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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规则

与规划策略
□　聂晶鑫，刘合林，张衔春

[摘　要] 共享经济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经济的重要业态之一，使用权分时共享的运作方式推动着城市空间组织重构。共享
经济在我国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成长三个阶段，对城市空间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效益。综合效益作用下催生出共享时代的空
间组织新规则，表现为多尺度与分散化的空间布局规则、混合性与多元化的空间形式规则、基于互信与共享的空间治理规则。
为响应空间规则的变化，重构城市空间秩序，应从规划上创新空间供给与治理方式，采取以“行为—空间—规划”的模式精
细布局共享空间、搭建共享社区平台以创新服务空间供给、构建包含空间信用管理的综合空间治理体系等规划措施，从而激
发共享活动的正面效益，推进共享城市的建设。
[关键词] 共享经济；共享城市；空间规则；城市规划；应对策略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5-0005-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聂晶鑫，刘合林，张衔春．新时期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规则与规划策略 [J]．规划师，2018(5)：5-11．

The Characters, Connotation, Spatial Rules, And Planning Strategy Of Sharing Economy In The New Era/
Nie Jingxin, Liu Helin, Zhang Xianchun
[Abstract] Sharing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usiness form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promoting urban space restructuring. 
Sharing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emergence, growth, and booming phases and caus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New 
spatial rule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ra has exhibited multiple scales, decentr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mutual trust and sharing 
character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spatial rules, spatial restructuring shall recreates spatial supply and governance modes, 
adopts new planning measures including “action-space-planning” model sharing space layout, creating sharing community platform 
for new service supply, establishing space credit based comprehensive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so as to activat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haring economy and promote sharing c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Sharing city, Spatial rules, Urban planning, Responsive strategies

0引言

伴随全球技术革命的深度展开，新兴互联网技术
孕育了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这一新经济业态，
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共享经济诞生于美国，其在
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践发端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2011 年，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十大
想法之一。共享经济浪潮涌入我国后得到迅速发展。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6 年度中国“共享经
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
场规模达 39　450 亿元，增长率为 76.4％，从业人数
约 585 万。可以说，共享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青年千人计划基金项目 (D1218006)、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基金 (2017ADC073)
聂晶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刘合林，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衔春，通讯作者，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主题：共享经济下的规划应对

[编者按] 近年来，伴随着以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快速崛起，共享理念已然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共
享使城市资源的配置更加灵活高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因缺乏规划管理，也给城市的建设与治理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如何冷静、客观地审视共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探寻规划与管理策略，在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城市获得健康成长，维持城市良
好的秩序，是当前规划界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共享经济下的规划应对”为主题，选发一组文章，
剖析共享经济的特征内涵、空间使用规则，从城市产品、公共参与等角度探寻规划应对策略，以期为推进共享城市的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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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深度理解共享经济下的城市
共享空间使用规则，从而提出针对性的
规划对策。

本文基于对共享经济本质属性与阶
段特征的解读，阐述了其对城市的正负
效益，认为在共享经济组织模式的影响
下，城市在空间布局、空间形式和空间
治理三方面出现重构；同时，面对城市
空间组织规则的变革，提出规划应从规
划模式革新、建设共享社区和完善空间
治理体系等方面予以应对。

1共享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1共享经济的概念内涵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不求所有，但
求所用”[1，15]。其本质是基于互联网技术
平台整合闲置资源，以使用权临时性让
渡的方式，使供给方获取一定回报、需
求方获得低价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16-17]。
共享经济的基础源自于社会互信，关键
在于使用权的切分转让 [18]。狭义的共享
经济仅就存量资源而言，广义上还包括
企业购置资源的增量模式。因此，共享
经济既包括 Airbnb、小猪短租等个体对
个体的 C2C 模式，也包括摩拜单车、
共享充电宝等企业对个人的 B2C 模式。
共享经济涉及的领域有共享出行 ( 共享
单车、停车场 )、共享空间 ( 住宿、众
创空间 )、共享服务 ( 金融、家政 )、共
享知识 ( 众包、问答 )、共享物品 (WiFi、
各类物品 ) 等。其中，共享出行与共享
空间是发展最为普遍的领域。

共享经济通过“去中心—再中心”
的动态过程重塑了新的城市经济形态 [19]。
它打破了劳动者对商业组织的依附，使
服务供给方直接向需求方提供服务或产
品；而为了共享的快速进行，供需双方
都接入共享经济平台，形成新的交易中
心。这也是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
本质区别 ( 图 1)。传统商业模式的中介
层级众多、交易成本较大，强调流水线

续发展的新支撑点，开辟了供给侧改革
的新途径。然而，区别于传统经济的运
作模式也导致对共享经济的监管难度增
大。尽管国家与各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来鼓励与规范共享经济活动 ( 表 1)，
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
待构建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

共享经济的全面推行最终会形成共
享城市。共享城市就是以最低的“物质
拥有”完成最高的“使用效用”[1]，这
对存量时代我国城市盘活已有资源的内
在价值具有积极作用。因此，顺应共享
经济的发展趋势，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与
共享经济的有效匹配，既是推动共享经
济有序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2]，也是包
括城市规划在内的政府公共政策所必须
应对的问题。

在移动信息时代，地理空间的束
缚被削弱，空间的流动性增强 [3-5]。受
此影响，居民行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

愈加频繁，人口、时间和空间之间的
互动关系成为研究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的
新范式 [6-7]。移动通讯设备是保障三者
交互的重要支撑，而共享经济则极大地
活化了移动通讯设备所提供的平等化资
源共享平台，使得空间的流动性进一步
加强，对出行方式、社会组织、城市形
态乃至空间治理等方面带来更为深刻的
影响。研究表明，共享交通组织方式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挤 [8-10]，
众创空间等共享空间对城市创新活动具
有促进作用 [11]，开放街区是共享时代的
重要空间形态，推动着空间共享的深入
发展 [12-13]，这些变化促使城市规划方式
做出改变。实践表明，通过决策制定、
空间规划与场地管理能够更好地维护
共享空间，提升城市的空间品质 [14]。
但是，目前我国对共享经济引发的城市
重构现象研究还较少，尚需要系统梳理
共享经济的相关概念内涵与阶段特征，

时间
出台部门/ 

城市
文件名称 文件类型

2015 年 7 月 4 日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鼓励促
进类2017 年 7 月 3 日 发改委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2017 年 12 月 18 日 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推动发展第一批共享经济
示范平台的通知》

2015 年 7 月 14 日 交通运输
部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规范管
理类

2017 年 4 月 1 日 深圳市 《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的若干意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 上海市 《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 ( 试行 )》( 公开

征求意见稿 )
2017 年 9 月 15 日 北京市 《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

表 1 国家与地方出台的共享经济相关政策一览

图 1 共享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的区别

供给方 共享经济平台
工资 闲置资源

付出

劳动

直接

提供

付费 需求

付费

空间 特征 空间 特征

供 给 供 给

获取

服务

获取

服务

以实体空间为主，时空固定 虚实空间结合，时空灵活

传统经济模式 共享经济模式

规范服务 共享服务劳动方 供给方需求方 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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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化产品，交易场地以实体空间为
主；而共享经济模式以社会互信为基础，
通过共享经济平台直接连接供给方与需
求方，减少交易成本，服务场景也更加
多元。

1.2共享经济的阶段特征

共享经济自国外引入以来，在我国
逐渐走出一条本土化创新的发展道路，
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个
过程可以分为萌芽、起步和成长三个阶
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运营模式，
空间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之中。
1.2.1萌芽阶段：国外模式引入

2000 年前后，ZipCar、Napster 等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在美国出现，并逐渐
向外扩散。受此影响，我国出现了一些
基于互动问答的知识共享网站、众包平
台等平台模式。这一时期我国的共享经
济处于模仿与学习国外模式的尝试探
索阶段，在空间形式上以虚拟网络社区
为主。
1.2.2起步阶段：共享企业出现

共享经济浪潮的持续发酵最终孕育
出本土共享企业。2012 年，滴滴出行、
蚂蚁短租和小猪短租等众多标志性共
享企业出现，开启了由移动互联网驱动
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这一阶段我国的
共享经济模式从线上共享逐步演化到线
下共享共用，实体空间的共享越来越受
到关注，共享经济的空间组织形式不断
丰富。
1.2.3成长阶段：本土模式创新

这一阶段，我国的共享经济模式一
方面在更多领域广泛开展，共享空间、
共享知识和共享服务等模式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创新企业出现，以
ofo 和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不但
在国内掀起共享出行热潮，而且进军海
外，被称为“新四大发明”之一。我国
的共享经济模式升级为由浅层物联网技
术 + 移动支付技术驱动的经济模式，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其全面渗透到从生活消费到生产的
各个环节，对传统城市空间与社会组织
形式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1.3共享经济的城市空间效益

1.3.1正面效益

共享经济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但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
共享经济的绩效并不是单一的。从积极
的方面讲，共享经济模式通过简化交易
层级、定制化服务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
了改革，最终反映到空间上，形成对城
市空间利用效率与空间品质两方面的促
进作用。

(1) 空间利用效率的增强效益。
共享经济通过直接链接服务供给方

与需求方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激活
了城市闲置空间与资源的使用价值，从
而提高了社会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首
先，借助移动支付工具，使用权的临时
转让过程可以即时完成，交易的时空成
本大大缩减。其次，在共享平台上，个
体服务提供者可以快速匹配需求者，使
交易效率大大提升，让持有的闲置资源
与公共空间的价值得以激活。对需求方
而言，服务的多元化使其拥有更多的选
择权，基于供给方的低成本，可以获得
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空间使用效率的增
强使现有城市空间的潜力被充分挖掘，
是存量时代城市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
途径。

(2) 空间品质的补充效益。
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三种方式，即政

府直接供给、公私合作与市场供给。政
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传统企业提供
的服务往往是标准化的，过度供给还会
造成市场失灵、空间失灵。在共享经济
下，分散的个体服务供给方可以提供更
加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以满足差异化的
服务需求 [19]，同时公共空间内的共享服
务供给也得到增加，共享服务的个性化

与泛在化使城市空间服务品质得到不
断提升。共享经济的实践证明，共享行
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共享空间
供给与有序化管理。依靠平台发起、政
府配合的公私合作模式将有效激发社
会共享潜力，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公
共服务体系。
1.3.2负面效益

作为新兴事物，共享经济的空间发
展权还未得到明确，在城市空间分配中
缺少制度化保障。在相关配套监管措施
缺位的自主发展情形下，其难免侵入原
有城市公共空间，极易导致服务过度供
给，从而造成空间拥挤等负面效益。

(1) 空间发展权缺失下的空间秩序
干扰效益。

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众多共享模式
都是将产品投放到街道等公共空间中供
居民使用。现阶段，我国企业运营管理
方式仍不够完善，各类共享产品随意摆
放、占道营销的现象严重，挤占了大量
的公共空间，破坏了原有街道秩序。这
种扰乱需要城市进一步“消化”与“重
构”，而重组城市空间规则与组织形态
是融入共享经济发展的必由路径。

(2) 过度供给下的空间使用效率抑
制效益。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行业竞争
激烈，其结果就是共享服务供给开始过
剩，出现资源浪费现象，典型的如因损
坏报废而形成的共享单车“坟场”，大
量丢失、损坏的共享雨伞等。这些资源
的供给没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提升，显然
违背了共享经济的初衷，也在无形中降
低了城市的运行效率。为此，上海等多
地只能通过禁止共享单车的投放来避免
资源的过度供应。削弱这一抑制效益的
有效方式，就是通过空间供给的方式约
束服务供给容量。

(3) 新旧冲突下的空间治理失范效
益。

共享经济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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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不同的服务；同时，同一空间被分
时利用，不同时间段可以容纳不同的功
能。共享经济不但在尺度上突破了原有
空间的使用习惯，而且在时间上也进行
了分割，导致空间的不确定性增强。也
就是说，未来很难再用单一的尺度与功
能来描述一个空间的性质和使用状态，
混合、多元的动态空间特征在共享时代
更加突出。显然，传统规划中基于功能
区块的城市组织模式无法适应这一改
变，需要寻找新的空间平台来整合供需
双方与各类共享空间。社区能够促进人
际交往、构建社会互信，是推行共享活
动的理想场所。未来，需要基于共享理
念，对社区的组织形式、空间使用方式
等进行重构，使之成为共享城市的基本
组织单元 ( 图 3)。

2.3基于互信、共享的空间治理规则

共享时代强调空间的使用价值与消
费属性。共享经济通过即时化的服务供
给，让公共空间成为消费服务的场所。
构建良好的空间共享规则不仅能减少运
营成本带来的资源消耗，还将规范空间
作为消费品的边界。停车空间、投放空
间等共享出行的布局，办公、住宿等共
享空间的供给，以及移动共享服务所依
赖的通信设施的建设，都有赖于政府与
企业、公众共同商议，形成包括空间供
给、制度保障和信用监管在内的共享治
理体系 [22]，从而确立共享活动的空间发
展权力。以共享汽车为例，限制其发展
的重要因素便是停车位的不足，如果政
府能够提供适量的公共停车位，规范共
享汽车的使用规则，将有助于共享汽车
的易停、易取和易行，从而提升城市交
通的效率与便利度。

3规划策略：重建空间秩序

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直接
影响着规划工作的转型。共享经济将人

冲击，利益的受损使得不少传统行业的
从业者产生强烈抵触情绪，如全球多个
城市爆发了针对 Uber 的抗议游行，我
国也出现过出租车司机围堵专车司机
的事件。此外，共享经济的合法性也饱
受质疑，专车一度被认定为“非法营
运”[20]。由于超出现有法律的管理范围，
共享经济活动与既有社会管理体系发生
激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空间
治理失调。

2城市空间诉求：共享经济下的

空间规则

2.1多尺度、分散化的空间布局规则

移动支付的出现建立了平等化的资
源共享平台，使得城市空间的流动性更
加凸显，平台上的服务供给更加分散化、
泛在化。与传统服务设施的固定地点、

固定规模不同，共享经济所提供的服务
不再必须集中到特定的设施空间。“人
+ 通讯终端”成为服务输出端口，人们
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获取共享服务，
共享经济下的空间组织尺度更为灵活，
即使是小微空间也可以满足需要。随着
分散化的共享空间逐渐建立，城市空间
的布局将更加精细，固定的公共服务设
施与“流动”的多尺度共享服务场景相
互交织，共同提升城市空间的服务品质
( 图 2)。

2.2混合性、多元化的空间形式规则

在互联网时代，各类新产业的出现
使得城市土地利用更加兼容混合，公共
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的关键节点 [21]。城市
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日益成为容纳不同
服务的“容器”。在同一空间内，不同
的人可以接入不同的服务内容，供给或

图 2 共享经济下的空间布局变革

图 3 共享经济下的空间形式变革

时
间

时
间

空间 空间

生活 生活

生活空间图 例

生产 生产

生产空间

生态 生态

生态空间

功能 功能

基本公共服务空间 共享服务空间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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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作为核心，集聚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在此背景下，空间的使用不再单纯
依赖于规划师的技术设定，社会建构力
量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规划工作应该
秉持共享开放的态度，从革新规划模式、
创新服务供给和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等方
面做出回应。

3.1遵循“行为 — 空间 — 规划”模式，

精细共享空间布局

城市规划应以共享的理念展开工
作，遵循“行为—空间—规划”的工
作模式 ( 图 4)，强调空间布局的可共享
性，通过分析共享行为特征挖掘空间需
求，从而调适空间布局规则，并形成动
态反馈机制，这主要包括行为特征挖
掘、空间特征提取和空间布局规划三
个步骤。

首先，通过共享的行为数据，挖掘
共享行为特征。规划应采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分析方法，充分分析共享时代
的空间需求模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
革，为规划编制与管理提供可靠的决策
参考。当前，通过共享单车所采集的用
户数据已经在多地的规划工作中得以应
用 [23]，成为探索居民出行特征、优化配
套空间布局的重要参考。

其次，精细化空间布局，完善通信
设施配置。如上所述，用地规模的多尺
度与性质的多元化是共享时代的空间新
特征，这就要求采取更加精细化的空间
布局方式，灵活设置各类微小型共享空
间以满足需求。在用地的功能管理上应
更加突出弹性与兼容性，根据实际的社
会需求给予一定的调整空间，以灵活应
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共享活动
的完成依赖于网络平台的资源匹配，只
有拥有稳定快速的网络接入能力，才能
保证资源的高效利用。因此，规划应扩
大通信设施的覆盖范围，不断升级网络
通信技术，优先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提供
免费 WiFi 等互联网服务，建立共享基础

设施体系。目前，针对共享单车随意停
放的问题，已有多个城市推出了专用停
车位，这种细节式的规划管理调控将成
为规范停车行为、提升共享空间品质的
重要举措。

最后，强调动态行为反馈，形成微
观调控机制。规划应通过对居民行为的
追踪分析，感知居民对空间使用需求的
变化 ( 尤其是对街头空间、社区公共空
间等微空间的分配与使用 )，并及时将
这种变化反馈到空间布局之中。同时，
通过合理的空间分配，优化共享服务的
供给，从而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共享行
为习惯，促进共享社会的形成。

3.2 创新服务空间供给，建设共享

社区平台

城市规划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布局各
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有力保障政府对
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共享经济将政府
与市场连接起来，使得公共服务供给方
式更加多元。城市规划的角色应从政府
型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布局工具转变为
协调公共服务空间分配的共享平台，通
过整合政府、市场和公私合作的共享经
济三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匹
配相应的承载空间，挖掘存量空间价值，
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

作为这一平台的空间载体，共享社

图 4 共享经济时代的“行为—空间—规划”模式

图 5 共享社区的架构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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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建设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单元、
居住组团和社区。在家庭单元内，居民
主要共享居住空间，共用厨房、洗衣房
等室内空间，采用政府鼓励、市场运营
与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在居住组团内，
形成了开放的街区环境，通过采用微空
间、微改造的方式，使更多的公共空间
被社会公众所使用 [24]，这一层面主要
由政府通过推广街区制来确保各类公共
空间的供给 [25-26]，鼓励共享企业在遵循
公共空间秩序的前提下参与到公共服务
的供给中，同时街区居民同样被鼓励参
与提供和获取各类公共服务。在社区层
面，更多的是通过社区营造来倡导共享
理念，促进资源在社区居民间的流动和
共享，并配合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建
立智能社区云平台；采取政府保障、市
场运营和社区自治的方式打造共享型社
区，以动态、高效的匹配方式创新公共
服务设施供给模式 ( 图 5)。

3.3构建空间治理体系，完善空间

管制手段

共享经济是一种合作治理的经济，

需要各方力量的协同互助才能更好地实
现。在规划管理中应搭建政府、企业、
公众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 [27-28]，形成
具体的共享行为规范，通过构建全面的
空间管制体系来维护共享时代的空间
新秩序。

(1) 倡导多元参与、跨界组合，形
成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首先，共享经济是多方参与的结果，
共享式的规划必然也是多元参与的。在
规划决策与空间治理中应建立包含政
府、市场、公众多主体在内的协商治理
机制，在城市空间的分配、布局和管理
方面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让更多群体
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其次，
共享活动是交流的过程，往往是跨界合
作的结果。因此，应建立政府、企业、
规划编制机构间的合作互动机制，由企
业提供共享数据，由编制机构提供可行
的共享式规划方案，而政府最终做出符
合共享城市理念的空间决策。近年来，
规划编制机构与百度实验室、摩拜单
车等服务平台和共享企业的合作日益频
繁，正是对于共享式规划模式的尝试。

(2) 完善空间管制方式，建立空间
信用准入制度。

在传统空间管制的基础上，应增加
共享空间管制手段，建立综合空间管制
体系。传统空间管制方式往往通过刚性
边界来落实城市建设管控条件，无法满
足社区层面的空间治理需求。而共享时
代对共享空间的管制在于对使用行为的
约束，这种约束依托于信用管理。因此，
应建立空间信用准入制度，用于监管共
享经济参与各方的行为，评估参与共享
行为的诚信度，对有违共享行为规则的
企业及个人给予信用降级，对维护共享
空间秩序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信用加分，
以此激励共享式治理的实行；同时，由
政府提供社区共享空间，对信用记录不
佳的企业或个人予以空间限制，禁止或
有限度地享用城市共享空间 ( 图 6)。

4结语

共享经济是通过使用权的切分转让
来实现社会资源高效利用的一种经济形
式。这种方式满足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
之外的服务需求，完善了城市的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在促进城市空间高效化、
品质优质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失序、
运营低效和管理失调等负面效益。为了
更好地让共享经济为城市服务，需要明
确其空间发展权益，规避发展中出现的
问题。本文认为，共享经济的城市空间
诉求为：布局上存在多尺度、分散化的
趋势，形式上倡导混合性与多元化土地
用途，空间管制上强调基于互信的规则。
作为回应，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应遵循“行
为—空间—规划”的模式，合理进行空
间布局；创新服务空间供给方式，以社
区为平台整合共享资源；融入基于信用
的共享空间管制手段，构建新时期综合
的空间治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实现
共享经济的繁荣，因此城市规划更应该

图 6 共享理念下的空间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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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纽带的作用，维护共享经济的良好
运行，并最终形成效率更高、品质更佳
的共享城市。

现阶段，共享单车的“野蛮发展”
问题较为突出。北京、广州、杭州、南
京和南宁等地，先后因城市共享单车数
量过剩而约谈企业暂停投放；上海更是
采用严厉的“诚信污点”惩戒措施来约
束共享单车胡乱投放的行为。简单的禁
止投放并不能有效解决共享单车的供给
问题，还应该通过有效的空间约束倒逼
单车投放的合理化。规划应根据不同地
区的出行需求与特征，划定合理的专用
停车位，并与电子地图结合形成共享交
通出行监管平台，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等
共享交通工具的停放位置与数量，从而
有效控制城市共享交通工具的数量与分
布。此外，“双创”活动的日益活跃，
使众创空间等共享办公空间的需求激
增，城市中的创新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
完善。面对多元化的办公需求，共享办
公空间的选址、布局等都面临着重构。
规划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布局共享办公空
间，除传统的写字楼、科技园区外，还
应适当改造废旧工厂、闲置房产等存量
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激活城
市发展活力。

共享经济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足十
年，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
点，对城市的高效运转意义重大。其
带来了社会生活、经济组织、空间使用
与城市治理等各方面的变革，城市规划
在组织城市空间布局时应积极应对这
些变化，合理分配城市空间，促进共享
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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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驱动的共享城市规划策略

□　赵四东，王兴平

[摘　要] 文章基于对共享经济演进历程的回顾与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绘制了“共享经济—共享社会—共享城市”的共
享经济升级路线图，提出共享城市是建构在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基础上的一种“高阶”城市发展形态，已成为一种引领未
来城市发展的新范式。同时，通过对国内外共享城市实践的经验总结，梳理了经济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等领域对共享城市
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共享城市“四体系一回归”的规划策略，即设计导向的共享城市规划体系、功能导向的共享城市应用
体系、活动导向的共享城市空间体系、公众导向的共享城市治理体系和共享主义的城市权力价值回归，从而构建了共享经
济规划设计应对的全景式研究框架。
[关键词] 共享经济；共享城市；共享主义；规划策略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5-0012-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赵四东，王兴平．共享经济驱动的共享城市规划策略 [J]．规划师，2018(5)：12-17．
                                                                                                                                                                                                                                                            

Sharing City Planning Driven By Sharing Economy/Zhao Sidong, Wang Xingping
[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sharing economy evolution and relevant studies, the paper draws an upgrade map of sharing 
economy towards sharing society and sharing c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haring city is a higher s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sharing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t has become a new paradigm that leads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practice and studies of sharing city in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urban planning, puts forwards planning strategies 
of sharing city: establishing design oriented urban planning system, function oriented application system, activity oriented spatial 
system, and public oriented governance system; regression of urban powers and values for sharing conception. A panoramic 
research framework of sharing city planning is established.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Sharing city, Sharing conception, Planning strategy

0引言

“共享”是新时期我国五大发展理念的压轴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论断，反映出在习近平新时代发展理念中“共
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是一致的，从
而把“共享”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伴随着以共享单
车、共享汽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快速崛起，促使共
享理念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城市发展
及居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共享经济新模式、
新形态的不断涌现，其内涵边界快速延伸与拓展，促
使共享发展成为城乡规划的重要理念与规划手段，并
进一步促生了共享城市的诞生。同时，伴随共享经济
的飞速发展，负面现象和表征也逐步暴露，使城市陷
入治理新困境，亟待创新城市规划设计策略予以应对。

共享经济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共享经济驱动下
的共享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学界和业界对其的认
识总体不足，这对当前和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
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如何辨识共享经济和共享城市的
关系？共享城市是什么？城市能够共享的是什么？共
享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展如何评判？共享城市
的产生对城市规划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未来如何依
据规划而建设出一座座共享城市？面对共享经济乃至
共享城市，规划师们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而又
能做什么？辨明和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学界和业界
更深刻地认识共享经济及其规划设计响应对策。

1演进历程：升级路线图

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共享经济与共享城市尚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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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我国也无相关规范标准予以明确
界定。由于共享经济基本内涵的边界正
随着共享经济覆盖空间区域拓展、共享
内容和范围领域更新而不断变化，难以
达成共识，为此笔者对共享经济发展演
化历程进行回顾与梳理，以期从中寻找
共享经济与共享城市的真谛。

1.1共享经济：共享生活到共享生产

目前，共享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正
从生活服务主导向生产服务主导转变，
市场主体正从轻资产主导向重资产主导
转变，共享平台正从一级简单平台向多
级复杂平台转变，共享内容正从闲置生
活资料个性化配置向闲置生产资料平台
化配置转变。国外 Airbnb、Uber 和国
内共享单车、滴滴打车等共享经济模式
的成功，成为共享经济大众化的原点，
促使“不必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求你用
我用大家用”的共享理念成为社会新风
尚，进而促使共享充电宝、共享图书、
共享停车位、共享居住、共享制造、共
享办公、共享设计、共享知识与技能等
闲置资源再利用的新模式渗透到社会生
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

1.2共享社会：共享理念到共享主义

共享经济不仅与技术息息相关，更
直接关联社会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的
迅猛发展必然倒逼社会系统重构，促使
社会共享时代来临，并将共享从“理念”
推到“主义”的高度，甚至上升至社会
制度本质的高度。在《辞海》中，“理念”
为“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理论、
观念”；“主义”为“某种特定的思想、
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对客观世界、
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
的理论和主张，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
经济体系等”。由此可见，“理念”有
偏向碎片性的理性思考结果之意，而“主
义”则是系统化或体系化的理论、学说、
思想或社会制度和经济政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要求把共享贯彻到中国发展
的全过程。伴随共享经济的触角向经济
生产和社会生活深层次的延伸，现代社
会将逐步突破体制、观念障碍等软性制
约，形成一种基于共享理念甚至共享主
义的社会新范式——共享社会。在此过
程中，共享理念将逐步深化，从而建构
出完善的共享主义体系，即以分享、协
作、联动和赋能为价值链打造路径，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愿景，结合互联网思维、资本精神，
推动越来越多的人接纳和融入社会共享
大系统，让社会大众共享物质丰富和科
技进步红利，形成按需配置的“高阶”
共享社会生态系统。

1.3共享城市：局部共享到整体共享

伴随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发
展要素资源逐步共享化，必然对城市生
活方式、城市工作模式、城市产业经
济运行态势、城市社会组织发展趋势、
城市形态结构演变、城市空间治理方法
和城市规划技术体系革新等产生重要影
响。共享经济已成为城市开发建设、城
市更新治理和创新发展的有效触媒，带
动了城市资源要素配置系统、城市空间
结构和形态架构、城市运行机理和组织
模式等的再组与重构。在以人为核心的
新时代，继续采取点对点的局部性应
对策略将难以满足共享语境下的城市发
展，从整体层面系统思考共享城市建设
路径与规划策略成为规划师的一项新责
任，也成为引领创新型和质量型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从共享经济演进历程看，共享城市
是建构在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基础上的
一种“高阶”城市发展形态，“共”在
诚信与联合，“享”在资源和服务。它
以闲置资源或过剩产能为基础，以基于
互联网的共享平台为运行载体，以信息
流为支撑，以高效的自动连接机制为核
心功能，以供需精准匹配为关键，以双
赢收益机制设计为基本动力，以场景化
共享应用为突破口 [1]，以“物尽其用”

和“按需分配”为价值目标，提升城市
发展宜居性和可持续性，促进居民间特
别是陌生居民间的社会交往，最终致力
于打造共建、共享、共管、共治的城市
发展新模式。共享城市基于互联网、物
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已成为存
量规划时代城市规划建设盘活存量、提
升效率、增进服务、节约资源，实现闲
置资源高效化利用、供给侧与需求侧精
准化匹配的城市发展新范式。

2实践态势：国内外经验

共享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探索源起
于丹麦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共享居住的
尝试，韩国首尔在全球率先提出了体系
化的共享城市建设方案，随后我国的杭
州和上海等城市也纷纷提出了建设共享
城市的建议与构想。

2.1国外实践：体系化——居住共享

引领

2.1.1共享居住先行：丹麦的合作居住

社区和日本的共享住宅模式

丹麦的合作居住社区是最早取得成
功并获得广泛传播的共享居住模式。它
针对现代城市邻里关系陌生化和隔阂化
的问题，推动邻里社区闲置资源共享，
以增进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合作居住
社区往往以 20 ～ 30 个家庭为规模，将
餐厅、休息室、书房、办公间、花园和
广场等空间变成集体共有的社区公共场
所，利用公共场所定期举办公共聚餐、
艺术沙龙和亲子游憩等集体活动，促使
社区内的居民间形成紧密沟通网络，并
借此实现生活物品共享和老幼人群协同
照顾，从而重建社会信任，并重构城市
邻里社区空间形态。

日本共享住宅模式的诞生与其人口
老龄化和家庭形态变化密切相关，针对
单身年轻人群和无子女家庭，从降低生
活成本和增进社会交流的视角出发，发
展共享合租住宅，成为志同道合者聚居
的特色城市居住综合体；针对老龄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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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老人问题，鼓励有剩余居室的老年
人通过免费或租借方式与年轻人共同居
住，形成代际共享社区。
2.1.2共享城市体系：首尔的共享城市

计划

首尔共享城市规划建设历经多年发
展，通过完善共享城市法律制度、支持
城市共享企业发展和促进市民参与共享
活动等共享方式，已建立了体系化的城
市共享生态系统，全面提升了城市闲置
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市民的生活品质，成
为全球典型共享城市规划建设示范样板。
首尔共享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五大经
验：一是优先推进共享城市规划法制建
设，政府首先提出“首尔共享城市计划”，
出台《首尔促进共享城市法案》，颁布
《首尔市共享促进条例》，推动《停车
场法》等相关文件的修订，为共享城市
建设提供法理依据；二是创设共享城市
建设管理组织和线上线下交流共享平台，
设立共享促进委员会、改善共享机构咨
询委员会，开设“首尔共享枢纽”等线
上平台；三是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
企业主体等深度参与共享城市建设行动，
目前首尔已给近百家相关机构颁布了“共
享民间组织或企业”的称号；四是活化
未被合理利用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公
共空间等资源，如利用“公共服务预约”
网站推动政府会议室、报告厅、服务中
心和体育场馆等闲置物业的再利用；五
是完善场景活动和宣介标识系统，如征
集制作“首尔共享城市”标识标语，举
办“共享首尔”展览会和博览会，出版《首
尔用共享描绘城市》图书等 [2]。

2.2国内实践：碎片化— 交通共享

驱动

2.2.1共享经济方兴未艾：政策频发，

亮点纷呈

近年来，我国支持共享经济发展的
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导向日趋鲜明。共
享经济先后被纳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信息化
发展战略纲要，重庆和成都等地纷纷出

台“意见”“方案”等专门文件。从市场
表现看，共享交通“一马当先”，生活
服务和知识技能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
新领域及新平台发展也精彩纷呈。2016
年，我国共享经济融资规模约 1　700 亿
元，交通出行领域占比超过 40％ [3]。
2.2.2共享城市筹谋划策：地域和领域

碎片化探索

目前，我国尚无共享城市规划建设
的官方表述，学界和业界虽提出了一些
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但尚没有形成类似
“首尔共享城市”的体系化成果，呈现
出明显的地域碎片化和领域碎片化特征，
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例如，2017 年
8 月，陶希东提出上海率先构筑全国“共
享城市”典范的思路与建议；同年 11
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开设“从共享经
济到共享城市”的自由论坛；2018 年，
《浙江蓝皮书》建议杭州建设“国内第
一个共享城市”；同年，雄安新区致力
于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
范区，规划建设智能共享物流体系、城
乡共享设施和无障碍共享之城等，提供
优质共享公共服务，未来将成为我国城
镇和新区建设中探索共享发展的实验区。

3理论透视：多学科思考

3.1经济学：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视角

在经济学中，成本和效率是关注的
重点，供给、需求及其匹配关系成为关
键词，规模效应是核心要求。而共享城
市建设过程恰恰是城市规模扩张中的价
值共创共享过程。共享经济驱动的共享
城市发展既要利用新技术降低交易成本，
又要参与规模效应的产生，从而实现城
市资源利用效率的整体提高。在信息社
会语境下，城市资源使用、配置和管理
成本远低于实体市场或行政体系下的交
易成本，移动互联网促使资源使用和服
务供给的时间增长、地域范围扩大。虽
然共享城市建设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乡
村由于缺乏城市天然的规模集聚生长特

性，难以建成共享乡村。由此可见，共
享城市建成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规模而非
发达程度，因此共享城市对于我国中西
部欠发达大城市来说并非不可能实现。

3.2 社会学：重建社会信任与改写

交往规则视角

共享经济携带着社交网络的天然基
因，基于使用权和拥有权的分离，利用
信息脱域建构新的信用机制，并依托互
联网虚拟交往规则来改写促进实体交往
的规则，从而重构城市共同体。在现代
城市，人与人的信任关系网络支离破碎，
市民社交被限制于同事、朋友和亲戚的
有限“熟人”网络。共享城市依托互联
网共享平台，将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
陌生人进行匹配，构建陌生人社会交往
连接机制，将物品、资源、服务的共享
与交易行为，升级为人与人之间情感交
流和思想碰撞的社交聚合行为，从而推
动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重建共享社会
新型信任系统，实现信息脱域与信用约
束缓释。

3.3规划学：活化城市存量空间和

优化城市功能视角

空间是城市可以共享的最大资源。
在老龄化和城市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城
市空闲地产日益增多，对城市失落空间
的激活已成为城市修补和城市存量空间
规划的一大难题。同时，随着城市地价
和房价的快速攀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被
压抑在小微私人空间中，城市公共空间
匮乏、布局不合理，导致城市失去活力、
发展后劲丧失。共享城市规划建设的出
发点在于活化城市存量空间，建设大量
能激发市民进行自主性社交活动的共享
空间、共享场所和共享设施，进而优化
城市服务功能，营造活跃、融洽的城市
生活氛围，提升市民的归属感、领域感
和亲和感；而构建出体现共享主义人本
关怀的新型城市形态则是共享城市规划
建设的落脚点，两者成为共享城市建成
与否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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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策略

4.1设计导向的共享城市规划体系

城市发展的关键不在事后的“用脚
投票”，而贵在事前的“用脑思考”。
共享城市不仅开启了理解和建设城市的
新视角，更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新形态，
对未来城市发展目标、愿景定位、空间
结构、管理模式和支撑体系等均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共享城市建设是涉及政府、
企业、市民、社会组织与团体等多元利益
主体复杂博弈的协同性集体行动，必须
突出规划引领和顶层政策设计，并要适
时革新规划体系及编制技术方法，优先
建立设计导向的共享城市规划体系和完
备的法律或规章体系 [4]。首先，研究制定
共享城市法案或条例，确保共享城市建
设有法可依；其次，按照“多规合一”
的要求，加快编制共享城市建设实施意
见、工作方案及三年行动计划等；最后，
积极将共享城市发展纳入现行城市规划
体系之中，既可以编制共享城市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等规划文件，也可以把共享
城市发展理念、建设目标等内容贯彻落实
到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之中。

4.2功能导向的共享城市应用体系

城市功能是城市发展主导性和本质
性的动力因素。从解构主义视角看共享城
市，必须推动城市不同功能的共享化发
展，并借鉴智慧城市经验建设智慧应用
体系 [5]，构建出功能导向的共享城市应用
体系，即“共享城市 = 城市共享应用有机
复合”。城市是多功能综合体，其共享应
用类型多样，包括共享交通、共享停车、
共享金融、共享餐饮、共享知识与技能、
共享医疗、共享居住和共享旅游等。同时，
《雅典宪章》将城市功能划分为居住、工
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进而表明共享
居住、共享办公、共享游憩和共享交通在
共享城市应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表1)。
4.2.1共享居住：基于共享的邻里社区

复兴

在户型上，共享居住的卧室一般采

用集约化设计，其余厨房、餐厅、浴室、
橱柜、书房、健身房、洗衣房和游戏影
音室等空间被设计为共享公共空间。这
种设计有利于增进邻里情感联系，形成
具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共享社区，重塑
邻里社区共同体。

共享居住包括水平布局和垂直生长
两种模式，具体设计需要通过对社会人
群与家庭结构的分析，按照“私密—半
私密—共享”层次划分，推动不同功能
空间的重组与需求细分 ( 图 1)[8]，实现
城市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中，水平

布局主要借鉴四合院模式，通过不同性
质的功能空间的叠加与围合，形成布局
基本模型 ( 图 2)[8]；垂直生长则是对水
平布局的形体转换，具有“立体四合院”
特性，往往借助智能家居技术手段，推
动公共空间共享便利化和功能多元化，
在特定楼层 ( 底层、顶层和中间各层 )
针对不同人群的共性需求，规划建设共
享公共空间 ( 图 3)。
4.2.2共享办公：基于共享的办公社区

崛起

在信息社会，工作组织方式发生了

功能共享  业务范围 典型案例或典型企业

居住共享 共享住宅 / 住
宿

Airbnb(美国)、Home Away(美国)、途家网、小猪短租、木鸟短租、
蚂蚁短租

共享社区 The Collective( 美国 )、丹麦合作居住空间、日本共享住宅、
China House VisionI 理想家 ( 中国 )、706 青年空间、华清嘉园

工作共享 共享办公、共
享劳务等就业
空间协同分享

WeWork( 美 国 )、TaskRabbit( 美 国 )、Instacart( 美 国 )、
Thumbtack ( 美国 )、猪八戒网、马上办公、HOSO 3Q、E 袋洗、
河狸家、阿姨来了、懒人家政、IdeaPod( 中国 )

交通共享 共享汽车 Uber( 美国，共享租车 )、滴滴出行、BlaBla( 法国，共享租车 )、
神州专车、易道

共享单车 Spinlister( 美国，共享自行车 )
共享停车 Park Tag( 德国，共享停车 )、无忧停车网
共享航行 Boatbound( 美国，共享游艇 )、Netjets( 美国，闲置私人飞机租赁 )

游憩共享 共享旅游资源、
旅游共创共享
平台等

携程、途牛在线旅游和游云、马上游、捡人网、旅游网共享旅游平
台以及共享导游、租赁短期民宿、共享出游攻略、拼团友拼租车、
共享帐篷 WiFi

空间共享 共享空间 DogVacay( 美国，宠物共享空间 )、StoreFront( 美国，零售空间
共享 )、台北城市空间资源分享平台、共享街区等

创客空间 创客中国、同城创客网、深圳柴火创客空间、联合创业公司、优客
工场

物品共享 闲置物品 / 资
产短期分享，
使用权再分配

Chegg( 美国，书籍共享 )、Rentthe Runway( 美国，服装共享 )、
Etsy( 美国，奢饰品共享 )、Swap.com( 美国，母婴用品共享 )、
Getable(美国，建筑工程设备共享)、Yerdle(美国，各类物品共享)、
Dim Dom( 法国，儿童用品共享 )、享借 ( 中国，休闲物品共享 )、
美丽租、女神派、衣二二、多啦衣梦、久物、都市王子、智鼎亲宝

生活服务
共享

共享医疗 Pager( 美国，共享医生预约 )、Medicast( 美国，简单病症上门服
务 )、名医主刀、挂号网

共享健身 ClassPass( 美国，共享健身 )、全城热练
共享餐饮 OpenTable(美国)、Kitchit(美国)、觅食、烧饭饭、我有饭、下厨房、

爱大厨、爱宴遇等
网络共享 Fon( 西班牙，WiFi 共享 )、平安 WiFi

生产服务
共享

科创共享 Quirky( 美国，科技共享 )、易科学
物流共享 达达、人人快递、58 到家、e 快递、货车帮
制造共享 阿里巴巴淘工厂、沈阳机床厂 I5 智能平台、中国设备租赁网、魔

方公寓
金融共享 陆金所、Lending Club(美国)、人人贷、网贷之家、众筹网、借贷宝、

融 360
知识教育
共享

TED( 美国 )、知乎、小红书、在行、我懂、分答、问咖、值乎、喜
马拉雅 FM、李翔商业内参

表 1 功能导向的共享城市应用体系一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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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变化，分散型、移动化、社交性和
共享型等成为工作状态的关键词，低成
本、高灵活度且开放共享的小微型联合
办公空间成为工作空间的新形态。伴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深入实施，
在咖啡厅、图书馆、高校和大型购物中
心等城市功能空间中涌现出了大量分散
化的小微型共享性联合办公空间，其中

众创空间受到国家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
视，成为共享办公的典型代表。

城市共享办公空间本质上是“互联
网 + 房地产”融合新生的社群协作办公
空间，通过将物理办公空间出租给创业
者和办公人士，提供舒适便利的办公场
所、优质的“一站式”配套服务及良好
的商业办公社交资源，形成不同活动合

作社群和办公服务生态圈，实现资源共
享、价值共创和主体共赢 [9]。脱胎于美
国“WeWork”的众创空间，其核心价值
在于办公和商业社交社区的营造，通过
构建线上和线下社群网络，建立跨专业
的交流和协作平台。共享办公空间往往
是利用城市旧住宅区、老旧厂房改建而
成的，既促进了空间的再利用，又为城
市失落空间的活化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4.2.3共享游憩：基于共享的旅游产业

变革

共享游憩即共享旅游，它借助信息
技术，实现旅游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激
活和释放闲置资源，推动游客消费观念、
游憩方式，城市旅游服务者就业途径、
方式，以及城市景区建设、旅游资源开
发等产生变革。共享游憩产生的真实需
求来源于成本型需求、体验式需求和个
性化需求，通过共享旅伴、游憩专用资
源及设备 ( 帐篷、锅灶、WiFi 等 ) 等节
约资金成本；通过共享旅游攻略、玩法
及评价等信息节省时间成本；通过网约
当地导游、预约本地居民伴游等方式，
使游客更充分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环
境，获得更深入的本土化生活体验。
4.2.4共享交通：基于共享的出行运输

业态

共享交通是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过程
中最具示范性和引领性的领域。它通过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城市交通闲置
资源，实现动态、及时、精准、高效的
交通供给与需求匹配，形成交通资源高
效配置的新型交通运输服务形态。伴随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和小微型客车等的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
实施，以及地方配套实施细则的出台，
共享交通发展秩序日趋规范，正逐渐成
长为一支改变传统交通运输服务业态和
重构城市交通格局的新生力量。 

共享交通是共享城市建设的核心领
域。首先，要加强共享交通规划管理，
将共享交通规划建设纳入到城市规划及
城市交通专项规划之中，明确共享交通
发展长远规划的愿景和近期建设计划，

图 1 居住功能细分示意图 [8]

图 3 形体转换的共享居住垂直生长基本模型示意图 [8]

图 2 借鉴四合院原理提炼的共享居住水平布局基本模型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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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

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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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 种菜 儿童玩耍

私密功能围合共享空间私密功能叠加私密功能

基本逻辑
私密空间 +围合形成共享空间

[私密空间提供多种户型 ]
[ 共享空间提供多种可能 ]

[ 所有人群：聚会、看电视 ]

[ 老年人：食堂、阅读室 ]

[青年人：看电影、娱乐、聚会、
创业交流 ]

[ 儿童集中娱乐场地 ]

垂直生长
提升空间利用率的必然选择

部分空间作为平台、户外
公共空间

多种组合方式，形成更加
丰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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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重大支撑项目库。其次，结合国家
和地方相关政策，明确不同共享交通业
态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依据
交通出行公共性、低碳化和集约化水平
进行规划建设。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共
享出行模式应受到优先支持 [10]，并与城
市慢行系统规划有机结合。再次，重点
推动共享交通与公共交通融合发展 [11]。
最后，加快推动共享停车系统构建。

4.3活动导向的共享城市空间体系[12]

4.3.1活动导向的混合开发型弹性空间

从功能导向规划转向活动导向设计
是共享空间营造的关键所在。因此，需
要进一步研究空间与活动之间的关系，
关注不同活动对空间的差异化需求，模
拟不同空间容纳不同活动的可能性场
景，在设计中建立城市空间的共享项目
库，明确空间可能承载的具体活动指引，
推动混合式开发，建设能够包容多种活
动的弹性城市空间。
4.3.2社交活动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

复兴

共享城市建设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
革新，构建“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
的沟通平台，创建出虚拟化和实体化混
合的新型陌生人关系网络，让城市居民
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城市空间公共服务。
现代城市中社交体验化的离散式活动正
逐步占领居民的生活，且受信息化发展
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场所多元化和碎
片化态势，进而导致城市公共空间需求
激增，因此应通过合理地新增空间和改
造城市存量空间，打造城市公共空间。
4.3.3利用社会关系流动修补城市失落

空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
失落空间增长迅速，而功能陈旧或供需
不匹配甚至错配导致的空间使用效率低
下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共享城市建设通
过构建流动性社会关系网络，有效整合
城市失落空间，并实现精准化供需匹配，
推动城市消极空间转型为多元化的城市
积极公共空间，从而丰富居民生活并提

升城市活力。

4.4公众导向的共享城市治理体系

在传统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只是
政府或市场机构单一供给制度下的城市
服务与资源使用者。在共享城市治理体
系中，公众既是城市服务与资源的使用
者，又是供给者，城市治理体系从资源
与服务的单一分配体系转型为多元协同
体系，城市规划也从传统的资源与服务
分配者转变为统筹协调政府、企业、个
人、社会组织与团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
者，促使城市治理从“帕累托改进”转
变为“卡尔多改进”[13] ，实现城市发展
整体效益最优。因此，共享城市治理既
要从公众作为使用者的角度去统筹规划
布局，又要深入思考公众作为供给者自
主参与城市发展要素再分配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构建新型公众参与制度，建立
起公众导向的共享城市治理体系。

4.5共享主义的城市权力价值回归

在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过
度的空间资本化导致城市空间权力的异
化，城市居民公平享有和使用城市空间
的权利被限制乃至被剥夺。共享城市建
设就是要实现对城市既有闲置资源的再
利用与再分享，促使其转化为一种新的
城市共享资本，实现物尽其用，建成机
会平等、权利平等和社会福利平等的幸
福城市。作为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范
式，在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乃至减量规
划转型的过程中，共享城市规划建设必
须着力规避共享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对
共享行为参与能力较差的老年人、低收
入者等特殊人群产生的不利影响。

5结语

近年来，共享理念深入人心，共享
经济已渗透到城市各个层面，成为城市
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增进服务和节约
资源的关键策略，并被习近平等国家领
导人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检验标

准。本文通过对城市共享经济发展各领
域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站在更高的层
次，直面日趋复杂的新型城镇化问题，
从整体层面构建出了共享经济规划设计
应对的全景式研究框架，希望能为共享
城市研究和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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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下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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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分析共享经济运行机制、总结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现状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公众参与意识与共享城市理念、
城市共享空间的规划审视、数据利用与创新三方面阐述了共享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内涵要求，并聚焦共享经济对
促进城市规划领域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多元途径实践的影响，构建了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和行动框架，
即利用共享经济发展的变革与契机，逐步形成可操作性强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保障体系，建立共享经济模式下多面向的参与
协作型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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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In Sharing Economy/Shen Jie, Li Xinyu, Qiu Xiaogao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reaso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which we discuss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awareness of sharing 
city, inspection of shared space plan, data use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impac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improving and 
diversify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stablishes a practical approach and framewor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by sharing economy, formulating a feasible insuranc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participatory and collaborative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sharing economy.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Urban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 approach

0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基于位置的
服务 (LBS) 等快速发展，共享经济也迎来了爆发式的
增长。以 Airbnb 和 Uber 为代表的商业发展模式在全
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并以指数级扩散增长，对资源
利用方式进行了秩序性的变革。中国则出现以滴滴打
车、共享单车和第三方支付等形式迅速推广并不断演

化的新的共享经济形式。根据 CNNIC 研究报告，截
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51 亿，占全球
总数的 1/5，互联网普及率达 54.3％，超过全球平均
水平的 4.6％，且手机网民规模也达到了 7.24 亿。移
动通讯技术与服务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共享经济快速发
展，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营方式、经济模式与形态，还
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认知与理念、行为习惯及城市空
间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1]。共享经济的繁荣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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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行为本身带来了潜在颠覆性的影
响，共享经济在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机协
同、合作互惠与相互信任等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
1.1.3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公众参与社会
经济过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
受经济利益驱动，更多社会个体或团体
将自己所有的空间、物品或服务共享出
来给有需要的个体或团体；其次，有需
求的个体或团体受寻找更多更低价格的
商品或服务的驱动，更加主动地参与到
共享经济过程；再次，共享经济构建的
( 移动 ) 互联网、智能手机 APP 提供了
活跃的开放式平台，改变了传统的公众
参与模式；最后，随着共享共用意识逐
渐深入人心，更多居民对于参与规划由
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
1.1.4利益主体多元化

共享经济能有效推动公众参与从较
被动模式向主动模式转变，促进参与主
体多元化，但也加剧了利益博弈的复杂
性：①在开放式平台和分布式整合的影
响下，不仅吸引了更多利益主体的参与，
还纳入了大量长尾分布的群体参与，而
这部分群体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特
征；②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利益主体可
以同时兼任多个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色，
并且可进行更快速的时空转化；③由于
多方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参与，参与商品
与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过程的主体种类增
加，同时共享经济催生了新的商品与服
务类型，增加了新型利益主体。

1.2共享经济的运作机制

得益于平台化、开放性、高效化
和分布式四位一体的内涵延伸，共享经
济构架出了多个机制有机结合的运行框
架 ( 图 1)。同时，共享经济特殊的运作
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提升了资源配置效
率，主要体现在产品时空束缚被打破、
连接机制的建立、供需协同匹配、信任

展机制、公司运营模式、城市空间利用
模式与城市规划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带
来了新机遇。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是公众介入、监
督、反馈城市空间利用与布局的重要形
式，是推动城市规划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和核心要件 [2-3]。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领域逐渐受到
重视。一方面，公众的参与需求和热情
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及规划主管
部门从制度上和实践上积极鼓励公众
参与，致力于保障城市规划的科学化与
人本化。然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在我
国尚未形成稳定的、刚性的民主制度形
式 [4]。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
与框架已初具雏形，但与共享经济的发
展特征存在诸多背离之处。公众在城市
规划中仍处于边缘状态，规划过程仍以
科层式“自上而下”的调控模式为主，
公众参与还停留在调查访谈环节，并且
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特定项目对特
定人群的建议听取不足，事后反馈也不
及时。

共享经济理念下城市规划的公众参
与，是加强公众影响、降低政府和规划管
理部门控制权、重点反映公众切实利益、
实现以人为本 [5-6] 目标的必经之路。然而，
城市规划人本化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应鼓励渐进式的公众参与模式，分步
骤实现公众参与机制的更新与完善 [7-8]。

共享经济对居民社会、经济和文化
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共享经济通过生
产要素的社会化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
为闲置的资源创造空间价值。其中，社
会化共享与分享过程是共享经济的核
心，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和共享意识 [9]。
本文在总结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发展现状和共享经济带来的机遇的基础
上，从公众参与意识、共享空间审视及
数据革新利用三方面系统解析共享经
济给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提出的新要
求，并构建实践路径。

1共享经济概念与运作机制

1.1共享经济概念内涵

1.1.1平台化与开放性

共享经济是基于技术手段提升闲
置资源利用效率的新范式，具有平台
化、高效化、开放性和分布式的特征，
整合了多种要素及资源配置机制，是
一种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和增进服务
的重要举措 [10]。

共享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重
要特点是其极具开放性的平台化发展模
式。传统经济过程中不乏平台建设，但
平台具有一定门槛和限制，是封闭式或
半封闭式的，供给者不够广泛，对多方
需求者的吸引力不足。而共享经济利用
多方市场平台建立起了新的信用体系与
合作机制，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
离，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规
模效应，还覆盖了更广阔的生活情境，
提供了更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成为高效
活力的经济模式 [11-12]。
1.1.2高效化与分布式

从共享经济的演进和内在逻辑看，
资源上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单一
资源固有的时空束缚，能有效降低成本
并提高收益。同时，由于闲置资源零散
分布特征与需求方零散分布式属性相一
致，闲散资源的供给方能够及时根据需
求者的时空需求提供和调整资源供给，
促进了供需的高效耦合。

共享经济的资源共享及高效使用的
内在理念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逻辑之一。狭义上，共享经济是
以个体之间的分享、交换与协作方式等
行为为基础，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与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商
品、服务、数据和知识等共享的经济模式。

因此，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信息技术
条件下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人的
交互。共享经济不仅实现了经济行为上
的共享、交换与协作，还对个体行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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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用体系重构四个方面。
(1) 时空束缚解压下的所有权与使

用权相剥离。
信息技术使得产品与服务的时空束

缚逐渐被打破，使得所有权和使用权暂
时分离，共享经济将闲置资源的所有权
暂时转移，并促使其得到高效的使用。
原因在于互联网降低了使用权获取的信
息成本，聚集了大量闲置的资源，降低
了所有权的价值，甚至使所有权的价值
低于使用权的价值 [13]。在这一背景下，
独占式的所有权向共享式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演进，同时闲置资源的有效使用及
其长尾效应的发挥，使得更多群体受益
于共享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2) 连接机制的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缓解了闲置

资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闲置资源能够
较快地转化成有效的社会资源，并呈现
出一定的公共性。网络或移动互联平台
作为共享经济的核心支撑，有效促进了
闲置资源的时空属性在多个供给方和需
求方之间的高效匹配，打破了传统经济
模式下供需方的固有中介方式，构建了
有效的连接机制。

(3) 协同消费与需求供给侧的有机
匹配。

在供给侧方面，主要通过信息技术
支撑下的平台聚集功能，利用技术和运
营机制等降低供给成本和交易成本，尤
其是边际成本的降低，促使了共享经济

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降低。加之信息
技术支撑下的社会网络集聚效应使得服
务供给更易取得规模效应并促进下一步
的专业化细分。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方、
需求方及第三方均在此过程中获利。

(4) 信任与信用体系的重构。
第三方平台将多个供给需求方连接

起来，重建了中介媒介及其机制，促进
了闲置资源的重新集聚和再分配。在这
种供给与需求匹配互动的机制下，信用
问题成为关键 [14]。共享经济通过第三方
技术平台建立了新的信任和信用机制，
在此过程中，经济效益多元化推动了各
供给方、需求方及平台方等多元主体利
益的扩大化，缩短了市民个体间的交流
距离，提升了社会信任度 [15]。

共享经济四位一体的特征和新的多
元化构架给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带
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城市管理与规划
提出了诸多挑战，在共享经济模式下急
需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模式和机制进行
新的调整。

2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体制束缚

及共享模式下的新机遇与挑战

2.1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体制束缚

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发展相
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才逐渐得到稳步推进。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构建了我国

目前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基本框架，
并强化了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16]；
1991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开
始重视吸引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过程；
深圳市 1998 年颁布实施的《深圳市城
市规划条例》首次将公众参与以制度的
形式加以明确。

公众参与发展初期，人们在城市
规划的实践中并未对公众参与进行深入
的理解和应用，甚至有时公众参与还会
异化为某些掌握丰富资源群体的寻租机
会，导致大众的意见无法在城市规划中
得到反映和反馈，特殊利益群体过多干
预城市规划过程并影响其他利益群体或
大众的权益。当前，我国的公众参与仍
停留在象征性参与阶段，参与形式有限
且多流于形式，缺乏立法保障和制度保
障，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作
为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主体，公众的
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 [17-18]。

此外，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存在
若干体制束缚。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
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社会经济转型，
公众群体逐步多样化、差异化，公众需
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当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时，加剧了各方利益协调的
难度；另一方面，公众的参与意识仍然
淡薄，公众参与能力较差。公众参与的
制度与执行方面也存在缺陷，如缺乏
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支撑，缺少监督机
制和监督主体，以及规划师的核心作
用发挥有限等。

2.2共享经济模式下公众参与的新

机遇与挑战

在渐进式公众参与模式下法律法规
亟待完善，应在法律法规层面切实保障
公众在城市规划中的主人翁地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虽然构建了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框架，但是没
有以法律条文方式明确公众参与的权利
和公众参与的流程，仍关注于政府及规

图 1 共享经济特征内涵与机制关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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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法国的《城市
指导法》各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条文
立法流程则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例如，
细化落实公众参与法规条例，建立良性
的公众参与和城市治理机制，切实保障
公众利益；在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区分
公众与利益团体，并对不同群体的公众
参与执行方式进行划分，以最大限度地
吸纳公众建议。

共享经济推动了利益主体多元化，
促进了个体或群体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
参与，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通道。
但是利益主体多元及其角色的不断切换
使得利益主体博弈过程日益复杂。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协调各利
益主体的利益：①建立良好的公众参与
及监督反馈机制，一方面公众能有效地
将自身的建议意见反馈给有关部门，另
一方面有关部门可通过良性的互动机制
对协商过程和结果进行公示。②在城市
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加强规划人员与公
众的沟通，征求群众意见，将政府、规
划管理部门与公众有机联系起来，协调
多元利益主体，促使良性公众参与和高
效协商机制的形成。③大数据技术的运
用促进了城市规划对公众参与社会经济
生活的再理解、再思考、再响应。将公
众社会经济生活数据运用到城市规划
中，通过大数据推进城市规划的人本化
进程。

    

3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中的

公众参与框架构建

共享经济本质是在新的信息技术条
件下实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人的
交互过程。共享经济的运行与利益共享
机制主要包括连接机制、协同机制、长
尾效应及信任机制。其中，连接机制打
破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壁垒，解决
了闲置资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协同
消费行为及信任机制一起推动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 ( 图 2)。共享经济的连接机制
和协同机制给闲置资源的时空利用带来
了更多可能，推动了共享空间和共享设
施的实现，促使城市规划更加重视对各
利益主体权益的平衡，以吸引更多群众
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此外，共享经济的
长尾效应尤其关注社会尾部群体或弱势
群体零散的、个性化的需求，更有利于
促进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过程的公正。

3.1共享经济与公众参与意识的革新

共享经济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化，是
顺应时代需求，满足社会经济过程中公
众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产物 [19-20]，其
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意识在社会—经济—
科技领域的实践和变革。同样的，共享
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对公众的意
识、思维，以及逐渐构建起来的群体的
共享理念与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共享主
体实施复制、运营与创新的过程中，消
费主体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共享意
识及相关联的意识逐渐形成了共享经济
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

共享经济鼓励将私有的生产资料或

资源相互共享，当人们将私有权生产资
料共享出来时，人们会更加关心这些共
享资源的使用和运行情况，将更主动地
参与到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真正成
为城市运营、治理与规划的主体。

共享经济在城市的实践将促进城市
居民共享意识的提升 [21]，城市也逐渐成
为共享经济的实体，而城市空间、城市
资源和城市环境本质上作为实体与内容
是被城市居民所共享的。共享城市应有
机地将多元利益主体与城市空间、城市
资源和城市环境等要素通过共享、共通、
共荣结合起来，而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
则应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加以体
现 [22]。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享经济参与
者中中产阶层仍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因
此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要着力保
障低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权益，建立“全
民共享”“全民参与”的市民社会和城
市规划公众参与协同机制。此外，还需
平衡、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权益，使得多
元主体参与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中，逐步
实现“利益共享”，促进共享经济与共
享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图 2 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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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共享经济与城市空间规划的革新

共享经济对城市土地利用、公共空
间尤其是共享空间的使用产生了巨大影
响，并对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师等
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类型的
划分提出了挑战。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 原有的土地利用类型无法
满足新形势下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需
要，需要一套将一种单一土地利用类型
作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灵活性应对方
案，不同的时间尺度或不同的季度土地
利用类型都可能发生变化。在共享经济
模式下，土地利用的重新分类、规划与
使用是增强城市活力、充分利用有限土
地资源的有效途径，能创造土地多功能
综合使用价值。基于此，城市规划应在
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划分土地利用类
型，实施土地利用规划。

其次，共享经济下会形成很多共享
的城市空间与设施，如交通道路、城市
社区和公共服务场所与设施等，城市规
划只有切实结合公众参与，才能准确界
定这些区域并有效协调共享城市空间内
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从而实现城市规
划的科学化、人本化，促进城市存量空
间活化、城市品质提升。

最后，共享经济对城市空间和公众
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塑在资源使用与服务
等软性层面的作用比较明显。人本导向
的城市规划应结合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实
践和时空利用情况，重新审视城市规划
和社区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鼓励
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只有
在充分理解公众意见、协调好各主体利
益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公共服务和共享
服务品质的提升，提高城市规划的质量
和服务水平。

3.3共享经济与城市数据使用革新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社会化

过程不仅依赖于公众理念的变化、城市
空间的再审视，还依赖于数据的共享与
使用。大数据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分
析与实践路径，城市规划也在大数据的
洗礼下不断革新和突破，形成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城市规划新模式和思路。而共
享经济时代公众参与和数据共享为城市
规划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居民社会
经济生活、城市空间、公共设施与服务
提供了支撑。

共享经济促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诞
生，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形成
了基于这些社会经济活动的数据。基于
对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数据的分析，
一方面规划师能掌握公众的社会经济活
动特征，结合公众提出的意见，可以制
定更适宜的城市规划方案并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及时发现当前城市
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减少
了全面听取公众意见调研的成本，又提
高了问题反馈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4结论与讨论

共享经济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提升效率的有力助推器，也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基石。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经
济系统、政府管理和城市规划等提出了
新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区块
链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的
发展更难以量化 [23]。未来共享经济的
不确定性将给经济、社会和城市秩序带
来重大变革，将促使城市管理走向治理，
强调社会各方的参与，并推动利益相
关方及大众参与到城市规划过程之中。
新的技术手段也将促进公众参与城市规
划，如互联网技术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的
建议机制，VR 模拟城市规划过程将鼓
励公众亲身体验城市规划并及时提出反
馈意见 [24]。这种多方或普遍参与方式
将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
方式，促进规划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可

问责性 [25]。
共享经济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扩大了经济社会价值，
促进了社会经济过程的演变和升级。首
先，共享经济本质上是生产力和资源的社
会化，而公众参与本质上是城市规划的
社会化，两者都是资源、物质或实践的
社会化，这两者内在统一且相互作用 [26]。
其次，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土地利用、
城市空间、公共设施与服务发生着重大
变革，为应对这些重大变革与挑战，城
市规划急需公众参与其中。最后，城市
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公众参与意识和制度保障的制
约，而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促进城市
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人本化和科
学化具有重要价值，是提升城市规划品
质的有效途径。因此，公众应当在城市
规划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体作用。政
府可利用共享经济发展的变革和契机，
逐步形成可操作性强的城市规划公众参
与保障机制，建立完善的参与式城市规
划机制和模式 [27]。

[参考文献 ]

[1]Baddon L, Hunter L, Hyman J, et al. 

People's 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rofit-sharing and 

Employee Share Ownership[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LTD, 

2017.

[2]孙铁铭．城市规划&公众参与[J]．城市，

2004(5)：47-48．

[3] 唐文跃．城市规划的社会化与公众参与

[J]．城市规划，2002(9)：25-27．

[4] 韦飚，戴哲敏．比较视域下中英两国的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活动—　基于杭州和

伦敦实践的分析及启示[J]．城市规划，

2015(5)：32-37．

[5]Vuchic V R. Urban Transit: Operations, 

Planning, and Economics[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7.

[6]Amado M P, Santos C V, Moura E B, 

et 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232018 年第 5期    第 34 卷

发展现状与建议 [J]．经营与管理，

2018(2)：96-98.

[16] 谭静斌．法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程

序之公众协商 [J]．国际城市规划，

2014(4)：89-94．

[17] 张衔春，边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

景下规划审批制度优化对策 [J]．规划

师，2014(4)：28-32．

[18]张衔春，单卓然，许顺才，等．内涵·

模式·价值：中西方城市治理研究回

顾、对比与展望 [J]．城市发展研究，

2016(2)：84-89，104．

[19] 汤天波，吴晓隽．共享经济：“互联

网+”下的颠覆性经济模式[J]．科学发

展，2015(12)：78-84．

[20] 杨帅．共享经济类型、要素与影响：

文献研究的视角 [J]．产业经济评论，

2016(2)：35-45．

[21] 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

以互联网专车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

2016(1)：117-131．

[22]杨学成，涂科．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动态

价值共创研究—以出行平台为例[J].

管理评论，2016(12)：258-268．

[23] 刘蕾，鄢章华．共享经济—从“去

中介化”到“再中介化”的被动创新[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7)：14-20．

[24] 刘海英．“大数据+区块链”共享经济

发展研究　—　基于产业融合理论[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91-95．

[25]Howard T L J, Gaborit N. Using 

Virtual Environme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Process[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7(4): 233-241.

[26]Driskell D. Creating Better Cities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A Manual 

for Particip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7] 贺欢欢，张衔春．土地产权视角下的城

乡规划改进思考[J]．规划师，2014(2)：

18-24．

[ 收稿日期 ]2018-03-09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2): 102-108.

[7] 祝春敏，张衔春，单卓然，等．新时期

我国协同规划的理论体系构建 [J]．规

划师，2013(12)：5-11．

[8] 周文雯．城市规划中的人性化—市民

利益问题和公众参与机制 [J]．中国西

部科技，2009(1)：67-68．

[9] 刘奕，夏杰长．共享经济理论与政策研

究动态[J]．经济学动态，2016(4)：116-

125．

[10] 马广奇，陈静．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

济：理念、实践与出路[J]．电子政务，

2017(3)：16-24．

[11] 刘根荣．共享经济：传统经济模式的

颠覆者 [J]．经济学家，2017(5)：97-

104．

[12] 赵铁．共享经济催生的商业模式变革

研究 [D]．重庆：重庆大学，2015．

[13] 陈虹，刘雨菡．“互联网 +”时代的城

市空间影响及规划变革 [J]．规划师，

2016(4)：5-10．

[14] 易辉，郝演苏．共享经济背景下的众

筹相互保险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4)：35-41．

[15] 张加顺，安秀荣．共享经济在我国的

“规划师论坛”栏目
2018 年主题

第一期：特色小镇规划与实施
第二期：社区规划与微更新
第三期：新型智库建设与规划设计院转型
第四期：区域协同与同城化发展
第五期：共享经济下的规划应对
第六期：城市治理创新
第七期：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立法
第八期：田园综合体规划与实践
第九期：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
第十期：改革开放 40 年与城乡规划发展
第十一期：人工智能发展与规划应对
第十二期：扶贫攻坚与规划统筹



24

共享经济与共享住房 
—从居住空间看城市空间的转变

□　陈立群，张雪原

[摘　要] 近年来，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为基于使用权共享的住房分享平台带来了整体的繁荣，以共享社区为
代表的新型开放性社区也为城市居住带来了多种可能。文章从共享经济和共享城市的视角审视城市住房，对住房共享的原
因、类型及其对城市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尝试提出了共享经济盘活城市存量住房资源的途径、共
享社区的建设思路及共享城市的规划和管理措施，为进一步建设共享开放的城市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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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Economy And Sharing Housing: Urban Space Transition Reflected By Residential Space Change/
Chen Liqun, Zhang Xuey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internet economy and sharing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prosperity of sharing 
housing platforms. New open community represented by sharing housing has brought about multiple possibilities. The paper 
inspects urban housing from sharing economy and sharing city viewpoint,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types, and impacts of 
shared housing on cit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approaches of activating urban stock hous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concepts of shared communities,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of sharing city, and provides illumination on building more 
open shar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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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共享经济又被称为“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 
是全球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美国，随着民宿网
站 Airbnb 和互联网租车公司 Uber 以爆发式的快速增
长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共享经济在 2011 年被《时代》
杂志评选为“将改变世界的 10 个概念”之一 [1]。自
2013 年以来，谷歌趋势中“共享经济”一词的活跃度
快速增长，物品和资产共享型创业公司的累计资金也
从 17 亿美元增长到了 234 亿美元 ( 图 1)。

在我国，以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为代表的互联网产
品已经将共享经济的概念普及到全国，并形成了一股

共享热潮，融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物品匮乏的时代，作为一种朴素的生活经验，

物品共享和重复利用的思想已存在许久。但如今，全
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让潜在的共享者和使用者快速匹配，使即时互
动的社会化大交换成为可能，形成以共享为核心的商
业和组织模式。共享经济在城市这片土壤中急剧增长，
在规模、复杂性和流动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互联网
时代所能达到的量级。这种资源调配的模式，代表了
互联网时代更加开放、互动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以这
种广义的共享理念为出发点，讨论城市住房的发展趋
势和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城市发展和规划
的应对思路。

陈立群，硕士，规划师，现任职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张雪原，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现任职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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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享经济和共享城市

1978 年，经济学家马科斯·费尔
逊和琼·斯潘思在他们的著作《社区结
构与协同消费》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 
“协同消费”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个
体或多人在共同参与某种活动的过程
中，与他人共同消费经济物品或服务的
事件”[3]。

在不断的发展和外延拓展过程中，
“共享”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在商业
领域，共享经济是一种可盈利的商品供
给模式，它通过平台搭建，为使用者提
供便捷的服务。《聚联网：商业的未来》
的作者丽莎·甘斯基认为，“共享”大
潮中涌现出的无数商业模式，可以分为
两种模式 [4]：第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分时
租赁模式，由企业拥有物品，并通过租
赁盈利。这种模式的代表之一就是共享
单车，单车由企业所有，用户付费使用。
这种模式与传统租赁模式的不同点在
于，用户可以通过平台而不是企业雇员
或中介机构，在任何时间或地点获得物
品的使用权，使用时间也十分灵活；第
二种模式是“拥有—共享”模式，即由
第三方建立服务平台和共享框架，使不
同个体能够提供或快速找到需要的物品
或服务，这种模式的代表是优步和滴滴
等网约车平台，其作用是将空闲司机和
有需求的乘客联系起来，而企业自身并
不拥有车辆。

商业语境下的共享经济，其技术前
提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即时互动
性，以及完善的在线交易和信用系统。
而在公共领域，共享不仅包括推动和鼓
励闲置资源再利用市场的发展，还意味
着提升公共设施和物品的利用效率，使
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
务。以早在 2011 年就提出建设共享城
市的首尔为例，首尔市政府不仅积极推
动共享经济相关的企业和组织发展，还
实施了车辆共享、图书共享、工具共享、
儿童玩具衣物共享、公共资源开放、数
据开放和住房共享等多项举措。更值得
一提的是，由政府管理的公共设施和建
筑在非工作时间被开放给公众使用。据
统计，截至 2016 年，首尔已经有超过
1　200 栋公共建筑被超过 31 万人次所使
用 [5]，大大提升了公共建筑的利用效率
和城市空间活动的多样性。

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
非商业领域，“共享”概念的共同主题
都是资源的优化利用和供给，其表现形
式可以是将原本闲置的物品或服务的使
用权以较低的成本交给有需要的人，也
可以是由有需求的群体共同拥有和使用
物品或服务。为了使共享成为可能，社
会或市场至少需要提供两方面的支撑：
一是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物品在
不改变所有者的情况下，能够便捷地进
行社会化利用；二是共享的平台和框架，
将分散的潜在供给者和使用者整合于一

个共同的互动网络，其中包括信息的整
合和发布系统、共享的信用体系和激励
机制。

2以共享的视角看城市住房

2.1城市住房的共享 

在城市住房领域，其“共享性”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住房
的共享在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可分离
性——住房不一定通过购买获得，也能
够通过租赁 ( 长期或短期 ) 获得；另一
方面，城市住房的共享表现在所有权的
可分割性——不仅家庭成员能够共有房
屋产权，社区、社会也能够成为房屋产
权的共有者。

与一般物品相比，城市住房的相对
独特性在于其既具有商品性，也具有空
间性 [6]。其中，住房的商品性体现在符
合规定的房屋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
租赁、转让。而住房的空间性则体现在
住房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
还是需要个体“在场”的过程。这一特
征使人们很难将居住及居住空间中发生
的事件和进程分割开来，因而居住空间
的共享往往意味着共同的生活体验。这
种特性使住房的共享与物品的共享相
比，具备更多交流互动的可能。

2.2城市住房共享的类型

由于城市住房的“共享性”体现在

图 1 2010 年以来物品和资产共享型创业公司累计资金 [2] 图 2 四种不同的住房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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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城市住房共享的规模经济。

3住房的共享给城市带来的影响

3.1城市经济更加繁荣

从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方面来说，城
市住房的分时共享和空间共享让单位面
积的住房产生了更大的使用价值，避免
了房间空余时段的使用价值浪费，同时
也为更多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居住服务。
信息化的深度应用，让居住者更容易掌
握住房的闲置情况，使居住者与住房得
到更好的匹配。

从城市居住和通勤成本方面来说，
分时租赁式的住房共享降低了居住成
本，使得长期或短期入住城市的居民或
游客能以更加低廉的价格享有住房的使
用权。合作居住式的住房共享让居住者
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庭院、活动室等公
共空间和看护等相关服务。居住成本的
降低让人们有能力居住在更好的城市区
位，通勤等生活成本也得到了降低。

城市的空间利用效率提升和运行成
本降低，使城市经济更为活跃繁荣，吸
引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3.2城市形态更加紧凑集约

研究显示，较高的住房自有率会加
剧城市蔓延 [9]，而以使用而非拥有为目
标的住房共享有利于解决高住房自有率
带来的问题。

住宅的共享推动居住空间利用效率
提升、土地单位产出提升，进而引发住
房竞价租金的提升。同样可以预期的是，
住房共享程度越高，住房竞价租金被提
升得越多。从城市不同区域的土地价格
看，临近城市中心的区域由于具有较高
的人口吸引力，人口密度和土地竞价租
金要高于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因此，
临近城市中心区域的居住成本要高于远
离城市中心区域的居住成本，这会激励
该区域的住房共享程度不断提高，使得

使用权共享和所有权共享两个方面，以
此对城市住房进行分类，可以得到四种
不同的住房共享模式 ( 图 2)。

(1)所有权不共享，使用权也不共享，
即符合传统“拥有—使用”模式的商品
住房。此类住房本质上具有耐用消费品
的特征，其使用者即所有者。在这种情
况下，住房的使用固化在其拥有者手中，
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够获取居住空间。

(2) 所有权不共享，使用权共享，
即各类由市场提供的租赁住房。租赁住
房通过租户在不同时间段的使用实现住
房的共享，是一种共享住房消费。近年
来共享经济催生了多个住房租赁平台，
商业领域中的两种共享经济模式，都可
以在这类住房共享模式中得到应用。例
如，分时租赁模式，住房由运营商通过
收购改造或直接开发的形式提供，如可
以分时出租的酒店式公寓和青年公寓，
还有针对年轻群体和创业群体、更强调
社区互动的共享社区；在“拥有—共享”
模式下，住房由其他住房所有者提供，
如大众短租民宿平台，共享经济的引领
者之一 Airbnb 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
表。

(3) 所有权共享，使用权部分共享，
即以合作居住和共有产权房为代表的共
有住房。此类住房往往在建设环节就对
空间进行了共享设计。合作居住的模式
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丹麦和荷
兰，由住户共同拥有社区住房的产权，
居民之间还共享社区公共空间、公共设
施、起居空间、餐厅和工作室等，形成
社会联系紧密、具有相似价值、居民高
度互动的共同生活社区，这种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传到美国和加拿大，并得
到蓬勃发展 [7]。共有产权房则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购房者可以根据
自身的能力，与提供住房的机构各拥有
一定比例的产权，个人需向机构拥有的
那部分房产支付房租，从而获得全部房
产的使用权。这种住房的主要服务对象

是有长期使用需求，但又无法一次性支
付房屋购买金的居民，具有一定的保障
性住房属性。2012 年 3 月，我国上海
也推出共有产权房政策，2017 年 12 月
北京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开始运营，
城市住房的供给也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4) 所有权共享，使用权共享，即
以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各类人才公寓为
代表的公共住房。这类住房属于公共所
有的城市资产，由政府或公共机构负责
运作，出租给新迁入城市的群体、大学
毕业生和新就业职工等群体。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将分散在城
市各处的闲置空间进行收储、改造，转
变为公租房、人才公寓，大大提高了城
市的吸引力和活力。

2.3共享的原因

纵观住房共享的类型和发展模式可
以发现，住房共享是一种必然发端于城
市的模式，不仅因为从农业社会到城市
社会，人们对拥有土地和房产的执着性
降低，还因为城市产生的住房紧张问题
只有通过提高居住的空间和时间利用效
率才能够解决，而城市高密度的人口和
建成环境恰恰为大规模的居住共享提供
了可能。

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共享经济的报告
显示，人们对汽车和食品的共享主要受
社会动机 ( 如环境、低碳 ) 的驱动，而对
居住的共享主要受经济动机的驱动 [8]。
从需求的角度看，城市的人口集聚推动
地价不断上升，与城市规模共同提升的
房屋价格使大量城市新增人口和年轻人
不具备拥有住房的能力，只能通过租赁
和共享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从供给的
角度看，房屋价格越高，住房空置对其
所有者 ( 个体或机构 ) 造成的机会成本
损失越大，需要以出让使用权的方式提
高收益。在中介机构、互联网和政府等
平台的帮助下，需要住房的人群和闲置
住房能够越来越快速、准确地得到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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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竞价租金的提升程度高于远离城
市中心的区域。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土地
竞价租金曲线变得更为陡峭。

如图 3 所示，在共享经济背景下，
传统土地竞价租金曲线上的 a 点和 c 点
分别移到了 b 点和 d 点两个新的平衡
点，靠近就业中心的 X1 比远离就业中
心的 X2 获得了更多的竞价租金。由于
住房消费的消费者替代作用和开发商减
少住宅用地规模的要素替代作用，临近
城市中心区域的家庭消耗的土地面积将
进一步缩小，人口密度将被进一步提高，
城市变得更加集约紧凑。

4住房共享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

启示

4.1启示一：以共享经济盘活存量

住房资源

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城市化速度要远远快过人口城市化
速度。例如，吕志强等人的研究发现，
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增长率在
逐年降低，而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几乎保
持稳定，且二者差距在不断拉大 [10]；
2016 年我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0.8　m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为 36.6　m2，虽然低于美国的 67　m2，
但是已经超过了英国 (35.4　m2) 和法国
(35.2　m2)，更远远高于同为亚洲国家的
日本 (19.6　m2) 和韩国 (19.8　m2)[11]。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
据显示，2013 年我国城镇地区自有住房
空置率为 22.4％ [12]。腾讯网等机构联合
发布的《2015 年 5 月全国城市住房市
场调查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的住房空
置率为 22％，二线城市的住房空置率
为 24％，三、四线城市的住房空置率为
26％ [13]，住房与居民并没有得到高效的
匹配。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下，面
对资源环境的紧约束，生态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红线等底线纷纷被划定，继续
采取增量扩张的方式来满足住房需求的
增长已不符合国情。城市必须充分利用
当前存在的大量闲置住房，提供更多的
居住服务。

在日本，对空置房屋的共享化利
用已经引起了政府和民间的注意。日本
总务省《住宅·土地统计调查》显示，
在 2013 年，全日本的房屋空置率达到
了 13.5％，即使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东京
地区，房屋空置率也达到了 11.1％。空
房问题得到了日本从政府到民间的社会
各界的重视，已有相当多的地方自治体
制定了《空置住宅对策条例》等应对策
略，以多种不同手段将闲置住房进行再
利用。例如，通过建立“空屋银行”对
空置房屋进行排查、评估和登记上网，
让租房者特别是年轻人能迅速地找到适
合、可负担的住宅；一些空置房屋被提
供给低收入的老人居住，并由政府主导，
为高龄租客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与支
持；将一些优质的空房改造为社区公共
活动中心。

此外，在政策支持方面，日本于
2017 年 6 月 9 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允
许私人住宅用于短租，但总天数不得超
过 180 晚 / 年，为短租、民宿等住宅共

享方式厘清了制度障碍。这种尝试意味
着共享居住有可能成为活化空置住房、
提升居住空间效率的有效途径。有观点
认为崛起中的共享经济是使经济社会发
展曲线与自然资本消耗曲线脱钩的重要
路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14]。在交通
方面，诸大建提出，共享出行代表的未
来城市交通模式，能够在交通基础设施
不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使用效率来
应对出行服务需求的增加 [15]。住房共享
正是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住宅资源进
行优化利用，使更多的居住需求能够在
住房供应不增加的情况下得到满足，大
大减少了新建住宅的需求。

从管理角度看，城市可以通过两种
途径盘活存量住房。一是建立高效互信
的共享信息平台，或对市场上已经存在
的信息平台进行规范引导，将闲置住房
与居住需求精确匹配，盘活尚未进入租
赁市场的闲置住房资源。二是由政府或
第三方机构主导，将闲置住房资源通过
租赁或购买的方式进行集中管理、统一
运营，租赁给企业或创新人才、大学生、
老年人、低收入者等有需求的群体，从
而实现闲置住房的公共化再利用。在我
国，已经有城市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对
城中村中的低质量住房进行整租，并将

图 3 传统土地竞价租金与共享经济下的土地竞价租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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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方法变革的重点方向。
(2) 打破碎片化管理，明确空间使

用的权责。
城市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连续体，也

是一个有机整体。然而，空间系统在城
市管理中缺乏整合的管理主体，空间过
程被划分到住房、园林、交通和城管等
不同的政府部门，导致管理的重点被放
在实体资源而非空间过程，造成了空间
管理的主体缺失或重叠问题。城市空间
虽然在名义上为公共所有，但是其空间
的使用权、管理权和建设权等权属碎片
化的分布在多个不同部门和主体手中，
使公共领域的共享比商业领域的共享更
加困难。因此，当共享的主体从具有相
对私密性的居住空间扩展为城市空间
时，如何从优化利用的角度出发，划定
空间使用的权责，就成了需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

在欧美国家，针对某一问题的空
间促进项目往往由市长办公室成立项
目组直接负责，如旧金山发起的 Living 
Innovation Zone( 简称“LIZ”) 城市空
间营造项目、波士顿的城市创新区项目
等。在我国，上海和深圳先后成立了推
进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促进中心 ( 上海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深圳市城
市设计促进中心 )，北京设立了“大栅
栏更新计划”“白塔寺再生计划”等针
对特定片区的城市微更新运营机构，成
为探索城市空间经营模式的先行者。

(3) 弱化独占性，关注共同参与和
共同拥有。

空间是一种社会过程，这种特征
使人们很难将空间及其中发生的事件和
进程分开。这种过程性意味着“在场”
在空间体验中永远是必要且重要的 [6]。
城市空间的共享不仅意味着使用权的开
放，还应该根植于多元主体对空间过程
的介入和参与。移动互联网和 ICT 技术
可以为这种开放共享提供多种途径，如
波士顿、伦敦等城市都推出了允许市民

其提质改造为共享人才公寓。

4.2启示二：建设更加共享的社区

建设更加共享的社区需从以下三方
面着手。

(1) 建设开放性的社区。
随着住宅共享的模式和规模不断增

加，传统封闭的社区空间将实现更频繁
的人员流动和空间共享。社区中公用房
屋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减少住户家中重
复的或很少使用的设施。从共享庭院、
绿地空间到共享起居、娱乐空间，居住
的内涵将变得越来越综合多样。原本由
封闭式社区提供的功能和空间，将逐步
被开放共享的功能和空间所替代。例如，
传统小区内高成本、低效率和利用率不
足的大型中央绿地可能被更为开放的街
角公园绿地取代，传统小区内自由的停
车区域可能被小区外成本更低、更高效
的分时共享车位取代。然而，当前的城
市管理和规划面对新兴的共享经济，已
经显得捉襟见肘，对城市空间公共性和
功能混合度的提升尚缺乏系统的应对策
略。未来的住区规划、街道规划须更多
地考虑开放混合的社区与居住功能，减
少固化的封闭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更
好地融合。

(2) 形成服务专业化的社区。
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让居住者对

住房的消费回归到居住服务消费本身。
住房的购买和维护与居住功能分离，不
必是所有者和使用者所要承担的流程环
节，而可以成为第三方提供的服务。专
业化居住服务的巨大需求必将推动传统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中介企业向专
业的服务型运营商转型。共享住房提供
的专业化的居住服务将比自住房提供的
生活服务更加丰富，如共享的图书室、
健身房、洗衣房和娱乐室等已经出现在
各类共享社区中。

(3) 打造多元化的社区。
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喜欢居住在与

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社群中，自由、市
场化的社区开发有利于形成多种不同类
型的社区 [16]。共享社区能够面向不同的
人群提供不同类别的专业化生活服务，
如面向年轻夫妇的共享育儿服务、面向
老人的共享看护服务、面向 SOHO 一
族的共享办公室服务以及面向文艺青年
的共享图书馆、放映室、小剧场等。这
样的共享居住不仅降低了单独服务的成
本，还让居住者找到了同伴，形成城市
中联系紧密、互助的生活社群。

4.3启示三：从共享居住到共享城市

共享的理念从居住空间扩展到城市
空间，将为城市规划和管理带来巨大的
挑战，本文针对共享经济当前存在的问
题，尝试提出以下应对方法。

(1) 弱化用途标签，关注空间资源
的动态优化利用。

城市空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不管
是居住空间、办公空间、商业空间还是
休闲空间，都有优化利用的巨大潜能。
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和空间使用权的
切分性让越来越多类型的城市空间进
入到扁平化的大众市场，使原本无资格
或无能力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能够使用
它们，并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城市空
间不再由居住、商业和工业等单一用途
所界定，相反空间可达性的提升和分时
利用让原本只有单一固定功能的空间
在不同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使用人
群，这正是城市丰富多样功能和持续活
力的来源。

静态、固化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并不
能应对这种变化。为了应对空间资源动
态利用的需求，Airbnb 等商业平台选
择在互联网平台上即时发布供需信息。
纽约则设置了市长直属的数据分析办公
室，专职负责城市的数据开放和运营分
析，为城市的各个职能部门提供数据支
持—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关注 
“流”的动态变化，将是城市管理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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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汇报城市问题的手机应用；洛杉
矶的圣莫尼卡推出了 CitySwipe 应用，
向市民展示多种城市建设场景，通过市
民是或否的回答来评价建设方案；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凯兰园区通过互
联网交互网站与市民互动，完成了面积
为 61　hm2 的总体规划设计。在我国，
上海、武汉等城市已经尝试通过互联网
等手段，增强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
与程度。随着城市空间对精细化运营和
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即时互动式的规
划过程和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方式都将
是共享开放城市建设的必要手段。

5结语

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为
基于使用权共享的住房分享平台带来了
繁荣，以共享社区为代表的新型开放性
社区也为城市居住带来了多种可能。根
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显
示，我国 2016 年主要住房分享平台的
房源数量超过 190 万套，用户总人数约
为 3　500 万，总交易额约为 243 亿元，
较 2015 年同比增长 131％ [17]。美国人
口普查局 (Census Bureau) 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17 年第二季度美国住房
自有率为 63.4％，为自 1967 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荷兰在 1947 年到 2010 年
间，私人拥有的住房比例从 87.4％降到
了 55.3％ [18]。虽然居住共享在各国的发
展模式不尽相同，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城市规模增大、社会流动性增加、
人口密度增加、消费观念改变及信息技
术进步，自有自用的非共享住宅在城市
( 尤其是大城市 ) 中的比例会不断降低。

与共享经济同时发展的是意义更加
广泛的共享城市，住房共享只是其中的
一个方面。从共享住房、共享出行、共
享办公到共享城市的转变，意味着人们
使用空间、占用空间和改变空间的方式
发生变化。在这场从垄断到开放，从占

有到共有，从社区到社群的革命中，已
经有数个城市不断尝试，形成了宝贵的
经验 [6]。这些实践也凸显出当前城市管
理和城市居住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对
这些问题的不断探索和挖掘将为城市空
间的经营带来进一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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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理念下自贸区空间发展的规划策略
—　以川南泸州自贸区为例

□　高相铎，陈　宇

[摘　要] 自贸区是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地区开放并提升区域发展的功能区，具有重要的共享经济特征。川南泸州自贸区基
于自贸区政策空间的限定性和差异性，通过空间规划引导自贸区产业体系与内外空间组织有效衔接，并提出了整合腹地资
源，放大自贸区溢出效应；共享自贸红利，释放自贸区政策优势；创新产业协作，引导“多对多”拼箱业务；共建支撑体系，
构建共享协作外部保障四个规划策略，以最大化地激发自贸区政策优势，盘活城市资源，扩大共享自贸的区域带动效应。
[关键词] 共享；自贸区；空间规划；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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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Free Trade Zone With Sharing Concept: Luzhou Free Trade Zone, Southern 
Sichuan Province/Gao Xiangduo, Chen Yu
[Abstract] The Free Trade Zone is a functional area that promotes regional openness and enhan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shared economy feature. Based on the limita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policy space 
in the Free Trade Zone, the South Sichuan Luzhou Free Trade Zone effectively guides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ti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and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of hinterland resources 
to amplify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free trade zone; Trade dividends, free-trade zone policy advantages, innovation industry 
collaboration, guidance of “many-to-many” LCL business, joint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s,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external guarantees. Four planning strategies to maximize FTA policy advantages, Activating urban resources 
and expanding the regional driving effect of sharing free trade.
[Key words]  Sharing, Free trade zone, Spatial planning, Luzhou 

0引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指导我国
宏观经济发展的五大理念。其中，共享发展重点强调
要通过制度建设，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促进社会公平、
机会均等，逐步缩小区际差距。共享经济是通过制度
的创新适度转移商品使用权而扩大功能效用的商业模
式。从产业功能和政策角度看，可以将商贸服务的供
给和需求进行有效的衔接，激发内在活力，降低交易
成本，最大化发挥产业功能的外在影响力。因此，需
要具有整合资源、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共享平台体系，
支撑共享经济有序运转。

自贸区是我国在原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 ( 港 )
区之后设立的新的政策平台，从我国先期设立的上海、
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看，四个自贸区分别以长三
角、京津冀、珠三角和海峡两岸四个区域发展战略为
依托，其意义不仅在于激发地区产业贸易的改革和创
新，还在于通过自贸区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区域的整
体发展与提升。2016 年，我国批复设立了五个内地
自贸区，这进一步标志着自贸区战略对内需要推动内
陆开发开放，扩大区域合作，减小区域差距；对外应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承担国家内陆开放门户的区
域责任。综合而言，自贸区是基于制度创新的一种功
能区类型，需要在区域范围内最大化发挥商贸服务的

高相铎，正高级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二所总规划师。
陈　宇，正高级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二所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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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在自贸区内注册，对企业的经
营场所和服务范围无特殊要求。自贸区
主要以政策优势推动其与城市的联动发
展，其国际贸易的优惠政策只针对自贸
区围网内的企业。因此，政策空间的差
异性便衍生了自贸区的共享经济特征
( 图 2)。一方面，围网内的产业占据双
向开放市场的高端，引领区域大宗商品
贸易、期货和航运等的市场风向，是区
域共享自贸政策的集中平台，只有将区
域的最高等级生产组织功能在围网内共
享，才能发挥自贸区统领区域发展的作
用。因此，此类空间是直接共享空间。
另一方面，围网外多为政策依赖型产业，
以及与区域核心功能相互关联的产业或
自贸区政策复制型产业。因此，此类空
间尽管不需要直接的政策支撑，却是核

心功能对应的要素空间，是自贸区发挥
区域辐射作用的直接体现，同样具有共
享特征，是间接共享空间。

1.3自贸区产业体系的共享经济特征 

自贸区是以国际贸易为主体的功
能区类型，形成了从科技研发到生产制
造，从生产服务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
功能体系。同时，由于自贸区政策空间
的差异性，产业体系需要与政策空间形
成良好的叠合，建立合理的产业空间体
系，才能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3]。自贸区
的产业体系和空间组织具有以下特征：
①自贸区内部的产业一般是政策依赖型
产业，必须以自贸区内部的空间作为政
策平台。金融投资、产业服务和贸易通
关等的政策红利都可实现区域共享，为

图 1 现有自贸区合作发展模式 图 2 自贸区政策空间

图 3 自贸区产业体系与空间组织的关系 [1,4]

外在影响力，通过开放创新引领区域的
平衡发展，具有共享经济的重要特征和
基础。因此，在自贸区的空间规划中融
入共享经济理念不但有利于自贸区制度
优势的发挥，而且对于促进空间规划与
共享理念的相互融合具有重要的示范和
借鉴意义。

1自贸区的发展阶段及共享经济

特征

1.1自贸区从合作到共享的模式演进

自贸区作为区域生产组织核心，最
重要的作用是以国际化服务要素带动城
市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1]。通过
自贸区红利的区域外溢，发挥区域辐射
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整体发展转型是自
贸区合作模式的核心目的。国际上已经
摸索出“城市战略协议—无水港—专列
通道—免税商品销售”等一系列自贸区
合作形式 ( 图 1)。这些合作模式基本上
是基于自贸区点对点外溢的特征，将自
贸区的政策复制到外围地区。近年来，
随着自贸区政策优势的不断显现，在自
贸区与城市联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
贸区具备国际贸易的排他性政策优势，
自贸区空间的共享模式逐渐显现，主要
表现为区域腹地城市的优势产业，尤其
是开展国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总部与
商务办公等核心职能开始进驻自贸区，
以获得最及时的信息、最直接的政策支
撑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优势。而生产
加工和制造功能则布局在自贸区外围
或腹地城市。在空间组织上，自贸区与
区域腹地形成了“共享核心功能、连接
外围生产”的空间模式，这也是自贸区
合作模式的共享需求和发展趋势。

1.2自贸区政策空间的共享经济特征

自贸区是一种政策性功能区，一
般存在围网内和围网外的空间差异 [2]。
围网内的政策规定必须是在自贸区内注
册，且经营场所设在自贸区内的企业才
能享受优惠政策。围网外的政策仅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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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区内外高效合作，最优化布局。③生
产加工型产业，承接核心要素的溢出，
促进自贸区产业链环节的优化布局，发
挥自贸区区域辐射作用 ( 图 3)。

2基于共享经济的自贸区规划策略

2.1以带动区域发展为导向构建共享

产业体系

传统的功能区是基于自身的区域比
较优势构建产业体系，更多的是着眼自

更大的区域服务，而这类产业一般都需
要注册在自贸区内，因此作为区域共享
的核心产业功能。②自贸区外部的产业，
一般是从属于政策依赖型的产业，集聚
的是与核心产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功能[1]。
科技创新、信息服务、现代物流和文化创
意等类型的产业一般可以在区内注册区
外经营，享受政策优惠。基于此，腹地
城市的相关企业可将供应链管理、软件
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等相关业务在自贸
区内注册，以发挥自贸区平台优势，实

图 4 自贸区的共享产业体系 [3]

图 5 自贸区腹地整合与产业关联型共享的布局模式

身发展特征，强化优势产业，提升地区
竞争力。而自贸区带有区域整体提升的
使命和责任，其政策优势主要在于服务
区域整体的开放创新。构建区域共享的
产业体系必须基于区域腹地的产业特征，
聚合区域的优势产业：①核心产业以集
合区域腹地城市的优势产业为主，最大
化发挥政策空间优势，带动腹地城市的
共同发展，重点发展国际贸易、航运服
务业、现代物流业和高端制造业等产业；
②附属产业以对接核心产业的产业链条
为主，选择毗邻自贸区地区的优势产业，
发挥空间距离近的优势，构建以金融服
务业、专业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文化
服务业等为主的附属产业集群；③配套
产业以“前店后厂，前店后库”的模式
为主，加快产业转移，在区内区外形成
合理的产业链分工，构建以配套生产性
服务业、配套生活性服务业和配套制造
业等为主的配套产业体系 ( 图 4)。

2.2以适应政策空间为导向组织共享

空间系统

传统功能区的空间布局是以地区自
身的空间特征和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为先
导，而自贸区的空间布局必须以政策特
征为先导，结合自贸区功能外溢的特征，
搭建共享空间平台，带动区域的整体发
展。构建自贸区共享空间系统主要包括：
①构建直接共享空间。基于围网内核心
功能对区域的管理组织与控制功能，在
自贸区内设置直接共享空间，是通过剥
离资源的拥有权与使用权，将功能落实
到空间，最大化激发自贸区的政策优势，
盘活城市资源，提高共享自贸的区域效
应。②构建墨迹式承载空间。依托自贸
区的政策空间，划定邻近承载片区，结
合片区的产业特色，有的放矢地对接自
贸区，通过“一区一业”的形式，形成
高能级的企业集群，提高区域的经济影
响力。③构建跳跃式外溢共享空间。从
区域城镇体系的角度出发，对于配套产
业，通过间接共享空间模式，承接核心
要素的溢出，实现自贸区产业链的优化

自贸区外商贸服务片区

自贸区外商贸服务片区

自贸区内商贸服务片区

自贸区内商贸服务片区

自贸共享领地

自贸区外服务配套片区 自贸区外制造加工片区

自贸区内服务配套片区 自贸区内制造加工片区

自贸区外服务配套片区 自贸区外制造加工片区

核
心
产
业

附
属
产
业

周
边
配
套
产
业

国际贸易业

现代物流业

专业服务业

配套生活性
服务业

高端制造业

社会服务业

配套制造业

文化服务业

航运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

配套生产性
服务业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和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等

国际货运分拨配送、供应链管理和保税仓储等业务

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专业金融服务；海事仲裁、海事法律咨询等航运专业
法律服务等

商业零售、餐饮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

智能制造、数字制造、再制造等现代化和网络化的高附加值的智能化新型工业

需要依托大型医疗设备 (保税优势 )的医疗服务，如口腔、眼科、整形美容、
血液透析等

与自贸区配套的加工制造业

娱乐场所 (外商独资 )、文化展示交易等

国际航运经济、船舶交易、航运咨询和航运教育培训等航运专业服务；船舶
融资、航运保险、期货交割和航运衍生品交易等航运金融服务；船舶机务管
理、船舶海务管理、船员服务、船舶检修保养、综合保险理赔和海事法律咨
询等服务；航空总部、航空要素交易和航空信息服务等国际航空服务；国际
维修、检验检测服务等

离岸银行、大宗商品的离岸金融服务、离岸期货、离岸再担保、离岸出口押
汇、离岸杠杆融资、离岸担保、离岸账户资金托管等新型离岸金融业务；跨
境人民币结算、投融资、人民币跨境担保、跨境再保险等人民币跨境业务；
跨国企业财务等资产管理业务；专业金融服务等

服务于围网区的研发、金融服务、律师服务、人才培训、投资管理等；船舶融资、
航运保险等专业金融；海事仲裁、海事法律咨询等航运专业法律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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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促进区域辐射作用的发挥 ( 图 5)。

2.3以支撑协同合作为导向构建共享

保障体系

共享自贸区的形成，除了依靠共
享型的产业体系和共享型的空间系统之
外，还需要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功能
各异的共享平台体系作为支撑。例如，
为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孵化器，为初期
创业者群体提供的众创空间，以及为相
关利益主体提供信息的共享虚拟网络平
台等，都是共享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支
撑。此外，需要强化功能体系和板块之
间的协同合作，增强对设施体系和制度
体系的保障，如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
优化交通和公用设施体系、搭建协同合

作的治理架构等。

3案例分析

泸州自贸区地处长江经济带西端、
川滇黔渝结合部，是成渝城市群与西南
腹地延伸的地缘战略要地，“一带一路”
的部分区域和长江经济带的部分区域在
这里交汇，使其成为连接内陆腹地及西
亚东欧的全新平台。同时，泸州港是西
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和江海联运的
枢纽港，拥有西南、西亚地区的广阔腹
地 ( 图 6)。泸州自贸区的设立激发了区
域腹地发展“全谱系”自贸产业发展的
愿望，构建共建共享的自贸成为泸州自
贸区的区域责任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3.1整合腹地资源，构建对接区域的

共享产业体系

自贸区设立前，泸州利用泸州港的
优势主要承担成渝和贵昆经济区白酒、
汽车设备、特色轻工等产品的进出口贸
易，以及矿建类、化工类来料加工及其
衍生的高端制造业。自贸区设立之后，
自贸区政策将进一步刺激泸州港区域腹
地城市对于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泸州自贸区以转口贸易
为核心，形成航运物流业、港口加工业
和商贸服务业三个主导产业，以及航运
物流产业链条、港口加工产业链条、商
贸服务产业链条、航运物流和港口加工
共同衍生的产业链条、港口加工和商贸
服务共同衍生的产业链条、航运物流和

图 6 泸州自贸区与成渝经济区及西南区域的区位关系

图 8 “多对多”拼箱业务示意

图 7 泸州自贸区产业发展体系

图 9 区域交通支撑体系

免税组合加工业务

免税组合加工业务

拼箱业务

拼箱业务

A市自贸领地

B市自贸领地

C市自贸领地

渝

成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重庆市

泸州

规划大型铁路货运站场

自贸专列局部调整线位

现状进港铁路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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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共同衍生的产业链条六个产业
链条，构建由航运物流业、港口加工制
造业、商贸金融服务业和国际服务配套
产业组成的产业发展体系 ( 图 7)。

3.2放大自贸效应，构建面向区域的

共享空间平台

总部管理、金融投资、产业服务和
贸易通关等核心产业功能是腹地城市的
主要发展需求，而此类产业一般都需要
注册在自贸区内，办公场所设在自贸区
才能享受政策优惠。泸州自贸区通过放
大自贸区的服务效应，使区域腹地共享
自贸红利。

基于此，泸州自贸区内设立了面积
约为 30　hm2 的自贸领地，西南地区 48
个地级市都可获得责、权、利完全自主
的自贸领地，自贸领地成为了周边城市
参与自贸共同体建设的空间载体。自贸
领地可发展自贸注册服务、管理、信息
发布、展销和临时仓储加工等功能，将
政策平台升级为实体空间平台。通过建
立自贸领地，泸州自贸区不仅得到了大
部分西南省市对欧亚的出口业务，促进
了泸州港吞吐量的大幅提升，还将促进
与自贸区关联度较高的制造加工业和商
贸服务业向泸州转移。

此外，根据周边外溢的模式，泸州
在自贸区北部和东部建立与云贵川腹地
城市共享的进出口产业制造加工区，在
中部规划商贸服务片区，在西部规划综
合服务配套片区，三大片区的一部分功
能位于自贸区内部，享受政策优惠，另
一部分功能位于自贸区外部，两部分连
片发展。

3.3创新产业协作，构建服务区域的

共享业务模式

泸州自贸区的内陆化特征，以及
贸易主体与产品小碎化特点，决定了其
需要探索自贸红利分享的新模式，承担
推动西南地区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责
任。基于此，泸州自贸区的自贸领地着
力推动“多对多”的产业协作，如在境

内外免税的情况下为产地不同且产量较
低的商品提供拼箱服务，为产地不同的
半成品提供免税组合加工的增值服务，
以促进西南各省市的出口贸易，推动各
地产业升级发展 ( 图 8)。

3.4共建支撑体系，构建共享协作的

外部保障

泸州自贸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构
建共享协作的外部保障。

(1) 完善区域交通。一方面，为应
对国际转口贸易的大运量和“无缝”性，
泸州港区港口实施了分工扩容支撑工
程，分离设置石化港，与成都共同开发
自贸港区，提高集装箱处理能力。另一
方面，优化扩容现状进港铁路，建设泸
州港至青白江铁路枢纽的自贸专列，完
善水铁联运体系，打通区域对外的大通
道 ( 图 9)。

(2) 规避不良竞争。共享自贸有赖于
地区间良好的合作互动。泸州港与宜宾
港区位相近，功能相似，基于泸州自贸
区的政策优势，泸宜合作共同开拓内陆
腹地。泸州自贸区的设立改变了泸州港
和宜宾港平行发展的局面，泸州港主要
承担国际转口运输，宜宾港则通过发挥
腹地优势，协助泸州港收纳西南地区进
出口货物，通过开通“泸宜直通港”加
强两港链接，共同迎接巨大的发展机遇。

(3) 实现人才互通。自贸区的高端
产业特征决定了其对人才的渴求极其强
烈。泸州通过自贸区平台引进境外优质
教育资源，汇聚金融行业人才，逐步向
外来人口开放城市各种社会资源和公共
服务。发展国际教育培训产业，培养高
端国际金融人才和国际贸易管理人才，
保障自贸区的发展运营 [4]。

(4) 设立共享协调机构。由共享自
贸领地的省、市派人员共建自贸共享
办公室，协调处理政策改革创新的信
息管理，发布和沟通区际合作的各类
事宜，对接监管模式、产业和功能区
升级政策，及时掌握自贸共享的发展
状态 [5]。

4结语

共享经济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是针
对商品使用模式的一种制度创新，更多
的是着眼于微观的商品拥有权和使用权
分离，提高使用效率。共享经济在城乡
规划领域尤其是宏观规划方面的应用相
对较少。自贸区是基于制度创新的一种
功能区类型，从制度创新和提高影响力
的角度看，自贸区具备共享经济的特征
和基础。随着共享理念的深入推进，泸
州自贸区有责任共享自贸红利，主动溢
出自贸效应，引领西南区域发展，共同
打造自贸共同体。自贸领地的规划模式
是空间规划在共享经济方面的有益创新，
其将政策平台升级为实体空间平台，与
腹地城市共享共建腹地城市进出口产业
制造加工区，共享自贸政策，共建自贸
园区。同时，泸州自贸区“共享核心功能、
连接外围生产”的功能空间布局模式也
有利于扩大自贸区产业空间范围，最大
限度地扩大共享自贸区的带动效应。

( 感谢川南泸州自贸区规划国际竞标

项目组霍玉婷、卢斌、李新等人的工作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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