模型 [22]。

1.3发展动力视角的空间动力模式

在城市增长主义时期，城乡经济、
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
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基础与作用机制，其
物化表现是对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 [23]。
这个观点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
动力变化角度分析和解释了不同利益
集团对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斯
通 (C.N.Stone) 在研究美国的城市政体
类型时，也曾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空间
发展动力机制与空间治理方式存在紧
密联系，从而构建了基于美国经验的城
市发展动力、城市政体和空间治理之间
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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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祥等人指出，中国城市政体及
其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包括了 3 个方向，
即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空间类型[24]。
上述 3 种空间类型的划分分别从中央政
府治理制度设计的不同阶段构建了城乡
空间发展机制与治理之间的关联，从 3
个维度提出了基于空间动力的空间治理
模型。

1.4其他空间治理模式研究

除了系统性研究空间治理理论体系
以外，美国伊利诺夫大学的张庭伟教授
提出了 3 种作用模型的猜想用以解释三
元政体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方式[25]。
他认为在政府、市场、社会三重分工的
复杂情况下，城市规划应在“规划作为
政府行为”“规划和市场导向”“规划
和社会公平”3 个平台基础上搭建城市
规划平台，协助三方利益集团的政体联
盟有效推动城市发展 [26]。

日本东京大学的何丹指出在市场化
和地方分权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
间关系、公共和非公共部门间关系、地
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和经济精英的经
济利益间关系、社会各阶层关系通过企
业、政府、社会组织三元政体进行利益
权衡 [27]。空间治理研究的关键就在于
分析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机
制的差别，寻求利益主体的利益整合机
制 [28-29]。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治理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因此也出现了不少
基于行业、尺度与市场等不同角度的治
理模式分析，如企业化城市治理模式、
国际化城市治理模式及顾客导向型城市
治理模式等 [30]。

2后增长主义时期空间治理面临的

挑战

2.1传统治理模式提供的动力供给

愈发不足

城市增长主义时期最为重要的治

理模式是政企合作模式。政府通过与市
场利益集团合作，共同推动城乡空间的
开发利用。在合作过程中，政府通过提
供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等吸引企业在
当地的投资与运营。在发展要素体系
中企业、劳动力等资源充分的条件下，
通过这种治理模式很好地衔接土地资
源供给侧(地方)与土地资源需求侧(企
业 ) 的供需关系，这种治理模式所提供
的动力供给就可以有效地支撑城乡发
展。

然而在后增长主义时期，当企业和
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出现衰退时，通过土
地资源供给而产生的巨大增长效应已经
难以为继。可以见到的是，填充式的城
乡增量扩张已经被小尺度的存量更新所
取代。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传统治理模式
的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低，其存在的合
理性就受到了质疑。

2.2传统治理模式忽略的社会成本

不断增加

在城市增长主义时期，与高速且持
续的城乡增长相对的是生态环境、社会
公平等隐性问题的逐步浮现。在传统治
理模式下，出于对地方发展的强烈渴求，
吸引市场利益集团的不仅仅是廉价的劳
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还有低廉的环境
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待到经济发展到了
一定阶段，社会诉求已经不再仅仅是经
济的增长，还包括了生态品质、社会正
义等不同方面的诉求。社会诉求的增多
也就直接导致了“发展”成本的不断增
加。

尽管我们都认为这种成本的增加是
正确的，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已经产生的
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在后增长主义时期面
对和解决。而既有的空间治理手段缺乏
多元治理的思路，给多学科的穿插和综
合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1]。社会价值
体系的多元化，已经让空间治理可以采
用的方式、方法捉襟见肘。

2.3传统治理模式形成的权利结构

发生变化

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政府与市
场、社会利益集团的合作过程实际上也
是在分享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 [17]。当
公共权力的归属发生变化的时候，空间
治理的权力结构当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
变化。

增长主义高峰时期，政府体系内
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实
际上通过放权等手段刺激地方政府积极
发展。与此同时，市场利益集团在城乡
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拥有话语权
的“优质”企业对城乡空间发展的决策
权进一步加强。例如，一些大型房地产
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转型成为地区运营
商。其通过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获取
部分新区所谓的“运营权”，实际上就
是在地方空间治理拥有了更大决策权。
而社会利益集团无论是因为自身的影响
力不断增加，还是由于不断市场化的企
业更加重视这个社会群体的“需求”，
社会利益集团也在治理中争取更多参与
决策的机会和权力。

3后增长主义时期空间治理模式

的重构

3.1传统治理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3.1.1波兰尼理论与双向运动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 又译《大
转折》) 一书中提出社会、市场作为两
种互相对立的反向运动独立存在，是构
成市场社会的基础，这一观点即著名的
双向运动理论 (Double Movement)。

双向运动的基本点在于市场与社会
对立运动所形成的平衡机制 [32]。而这一
平衡机制在于自由市场在形成过程中对
生产要素的分配与再分配发生了变革，
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等要素均成为了自
由市场中可估价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力量的影响力在于对自由市场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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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与反作用 [33-35]。双向运动同时存在，一
方面形成了促进发展的经济自由主义的
运动；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反向的社会自
我保护运动 [36-38]。可以说，自我调节市场
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双向运动，社会立
法和社会保护成为重要的制度力量 [39-40]。
3.1.2对空间治理创新的价值

如果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去解
释城乡空间问题，那么我们会惊喜地发
现它为空间治理研究开辟了除三元政体
结构之外的新思路 [41-42]。空间治理所包
含的治理关系不再是仅仅存在于三元政
体之间的“平衡关系”，还可能是存在
于市场—社会之间的“嵌套关系”。政
府可以不充当治理的参与者，而是监督
者。面对后增长主义时期空间治理的诸
多挑战，这也许是值得探讨的新路径。

在这个“嵌套关系”中，市场与社
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简化了三元政体
博弈中政府干预的内容。一方面可以让
市场—社会合作中的创新要素更大程度
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合作
过程中的非必要成本出现的可能性。例
如，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源之间的利益交
换过程中构成了直接的、非生产性的寻
利活动—寻租 [43]。这种超越一般市场
规律的利益交换活动势必将造成市场对
社会的“脱嵌”风险。当市场超越了社
会作用的时候，它就处在市场—社会“脱
嵌”的状态下，就有可能产生重大危机。
这就需要社会力量开始产生相应的反向
运动，即一种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让
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
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
也就是重新构建一个“市场与社会嵌套”
的平衡 [44]。可以说，这种治理模式也从
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后增长主义时期的权
利结构变化趋势。

3.2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探索

3.2.1社区社企合作空间治理

针对后增长主义时期城乡开发空间

尺度逐步缩小，并以存量更新为开发重
点的特征，空间治理模式的创新可以社
区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社区空间
尺度上由社会利益集团与市场利益集团
为核心形成的合作治理关系，即社区社
企合作治理 (Community Public Private 
Cooperation，简称“CPPC”)。具体
而言，社区居民所形成的利益团体与企
业构成了直接的博弈关系，他们共同参
与社区未来的开发、改造等治理活动。
这一合作关系将成为空间治理模式创新
的核心伙伴关系。

代表市场价值导向的企业在社区治
理中所形成的空间响应与代表社会价值
导向的社区所产生的空间响应形成正反
两个方向的运动，这两个方向的运动构
成了社区空间治理的“嵌入关系”。在
这种空间治理关系中，政府仅仅承担监
督与引导的职能，空间治理近乎成为了
社会与市场利益集团的空间自组织或者
是空间自构。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的空
间开发实践中，企业已经开始尝试转变
原有的政企合作关系，探索直接与社区
形成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3.2.2社区社企合作空间治理机制

正如波兰尼在双向运动理论中所阐
述的，社会与市场利益集团存在着“嵌
入”的平衡关系，社区社企合作治理的
机制也是基于这个理论提出的。

社区社企合作的机制是一种社区空
间尺度的共治，它是基于法治和制度基
础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 ( 政府 ) 制
度设计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利益集团
通过各自的资源供给形成了自组织的空
间博弈行为，通过对话、竞争、妥协、
合作和集体行动等方式实现各自利益集
团的价值最大化。这种社会与市场利益
集团的直接沟通使得二者均处于双向运
动中的“嵌入”状态，而以法治为基础
的制度设计降低了二者“脱嵌”的风险。
3.2.3空间治理创新后的政府治理

在社区社企合作治理中，政府的作

用是否降低或者削弱？回答是否定的！
准确地说，政府治理角色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治理结构的重构促进了地方政府
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就是一种对地
方政府制度供给侧的改革，地方政府的
治理决策不再是直接进入竞争性领域进
行市场博弈，而是提供制度框架，促进
市场与社会利益集团的自组织。

在社区社企合作治理中，政府将进
一步褪去其参与经济活动的职能，更加
转向监督管理，在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
做好“第三方”服务工作，在市场与社
会利益集团之间起到协调、平衡作用。
实际上，市场与社会本来就存在的双向
运动可以自发地完成城市更新空间治理
中的部分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通
过制度设计保障社企合作关系的形成将
会是未来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

4汕头大布上社区空间治理实践

4.1渐进转变中的半城半乡社区

大布上社区位于汕头潮南，是典型
的潮汕半城半乡地区。虽然在行政和规
划角度已经是城镇化区域，但是在空间
形态、社会形态上依然是城乡混杂。长
期无序的低水平发展造成了用地布局混
乱、内部交通条件较差、新建建筑特色
缺失、休闲娱乐设施建设不足、产业结
构单一和人居环境被破坏等问题。

在对大布上社区的问卷调查中 ( 有
效问卷率达 93％ )，公众对现状不满和
主要诉求基本集中在民生设施方面，如
社区的绿化、公共空间、环境整治与交
通出行等方面。一方面该地区的建设长
期缺乏强有力的规划管控；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的财力、资金有限，难以面面俱
到地完善所有社区。这就造成了大布上
社区的规划、实施、管理乃至空间治理
处于一种失灵的状态。

然而在新一轮的规划编制与社区
建设中，这些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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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一年时间内，大布上社区的生活环境
逐渐转好。最为典型的是社区公园的投
入使用 ( 图 1 ～图 3)。在缺乏上级政府
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社区公园建设仍成
功融资、顺利建设。社区的娱乐休憩空
间、绿化生态空间和购物休闲空间得到
改善，满足了当地社区群众的需要。

4.2社区社企合作空间治理的一次

实践

4.2.1极具潮汕社会网络特色的社会

治理

社会利益集团在大布上社区改造
治理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公众可以通过
会议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在这个过程
中，潮汕独特的社会网络促使了当地居
民自发参与社区事务。在若干次改造协
商会议中，公众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
各抒己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见也

都非常实际，都紧密贴合日常生产生活。
达成共识的公众诉求也更易于与规划
编制、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充分沟通与协
商①。

除了一般地区都常设的基层组织以
外，潮汕地区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老
人会”。这个“老人会”带有非常强的
宗族关系与父老关系的色彩，在大布上
社区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组织既可以
统一本地居民的思想，协调大家的分歧，
还能够衔接在国内和海外打拼的乡贤，
让这些乡贤企业家回家乡投资。而且这
个组织可以作为居民的代表向上级政府
争取更多的支持。根植于地方宗亲关系
与父老关系的社会网络体系造就了这种
独具潮汕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
4.2.2以社企伙伴关系为核心的社区

治理

潮汕地区企业家辈出，特有的文化

图 1 大布上社区公园改造前实景图

图 2 大布上社区公园规划设计方案效果图
资料来源：《潮南大布上村庄整治规划》。

图 3 大布上社区公园改造后实景图
资料来源：《潮南大布上村庄整治规划》。

传统造就了 3 种潮汕人，即在本地的
潮汕人、在国内打拼的潮汕人和海外的
潮汕人。独特的潮汕社会网络造就了这
些乡贤企业家与当地群众之间天然紧密
的社企伙伴关系。这种社企伙伴关系在
大布上社区建设中成为了空间治理的核
心。

乡贤企业在资本与管理方面的供给
是大布上社区空间治理中市场利益集团
的最大贡献。一方面企业根据潮汕地区
的“反哺工程”传统，通过社区组织近
乎无偿为社区更新提供资金支持，如一
些在本地的企业家乡贤则直接为改造项
目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企业也为改造提
供了很多管理方面的支持，甚至直接作
为实施方参与到建设中。

由于特殊的社会网络原因，企业
和公众在社区改造过程中的关系非常紧
密。加上潮汕人非常自主的地方精神，
社企伙伴关系就拥有了很强的自组织能
力。一方面对于社区公众来说，这种自
组织自治安排能够体现居民的共同意
愿；另一方面对于乡贤企业来说，这种
社企合作能够让社区改造更贴近市场，
更有操作性。
4.2.3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力下沉

与社企伙伴关系相比，地方政府在
大布上社区改造中的作用更倾向于监督
与指导。潮汕地区的社区自治能力非常
强，甚至更像是一种传统的“乡贤治理”。
在最新一版的潮南区总体规划中更加强
调自上而下的“一张图”统筹管理与自
下而上的空间自组织。区政府将规划、
审批等权利收到区里，将具体运用、建
设任务下放到镇村、社区。

在大布上社区改造中，尽管区政府
并没有过多参与到大布上社区的具体改
造工作中，然而改造规划编制过程一直
与区规划局保持着紧密的沟通，规划局
从规划的合理性及规范性角度一直给予
技术支持。总的来说，区政府层面更多
是尊重社区居民的意见，社区组织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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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仍主导着改造工作。除了技术
支持，政府在具体更新改造方面并没有
做过多的干预，初步构建了政府监管和
指导下的社会利益集团与市场利益集团
的伙伴治理关系。

5思考与讨论：社区社企合作空间

治理前瞻

5.1社企合作空间治理的空间尺度

后增长主义时期与社企空间治理的
出现在时间上的“巧合”是存在一定必
然性的。增长主义时期能够在短期实现
大规模城镇化的前提是能够短期内动员
区域内的生产要素，这就势必要求政府
利益集团与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紧密的联
盟。但是在后增长主义时期，经济发展
进入了稳定的常态，空间开发已经转向
小尺度开发。与此同时，社会利益集团
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这也就导致了市
场利益集团与社会利益集团最终走向了
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社区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的
城镇化载体将会成为社企治理的主要对
象。从开发量来说，社区尺度是后增长
主义时期企业所乐于面对的规模；从开
发效率来说，企业与社区公众所形成的
治理关系能够有效降低社会需求与市场
供给之间的各类成本。从这个角度上来
说，社企治理能够让企业市场资源供给
更为精准和直接地面对社区的公众诉求。

5.2社企合作空间治理的效率

大布上社区改造中的空间治理充分
反映了居民的诉求，是一种主动的社会
公共利益的征询。与之相比，在其他诸
多地区的社区改造案例中，改造计划制
定过程中多反映的是自上而下单方面的
主张，并没有体现居民多样化的诉求 [45]。

社区公众与企业之间直接的沟通是
一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高效匹配。尽管
在治理过程中需要沟通的次数比原来增

多了，然而沟通的结果有效性大大提高，
总的来说也就降低了沟通的成本。让治
理的内容能够直接反映社会需求，可以
更好地提高治理的效能。

5.3社企合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治理

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土地要素供给已
经不是核心，企业要素成为了真正的发
展主角。资金与管理等要素供给已经由
市场利益集团解决，如何降低开发成本
成为了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当然这是
社企合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的内容需
要发生转变以适应转型的需要。良好和
积极的制度设计是地方政府在这一转型
过程中的最大贡献。地方政府所提供的
制度供给应该是基于市场与社会合作关
系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一方面是
为了促进二者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是
为了形成制约机制，降低市场或者社会
“脱嵌”的风险。地方政府在空间治理
制度供给中将会进一步聚焦在土地资源
使用效率、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
正义、持续和健康的经济增长方面。

5.4治理创新下的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治理工
具，城乡规划的内核实际上就是在反映
空间治理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城市增长
主义时代城乡规划反映的是政企合作下
对土地资源扩张的诉求，那么精明收缩
时代城乡规划反映的又是什么？城乡规
划又如何创新以适应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做一个初步的思考，那么可以
发现城乡规划至少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
改革。第一，作为政府制度供给侧的输
出工具，城乡规划在宏观层面应进一步
体现战略框架的作用。一方面基于空间
加强对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维度的整
合；另一方面则要基于统筹降低现有多
部门规划带来的制度供给模糊。这也从
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前空间规划改革的必

要性。第二，作为社区社企合作治理中
的博弈工具，城乡规划在微观层面应进
一步体现其促动、制约、平衡的治理操
作模式。一方面对于社区公众而言，规
划可以作为制约无序开发的法律手段；
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规划就是一种
可以执行的开发商业计划。规划可以实
现市场与社会、供需两侧的匹配。

5.5多元治理模式时代的到来

中国城镇化速度之快是举世公认
的，转型已然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常
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将至少存在两
个现象。一方面城乡空间治理所面对的
总体社会与市场结构在不断发生着变
化；另一方面城乡空间治理由于地域差
异存在着多样化的必然。

尽管在很多地区社企空间治理模
式将由于后增长主义的显著特征而逐步
占据主要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也会
存在传统空间治理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地
区。多样化空间治理模式并存的时代自
然也即将到来！

[注　释 ]

①根据潮南区司马浦镇大布上村书记连贤明

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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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非正规性及其规划治理的中外研究比较评述
□　徐　苗，陈　瑞

[摘　要] 虽然城市非正规性现象在我国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已获得认可，却并未充分获得城市研究领域的相应关注，也未能
在规划治理的实践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为基础的当代主流城市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
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象与问题。因此，鉴于我国在城市非正规性的规划治理上所面临的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盲
区与困境，文章基于 Cite Space 等量化分析软件对中外研究成果展开系统回顾与比较评述，一方面力图从研究的角度呈现
已有与潜在的研究方向、热点问题、研究视角与方法路径；另一方面，从当下中国城市实践的需求出发对比与总结国内外城
市非正规性规划治理的相关经验。城市规划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着力点应当转向非正规经济视角，而对非正规经济的基础空
间数据的挖掘与掌握是展开深入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城市非正规性；规划治理；非正规空间；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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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ary Review Of Informality Of Cities And Its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Overseas/Xu Miao, Chen Rui
[Abstract]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informality in the cities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recognized, it is not fully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 of urban study, and also failed to ge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and solve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of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by the urban theor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dual blind area and predicament of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urban irregular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article reviews and compa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other software. 
On one hand, it tries to presen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hot issues. On the other hand, it compares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urban and foreign urban informal planning governance from the demand of current Chinese planning practice. 
The focus of urban planning on urban informal nature should turn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the exca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asic spatial data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Urban informality,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nformal space, Informal economy and employment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
转型中，小商业与小规模制造业及一系列的临时工
种被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所吸纳，计时或计件工资以
及自由职业现象日益增多。在此后世界各区域的数
次经济危机及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全能政府”
的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扩散，非正规经济 (Informal 
Economy) 崭露头角，某些大规模生产逐渐让位于
后福特主义时期以极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小批量、多
品种、零库存、低成本和短周期为主要特征的“柔性
专业化”生产模式 [1-2]。在此背景下，城市“非正规
性”(Informality) 这个词首次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
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 ①的调查报告中 [3-4]，关于城市非正规

性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范畴。与此同时，
全球性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 的快速城市化中出现的
非正规空间生长和正规空间的非正规使用现象放量
增长，逐渐吸引了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建筑、景观、
人文地理与城市社会学等一系列以城市建成环境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广泛关注。从平民窟、棚户区、
城中村到露天市场、街头摊贩、自发利用的城市飞地，
随处可见的、游离在“正规”制度与规划管治之外
的大量城市非正规性自发生长和演进现象与机制成
为研究的焦点 [5]。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以“欧美
中心主义”和“功能主义”为立论基础的西方主流
城市化理论与研究框架无法解释甚至根本性地忽视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778076)
徐　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城乡规划系副系主任。
陈　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20

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直接推动了非正规就
业和非正规空间的快速增长，为进城农
民工、下岗工人等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
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与生存空间 [10-12]。由
此可见，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途径的
研究对于我国城市发展而言尤为必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 Cite Space 计量
分析为基础，梳理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
理的中外相关文献，图谱式呈现目前国
内外研究在此议题上的进展，包括研究
与实践的热点、思路、成果、经验、空
白及发展趋势等；尤其通过中外文献的
比较评述，精准定位我国城市非正规性
发展的特点与问题，指出在我国城市现
实的社会与空间背景下，非正规性城市
规划治理途径研究的空白、误区与潜在
的研究方向。

1城市非正规性治理研究的计量

分析

本文的文献数据中，英文文献和中
文文献分别获取自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文献数据库。其中，用于具体分
析的英文文献来源于国外城市规划和城
市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 32 本 ( 表 1)，
检索主题词为“城市非正规 ( 式 ) 性”
相关的若干词汇，发表年限为 1985 ～
2016 年③，共检索到文献 258 篇。中文
文献选取的期刊来源包括城乡规划学、
建筑学及人文地理学领域较为权威的期
刊共 19 本 ( 表 2)，检索关键词为“非
正规 ( 式 )”相关的若干词汇，文献发
表年限为 1985 ～ 2016 年，共检索到文
献 51 篇。

1.1城市非正规性研究概览

从各学科相关文献总量的时间分布
状况看，国外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保
持连续的增长，且近年来增长速率加快。
而我国的研究趋势则顺应我国经济政策
和城市化政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三阶
段的特征：1992 年之后，随着我国社

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非正规性城市化现
象，既有的指导原则也不完全适用于解
决城市化的非正规性所产生的问题[6-7]。
这种被忽视的城市非正规性，无论是作
为一种动态化的城市化进程，还是作为
相对稳定存在的现象 ( 空间实体或经济
活动 )，都和城市整体 ( 包括正规性城

市化发展 ) 具有结构性的联系，城市研
究尤其是城市规划与管治研究因而面临
着认识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危机。因此，
在“南半球”(Global South)②相关理
论 [8-9] 的呼声中，城市非正规性发展的
规划治理途径是目前一个新的前沿领域
和研究热点。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非正

表 1 英文文献来源期刊 (相关刊载文献在 5篇以上 )

表 2 中文文献来源期刊

期刊名称 文献篇数 期刊名称 文献篇数

Habitat International  4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7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44 Cities 13
Urban Studies 25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

Urban Geography 12 Housing Studies 5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5

EURE_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studios Urbano Regionales

5

学科 期刊名称 学科 期刊名称

城乡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
究、城市问题、规划师、国际城市规划、
现代城市研究

人文地理学 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
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
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地
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地域
研究与开发

建筑学 建筑学报、建筑师、新建筑、华中建筑

图1 国内外关于城市非正规性的文献趋势（1985
～ 2016 年）

图 2 国内外城市非正规性的相关研究在各学科的分布情况（1985 ～ 2016 年）

图 3 国内外建成环境相关学科关于城市非正规性
的研究趋势（1985 ～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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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乡要素
流动迅速加快，劳动力商品化特征日益
凸显，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劳动与社会
保障制度却未能同步跟进，因此城市的
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空间获得充足的发
展。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城市非正规
性现象的研究开始以平均每年约 31％
的增速急速提升，并在 2007 年前后达
到峰值。2008 年经济危机及之后，中
国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公共资金主导
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大量就业和保
障房投资；与此同时，劳动保障和社会
保障加强，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影响使学
界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关注出现了下
滑态势 ( 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建成环境的
相关学科对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关注远
远高于国内学界：涉及城市非正规性研
究的相关学科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公
共环境职业健康、公共管理学、地理学
和城市研究等学科，共计约占总量的
31.8％；我国研究非正规现象的建成环
境相关学科仅仅包括城市经济学及城乡
规划与市政相关学科，仅占总量的 7.3％
( 图 2)。此外，国内研究不仅起步较晚，
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 ( 图 3)。反观中
国 3.3 亿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 [13] 和大
量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城市非正规空间
现状，我国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建成环
境相关学科对城市非正规性的关注严
重不足。

1.2城市研究领域非正规性研究的

知识基础分析

学科的知识基础对应于现有研究的
被引文献集合，因此本研究将具体分析
的文献记录导入 Cite Space Ⅲ开展共被
引网络分析。就英文文献而言，共被引
Time-line 图显示有 7 个聚类④ ( 图 4)。如
果用每个聚类中的高中心度 (Centrality)
文献表征该聚类所代表的知识领域，出
现于 2004 年之后的 5 个聚类 (0、1、2、
7 和 11) 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其中，
聚类 0 主要聚焦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特有

的城市化现象与逻辑；聚类 1 的研究主
要从街头摊贩等非正规就业者或城市贫
民的“公民权利”视角出发，提出适应
于发展中国家的“反抗主义规划”“协
商式规划”等亲贫主义规划思路⑤；聚
类 2、7、11 多为对前两者的补充，主
要对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城
市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开展批判式的政
治经济学讨论；聚类 4 主要关注发展
中国家非正规住区的土地权利和更新进
程；聚类 5 的文献则主要关注发达国家
的新自由主义和移民浪潮及转型国家市
场化背景下非正规经济的多元化和异质
性观点现象。整体而言，国外对城市非
正规性的研究形成了城市非正规性发展
机制 ( 聚类 0、1、2、7 和 11)、非正规
空间 ( 聚类 4，以非正规住区为代表 )
及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 聚类 5)3 类知识
基础。

1.3城市研究领域非正规性研究的

关键词分析

鉴于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凝
练，本研究将 CNKI 与 Web of Science
的文献记录分别导入 Cite Space Ⅲ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间跨度为
1985 ～ 2016 年， 时 间 切 片 为 2 年。
其中，英文文献共得到 126 个关键词
和 406 条连线，而前十个高频关键词
依次为：City、Informal Settlement、

Informal Economy、Politics、South 
Africa、Informality、Poverty、Policy、
Market、Slum，这些词汇完全可以归
入到上文推导出的 3 类知识基础之中。
因此，在排除掉语义不明且词频较低的
部分关键词后，通过分类和比较的方法
将关键词归结为若干次类。就中文文献
而言，51 篇文献中仅生成 13 个关键词
和 17 条连线，前六个的高频关键词依
次为：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非正
规部门、流动摊贩、广州和城中村，这
样的结果反映出我国城市非正规性研究
一方面主题高度聚集，另一方面缺乏广
度和深度。为了便于开展中英文的对比
分析，本研究将中文文献关键词进行了
人工分类 ( 表 3)，并就关注人群和关注
地区进行中外研究的对比分析。 
1.3.1关注人群

国外的研究关注人群按照数量依次
为贫困、移民、性别和种族，而国内研
究依次为乡村移民或转移劳动力、性别、
贫困与下岗职工 ( 图 5)。虽然国内外的
关注对象均聚焦于城市贫困阶层和弱势
群体，但因各自的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
部分独特的群体对象，比如中国的“下
岗职工”和国外的“种族”。此外，同
样的关键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往往具
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移民”作为国
内外文献的重要关键词，反映了非正规
发展与移民相关联的普遍认知。但“移民”

图 4 Cite Space 国外文献共被引 Time-line 图（1985 ～ 2016 年）
注：多元经济是发达经济体对非正规经济特征表述的现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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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通常聚焦于非正规
城市化进程与非正规聚居区 (Informal 
Settlement) 的产生机制；而发达国家的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移民与发达经济体中
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联系。相比较而言，
我国的关注人群更强调乡村移民、转移
劳动力及城镇下岗职工，这在本质上反
映了我国城市非正规性现象与政府主导
的一系列去管制化政策及城市二元体制
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10，13-14]。并且，
国内研究较少对“贫困”与“非正规性”
进行关联分析，可见对于贫困人群的经

济生存方式和就业类型的研究还需跳出
制度化与正规经济的视野局限。
1.3.2关注地区

从英文关键词的地区分布特征看，
非正规性研究的主流关注对象仍旧集中
于发展中国家 ( 图 6)。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去管制化、社会保
障制度的去福利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转
型和移民浪潮的涌入，欧美城市中非正
规性现象和相关研究也持续增长[3]。例如，
美国城市中的临时工增长迅速，需求更
灵活的劳动力成为国家性现象，尤其是

在建造业。因此，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不少学者对欧美城市中出现的非正
规经济类型及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做
了持续的研究，并逐渐形成对发达国家
非正规经济异质性本质的共识 [15-17] ⑥。从
国内的关键词分布状况看，研究关注的
热点地区多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主要包
括广州(包括广州大学城)、深圳蔡屋围。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城镇化进
程的先驱、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早
期“世界工厂”的所在地，其土地利用
和产业发展模式通常都是在正规性制度
缺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就尤
其有利于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为珠三
角大量的外来人口 [18] ⑦提供了低成本的
住房和相关生活开销，以及充分的低技
术或零技术门槛的就业岗位。因此，珠
三角长期以来是中国非正规性城市研究
的重点关注地区和典型案例城市。但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加上从西
部到东部沿海务工人员的部分回流，一
些西部后发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
速度已经超过沿海发达地区⑧，非正规
性城市发展现象增长迅速。因此，这些
后发地区将成为未来城市非正规性研究
的关注焦点。

2基于知识基础分类的中外城市非

正规性治理比较

根据前文分析得出的 3 个知识基础
类型，国内外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的
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 3 个部分：①地方
文脉下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机制；②城
市非正规空间的规划治理；③城市非正
规经济和就业的规划响应。城市非正规
性的发展机制研究通常从历史或政治经
济的视角出发分析城市非正规化发展的
制度逻辑，为城市非正规空间和非正规
经济的规划治理研究构建了认识途径与
理论基础。 

2.1城市非正规性的发展机制认识

从传统观点出发，非正规性通常被

表 3 根据 Cite 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的结果整理的关键词分类

关键词分类 国外文献中的关键词 国内文献中的关键词

非
正
规
性
发
展
机
制

管制
政策

政治政策：Politics(21)、Policy(13)、State(10)、
Governance(8)、Governmentality(5)、
Management(5)
规划政策：Urban Planning(4)、  Planning(2)

管制、管治、正规化

城市
非正
规性
进程

非正规性：City(45)、Informality(18) 、Urban 
Informality(7)
城市化：Urban(7)、Urbanization(5)、Growth(4) 、
Growth(2)、Urban land(2)
生活策略：Strategy(6)、Citizenship(2)、Live-
lihood(2)、Segregation(3)

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市民化
城市规模、人口增长、就业人口、
制造业、区域竞次

非
正
规
经
济

经济
类型

统称：Informal Economy(23)、Market(12)、
Employment(10)、Work(7)、Economy(6)、
Informal Sector(4)、Informal Worker(2)、  
Sector(2)、  Informal Employment(2)
类别：Home based Enterprise(6) 、Street Ven-
dor(2)、Street Trader(2)、Street Vending(2)、
Day Labor(2)

非正规就业 (11)、非正规经济 (8)、
非正规部门 (5)、流动商贩 (5)、
自雇、休闲娱乐行业

研究
视角

Health(2)、Mobility(2)、Geography(2)                         —

治理
手段

治理政策：Poverty Alleviation(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Social Movement(2)、Social 
Dialogue(2)
其他：Technology(2)

社区就业

非
正
规
空
间

空间
类型

非正规住区：Informal Settlement(42)、Slum(12)、
Settlement(4)、Urban Village(2)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5)、Space(5)

城中村 (8)、大型城市开发项目、
楚河汉街、主题公园、广州芳村
茶叶市场 、下渡村、城镇、工业
遗产、非正规工厂、非正规住区

研究
视角

物质环境：Infrastructure(6)、Sanitation(4)、
Climate Change(3)、Energy(3)、Environ-
ment(2)、Vulnerability(2)、Risk(2)
土地使用权与产权：Tenure(4)、Land te-nure(2)、
Property(3)、Property Right(2)、Conflict(3)、
Land Market(2)

空间分布 (5)、自组织机制 (2)、
空间结构 (2)、空间生产、空间形
态、空间重构、互构、空间自相关、
微区位、空间因素、行为空间、
居住演变、侵入与接替、演进、
地方嵌入、土地利用

治理
手段

城市更新：Informal Settlement Upgrading(4)、
Slum Upgrading(3)、 Urban Metabolism(2)
公 众 参 与：Participation(5)、Community Par-
ticipation(3)、Enumeration(3)
住房与土地政策：Housing Policy(4)、Housing(5)、
Legalization(2)、Private(2)
其他：Science(2)、Conservation(2)

正规化、更新、疏导区、空间疏导、
“清无”

注：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共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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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管制缺失”，因而许多学者将
其归纳为“第三世界城市人民的谋生方
式”或是“下层阶级的生活实践”等“自
下而上”式的草根主义视角 [5-7]。然而，
Sassen、Roy 和 AlSayyad 等人否认了
这一观点，他们将非正规性视为组织和
管理城市化进程的内生性逻辑，是一种
刻意地“去管制化”的结果而非管制缺
失 [15，19]。其中，Sassen 认为发达经济
体中个人与企业收入的两极化催生了非
正规性发展现象，她以美国为例分析了
在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引领经济发展的信息与技术产业
以高成本的去制度化方式攫取巨大利
润，另一方面低利润企业和低收入群体
则采取低成本的去制度化 / 非正规性途
径提高适应能力 [15]。Roy 则将非正规性
视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探析了管

制力量面对大城市边缘的非正规性聚居
区，始终掌握着界定聚居区合法性的统
治权 (Sovereign)，往往依照自身利益
采取不同的管制政策，或放任不管，或
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和农业改革的形式征
收土地 [6，7，19]。对此，Castells 和 Port
等结构主义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发
达国家中的非正规经济视为晚期资本主
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的剥削方式 [2]。
Slavinc 也认为发达经济体中的非正规
性 (Informalization) 中就包含政府和资
本主义利用去管制化、去福利化等新自
由主义政策有意为之的成分 [3]。我国学
者黄宗智指出，中国的非正规性实践是
在政府主导下“集权的分权主义”和“劳
务派遣”等一系列制度下完成的，是一
种“有计划的非正规实践”[13，20]。这一
制度模式促进了地方政府“区域竞次”

和“政府主导的非正规经济”局面的形
成，并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却无法市民
化的“不完全城市化”[14]。可见，国内
外学者在城市非正规发展机制上呈现出
明显的二元观点(图7)，即为“自下而上”
的草根主义(Livelihood、Strategy)和“自
上而下”的管治策略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事实上，城市非
正规性实践是一种多元的历史事实，既
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策略，也是自下
而上的生活“实践”，两者的结合可以
恰当地解释城市中不同的空间、经济和
社会活动在多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生产逻
辑。

2.2城市非正规空间的规划治理

从关注类型看 ( 表 3，图 8)，国内
外对非正规空间的关注类型大量集中于

图 6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关注地区图 5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关注人群

图 7 国外文献中“非正规性”核心关键词频次网络示意图 图 8 国外文献中“非正规空间”核心关键词频次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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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基础设施和住房改善的参与状况
与途径开展分析 [23-24]。部分研究分析了
这种公众参与的形式，认为通过帮助居
民详细地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和现有资
产，可以促进居民与政府的对话，改变
原有的强制拆迁计划，并为社区发展找
到新的可能性 [25]。Roy 则提出“例外
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法，即通
过允许对基础设施延期付款的方式来帮
助贫困阶层获得非正规住区相应的基础
设施 [19]。在焦点问题—土地与住房
产权方面，部分学者证实被赋予土地使
用权或者拥有土地安全感的居民的确有
更好的意愿去主动维护住房和基础设施
条件 [26]，并指出对土地和住房产权的
界定应当尊重传统的交易关系与分配制
度 [27]。

对于我国的典型非正规聚居区—
城中村，其中所涉及的复杂权益关系及
城中村对城市弱势群体的支撑作用是规
划治理时必须考量的内容。而目前的研
究表明，不少城中村重建项目不仅只是
推动了非正规性行为的地点转移，还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
的城市经济 [28-29]。不少学者对城中村治
理政策的建议可总结为：①以“市场化”
为导向，掌握赋权时机，把握二元土地
的一体化管理进程；②合理保留城市低
品质功能；③在合理保障村民权益和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前提下，从经营机制
和制度上综合设计其治理框架；④引入
监管机制控制非正规聚居区增长，并逐
步纳入城市廉价住房的供给体系中 [30-32]；
⑤主张通过发掘以非正规经济为代表的
生产文化、工业遗产文化等新文化类型，
重塑城中村的遗产价值 [33]。
2.2.2公共空间非正规使用的规划治理

不少国际研究均把为摊贩谋取空间
权作为公共空间研究的重点。例如，墨西
哥城历史中心区的摊贩通过依托建立商业
联合组织或位置流动的方式来应对大规
模商业改造对其空间使用权的排斥 [34]；
又如德里的摊贩面对城市权威不同力度
的“管制”措施时会采取权变的应对

方法，而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之争常常
通过 NGO、正规店主等更多主体之间
的反复协商与冲突来维持平衡 [35]。事实
上，国外学者对公共空间非正规使用的
规划治理策略已经包含在对其生存策略
的研究中，认为政策实践中应当让非正
规使用者具有表达公民权利的话语“空
间”，在参与和沟通的机制上解决这一
问题 [36]。我国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探
索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和行为规律 [37-38]，
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评估广州
市的流动摊贩疏导区政策，认为该政策
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否满足摊贩在区位、
成本及制度等方面的切实需求 [37]；通过
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建成环境对流动摊
贩分布的影响，建议在医疗卫生或教育
性质用地旁设置疏导区 [38]。可见，在满
足摊贩的实际需求条件下对疏导区开展
适应性的规划是目前我国流动摊贩规划
治理的主要途径。在整体的治理模式上，
国外将公众参与和多边协商作为解决非
正规聚居区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政策内
核，国内虽然也有类似的倡议，然而在
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仍旧以“正规化”或
管制为主要的治理方案。

2.3城市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规划

响应

非正规经济和就业作为边缘化人群
的谋生手段，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现象，但 sassen 以美国尤其是
纽约的研究为例指出：非正规就业所属
的非正规经济也已内化为发达国家正规
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与后工业时期“新
经济体系”下的正规经济密切联系，为
其高科技和高利润行业提供所需的低技
能与低报酬服务 [15]。因此，发达国家的
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现象应该被视为更深
广的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亚洲和拉美
国家城市发展尽管阶段混杂，但也有类
似的发展进程，该论断尤其适用于中国
东西部城市发展不均衡状况。从表 3 与
图 9 看，国外研究的分野主要基于地域
差异，发达国家主要研究非正规经济与

非正规聚居区 (Informal Settlement、
Slum、Settlement、Urban Village)
和公共空间的非正规性使用 (Public 
Space) 两个层面。从关注视角来看，
国外集中于非正规住区的物质环境
(Infrastructure、Sanitation)、土地权
属 (Tenure、Land Tenure、Property、
Property Right) 两类大的视角。国内
研究则着重于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来描
述非正规空间的生产逻辑，因此两者存
在较大不同。从治理手段看，国外文献
中出现的关键词包括 3 类：①非正规聚
居区的更新政策 (Informal Settlement 
Upgrading、Slum Upgrading)；②公众
参与政策 (Participation、Community 
Partici-pation、Enumeration)；③土
地产权合法化政策 (Legalization、Pri-
vate)。国内的关键词则包括正规化、更
新、疏导区、空间疏导及“清无”。综
上所述，国内外所关注的非正规空间类
型相似，但是在关注的视角和治理策略
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2.1非正规聚居区的规划治理

物质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改
善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非正规聚居区
的重点关注问题。自 20 世 60 年代中
期以来，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非正规
聚居区更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资助下一直采取“自助策略 (Self-help 
Approach)”[21]。不少学者和团体试
图通过物质环境更新提升非正规聚居区
的生活状况，如 Pressick 基于智利、斯
里兰卡和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实践，建议
采取模块化、垂向发展等建造手法，并
提出认知非正规性构造的进程、主张所
有权、主张渐进式更新、推动自治和推
动合法性 5 项目标以确保更新的进程的
包容性 [22]。在此过程中，学界着重强
调非正规住区更新中社区参与、多边协
作等工作机制，以期为非正规聚集区更
好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许多学者认为
应当重视社区诉求和参与，进而从结构
组织、资金和参与计划等各个方面对不
同层次的政治组织、非政府部门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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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关系，以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
发展中国家主要开展对非正规经济与就
业群体的发展策略研究。在研究的具体
对象上包括家庭小型企业、街头摊贩和
临时工。研究视角上则包括非正规从业
者的健康、机动性及非正规经济的地理
分布等方面。而在治理政策方面，已有
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政策、贫困缓解和
可持续发展。国内研究文献在总体类型
构成上与国外相似，在研究对象上一般
聚焦于街头摊贩，研究视角上集中于空
间分布，治理政策上多提倡就业扶持、
再就业工程与社区就业等社会政策。由
于关键词数量少，词频聚集不明显，并
没有形成确定的研究方向和主流趋势。
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规划视角
明显受限于传统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对非正规经济和就业的空间分布或分异
研究十分有限，造成相关的治理政策更
多在于公共管理的政策层面而非与土地
利用等资源分配相关的城市规划层面，
导致城市非正规经济与就业从各种规划
议题中“消隐”。
2.3.1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分布

与非正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相反，有关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空间研
究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例如，
Crotty 根据社会经济属性和建成环境
特点将圣地亚哥都市区临时工 (Day—
labor) 雇佣点划分为 5 种类型：传统
内城型、西班牙聚居区型、建造业就业
或市镇中心型、农业就业型和移民营地
型，并指出非正规雇佣点的建立是以临
时劳动力工作机会最大化为导向 [39]。而
Sassen 以纽约为例观察了发达国家非正
规经济和就业的发展，并指出空间要素
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劳动密集型的
高收入绅士化 ( 商业与居住 ) 发展模式
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资本密集型发展模
式的用工方式。在资本密集型发展过程
中，与中产阶级郊区相对应的是地块区
划与独立住宅、道路与高速路网、小汽
车或通勤火车，家庭生活方式依赖各种
家电用品、大型购物中心与家务自助劳

动；而集中在市中心、郊区商务中心和
边缘城市中心的优势经济部门，其高收
入群体和企业更倾向于雇佣维护人员，
产生了大量的对定制服务或限量产品等
非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与服务需求，这些
需求往往通过近距离的、劳动密集型方
式生产并通过全过程服务的零售方式销
售。并且，在尖端产业增长和集聚所导
致的激烈的土地竞争背景下，劳动密集
型的低利润企业的生存困境推动了非正
规经济的放量发展，这其中包括非正规
企业的增长和正规企业逐渐将部分劳动
外包给非正规企业。因此，非正规经济
和就业的空间落点不仅包括血汗工厂和
家庭作坊聚集的移民低收入社区，还包
括吸纳各类传统服务进入的高收入城市
绅士化社区，以及自发形成的、面向城
市范围市场的非正规制造与产业服务区
域 [15]。伦敦的相关研究呈现出的高收入
阶层对低工资家务工作的需求增长也有
力支撑了 Sassen 的观点 [40]。发达国家
的相关研究表明了对城市空间治理的重
视，且均提出了如何在利用非正规经济
产生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改善非正规就业
环境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
空间研究数量较少，在城市治理研究层
面主要是分析具体特征群体的非正规就

业类型及其工作空间的差异 [41]。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岗位对于空间资源
的使用方式极其多样，存在于广阔的空
间维度中 [42]。我国对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的空间研究也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珠
三角地区的城中村社区，分析城中村中
非正规企业的功能类型、比重的变迁和
具体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要素等 [43-44]。
2.3.2非正规经济与就业的规划响应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非正规经济作为弱势群体的生活策略，
其正面作用近年来已经获得广泛认可，
城市对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思路也变得日
益综合，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主张
承认并尊重非正规经济的作用，以推动
非正规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焦点 [45-46]；另
一类强调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政治话语
权、公民权与就业资源。对于前者，已
有文献多从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等角度出
发，明显反映出物质空间规划视角的缺
失，即诸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公共
服务配套等城市资源配置如何回应与推
动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对于后者，不少
学者对如何提升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环
境和生存权利开展了相应研究，尤其是
从城市空间和公共资源规划的角度出发，
探讨如何帮助非正规就业者获得稀缺的
公共资源以提升自我的获取感 [39，47]。例

图 9 国外文献中“非正规经济”核心关键词频次网络示意图

图 例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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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研究指出由于交通资源的分配问
题，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者相较于
正规就业者更缺乏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等资源 [48-49]；Suarez 认为墨西哥外围地
区的非正规就业者更愿意就近就业缩短
通勤距离，以减少就业成本 [50]。事实上，
城市中心对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需求而产
生的大量非正规就业岗位与低收入人群
不能负担市中心的居住成本两个情况相
叠加，非正规就业者在获取就业资源时
通常会遇到更大的障碍。发达国家的经
验也表明，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低收入
群体，通常在寻找工作时会受到诸如住
房位置、交通条件和信息障碍等一系列
限制 [51-52]。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在社会
学领域展开，多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

发 [12，53]，较少涉及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
即土地和空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

3总结：我国城市非正规性及其

规划治理研究特点与空白

综上所述，虽然城市非正规性发展
的内在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国内外
在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规划治理政策上
存在显著差异 ( 表 4)。我国城市非正规
性发展所伴随的特定制度结构，诸如城
乡土地和户籍的二元制度、较为积极的
公共干预与众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和自由化经济体制背
景差异巨大。因此，一方面要正确分析
基于正规城市治理的当代主流西方城市

表 4 国内外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部分治理政策

治理对象
国外 国内

治理工具 具体措施 治理工具 具体措施

非
正
规
空
间

非正
规聚
居区

物质
更新

聚居区居民在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中介组织的帮助下获取建造
材料，自建住房 ；尊重聚居区原有物质环境的组织方式，通过模
块化、垂向发展等空间设计的手法改善物质条件

住房
政策

合理保留其低品质服务功能，将其纳入城市
廉价住房供应体系

公众
参与

强调多层次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为非正规聚居区更新提供资
金、技术与组织模式的支持；在聚居区更新过程中确立本地居民
的政治参与权，强调与其余组织的沟通与协作，调动居民自身参
与的积极性，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
采用“列举”方式，帮助社区居民详查社区的状况，可以有效提
升社区居民的信心，甚至可以改变政府原有的拆迁决策；运用自
上而下的“例外状态”允许居民延期付款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获取
基础设施

公众
参与

协调城中村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建立治理
过程中的利益主体参与机制；寻求原村民的
认同，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后顾
之忧，解决循环违建的恶性循环

城市
更新

注重挖掘城中村的新的文化价值；合理保留
城中村的低品质服务功能，避免大片拆除的
政策，采取分片、分类、小规模的治理模式
和多元的治理手段

土地
和住
房权
属政
策

通过赋予居民土地和住房的所有权，使他们拥有进入交换市场的
权利；增强居民土地拥有的安全感，促使其有意愿改善自己的住
房条件；土地改革进程中避免自上而下制定土地和住房的产权关
系，尊重和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与交易制度来组织土地权属的协
商和交易工作

土地
和住
房权
属政
策

以市场化为导向，明晰城中村的土地权属，
进而统一集体土地的利用与管理；严格控制
进一步增长，明确非正规住房的产权界定标
准

公共
空间
的非
正规
使用

公众
参与

街头摊贩应当组织成具有影响力的团体或联盟，以争取合理的政
治话语权；公共空间的使用应当在街头摊贩组织、店主、NGO
和城市管理者的不断协商中维持平衡

城市
管理

疏导城市的流动摊贩应当满足其在区位、经
营成本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切实需求；在医
疗卫生或教育设施用地等与流动摊贩经营关
联性较强的区域设置相应的疏导区城市

管理
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小贩，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但是为其经营划定
指定的空间范围

非
正
规
经
济
与
就
业

产业
转型
与整
合

通过技术和组织改善非正规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非正规经济向
绿色经济的转型；推动非正规经济部门与正规经济的对接，实现
城市整体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市民权改善，
如将拾荒者的工作整合入城市垃圾回收系统中

社会
保障

加强农民等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帮助其实现人力资本的向上积累

资源
供给

建立非正规就业者的服务中心，帮助与提升他们在贷款获取、社
会援助和加入社会组织方面的机会，以提高整体社会整合度；帮
助非正规就业者获得城市交通、技术、必要的基础设施等公共资
源；加强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公共交通服务或在工作可达的地
区建设保障房以实现职住平衡；按照不同类型的临时劳动力就业
点特征，临时劳动力组织应当提供不同类型的资源服务，如为移
民宿营者提供临时住所

理论和经验在非正规城市的适用性；另
一方面，对非洲与拉美发展中国家非正
规城市治理经验在我国的适用性同样需
要慎思。

我国目前的城市非正规性研究多集
中于空间的非正规使用研究，而忽视了
城市非正规性的根基—非正规经济与
就业。而我国城市非正规经济规模巨大，
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低门
槛的生活消费，对于维持经济转型期城
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从
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看，这种支撑
作用尤为重要。因此，城市规划政策如
何应对非正规经济，成为当前城市规划
应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最大挑战与空白领
域。现有的部分研究多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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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作为出发点，将非正规经济的空间
探讨限制在流动摊贩等所占据的可见空
间的微观治理与更新上，忽视了非正规
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中的结构性分布，
从而疏于采取较为宏观性的、与协助配
置公共资源相适应的规划策略 ( 如土地
利用、公共交通及服务设施等各类专项
规划 )。此外，已有的规划政策通常在
正规化和管制化的环境中形成，因此其
空间资源配置的结果通常有利于城市的
正规化主体 ( 包括正规化空间与经济 )，
进而忽视甚至遏制了非正规性主体的发
展，并引发了诸多错位式的问题，如正
规性的保障房住区带来的非正规性就业
资源的空间失配 [54]。因此，如何调控空
间资源、土地利用与城市形态，以促进
城市利用好非正规经济，推动非正规就
业者享有与正规就业者相对均衡的公共
资源是当前的规划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中，对非正规经济、就业岗位和从业
人群在空间和社会属性上的识别和基础
数据库的构建，是走出规划与治理城市
非正规性的盲区与误区的第一步。

[ 注　释 ]

①非正规就业包括各种无法人资格或无注册

小企业的个体经营，以及受雇于这些企业

与正规部门企业但不受法律或者社会福利

保护的就业行为。因此，非正规就业包括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

业。

②“南半球”概念是相对于集中于北半球的

发达国家而言，指代主要集中于南半球的

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印度、中国等位于北

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个概念并不

囿于地理的局限，而是从社会、政治、经

济的角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中城市发展模

式的根本差异。

③由于研究时段内文献库未完全收录 2017

年文献，故计量分析时段截止在2016年。

中文文献同。

④在本案中，由于来自于 CNKI 的中文文献

数据中不含有参考文献，无法进行此类分

析。

⑤这些城市规划理论由一些支持发展适应于

“南半球”的城市理论的学者提出。其核

心内涵在于建立一种以提升底层弱势群体

在规划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权利为主要思路

的规划方法。

⑥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倾向于将非正规经济

视为异质性的构成，这种异质性包括两个

层面：其一，非正规经济的类型从传统的

小型企业和社区工坊逐渐拓展到家务劳

动、社区互助等经济类型；其二，非正规

经济被认为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之

中。

⑦有学者统计，1982 ～ 2000 年广州市非户

籍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长比例超过20％。

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四川(3.9％)、

云南(4.5％)、贵州(6.0％)和重庆(3.8％)

的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均超过发达

地区中的北京(0.15％ )、天津(1.3％ )、

上海(0.52％)、江苏(2.1％)、浙江(2.7％)

和广东(2.1％)。根据中国经济网的统计，

2017年 GDP增速前五的省份分别是：贵州

(10.2％)、西藏(10.0％)、云南(9.5％)、

重庆 (9.3％ )、江西 (8.9％ )，均为传统

上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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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价值塑型导向下的佛山近期建设规划创新

□　李汉飞，彭建德，何　云

[摘　要]城市治理应注重“理性”和“人性”，达到“理治”和“善治”。与城市治理联系最紧密的规划类型是近期建设规划，
为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城市治理抓手的作用，需要进行相应革新：规划思路上注重问题、目标、条件与价值四重导向相结合，
对标城市治理新要求；编制方法上注重协作开放和公众参与，促进城市治理民主化；成果体系上注重“刚柔并济”，助推城
市治理规范化；发展目标上注重“上下同欲”，推进城市治理普惠化；行动计划上强调“软硬兼施”，实现由“建设行动”
向“治理行动”的过渡；项目铺排上强调“大小兼顾”，实现由“只顾重点”向“全面统筹”转变；实施保障上形成多元共
治机制，搭建信息管理平台，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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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overnance Value Orientation And Foshan Immediate Plan/Li Hanfei, Peng Jiande, He Yun
[Abstract] Urban governance shall emphasize rationale and humanity to achieve rational and good governance. Immediate pl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 governance and needs innovation. The immediate plan shall combine problem, vision, condition, and 
value, improve collabo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regulate governance with rigid and flexible measures, integrate top-down and 
bottom-up methods as well as big and small projects, and transfer from construction action to governance action towards normative, 
democratic, and inclusive multi-governing mode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 governance, Value orientation, Immediate plan, Action plan, System innovation, Foshan 

0引言	

城市治理不仅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急迫
历史任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
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狭义的城市治理
是指城市范围内政府、非营利组织及私营部门等作为
主要的组织形态，在解决城市公共问题过程中相互合
作的过程，主要涉及治理主体的组织形式、着眼于城
市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协调等。而广义的城市治理是
城市地域空间治理的概念，指为实现整体地域的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对城市中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
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的整合 [1]。本文所指的城市治
理为广义城市治理，即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对
规划、建设和管理等环节中的相关要素进行统筹，以
正确、有效地处理城市发展问题。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的数量、
占地规模和城市人口都在不断攀升，城市问题日益突
出，城市治理的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已成为党
和政府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能力与地
方财政水平、城市空间规划及公共服务供应等息息
相关，当前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及利
益诉求复杂化带来新的治理难题，以往的粗放式治理、
碎片化治理、运动式治理及家长式治理均难以满足
现在的需求，急需进行治理理念创新，并要借助“信
息化 + 网络化 + 大数据”的信息技术手段来全面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再者，特定的价值取向或思想信
念决定着人们的决策判断能力及行为，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西蒙认为，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价值前
提和事实前提，这进一步说明了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2]。
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

[作者简介] 李汉飞，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彭建德，高级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所长。
何　云，高级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副所长。



30

在建设和管理两端着力，使城市建设从
经营城市回归到营造良好的人居和营商
环境，使城市管理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
创新 [3]，更需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
在理念、方法与制度上深化改革，使其
从技术决策转为治理支撑。

首先，结合城市治理环节，理顺规
划编制体系的链接关系。我国规划体系
比较注重内部的系统性，从城镇体系、
总体规划 ( 以下简称“总规”)、近期
建设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 以下简称
“控规”)，一直到具体项目的落实，
体系相当完整，但与外部体系 ( 如城市
治理模式等 ) 却缺乏有效关联。综合分
析总规、近期建设规划、控规与建设、
管理环节的关联度可以发现：总规突出
对发展建设的综合部署；控规强调法定
管理的具体依据；近期建设规划则与上
位规划、分期建设和实施管理三者均有
紧密关联 ( 图 1)，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实
施规划，也是城市总规从宏观蓝图走向
实施管理的必经之路，还是调控和引导
城市近期建设的重要依据 [5]。因此，应
强调以城市总规为统领，以近期建设规
划为抓手，以控规为核心，有效连接各
治理环节，并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

其次，对标城市治理要求，充实近
期建设规划内容，并强化其抓手作用。
近期建设规划具有综合性和行动性的特
点，贴近政府管理工作，目前已成为落
实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五年目
标、统筹近期空间需求的重要手段 [6]。
另外，近期建设规划的主要内容也基本
能对应城市治理要求，为增强其抓手作
用，仅需对指标体系、项目库构建和行
动计划等进行相应完善与创新 ( 表 1)。

2佛山“十三五”近期建设规划

编制背景

2.1宏观趋势：“三期叠加”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期间我国处于“三期叠

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
本价值立场和价值态度，因此重塑价值
导向对当前城市治理工作至关重要。城
市治理不仅要针对城市病和民生短板进
行“治标”，更要立足新时代人民美好
生活的需求，保障城市的平衡、充分和
永续发展，进行“治本”。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确立城市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就是要
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
化，要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中找到城
市治理的行动指南。

另外，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调控城市
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建设、保障公
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重
要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其在城市治理
中的支撑和抓手作用。为满足城市治理
法制化、规范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等要
求，需要对规划内容和方法进行相应革
新，使规划内容与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及应急等方面的
城市治理方式紧密衔接。存量规划背景
下，城市治理亦需统筹考虑土地产权交
易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与分配问题，
在规划方法上也要探索政府组织、社会
组织、市场组织及利益产权人多元共治
的联动机制，并运用信息化手段搭建有
效的信息管理平台。

1城市治理的价值塑型及对应的

规划抓手

1.1重塑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历了城市管理体制的逐步变
迁，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看，与政府定
位所经历的 3 个阶段 ( 即官僚政府、企
业化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 相对应，也经
历了城市管制模式、城市经营模式和城
市治理模式 3 个阶段 [3]，而现阶段面临
着更多的疑难和挑战。目前最为突出的
现实就是价值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而城
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依据和顺应社会
价值导向与多样化的现实状态。因此，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需针对我国
城市的发展形势、现实情况、本土文化
和人民期待，重塑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价
值取向。

首先，城市治理应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注重依法治理、
民主治理、公平治理和人本治理，强调
“理性”( 即真理的本性 ) 和“人性”，
推行“理治”和“善治”。城市治理的
本体是城市，“理治”就是要尊重城市
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注重科学发展、
适度开发、有序建设和高效运行，也要
强调创新驱动、品质提升和文化自信对
当前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

其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城市治
理的核心，城市治理亦需关注市民，使
其生活更美好。“善治”就是要注重人
本价值和共享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包
容共享，促使城市回归社会 ( 有机 ) 体
的本质特征，居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性、
对城市的归属感和拥有感，才是城市最
核心的价值所在 [4]。因此，是否实现了
公共利益最大化、提升公众幸福感和满
意度才是判断“善治”的评价标准。

1.2寻找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的规划

抓手

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规
划、建设与管理三大环节，因此除了要图 1 规划类型与城市治理三环节的关系示意图

规划

(龙头引领 )

管理

(软件保障 )

建设 

( 硬件支撑 )

总规 控规
近期

建设

规划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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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新常态背景，虽然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没有变，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
生了改变。佛山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
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大中城
市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基础雄厚
但创新能力不强；东西部区域发展水平
差异较为明显；用地紧缺且效率不高；
配套设施均等化和优质化有待提升；城
市形象品质未凸显地域文化特色等。因
此，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要体现理性发展，
其目标确定、空间布局、项目安排及实
施机制都要统筹考虑城市发展客观规律
和城市转型升级需求，化解多年积累的
深层次矛盾，关注稳增长、调结构、促
改革、惠民生的总体要求。另外，转型
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未来前景的不
确定性增加，这就容易刺激短期行为，
近期建设规划既要确保城市经济发展
对土地的真实需求，又要挤掉虚假的泡
沫成分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期经
济工作的主线，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库存行动计划显示佛山去库存压力巨
大，位居全省之首。据统计，佛山中心
城区 2014 年底写字楼存量约为 304 万
平方米，空置率高达 18％。因此，近期
建设规划要加强房地产市场研判，强化
土地供应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科学管
控土地供应规模和时序，合理控制商品
房供应规模，保障已划定的产业红线，
着力于振兴实体经济，统筹平衡商业、
办公与工业等开发项目的规模。

2.2时代特征：期限特点与全面小康

社会关键期

本轮近期建设规划期末亦为城市总
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以下简称“土
规”) 及相关专项规划的“收官”之年
( 规划期限均至 2020 年 )，不仅要依据
并落实上位规划，加强统筹处理彼此的
矛盾，针对现状梳理欠账，也要对未来
发展有所反馈与展望。另外，“十三五”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需结

合全省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及本地
实际，确保全面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3现实情况：市区分权与城市治理

工作新部署

佛山具有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复杂
性与高度分权管理的特殊性，“简政放
权”“强区弱市”“多元包容”的文化背
景和“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产生了
市级层面统筹力度弱、区域整体利益保
障难及地方重复建设资源散等一系列问
题。2016 年初，全省城市治理工作大
会在佛山召开，佛山作为试点城市须在
“十三五”期间高起点科学谋划新时期
的城市治理工作，实现城市发展由城市
升级、升值再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大跨
越。为此，本轮近期建设规划需要结合
现实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并充当全面推
进城市治理工作的有力抓手。

3城市治理导向下的佛山近期建设

规划创新

3.1规划思路：问题、目标、条件与

价值四重导向相结合，对标城市治理

新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抓突破、目标导向抓

落实、条件导向抓保障、价值导向抓方
向，使传统规划的问题、目标、条件三
导向与价值导向 ( 城市治理的“理治”
与“善治”) 紧密结合 ( 图 2)，并强调
城市治理的理性价值、永续价值、人本
价值和共享价值等要求，更尊重城市发
展规律，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更
尊重民意，贴近民生，着力解决城市发
展困境和群众最关心的民生热点问题，
在“治病”过程中实现转型发展。为此，
佛山具体提出六大规划策略，作为城市
治理能力提高的突破口：

(1) 优化组团布局，构筑强中心、
“城、产、人”融合的格局。重点提升
佛山中心城区的首位度，推动“一老三
新”融合发展，加强自上而下的统筹力
度，以水道、绿道和轨道 3 条主线，串
联空间、设施、交通、生态、文化和产
业六大重点，构筑“城、产、人”融合
的典范。

(2) 坚持节约集约，深入推进存量
用地盘活和城市更新。以总规和土规叠
合划定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增长边界，
提出存量优化、减量提质和增量补缺的
土地策略指引，以盘活存量用地，优化
用地结构，提高产业用地效率；引导城
市建设由低效粗放扩张向高效集约内涵

表 1 近期建设规划主要内容与城市治理要求对比分析一览

序号 近期建设规划主要内容 与城市治理要求的对比分析

1 近期发展目标及指标体系
( 主要包括经济、社会、
资源和环境指标等 )

基本涵盖城市治理所涉及的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
三大领域，但需适当补充市民导向的人民满意度和民生普惠
获得感等评判指标

2 近期建设重点与发展规模 与城市治理的目标、问题和条件导向基本吻合，还应考虑市
民需求导向

3 近期发展区域及空间布局 为空间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进一步注重由传统的空间摆放向
空间匹配、空间正义和社会融合转变

4 行动纲领与行动计划 近期建设规划多侧重于建设环节，注重硬件建设，对管理环
节的顶层设计、信息平台等软环境配套缺少考虑

5 建设项目库 ( 重要交通基
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等的选址及
建设时序 )

近期建设规划多强调重大项目，却忽视了大量小项目对民生
改善和市民获得感的作用，还应进一步强调有限资源(土地、
资本、财政 ) 的最优分配和组合，注重公益设施社会福利的
最大化考量

6 历史文化保护 与城市治理中社会文化治理要求基本一致，应注重由被动保
护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复兴，强调地方依恋，记住乡愁

7 水系绿化治理建设 与城市治理中的环境、生态治理要求基本一致
8 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与城市治理中的环境治理要求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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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城市治理与传统城市管理最
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对市民参与的强调，
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是城市治理的关
键，城市规划领域虽已引入公众参与机
制，但大多是通告、民意调查类“告知
性参与”或“被动性参与”[3]，公众参
与程度仍有待提高。目前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邻避效应、公共服务的贵族化倾
向、流动人口及弱势群体的底线民生保
障、市民的日常微需求及历史遗留问题
等都需要近期建设规划广泛关注，并统
筹考虑空间转型的社会成本和城市的归
属感、认同感。为此，本轮近期建设规
划加强了公众参与的广度，注重“上版
评估、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的全过程
社会公众参与 [9]。再者，近期建设规划
编制重点也从 GDP 增量转向民生需求，
更强调公共物品提供。

3.3成果体系：注重“刚柔并济”、

中心强化与外围导引相结合，助推

治理规范化

城市空间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空间治理也是城市治理的核心，近
期建设规划应体现从蓝图描绘到精细化
实施管控的新型治理观，结合佛山分权
管理特点构筑“中心城区强化与外围管
制导引”相结合的成果体系，注重“底
线管控 + 功能引导 + 项目考核 + 机制保
障”相结合，以项目计划的刚性为核心，

发展，推进城区、产业园区的有机更新
和村级工业园的整治提升。

(3) 坚持共建共享，狠抓交通和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交通和市政基
础设施可实施性为基点，构建区域性现
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市政设施、海
绵城市建设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
路径，建立与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相
适应的基础支撑体系。

(4) 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安全
屏障和宜居环境。维护佛山全市域的区
域生态安全格局，建设生态安全屏障；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城市生态功能
的改善，实现城市的绿色、低碳化发展，
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狠抓环境综合
整治。

(5) 坚持文化导向，塑造良好形象
和城乡特色风貌。挖掘佛山地域历史文
化内涵，加强特色滨水空间和优质公共
空间的营造，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具有
佛山特色的岭南城市风貌；加强古村活
化及美丽乡村建设，加大文化环境建设，
保护市域内具有特色的山水环境，保护
禅城区老城历史文化底蕴及各区富有活
力的地方特色。

(6) 坚持和谐发展，实现公共服务
均等化和发展共享。着力提升社会事业
发展水平，大力发展各类保障性住房，
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发展成果普
惠民生，实现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2编制方法：项目组织协作开放，

公众参与全程深入，促进城市治理

民主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
是实现“善治”的重要因素。近期建设
规划主要涉及空间资源配置与项目实施
安排，不仅是空间治理的抓手，也是对
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手段，可以说是
各类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诉求的表达结
果 [8]。佛山地处珠三角经济最活跃的改
革开放前沿地区，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经济发展的活力。
但在存量规划时代产权复杂的背景下，
已无法延续增量规划的单一政府管控模
式，故本轮近期建设规划项目组织紧密
结合佛山的分权管理模式、市场的运行
调节特点及多元的主体利益诉求等，注
重多元协作：①市区统筹、开放规划，
以城市治理信息化系统搭建开放规划平
台，对接五区城市治理主管部门，构筑
市区协调规划的机制；②部门联动、专
业协作，以牵头统领和协调联动的制度
划分部门职责条块，通过建立项目库实
施“大部制”架构，形成多方位专业协
作的工作格局；③多方参与，集思广益，
以网络、媒体和座谈等多种形式畅通全
民建言参与规划的渠道，真正做到多方
参与，集思广益。规划尝试从单一经济
导向、追求宏大场景的精英集权式规划
向协作沟通式规划转变。

图 2 问题、目标、条件与价值四重导向相结合示意图 图 3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以总规“先进制造基地、产
业服务中心、岭南文化名城、
美丽幸福家园”为目标

综合分析现状
存在问题（社
会、经济、空间、
设施、产业和
环境等）

全面评估上版
近期规划（目
标、规模、布局、
策略和项目等）

以省“十三五”建设“城市
宜居、乡村美丽、城乡一体、
区域协调”为目标

以市“十三五”“全面建成
高水平小康社会”为目标

市场层面统筹力度弱
环境承载条件

理治：理性价值与永续价值

设施支撑条件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条件导向

价值导向

目标导向

“三规合一”平台构筑城市治理绩效考核

问题导向 近期建设规划

用地容量条件

善治：人本价值与共享价值

资金支持条件

发展目标与发展策略

发展规模与建设重点

中心城区行动计划

市域分区建设导引

治理措施政策机制

区域整体利益保障难

地方重复建设资源散

创新文化品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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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筹协管的弹性为辅助，旨在形成一
个市级政府与区、镇级政府合作博弈的
契约。

首先，中心强化、突出重点。针对
强区弱市的困境，推进“强中心”战略，
确立中心城区引领城市发展的龙头地
位，全面提出中心城区的各项行动计划，
注重用地空间落实和年度分期实施，并
考虑与市场接轨，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要求 ( 图 3)。

其次，外围导引、市域统筹。为构
建各具特色、协同共进的“强中心、多
组团”网络型城镇空间结构，进一步明
确“三区、四线”管制和各区的近期建
设重点，并提出外围地区近期建设功能
导引，由画地为牢变为长效引导，亦作
为各区编制近期建设规划的依据(图4)。

3.4发展目标：注重“上下同欲”，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落实

治理普惠化

佛山近期建设规划的总体发展目
标为：按照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新突破，城市品质价值显著
提升，生态文明和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全面提高，将

佛山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引领的现代产
业之城、城市功能完善的岭南品质之城、
环境优美宜居的绿色生态之城、开放包
容有序的和谐幸福之城”；全面推进城
市治理现代化，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
创新的高品质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近期建设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体系
主要包括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大
类，其指标设定亦注重理性与公平，不
仅自上而下地分解落实上位规划、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小康社会等整体目标要
求；也注重问题导向，努力推进城市病
治理，关注木桶的短板，加快补齐城市
基础设施短板；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
问题大于天，强调民生普惠，始终以提
升群众幸福感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因此，
近期建设规划亦将基于市民需求导向的
发展指标 ( 如城市宜居指数、幸福指数、
公众满意度等 ) 纳入目标体系作为城市
治理的评价内容。其中，结合上版近期
建设规划 ( 城市升级 ) 公众咨询评估市
民满意度 (74.7％ )，确定本轮近期建设
规划 ( 城市治理 ) 满意度指标为 80％。

3.5行动计划：强调“软硬兼施”，

实现由“建设行动”向“治理行动”

跨越

近期建设行动计划是根据近期发展

目标和策略提出的高效解题步骤，以往
近期建设规划的行动计划多注重硬件建
设方面，忽视了制度、平台等软环境的
治理计划。本轮近期建设规划不仅考虑
常规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城市形象、
公共服务和镇村发展等硬件建设，也兼
顾补充了科学规划、城市管理及国际合
作等软件行动，强调“软硬兼施”，提
出了八大行动计划：①实施规划建设科
学化行动计划，实现组团优化和城市更
新；②实施人居环境绿色化行动计划，
实现生态文明和健康宜居；③实施城市
形象特色化行动计划，实现文化复兴和
内涵提升；④实施基础设施一体化行动
计划，实现安全高效和互联互通；⑤实
施镇村发展现代化行动计划，实现城乡
统筹和协调发展；⑥实施城市管理精细
化行动计划，实现包容和谐和运行有序；
⑦实施公共服务优质化行动计划，实现
基本均等和发展共享；⑧实施城市发展
国际化行动计划，实现融合开放和区域
一体。

3.6项目铺排：强调“大小兼顾”，

实现由“只顾重点”向“全面统筹”

转变

传统近期建设规划项目库多突出重
点，只强调市级重大项目的铺排，项目

图 4 顺德区近期建设规划导引图 图 5 市域重大项目分布图

图　例

规划建设科学化重点项目

人居环境绿色化重点项目

城市形象特色化重点项目

基础设施一体化重点项目

镇村发展现代化重点项目

城市管理精细化重点项目

公共服务优质化重点项目

城市发展国际化重点项目

水域

近期轨道交通项目

近期主次干道项目

市界

重点开发区

城市更新区

生态控制区

重点历史保护区

规划建设科学化重点项目

图　例
人居环境绿色化重点项目

城市形象特色化重点项目

基础设施一体化重点项目

镇村发展现代化重点项目

城市管理精细化重点项目

公共服务优质化重点项目

城市发展国际化重点项目

近期轨道交通项目

近期主次干道项目

发展目标与规
模

发展目标：以提升城市价值品质为核心，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理想城乡”，将顺德建设成为一座面向区域、令人向往的“开
放之城、创新之城”
人口规模：2020 年人口规模预测约为 290 万人
用地规模：2020 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357.26　km2( 不包括国家、
省、市重大项目单列指标)，新供应的土地规模控制在60　km2左右,
应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清退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用地，形成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与建设用地清退挂钩机制

重
点
地
区
规
划
指
引

南城水
轴片区

依托顺德学院站进行 TOD 综合开发，打造富有滨水特色的宜居生
态新城。近期重点推进民生设施建设，提升商务区生态环境

南方智
谷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营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圈，高
效集聚和配置优质创新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发展教育
科研，加快重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建立一批市场化导向的新型
研发机构，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平台，共同构建创新集聚发展基
地

顺德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 A-B
区

积极推进五沙与南沙的交通联系，发展商业、生产性配套及居住
产业，提升生态环境，承接南沙钢铁、汽车等配套产业，形成以
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基地。强化与中山北部产业衔接，
积极推进“三旧”改造，优化产业结构，完善配套服务，推动支
柱产业升级

中德工
业服务
核心区

以打造中欧城镇化合作示范区为目标，重点培育产业总部、研发
设计、检验检测、职业培训等区域功能，形成结构合理、国际化
程度高、辐射能力强的工业服务体系

会展城 以专业会展为主，构建“工—农—贸”三大会展业，积极发展与
会展相关的信息服务、咨询评估等配套产业，建设国际社区，吸
引高端人才，成为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岭南水
乡村落

系统梳理河涌，带动黄连、江义、桑林、逢简、龙潭、北水、吉
佑、古朗与南朗等沿岸水乡村落的活化，挖掘岭南地区民俗文化，
发展岭南水乡特色生态休闲业，重现“有镇必环河，无村不绕水”
的典型岭南水乡风情

顺德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 C区

加快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步伐，提升优化现有家电制造
业，重点引进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智能家电、新能源和环保产
业等高新技术制造业，探索低碳生产、生活之路，打造生态产业
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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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多控制在 200 个以内。本轮近期建
设规划项目库构建紧密结合城市治理工
作部署，强调“大小兼顾”，主要综合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城市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及绩效考核要求、各行业
“十三五”规划项目库、区及基层镇街
上报的近期建设项目库、按上位规划及
相关专项规划“查漏补缺”等确定，过
程中亦广泛听取公众诉求，入库项目共
计 1　119 个，并从中筛选出市级重大项
目 178 个，主要在转方式、调结构、稳
增长和促发展方面起到引领带动作用，
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
项目 ( 图 5)。分权管理模式下项目库更
注重“上下联动、确保落实”，市级重
大项目由市政府整体把控，其他小项目
下放到区和镇街统筹实施，项目库列表
亦强调项目内容、项目用地、项目资金、
时间进度和责任单位 ( 责任人 ) 的“五
落实”。

另外，传统近期建设规划项目库基
本为公共财政投入项目，不直接干预市
场主导开发的建设项目。本次近期建设
规划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亦强
调引导重大房地产项目的有序进行，使
商业和居住房地产开发建设与市场的需
求总量基本平衡。同时，项目库构建亦
对应城市治理八大行动计划软硬兼顾，
不仅包含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
境保护等硬件工程项目，也包含制度顶
层设计、信息平台建设等软件内容。

3.7实施保障：形成多元共治机制，

搭建信息管理平台，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

首先，规划实施非近期建设规划技
术本身所能决定，依赖于制度环境、行
政规则和政府运作机制保障。本轮近期
建设规划创立了“市领导小组—市专责
小组—各区领导小组—项目责任小组”
的多元共治式层级管理机制，并通过项
目月报、半年巡视督察、年度考核评估
等方式共同监督规划实施。为保障近期

建设规划的实施，对应八大行动计划，
分别由市国土规划局、交通运输局、环
境保护局、文广新局、农业局、住建管
理局、财政局和发展改革局牵头成立了
8 个专责小组，充分整合规划、立项、
建设、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形成多元共
治机制。其中，针对上版近期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评估分析结论——未完成的公
益设施项目多是因为资金问题，故由市
财政局牵头组建公共服务优质化专责小
组，教育、卫生、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
及公益组织为成员单位。

其次，依托本轮近期建设规划搭建
“三规合一”及“一张图”的工作平台，
实现“互联网 + 治理服务”，探索新型
城市治理和政府服务模式。大数据时代，
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讯及技术感测分
析手段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信息共
享和信息化管理。其中，信息共享方面
建立了专题信息交流平台，搭建政府、
主管部门和市民之间的信息桥梁；信息
管理方面建立了数字化管理系统，方便
市区纵向协同和部门横向联动，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此全面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放管服”改革，实现
并联审批及统计、评估、监督等多种功
能。

4结语

未来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
战：崛起的公民社会、激烈的市场竞争、
失衡的公共服务及分化的利益群体等，
未来的城市治理更需要强调“理性”和
“人性”，应立足规划、建设与管理三
大关键环节，做到高水平规划、高标准
建设和高质量管理，达到“理治”和“善
治”，实现城市治理科学化、法制化、
民主化、规范化和信息化的现代化目标。
而近期建设规划不仅涉及总体战略阶段
性控制，也包含针对问题的现实应对和
具体战术的安排，应紧密结合城市治理
进行扩容和创新，使其成为政府规范引

导开发市场秩序、扶持构建公民社会和
开展现代化城市治理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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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治理视角下的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
—广州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利用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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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更新治理是实现城市可持续更新的基础，强调“政府、市场、群众”等多利益主体的更新机制协作与利益协调，
但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土地增值收益还原公共财政”的机制和途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与空间资源的
再优化配置。鉴于此，文章梳理了广州近年来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对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利用的探索与实践，以城市治理、
地租理论为指导，重点剖析了该类项目治理困境、利益博弈本质与增值分配的内在逻辑，探索面向城市更新治理的土地增
值再分配机制与策略，以实现城市更新的社会公平性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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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ion Of Incremental Land Value From Urban Renewal Viewpoint: Guangzhou Transportation 
Land Redevelopment/Xu Hongfu, He Donghua
[Abstract] Urban renewal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 highlights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citizens. However, the absence of tax incremental financing mechanism has 
hampere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renewal and re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e of 
transportation land use re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difficulty, benefit gaming, and incremental value 
redistribution of these projects with urban governance and ground rent theories, explores redistribution of incremental land value 
for equal and better benefit distribution in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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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特大城市已逐步进入存量
规划时代，由增量土地的外延发展走向存量土地的优
化更新 [1-2]。而城市更新是我国城市矛盾最为聚焦的领
域之一，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增长联盟”的力
量进行推动 [3]。但随着我国的经济步入新常态，提出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等要求，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增长联盟”模式遭受
质疑与挑战 [4]。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有效推进城市更新，将是存量规划时代的重要趋势。

2012 年后，在经历亚运会期间“城中村”快速
改造阶段后，广州“三旧改造”的整体速度明显减缓，
继而在国家“严控新增债务，化解存量债务”的背景
下，于 2014 年提出“盘活国有资产、降低债务风险”
的更新思路，而作为国有资产的交通设施用地因建设
粗放、改造难度小及效益明显等特性，被优先纳入改
造对象。近年来，广州在“高快速立交存量用地改造、
轨道车辆段二次开发”方面已进行较为成功的实践，
但随着多维城市目标与多元利益主体的治理趋势，项
目面临更新治理、利益协同分配及政策困境。例如，
根据广东“三旧改造”政策①，主要以“立交匝道、

许宏福，工程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一所。
何冬华，硕士，通讯作者，高级工程师，现任职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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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线网”等为工程构件的交通设施用
地，较难完全满足“标图建库”中“三
旧图斑”认定的要求，改造缺少相关政
策支持与激励；同时，囿于“增长主义”
思维，近年来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多以
自身地块改造、经济效益为主，对整体
改造、社区诉求及载体内涵的提升考虑
不足；加之交通设施的“公共物品”“非
正式产权”属性，缺少清晰的更新模式
与利益再分配机制，使得项目“公私利
益”冲突摩擦明显、交易成本逐渐升高。

综上所述，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利
用中，普遍面临以下问题：应采取哪种
更新治理模式？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实
现利益共享？如何有效推进并保障公共
利益？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梳理广州
“轨道、高快速路”交通设施用地再开
发的机制与典型案例并进行实证研究，
对改造中涉及的利益主体、利益再分配
模式及公益性保障等问题进行剖析，结
合城市治理、地租理论，提出该类存量
用地更新治理模式与利益再分配的策略
和建议。

1城市更新治理的理论研究与趋势

演变

1.1城市更新治理的理论视角

城市更新伴随着社会转型，逐渐由
最初政府的“一元治理”、政府与市场
的“二元治理”，转向政府、市场和群
众等的“多元治理”与善治模式，其中
以英国为代表，其城市更新经历了从政
府主导、福利主义模式的内城更新，到
市场主导、公私双向伙伴关系的城市更新，
再到以公、私、社区三方伙伴关系为基础、
多目标综合性城市更新的转变 [5]。

城市更新治理的模式更多强调的是
政府、市场与群众三者在更新空间增值
分配博弈中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类型与
特征 [6]，实现有序城市更新治理的难点
则在于建立协作机制、协调多方利益，

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 [7]。
近年来，城市更新治理的研究为较

多学者所关注 [4，7-12]，其多结合城市治
理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城市增长机器、
产权和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进行研究，
并提出“城市更新治理中难点在于协作
机制、利益的再分配，需要改革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模式、构筑利益共同体、形
成利益共享机制”等建议。在城市更新
的治理模式上，认为应由原有的“增长
主义”转向“协同治理”，应依靠政府、
市场、公众三者的合力，探索形成“协
商式发展联盟”或“多伙伴关系”的“利
益共同体模式”；同时，认为“保留原
划拨用地权属，变更用地性质与相应改
建”的非正式更新方式②，相对而言没
有高昂的交易成本，可作为近期的政策
应对 [10]。在土地增值利益的再分配上，
基于当前“涨价归公”“涨价归私”“私
公兼顾”3 种主流观点③，倾向于“私
公兼顾”论，认为应以地租理论为依据，
从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与各自作用力角
度来研究，协调多产权主体的利益，在
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度，并
将一部分土地自然增值④收归社会所有。

因此，探讨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利
用模式，就必须基于其“非正式产权”“公
共物品”的属性，理清并协调各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分清土地自然增值，进行
有效的城市治理与均衡的利益分配。

1.2对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更新治理

的诠释

从城市更新治理角度看，交通设施
用地再开发主要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的
交通基础设施公益性建设，到政府与市
场合作型的存量用地再开发，再到逐步
转向多方利益协同片区整合开发模式 3
个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公益性建设，主
要是通过行政化的制度划拨分配，作为
公共物品进行配给，隶属于建设单位所
有 ( 如省、市交通集团及市地铁集团等

国有企业 )，但单位不拥有完整的土地
使用权，土地仅可为企业自用，且抵押
价值低，不能进行转让与流通。近年来，
在增长主义模式下，交通设施用地再开
发逐渐成为城市更新改造的类型之一，
城市采用“政企合作、提升土地价值”
的模式，经工程改造、规划调整和立体
协同开发等条件确定后，结合交通设施
工程建设要求，进行土地整理和招拍挂，
使得原“非正式产权”的用地进入市场
流转，以此盘活存量用地。而随着存量
规划的到来与城市治理意识的觉醒，“就
地块论地块”“政企合作”的模式遭受
挑战，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逐步转向多
方利益协同、与周边片区整合开发的趋
势，并呈现出“空间开发立体化、多功
能复合，参与主体多元化、产权关系复
杂，利益分配均衡化，多模式协同”的
特征。

1.3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利益再分配

的逻辑

土地增值是城市更新的经济支撑，
而更新改造的实质是对土地增值利益分
配的调整，重点是对更新改造中土地的
自然增值进行利益再分配。以交通设施
用地再开发为例，除土地整理(“七通一平”
之类 ) 外，交通景观环境改善、外溢转移
到临近土地的增值 ( 外部投资辐射增值 )、
产权转换 ( 用途改变 ) 引起的增值及供求
性增值即为自然增值 ( 图 1)，原则上应
归政府 ( 社会 ) 所有。然而在实际的利
益再分配中，情况则比较复杂 ( 表 1)，
为推动城市更新的积极性，自然增值收
益只能是征收其中部分归公。同时，由
于交通设施用地多为划拨用地，在一定
程度上产权模糊，是相关利益集团 ( 政
府、企业和投资方等 ) 竞相追逐经济利
益的公共领域 [10]。

以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为例，如不
改变用途，将划拨用地变更为批租用地，
产权主体因需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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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土地增值收益构成及形成

交土地出让金 ) 而缺少动力，导致项目
难以推进；但若政府主导收回划拨用地，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产权主体也不会轻易
放弃土地使用权，会要求高额的土地补
偿金，同样导致项目无法推进，即只有
政府、产权主体共同受益才能推动项目
更新。

因此，无论是从土地增值的来源及
合理分配，还是从有利于城市更新角度
出发，理清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确保
增值收益再分配的合理均衡，是城市更
新治理成功的关键所在。下文将进一步
结合城市更新治理理论，构建交通设施
用地再开发的利益协调框架，探讨如何
在公平兼顾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土地增
值利益再分配”的方法与实施路径。

2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治理探索

与利益博弈

2.1广州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更新

模式与增值再分配

2.1.1政府主导型的“一元治理”：

划拨用地非正式更新、土地增值内部

化的制衡

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政府主导型
的“一元治理”模式，指的是政府统筹下，
交通设施主体不改变交通设施划拨用地
的产权属性，对现状的交通设施或建筑
进行升级转换的非正式更新，提升交通
设施的服务水平与土地利用效率。

由于法律上未发生产权及用途变
更，该过程理论上视为不产生土地增值，
而由于土地实际用途使用部分的变化
( 国家政策未禁止下，企业尝试将部分
办公、商业建筑出租使用获益 )，可视
为交通设施用地“模糊产权”产生的经
济利益。而为制衡利益的内部化，政府
往往通过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功能用途、
增加公共服务配套等措施来均衡利益再
分配。例如，广州地铁 Z 车辆段因集约
用地、资源共享的需要，升级为 8 条线

区域控制中心 ( 表 2)，提出增加建筑量
的配套要求，而广州政府为协调公共利
益，则以控规管控为手段，严控车辆段
的建筑用途与总量。
2.1.2政企结合型的“二元治理”：

捆绑再开发的非正式竞争、土地增值

的利益倾斜

政企结合型的“二元治理”模式，

指的是在政府引导下，企业通过对交通
基础设施的优化腾挪出土地或预留上盖
条件进行开发，腾挪用地通过规划调整
为兼容开发用地，实现由“非正式”向“正
式”产权的转换，契合了企业转型发展、
政府公共利益保障等诉求。该模式首先
通过用地产权、用途转换产生主要土地
增值，再由政府对交通改造、绿地景观、

表 1 更新治理视角下的交通设施用地开发模式演变与土地增值情况

表 2 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前后比较

治理理念 项目建设特征 更新治理模式及土地增值
利益再分配逻辑与

现状情况

政府管制
型、粗放
式发展

公共物品、行政划拨用
地；“轨道车辆段”模
块化平面与高快速路“大
立交”形式

政府主导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公
益性建设；交通设施低效利用；
管理独立性、封闭性与土地不
可流转等特性

交通设施外部成本为社
会所共担，基本不涉及
利益再分配

城市经营
型、增长
主义导向

分层、分割出让，由划
拨转为出让用地；预留
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条
件，集约用地

政府市场合作型的用地再开发、
带条件出让；多为自身用地再
开发，与周边联动少；主要为
自身用途转变及政府对交通、
环境的外部投资辐射增值

市区政府与交通设施主
体的增值利益再分配；
应为“涨价归公”，实
际上为“公私兼顾”，
更多为交通设施主体内
部消化

城市治理
型、多方
利益协同

交通设施与周边地块协
同整体开发；工程同步
建设，协同；采取非正式、
正式更新等多种模式结
合

政府、企业与公众等多主体协
同开发；保障各方利益，提升
整体效益；主要为片区用途转
变及政府对整体交通、景观、
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外部投资辐
射增值

政府、交通设施主体、
产权主体等利益再分
配；应为“公私兼顾”，
利益共赢；实际情况复
杂，交通设施再开发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常常为
交通主体占有

建筑单体名称 调整前 /m2 调整后 /m2 变化情况 /m2

控制中心                        无 32　500.00 +32　500.00
维修综合楼 25　440.86 35　171.69 +9　730.83
其他小单体建筑 7　924.50 7　924.50                  不变

资料来源：根据《Z 车辆段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资料整理。

土地增值构成

土
地
增
值

土地原价值
(原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

交
通
设
施
用
地
再
开
发
的
土
地
价
值

不改变产权、用途的设施升级

土地增值原则归公 (再分配部分 )

直接投资增值
(如土地整理：“七通一平”之类 )

土地增值的形成 主要参与主体

交通设施主体

政府或产权主体人工增值

自然增值

政府为主辐射投资增值 (交通等效益外溢 )

政府、市场用途产权改变增值 (如调为开发用地 )

政府、市场、公众供求性增值 (如整体政经环境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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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的规划要求与资金
投入进一步辐射带动土地增值。项目一
般由政府牵头，协同交通设施产权主体，
通过制定协同工程、保障公共服务设施
等开发方案的规划手段与基于城市更新
政策，对土地增值利益进行再分配；而
产权主体在让利的同时通过地块捆绑出
让条件设定，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
但由于政府“挑肥拣瘦”的更新方式与
产权主体囿于资金压力、规避新增资产
业绩考核与周边整合的不确定性，经常
仅就自身用地进行改造，且以居住功能
为主，使得整体效益难以达到最优，且
土地增值利益多为政府、产权主体分享。

以广州东圃立交再开发项目为例

( 图 2)，政府通过与市交通投资集团 ( 简
称“市交投”) 的协同，落实了约 6 万平
方米上盖绿化及广州首个按 11％比例配
置的公建配套项目，创造了约 45 亿元土
地一级收益(按政策部分补偿市交投)⑤，
促进了交通完善优化、噪音影响减少，
保障了一定的公共利益，实现了增值利
益部分还原公共财政；而市交投在取得
相应补偿的同时，通过地块捆绑条件获
取土地开发权，也分享了增值收益。
2.1.3多方协同型的综合治理：法定

化片区合作开发、土地增值利益渐臻

合理

多方协同型的综合治理模式，旨在
基于政府、市场与群众等多方利益者构

图 2 交通基础设施用地再开发案例示意

图 3 交通基础设施用地“分割建设—立体开发—协同联动”的演变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镇龙枢纽场站综合体建筑概念方案设计》(2016 年 ) 资料整理。

建利益共同体的更新治理语境下，针对
交通设施立体化、城市更新成片化改造
趋势，进行片区统一开发。

该模式以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协
调者与监督者，结合规划控制及土地整
备手段，确保公共利益与工程协同，激
励项目有序推进、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
产权人则作为规则协同者与落实者，基
于明晰的产权范围进行投资及建设，分
享一定的土地增值利益；同时，加强公
众参与及其赋权。但由于现有政策、机
制与路径不完善，该模式目前更多地应
用于各级政府与国企的合作，形成介乎
于“政企合作”及“多方协同”的“协
商型发展联盟”，由此土地增值的利益

城际 /地铁分割建设 城际 /地铁立体开发

场站综合体建设范围（净用地 8.95　hm2；毛用地 11　hm2）

一体化用地布局方案

一体化总平面设计

城际 /地铁 /周边协同联动

鸟瞰图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图 调整后土地利用规划图

15　m 高盖板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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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被担任改造任务的国有企业分享
或被私人产权“搭便车”，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最优效益的产生。例如，广州
镇龙 TOD 枢纽项目开发，在 2016 ～
2017 年期间，以市发改委牵头，协同城
际、地铁与区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探
索建立“利益共享”的土地增值利益再
分配机制：政府突破各权属界线，牵头
制定协同开发方案，并出台《广州市轨
道交通场站综合体建设及周边土地综合
开发实施细则 ( 试行 )》，明晰了公交
首末站、客运站等配套设施，规定了轨
道交通增值收益还原公益等要求；而各
产权主体则以此按产权范围配套出资，
在相应条件下取得土地开发权，以此共
享土地在一级市场的增值收益，以增值
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项目“从地铁站、
城际站、地铁车辆段上盖分割，到城际
地铁协同立体开发、再到枢纽场站综合
体一体开发”的转变 ( 图 3)。

2.2更新治理下土地利益再分配的

博弈与困局

广州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更新，
虽然已逐步探索出多方协同、利益共享
等经验，但在城市治理的语境下，仍面
临着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的主体界定、
利益均衡、增值分配、博弈与政策困境

等问题。
2.2.1主体博弈：政府主导抑或市场

主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的分
配主要依靠市场，而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的公共项目则主要依靠政府进行守护。
由此，作为“公私双重属性”的交通设
施用地再开发项目，需协同政府、市场
两股力量，实现产权明晰化与空间资源
优化配置。现有城市更新的各种治理模
式均有着相应的适用性，如广州采取的
“政府主导、市场协同”方式，政府是
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与利益获得者，但
更新市场则相对缺乏动力；而深圳实施
的“市场主导，政府监督”模式，有助
于调动市场积极性，但容易形成黑箱操
作 [9]。

总的来说，没有政府统筹，作为公
共物品的交通设施难以落地；没有市场
资金支持，则难以保证交通设施更新、
周边用地盘活与优质公共物品供给；没
有多元主体参与，则难以实现整体效益
最优化。因此，选取哪一方或多方利益
相关者为主体，采取哪种更新治理模式，
是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的基础。
2.2.2增值分配：“涨价归公”抑或

“涨价归私”

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通过政府、

企业及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将原有
消极负外部性的空间转换为积极正外部
性的空间，增值效益明显，其中既有因
土地用途改变、产权转换产生的土地增
值，又有因交通、公共服务与景观等条
件改善产生的外部辐射增值。而针对土
地增值部分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是利用经济杠杆促进土地最佳利用与空
间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 [11]。根据交通设
施用地再开发的实践分析，增值利益应
大部分归公，同时兼顾政府、土地使用
者的利益，但在实际利益分配中，界定
多少比例的土地增值返还给政府所有，
则是极为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同时也
是城市更新治理的难点与焦点。因此，
土地增值收益应如何分配，实现利益共
享、效益共赢，是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
的关键。
2.2.3利益均衡：公共利益抑或经济

利益

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的初衷，本应
是在确保交通服务改善的前提下，优化
城市功能、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更多地
是关注于公共利益，而实际上却难以充
分保障。原因主要有：一是公益建设需
有相应的经济利益来激励支持，如果仅
进行交通设施项目改造，不进行开发建
设，交通设施主体的改造意愿将大打折

图 4 更新治理视角下的增值利益再分配协调框架 图 5 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的利益共享机制示意

主体界定
·划定更新治理范围

·理清利益再分配的利

益相关者及角色定位

分配共享
·制定协同性更新

方案

·明确分工界线，

按各主体投入进行

增值再分配

增值利益共享 公平效益兼顾

“整体、近远

期、多元主体”

的利益再分配

均衡

外部纠正
·建立更新共享基金

·征收地租反哺公益

……

更新范围及主体界定

更新范围划定

明确各利益主体界线

人工增值

增值分配共享

自然增值

外部性纠正

地
方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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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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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
一

产
权
主
体
二

公
众

更新改造方案
（结合产权整理）

空间方案 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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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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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
形成

土地增值合
理再分配
（二次分配）

要素贡献

初次分配

明确各主体的
收益及分配明确各主体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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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导致项目难以推进；二是公共利益
界定边界不一，如项目开发中新增公园
与公共服务设施给交通设施用地再开发
物业及周边带来了正效应，但更多为开
发物业所内化，既有利于建设主体又保
障了基础设施建设，该设施为公共利益
还是经济利益？因此，如何合理界定公
共物品，实现利益均衡，是土地增值利
益再分配的目标。
2.2.4政策匹配：统一应对或差异制定

由于国家现行产权制度、财税体制
的限制，我国现有城市更新尚未形成一
套土地增值收益还原公共财政的途径和
机制；同时，为减轻压力和规避风险，
更新治理政策也往往趋于普惠化而非差
异化 [12]；加之交通设施存量用地与广东
“三旧改造”对象认定标准存在一定偏
差，导致土地增值再分配的政策缺失与
路径不明确的困境，进一步导致片区联
动改造积极性低、推动进度缓慢及模式
难以推广等问题，如近年来该类项目多
以“市属全资的国有企业”( 如市交投、
市地铁集团 ) 的交通设施用地为主⑥，
而未能在“央企、省企”的交通设施用
地实践中应用。

3基于更新治理的土地增值利益再

分配的均衡模式

3.1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的利益协调

框架

本文坚持“公平效益兼顾、增值利
益共享”相结合的原则，探索建立“主
体界定 + 分配共享 + 外部纠正”的土地
增值利益再分配的利益协调框架(图4)：
首先，通过识别利益相关者，划定更新
治理范围，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理
清利益再分配的主体及角色；其次，基于
更新治理空间方案，分清相关利益主体
的分工界线，按各主体的投入贡献进行
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最后，通过土地
增值评价、制定外部性纠正措施，实现“整

体、近远期、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

3.2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再分配的策略

建议

3.2.1范围主体界定：界定更新范围，

理清利益再分配的主体及角色

为确保工程实施与提升整体效益，
交通设施再开发项目需协同周边地块进
行开发，势必涉及多元利益主体，而由
于城市更新的利益共享只限于更新项目
范围内。因此，应基于工程可行性、用
地权属等条件，划定更新范围，理清利
益再分配的主体。通过产权纽带与合约
安排，协同地方政府、产权人一 ( 交通
设施等国有企业 )、产权人二 ( 村集体 )
及公众等主体，构筑“利益共同体”模
式。其中，地方政府应扮演公共服务的
安排者、政策的供给者、改造的监督者
和利益关系的协调者角色，作为增值利
益再分配方案的牵头人，负责对分配模
式实施监督与定期审核；产权人一 ( 交
通设施等国有企业 ) 需在保证交通设施
方案可行性的前提下，落实方案规划要
求、实现其合法收益；产权人二(村集体)
则应在更新改造方案规则上，协调村民
利益、实现其自身合法收益。
3.2.2分配共享策略：基于方案明确

分工界线，协调各主体利益增值再分配	

片区更新的利益再分配需从空间方
案、主体协同等角度统筹考虑，即从更
新片区 ( 范围 ) 角度进行统筹，明确各
主体的分工界线、投入贡献及收益分配。

(1) 通过产权整理，制定带“相关
利益主体”界线的空间方案。

虽然广州现已出台了片区更新实施
方案、交通场站一体化建设等的技术要
求与政策路径，但在实际中，由于现有
产权主体边界复杂，加之工程协同的范
围不清晰，导致规划难以落地实施。由
此，通过产权谈判与利益博弈，结合“等
量置换、等值置换”等方式，对重点亟
需整合的现有产权进行整理，以此明确

相关利益主体的开发界线，并划定协同
工程的协同范围，即在控规土地利用或
总平面上，明确相关主体的开发界线、
工程协同范围，以此协同开发与建设。

(2)结合利益共享机制及更新方案，
按各主体投入贡献进行收益再分配。

基于片区更新与交通设施工程改造
要求及土地增值分配的原则，通过人工
增值的要素贡献补偿 ( 初次分配模式 )
及自然增值按土地增值再分配 ( 二次分
配模式 )，实现土地增值利益再分配。
例如，土地的人工增值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补偿，相应投资进行折
算补给，如出租土地的主体按年限进行
补偿，已进行土地整理的土地按投入的
相应资金补偿；而土地的自然增值应“私
公兼顾”，以公为主，指的是用途性增值、
外部辐射性增值及供求性增值应更多返
回于公共利益或设施建设，可考虑在政
府统筹下，按各利益主体的贡献及投入
( 如产权用地面积 )，相关利益主体协商
后确定相关利益分配比例，并承担社会
性公共空间配套建设 ( 图 5)。
3.2.3合理外部性纠正：探索建立更新

共享基金、征收地租等纠正措施

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完全按照要素及
贡献进行分配，虽然效益优先，但却极
有可能加大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分配差
异，原因在于大部分增值利益为拥有要
素资源、话语权大的利益相关者所有，
不利于“利益共同体”模式的构建。因此，
为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治理，促进增值利
益分配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原则，拟通过
建立城市更新共享基金与征收地租，以
此将土地增值收益返回公共利益及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建立城市更新共
享基金，是指政府统筹，结合分期建设，
统筹前期土地增值的部分资金建立片区
更新基金，作为片区城市更新的相关公
共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资金等使用；征
收地租是指政府及相关部门采用税收手
段，设置相应的土地增值税，使得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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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供公共物品而产生的经济价值能够
回到政府手中，如此既保证了土地增值
利益再分配的公平性，又为片区的持续
更新与开发提供了资金。

3.3政策保障与机制创新建议

我国现行的财政机制中，土地增
值收益还原于公共财政的途径和机制尚
未建立，缺少法定政策保障，造成了更
新交易成本较高，阻碍了更新改造的积
极性。因此，可通过制定合作开发框架
协议及法定化增值效益再分配措施来保
障，并探索建立“绩效考核 + 补偿奖励”
的弹性机制。例如，各方协同制定、签
订土地整备框架协议或增值利益再分配
的实施方案，协议按照尊重历史、服从
规划、搁置争议、利益共享与双赢发展
的原则，以某一日期为新、旧规划条件
下的土地价值评估时点，两者之间产生
的土地增值收益，在扣除政策性刚性支
出后，由利益相关方按相应比例进行分
享，同时对在一定时间配合完成更新的，
可参照广州“三旧改造”奖励标准，给
予 5％～ 10％的奖励。

4结语

我国城市更新治理经历了从政府的
“一元治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治理”，

到政府、市场与群众等的“多元治理”
的转变，并逐步探索实施善治模式，在
理论研究、机制构建和改造模式等方面
均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与实践。但我国多
数城市现阶段尚未结合善治模式制定完
整的更新治理体系与框架，特别对“以
交通设施等公益性设施为基础出发点，
促进周边片区整体改造”的“土地增值
收益如何再分配”这一核心问题缺少明
确指引与政策支持。

因此，基于对广州交通设施用地
再开发利用的更新治理及利益再分配研
究，认为城市更新治理下土地增值利益

分配应在倡导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
下，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明晰相关利
益主体，建立“利益共同体”模式，界
定更新范围，并理清利益再分配的主体
及界线，同时采取“利益补偿奖励、制
定合作开发框架协议”等方式，才能进
一步促进土地增值再分配的合理均衡，
以此促进合作共赢模式的形成，推动城
市更新治理的有效实施与规划落地。

[注　释 ]

①根据《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

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号)，

“三旧改造”指的是旧城镇、旧厂房和旧

村庄改造工作。

②非正式更新：冯立、唐子来在《产权制度

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

口区为例》的划拨用地更新政策策略研究

中，认为“在相关政策允许范围内，保留

原划拨用地权属，变更用地性质与相应改

建”为非正式更新方式。

③土地增值收益归属在理论界有 3种观点：

“涨价归私”论 (主张全部土地自然增值

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 )、“涨价归公”论

(主张将土地自然增值基本归国家所有 )

和“私公兼顾”论 (主张在充分补偿失地

者之后将其剩余部分收归中央政府所有)。

而邓宏乾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

新与改革》中认为“私公兼顾”论实质上

与“涨价归公”论没有本质差别。

④周诚在《论土地增值及其政策取向》中提

出：土地增值是由投资增值(直接性投资、

间接性投资 )、供求性增值、用途性增值

引起的，其中直接性投资为人工性增值，

其余为自然性增值(课税对象 )。

⑤数据来源于广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网。

⑥根据笔者整理，2013 年至今广州交通设

施再开发的规划调整或实施项目中，市属

的高快速交通基础设施、轨道地铁车辆段

已达 10项以上，而省属国企的交通设施

再开发项目仅有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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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治理的北京朝阳区街区设计导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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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街道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城市规划与空间治理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文章通过总结国际街道
设计导则相关经验，借鉴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及分类分区进行空间管控的方法，以弹性引导为主要手段，构建“界面—街道—
街区”三层级管控、多部门协同的大平台管理机制，并以北京《朝阳区街区设计导则 ( 试行 )》为例，详细论述其面向实施
的导则编制思路、分类分区的编制框架及共建共享共治的实施策略，以期为类似地区的街区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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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Compilation For Urban Governanc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Li Jing, Tang Yan, 
Qi Mengnan, Peng Jingyi
[Abstract] Street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space, and its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focus issue in 
urban studies. By conclusion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aper uses human orientation and spatial zoning 
governance method, establishes edge-street-block three layered and multiple departmen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with 
flexible measures. With Beijing Chaoyang district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zoning, 
categorization in compilation, as well as joint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treet 
design of similar conditions. 
[Key words]  Street space, Urban governance, Street design guidelin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0引言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时期，社会生活的
建构逐步走向多元开放，城市管理相关体制也正在逐
步健全。关注微观建设，搭建更加清晰、精细化的规
划管理模式与方法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和空间治理的主
要内容。城市街道空间作为城市风貌最重要的展示界
面、城市居民进行交流的公共场所，承载着城市的历
史记忆和文化，是城市空间治理和精细化设计的重点
研究对象。

但就现实状况而言，街道空间精细化设计依然不
足，空间环境亟待提升。以北京为例，城市人口急剧
增长造成了街道拥堵与街道秩序混乱，城市街道空间
品质不高，尺度不宜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从
功能看，北京的街道功能混乱，汽车、人及各类交通
工具相互穿插；街道环境复杂，街道规划以机动车为

主体，缺乏对人的考量及步行空间的考虑；街道尺度
过大，造成用地浪费，形成安全隐患。②从街道环境看，
街道家具的布置与景观环境的配备缺乏，空间活力较
低。③从空间界面角度看，较多的围墙空间又使得空
间界面单一，沿街的建筑杂乱，原有的交往活动已经
逐步从街道上消失，城市街道空间品质逐渐恶化。

街道空间环境品质不高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
原因，但究其根本在于传统城市规划管理手段不足、
缺乏城市治理方法。就管控内容而言，法定城市规划
管理缺乏对三维城市空间及环境设计的具体考量，城
市管理和规划部门对于城市街道空间品质提升缺乏可
供实施管理和操作的办法。从实施角度看，我国街道
空间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规划管理缺乏统
筹。街道空间管理所涉及的部门众多，包括城市规划
与管理、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及城市绿化等部门，各
部门的管理角度、管理目标、行政法理和技术标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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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品质的提升。在党的“十九大”和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同时推
进《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疏
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2017—2020
年 ) 的实施意见》及《首都核心区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年)
行动方案》的实施，结合《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 (2016—2035 年 )》相关要求，
依据强化城市特色、转变规划方式、提
高城市治理能力及解决“大城市病”等
指导思想，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朝阳分局组织开展朝阳区街道调
研，并以此为依据编制《朝阳区街区设
计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导
则》的适用范围覆盖全区 470.8　km2、
24 个街道办事处及 19 个地区办事处。
其立足朝阳特色，上承《北京市街道设
计导则》，下接朝阳各街区街道设计导
则，在推进城市治理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2.1以人为本，面向治理实施的导则

编制思路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主要担当引领
者的角色，而街道 / 街区设计导则的作
用旨在既保证政府对基本要素的引领，
又不破坏市场与公众的活力，使得导则
编制来源于社会公众，作用于社会公众，
从而保证其人本原则。

《导则》界定了政府的管辖边界，
确立了政府引导的核心内容：确立突出
的地域特色、搭建导引体系框架、确立
管控内容及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导
则》的编制引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政府引导内容中突出人本思想，对街
道 / 街区环境进行人性化设计，并积极
推进公众参与到城市更新、社区改造、
社会共建的工作中，提高公众的主体意
识和积极性。另外，为保证治理能够有
效落实，采用整体着眼、局部着手的编
制方法，既从宏观层面上对朝阳街区的
整体风貌进行要求和管控，彰显朝阳区
现代、活力、时尚的形象特色；又从微
观层面上明确了街道 / 街区的管控要素，
根据不同街道类型的不同需求提出针对

有较大差异，使得街道层面的空间与城
市设计面临实施途径混杂、街道建设实
施效果差的困境。

在此现实状况和管理制度背景下，
街区设计导则的编制有利于加强街道三
维空间环境管控，搭建治理实施平台，
促进各部门、各组织协同发展，是实现
城市街区治理、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重要实施途径。

1国外城市街道设计导则在城市

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街道设计导则作为城市空间设计和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城市的形象特色和市民出行文化。其
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开放空
间环境塑造起着指引战略方向与明确技
术思路的作用，对城市空间治理与城市
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国际街道设计导则的
特点，为北京朝阳区的街区设计导则编
制提供指导，从而构建具有朝阳特色的
街区设计导则综合框架。

1.1以人为本，明确城市治理的基本

设计原则

世界各地的街道设计导则均坚持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创造宜人的、环
境友好的街道空间。《伦敦导则》旨在
转变以机动车为中心的城市街道设计理
念，以减少人对小汽车的依赖，创造宜
人的、适宜步行的城市街道。《纽约导则》
关注良好的人性化街道环境，认为其既
增添城市活力又吸引商业投资效益，并
遵循安全性、可达性、环境协调、宜居性、
可持续性和经济性 6 条原则，推动人性
化街道转型。《阿布扎比导则》倡导为
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和丰富有趣的步行
环境，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机动车
出行依赖。《全球导则》以“在街道设
计中优先考虑行人”为核心原则，认为
街道是市民体验城市的基础空间，并对
“人性化街道设计”进行详述。

1.2分类分区，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

地域特色

重新对街道空间进行分类分区，根
据自身特点提出相应的空间要素管控要
求，能够保证有效的精细化管理，体现
地域特色。《阿布扎比导则》《印度导则》
均对街道空间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类
别制定差异化的设计策略。《纽约导则》
针对每一类设计问题列出“工具箱”，
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并进行综合应用
指数评价，明确其适用条件。《多伦多
导则》确定了 6 类改造的基本类型及对
应的改造方式。

1.3多方参与，建立城市管理、治理

一体化的实施机制

搭建全面的信息管理、沟通交流平
台及保证广泛的参与度是保障设计导则
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洛杉矶导则》
鼓励媒体、非营利组织机构及宗教组织
等进行宣传和推进，达到广泛参与的效
果。《印度街道设计手册》跨越行政管
理壁垒，建立了协同规划的平台，融合
道路交通与街道环境设计两个方面，实
现城市规划部门与交通规划部门的整合
协调。《纽约导则》在编制上整合多个
政府部门，由纽约交通运输部牵头，会
同其他 8 个相关城市部门联合发布。上
述导则在受众上也十分广泛，包括设计
机构、私人开发商、城市管理部门及社
区组织等。其通过将所有街道设计要素
进行合理分类列举，形成设计要素检索，
方便专业与非专业人士查阅核对，搭建
了一个平等、共享、供多方讨论与评估
的平台。

2面向城市治理的朝阳区街区设计

导则编制研究

随着城市治理理念与精细化管理模
式的推进，我国各大城市开始着力于建
设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改善城市空间
品质。北京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重要议
题就是如何在减量规划背景下实现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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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管控建议和注意事项，为各街道开
展街道 / 街区维护、整治和提升工作提
供管理依据与设计要求。

政府在《导则》编制中确立了“一
个纲领、十项原则、三类管控层级”的
体系框架，上衔定位要求，下接民生需
求，对应区域实际，面向治理实施。《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 年 )》中
对朝阳区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绿色
生态”。同时，结合朝阳区自身的形象
特点，提出了“一个纲领”的具体内容，

即将朝阳区街道 / 街区建设成为“国际、
现代、绿色、活力”的高品质城市空间，
提升街道风貌、激活街区活力、重塑街
道生态环境和彰显地区文化。

“十项原则”指街道 / 街区设计中
应遵循的要点，其概念有较强的前瞻性
及人本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北京疏
解整治十项行动的号召，提出对应性较
强的十项设计原则，包括“包容共享、
文化特色、风貌协调、现代安全、分类

统筹、绿色生态、先进智慧、功能多元、
民生优先、精细化治理”( 图 1)。

《导则》同时面向工作实际，突破
常规的街道设计导则仅聚焦街道空间而
忽略街道身处城市生境并与周边要素关
联的研究局限性，采取多层次控制的方
法，提炼朝阳区街道 / 街区设计的关键
管控要素，形成涵盖界面、街道和街区
3 个层级的综合设计导引，以提升城市
治理的能力，增强《导则》的可实施性。

2.2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以实地调研

为依据，建立分类分区的编制框架

2.2.1以 GIS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划分

街道类型、构建数据平台

平台的搭建需要广泛的数据支撑，
《导则》利用 GIS 对朝阳区内的所有用
地和街道进行基本信息的提取与空间分
析，从而作为朝阳区街道类型划分的依
据，增加了《导则》编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朝阳区的总面积约为 470.8　km2，
含 24 个街道办事处、19 个地区办事处，
现状按街道名称统计有 2　000 余条街道，
按道路交叉口线段统计有 50　000 余条
街道段。通过梳理朝阳区土地利用现状
和街道现状 ( 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 )
相关数据，发现朝阳区内有多条高速公
路和城际间道路经过，交通性较强；道
路等级普遍较高，以主次干道为主，支
路及以下级别道路的比例相对偏小；一
些街道环境和景观质量突出，部分街道
具有明显的功能复合型特征。为对多条
街道数据进行梳理，在《导则》编制中
利用 GIS 叠加分析法对用地性质和道路
等级等进行集合运算，将朝阳区街道划
分为五大类型：商业性街道、生活服务
性街道、综合型街道、景观型街道 ( 城
市景观型、乡村景观型 ) 和交通性街道
( 图 2)。其中，景观型街道比重最大，
约占 48.12％，其次为交通性街道和生
活服务性街道，比重分别为 22.80％和
17.03％，街道类型的定义与等级情况如
表 1 所示。

此外，《导则》还搭建了一个基于

图 1 “十项原则”与北京疏解整治十项行动的对应关系

图 2 基于 GIS 叠加分析法的用地性质和道路等级分析

交通性街道
商业性街道
生活服务性街道
综合型街道
城市景观型街道
乡村景观型街道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图 例

图 例

包容共享原则
（伦敦、全球）

拆除违法建设

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整治

城乡结合整治改造

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中心城区重点区域整治提升

疏解一般制造业和“散乱污”企业治理

疏解区域性专业市场

疏解部分公共服务功能

地下空调技能和群租房整治

棚户区改造、直管房及“商改住”清理整治

文化特色原则
（伦敦、美国、全球、纽约、上海、阿布扎比）

风貌协调原则
（伦敦、纽约、上海、阿布扎比）

现代安全原则
（伦敦、美国、全球、纽约、上海、阿布扎比）

分类统筹原则
（伦敦）

绿色生态原则
（伦敦、美国、全球、纽约、上海、阿布扎比）

先进智慧原则
（伦敦、美国、全球、纽约、上海、阿布扎比）

功能多元原则
（伦敦、阿布扎比）

民生优先原则
（美国）

精细化治理原则
（习、蔡讲话）

以
人
为
本

疏
解
整
治
促
提
升
十
项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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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的公共数据和管理支撑的动态平台，
将 43 个行政区划内的全部街道 / 街区
信息的道路交通、建筑风貌、景观绿化、
设施配套与生态智慧等信息进行资源整
合、数据共享和决策分析，为后续街道
的建设、实施和管理提供平台支撑。
2.2.2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提取《导则》

的管控要素

实地调研是了解街区现状的基础，
但朝阳区地域范围较广，涉及街道类型
众多，为保证调研的深入有效，选取典
型街区与代表街道进行深入调研。通过
综合考虑朝阳区各街区、街道的特点、
风貌和发展定位等因素，选择和确定了
3 类具有代表性的朝阳城市片区，包括
典型风貌区(29.38　km2)、典型居住区(约
4.53　km2) 和城乡结合部 ( 约 49.12　km2)，
并明确 3 类片区的现状调研对象，共计
12 个街道 (CBD 综合区、三里屯、使馆
区、奥林匹克公园、朝外大街、望京地
区、定福庄地区；左家庄、团结湖；将
台乡、小红门、十八里店 )；针对 5 类
特色街道的百余条道路进行走访调研，
由 30 多名调查员、8 个调查小组分头
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摸底工作；最终形
成“街道现状调查分析”专题，从“特
点、问题、对策”3个方面依次展开分析，
并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参
考导引，为后续街道管理者和使用者提
供方向指引、工具参考和方法手段示意
( 表 2)。

基于调研成果，研究从朝阳区街道
建设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需求出发，
提炼朝阳区街区 / 街道设计的关键管控
要素，切实建立分类型、分对象、刚性
与弹性相结合的街道指引。
2.2.3建立分类分区的数据平台，确立

《导则》编制框架

在大量 GIS 大数据与实地调研材料
的基础上，将所得数据进行分类，建立
分类分区的数据平台。“3+X”框架是《导
则》提出具体技术指引的结构逻辑，其
中“3”指风貌控制、街道设计和街区
建设三方面管控重点，“X”指由外部

表 1 街道类型定义及道路等级

街道类型 定义 道路等级

商业性 道路等级多为主次干道，周边功能以大型商业区、商务办公楼、
文创产业等为主

主次干路
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

生活性 以服务周边居民为主要功能的街道，通常是以中小规模店铺、
餐饮等生活性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为主，或以满足居民交通出
行、休闲娱乐等需求为主的街道

主次干路
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

综合型 功能多样混合，兼有商业、交通、景观和其他功能中的两种或
两种以上功能的街道类型

主次干路
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

景观型 毗邻公园等大型开放绿色空间或活动场地，环境绿化和景观质
量突出的街道类型，可细分为城市景观型和乡村景观型街道

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

交通性 道路等级多为主干道及以上级别，包括城市快速路、城市高速
环线等，是主要承担交通通行功能的街道类型

城市快速路

表 2 街道 /街区现状调查情况一览

分区          重点街区 调研对象 特点

典型风貌
区

三里屯 雅秀北街、三里屯路等 国际文化景观区域
使馆区 工人体育馆路等 大使馆聚集区
奥林匹克公园 北辰西路、北中轴景观大道等 国际交往、国家体育文化功能

承载区
CBD 综合区 建国门外大街、通惠河北路、光

华路、针织路、景辉街、郎家园
西路、郎家园路、郎家园东路等

国际金融功能和现代服务业集
聚地，首都现代化和国际化大
都市风貌的集中展示区域

朝外大街 朝阳门外大街等 重要商业街区
望京地区 广顺南大街、阜荣路、阜安西路

等
大型居住区、韩国人集聚地

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区 ( 定福
庄地区 )

朝阳路等 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

典型居住
区

左家庄社区 香河园路、机场高速公路等 老小区
团结湖社区 团结湖路、姚家园路等 老小区

城乡结合
部

小红门 三台山路、成寿寺路、南四环东路、
南四环东路、鸿博西路、小红门
路等

城乡结合地区

十八里店 大羊坊路等 城乡结合地区
将台乡 将台路、芳园西路等 城乡结合地区

表 3 界面层级的风貌控制指引

整体控制 整体协调

界面要素 墙面要素：立面门窗、屋顶、台阶、无障碍设施
围栏围墙
附属设施：牌匾与侧招、雨棚等与遮阳棚、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室外机、安全保
障设施

建筑形式 建筑立面形式
建筑体量
建筑高度

建筑材质与颜色 建筑材质与颜色
建筑性质 建筑性质

出入口设置
界面空间 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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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街道层级的街道设计指引，即
从街道设计和街道要素两个方面进行设
计管控。街道设计包括完整街道设计、
步行通行区与无障碍设计、建筑前区及
设施带四方面内容；街道要素包括街道
家具、公共艺术、地面铺装、街角绿地
和街道绿化、信息设施、公交站点交通
组织与停车安排六方面内容。这个层级
的管控重点旨在提升道路便利性，增强
城市活力，构建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
例如，对步行通行区的建设提出相关建

表 4 街道 /街区分类与设计导则的对应关系

街道

类型

风貌控制 街道设计 街区建设

管控要素 导则编号        管控要素   导则编号      管控要素  导则编号

商业性
街道

整体协调 第 1 项 完整街道设计 第 12 项 完整街道与活力共享 第 22 项
墙面要素 第 2 项 步行通行区与无障碍设施 第 13 项 其他外部设施 第 26 项
建筑附属设施 第 4 项 建筑前区 第 14 项 智慧设施 第 27 项
建筑立面形式 第 5 项 街道家具 第 16 项 海绵街道 第 29 项
建筑材质与颜色 第 8 项 公共艺术 第 17 项 绿色技术与绿色材料 第 30 项
建筑性质 第 9 项 地面铺装 第 18 项 —             —
出入口设置 第 10 项 公交站交通组织与停车安排 第 21 项 —             —
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 第 11 项                            — — —             —

生活性
街道

整体协调 第 1 项 完整街道设计 第 12 项 完整街道与活力共享 第 22 项
墙面要素 第 2 项 步行通行区与无障碍设施 第 13 项 开放街区 第 23 项
围墙围栏 第 3 项 设施带 第 15 项 精准服务 第 24 项
建筑附属设施 第 4 项 街道家具 第 16 项 密路网与小街区 第 25 项
建筑立面形式 第 5 项 地面铺装 第 18 项 其他外部设施 第 26 项
建筑体量 第 6 项 街角公园及绿化 第 19 项 智慧设施 第 27 项
建筑高度 第 7 项 公交站交通组织与停车安排 第 21 项 海绵街道 第 29 项
建筑材质与颜色 第 8 项                            — — 绿色技术与绿色材料 第 30 项

综合型
街道

整体协调 第 1 项 完整街道设计 第 12 项 完整街区与活力共享 第 22 项
建筑立面形式 第 5 项 建筑前区 第 14 项 其他外部设施 第 26 项
建筑体量 第 6 项 设施带 第 15 项 智慧设施 第 27 项
建筑高度 第 7 项 街道家具 第 16 项 绿色技术与绿色材料 第 0 项
建筑材质与颜色 第 8 项 地面铺装 第 18 项 —              —
建筑性质 第 9 项 公交站点与停车安排 第 21 项 —              —
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 第 11 项                           —             — —              —

景观型
街道

整体协调 第 1 项 步行通行区与无障碍设计 第 13 项 其他外部设施 第 26 项
围墙围栏 第 3 项 街道家具 第 16 项 生态街道 第 28 项
              —             — 地面铺装 第 18 项 海绵城市 第 29 项
              —             — 街角公园及绿化 第 19 项 绿色技术与绿色材料 第 30 项

交通性
街道

整体协调 第 1 项 街道家具 第 16 项 其他外部设施 第 26 项
建筑体量 第 6 项 街角公园及绿化 第 19 项 智慧设施 第 27 项
建筑高度 第 7 项 信息设施 第 20 项 —              —
建筑材质与颜色 第 8 项 公交站交通组织与停车安排 第 21 项 —              —
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 第 11 项                           —             — —              —

设施、绿色智慧设施等组成的拓展管控
内容；从而编制了“三十项重点控制内
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街道 / 街区
设计提出技术性指引。具体内容如下：

(1) 界面层级侧重风貌控制指引，
即对建筑界面要素 ( 墙面要素和附属设
施 )、建筑形式、建筑材质与颜色、建
筑性质和界面空间进行管控。这个层级
的管控重点在于协调沿街界面的整体风
格，与周边节点建设、景观环境相一致，
不应有不和谐的杂乱建 ( 构 ) 筑物破坏

街道风貌。例如，墙面要素主要是从立
面门窗、屋顶、台阶和无障碍设施 4 个
方面进行控制引导，严禁未经许可的开
墙打洞、私搭乱建行为，及时拆除各种
违法建设与不符合法规的占道经营，恢
复应有的步行空间；对沿街建筑的屋顶
类型、尺度、色彩和材质等进行严格控制，
与周边整体风格保持一致；商业与公共
服务类建筑沿街开口处应设无障碍坡道，
轮椅坡道不易发现时应在建筑立面相关
部位设置明显的无障碍标志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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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转型，普及智能公交、智能慢行，
逐步实现街道智能设施全覆盖。鼓励进
行生态街道和“海绵”街道的设计，保
护街道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和多样性，使
街道在适应环境变化、应对雨水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更好的弹性。同时，
建议街道建设应采用绿色的施工工艺和
技术等。

2.3构建索引体系，创新管理机制，

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实施策略

2.3.1按照街道行政单位构建索引体系，

保证实施主体

《导则》的共享性及实用性是保证
其能够实施的核心条件，构建合理的索引
体系，有利于保证各方参与共享，保障《导
则》因方便理解而得以实施。索引体系
即由多个索引构成的检索工具，可为同
一类街道的不同控制要素或同一行政片
区的不同街道类型提供多种检索途径。

搭建便于查阅检索的索引体系有利
于推动设计导则平等共享，便于对接城
市精细化管理，是保障城市治理及导则
落地实施的重要内容。根据五大类街道
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引导要求，形
成“菜单式”管理一览表，推进每一类
街道设计和管控方法，这样既有利于提
高整体街道界面设计的水平，又能突出
不同街道的性格。利用 GIS 数据库对朝
阳区 43 个行政区划内的所有街道类型
进行划定，并在 GIS 系统中进行不同色
彩的图示化表达，方便各街道管理者在
图中查询每条街道的类型，同时也可快
速对应到该类型街道相应的管控内容及
导则编号，便于后期的实施管理，实现
街道的精细化管理 ( 表 4，图 3)。
2.3.2创新管理机制，明确街道管理

责任	

政府、公众、市场和设计人员是城
市治理的主体，《导则》的编制充分考

议，其应保持连贯、平整，避免不必要
的高差；如有高差时，应设置斜坡等无
障碍设施；步行通行区内须设有安全、
连续的盲道，保障盲人无障碍出行；提
出不同类型步行通行区的合理建设宽
度。又如，对建筑前区的控制旨在提升
街道空间的完整性和街道活力，鼓励利
用建筑前区设置商业设施或休憩设施；
对不同功能的建筑前区提出建设宽度建
议；沿街建筑底层为商业、办公和公共
服务等公共功能的街道，鼓励其开放建
筑前区，增加建筑前区的可达性等。

(3) 街区层次的街区建设指引，即
从街区设施配置和小街区制两方面进行
控制指引，包括开放街区构建、精准服
务街区、街区文化形成和生活圈配置等
内容。这个层级的管控重点在于街区的
功能活力、设施配置、宜人尺度和街区
开放性等要素。内容包括建立安全的街
道环境，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安全的通道，
并保障慢行者权利；通过街道建设提高
城市景观，优化生态环境；营造活力街
道，提升城市品质与土地价值等。街道
设计应满足街道主要功能的需求，符合
街道断面建设的相关技术要求，对道路
红线、城市绿线与建筑退线等多线进行
融合处理，统筹安排街道步行区、建筑
前区、设施带和机动车行车区等。此外，
提出“5—10—15 分钟的生活圈”建构
方法，在精准服务街区的管控中，针对
不同人群提供精准服务，重点考虑老年
服务类相关设施和高龄人口医疗养护、
日常托管、家庭护理等需求，加强福利
设施中儿童养育功能的基础保障，增加
0 ～ 3 岁婴幼儿教养与托管设施；推动
无障碍设施建设，营造安全、绿色、便
利的街区生活环境；探索灵活共享的街
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资源利用的弹性
和效率。

(4) 拓展指引，即对其他外部设施，
如垃圾箱、公共厕所、强弱电设施、电缆、
电线、雨水管与闸箱雨污泵站等进行合
理设置和管控，力求安全与美观。对绿
色智慧设施的建设提出建议，促进街道

图 3 部分街道分类示意

图 4 街道管理责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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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各个主体，注重规划实施和公众参与，
提出了多元化的配套管理建设机制，包
括规划先行、资金保障、公众参与、部
门协同和长效机制 5 类。

(1) 规划先行。街道整治及其他建
设工程开始前，必须保证规划设计先行，
通过优秀的规划设计方案来保障街道整
治效果；探索建立责任规划师、责任建
筑师制度，鼓励愿意自主参与并贡献智
慧的志愿者规划师 / 设计师等参与规划
设计；建立健全的单体建筑设计审查机
制，鼓励建设用地设计方案出让；重要
街区 / 街道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应合
理引入风险评估、专家论证等环节，确
保规划设计方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2) 资金保障。加强各级公共财政投
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街区 /
街道各类设施的建设和整治中来，保证
街区空间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成本。

(3) 公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到街
区 / 街道建设整治的设计、管理与维护
等全过程中，鼓励沿街业主参与街区公
共环境的建设进程；收集公众对设计方
案提出的意见并给予反馈，增强公众满
意度；街区或街道建设与整治完成后，
倡导行人、驾驶者与街道沿线业主共创
文明空间，维护建成成果。

(4)部门协同。增强规划、建设、交管、
绿化及市容等管理部门在规划、工程设
计环节的沟通协调；在各部门沟通协调
基础上，划分权责、明确责任主体和建
设维护标准。

(5) 长效机制。针对街区 / 街道建
设确立“全生命周期”的管控、维护与
监督机制。建立街长制与巷长制，聘请
市容市貌监督员，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相互补充的长效
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做到每条背
街小巷有政府代表、有自治共建理事会、
有物业管理单位、有社区志愿服务团队、
有街区治理导则和实施方案、有居民公
约、有责任公示牌。

针对目前城市设计实施管理对象模
糊，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同性和责任不
明确等问题，《导则》通过对街道空间
不同要素的管理机构、责任方等关键信
息进行系统化梳理，并通过绘制典型路
段和交叉口的平面和立面示意图，为使
用人群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参考案例，
便于公众的理解。此外，为了便于按照
街道要素进行管理和查阅，《导则》按
照道路交通类、市政管线类、道路绿化
类、标识类与城市家具类 5 类分别绘制
对应的平面图和立面图，明确各类街道
要素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为建立朝阳
区街道精治、共治、法治的工作机制建
立良好的工作基础 ( 图 4，图 5)。

3结语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时
期，追求精细化管理是城市规划与城市
治理的主要内容，街道作为城市的重要
空间是重点的研究对象。文章总结了国

际街道设计导则相关经验，借鉴其以人
为本的思想内涵及分类分区进行空间管
控的方法，以弹性引导为主要手段，构
建“界面—街道—街区”三层级管控、
多部门协同的大平台管理机制。在《导
则》编制过程中，以大数据分析和实地
调研为研究基础，以便于查阅和使用的
街道 / 街区类型划分与导则索引推动设
计导则平等共享，以面向管理实施的多
元化创新机制建构保障大平台、宽口径
的落实。其在城市治理领域有诸多创新，
对推动社会治理模式重构有一定积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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