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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机构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行业的转型与应对

[编者按]2018年，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自然资源部“三定”方案的相继揭晓，国家正式组建自然资源部，建立以国
土空间规划为平台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这一变革将对传统城乡规划行业的体系构建、规划编制与管理、技术方法等产
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该如何转型与应对，成为现阶段亟需探讨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
以“机构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行业的转型与应对”为主题，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重点探讨机构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行业的改
革趋势、转型方向与应对策略等，希望能对推动城乡规划适应新形势下的改革要求有所裨益。

机构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行业之“变”与“化”
□　王唯山

[ 摘　要 ] 文章在解读国家机构改革顶层设计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城乡规划发展新的理念和目标，并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的
统一管理、体系构成和规划次序等进行分析与思考，展望城乡规划行业发展的“两化目标”新趋向，以及城乡规划在编制、
管理、立法与教育等方面的变化。
[ 关键词 ] 机构改革；国土空间规划；“两化”目标；城乡规划行业展望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01-0005-06　[ 中图分类号 ]TU981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王唯山．机构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行业之“变”与“化”[J]．规划师，2019(1)：5-10．

The Change of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Wang Weishan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clarifies the new concept and vision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development; then analyzes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composition, and planning procedure of national 
land; finally introduces the new visions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its compilation, management, legislation,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National land use plan, New visions, Prospect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profession

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最近经常在各类报道中

看到“多规合一”“多证合一”“多税合一”等，种种

整合说明我国当前各行各业的改革浪潮风起云涌。从党

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到“十九大”

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城乡

规划行业正经历着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最大的“变”与

“化”。随着近年来地方“多规合一”工作的快速、有

效推进，很快迎来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出台，即城乡规划

与管理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而这对城乡规划工作本

身将产生深远影响。

1 机构改革顶层设计解读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资源部。机构设置的主要目标是，为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

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

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提出将国土资源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水利部的水资源调查

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农业部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权

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

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的职责整合，组建自然资源部，作为国务

院组成部门。新成立的国家自然资源部，其主要职责

[ 作者简介 ] 王唯山，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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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

民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质勘查行业

管理等。稍早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优化

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设立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

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

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

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

规合一”，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有机融合。显然，国务院的机构改

革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央的决定。

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工作机制

的改变，优化管理方式，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机构改革背后的实质是国家对城

乡规划发展理念的转变，并对城乡规划

工作的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而

言，机构改革体现了中央对城乡规划工

作“推崇生态理念、凸显整体战略、统

一管理机构和设定保护底线”等根本目

标。本次机构改革得到普遍关注的是，

中央正式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并强调

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

作用，国土空间规划对规划工作者而言，

是全新的空间规划概念。同时，中央指

出继续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各规划

的有机融合，表明了即将开展的国土空

间规划并不一定取代现有的城乡规划、

环境规划等，但国土空间规划无疑将对

各专项规划产生约束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与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国土空间规划

强调了对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等在内的全

覆盖，强化了对土地实行资源化的综合

管理，显然其中作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最重要载体的城镇土地空间的集约与节

约利用，将被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土空

间规划是实现土地资源化管理的重要基

本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如何构建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2 国土空间规划思考

2.1 国土空间的统一规划与管控
国家首次成立自然资源部，建立以

国土空间规划为平台的自然资源保护与

利用体系，提出了国土空间概念，反映

出有别于以往的创新理念和战略思维。

国土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地域空

间，包括领陆、领空、领海和根据《国

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海域

的总称，所以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国家

最为全面、完整和系统的空间规划。机

构改革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最大意义在

于，实现国家相对独立部门对国土空间

全覆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以往涉及国土空间管理的部门有发

改、土地、规划、环保、海洋及林业等

众多部门，并且各部门是平级的，各个

规划也是平行的。

其中，发改部门主导的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虽然覆盖国土空间范围，但是

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从以往开展

的工作看，并未得到普遍重视和有效落

实，加上仅仅是体现土地开发程度的大

致设定，作用未能显现；土地部门主导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虽然实现国土空间

的全覆盖并得到法律最有力和最严格的

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 规定，“国

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

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

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

护”，可以看出其重点主要落在对农用

地的保护和对城乡建设用地的规模调控

方面，并未发挥管控全域国土功能的规

划作用，客观上一些用地类型 ( 如林地、

草原和水利等 ) 也归属于其他部门管理。

规划部门的城乡空间和环保部门的

生态空间，则包含在上述两个国土空间

全覆盖范围内，理论上是相对独立和明

确的空间范围，不过由于多个规划间有

矛盾或不一致，经常存在管控空间边界

不清或管控空间交叉重叠等问题。另外，

城乡规划在自下而上预测城镇建设空间

需求上有一套自己的技术与方法，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自上而下分解指标的做

法也经常存在差异。

生态环境保护在早期的立法中并未

过多涉及空间的管控，特别是生态保护

红线的界定，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五

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才在立法修订中

得以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要求也

才得以明确。海洋空间的管理部门和管

理范围相对独立，但是也明显存在与陆

域空间交接的潮间带的面积统计归属和

双重管理问题。例如，厦门市公布的陆

域土地面积原为 1　565　km2，后因调整陆

域土地统计口径、增加统计潮间带为陆

域土地面积而公布为 1　699　km2。但潮间

带的实际管理部门仍为海洋部门，甚至

潮间带也还统计在海域面积中，由此存

在双重统计和双重管理等问题。

总体上看，国土空间由于条、块的

分割与分治，存在不少冲突、矛盾。随

着顶层设计和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与实

施，管理国土空间的部门仅为新成立的

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两个部门，比

较易于实现对国土空间全覆盖的统一管

理，也可看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

机构改革是相配套的。

2.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成
中央指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规

划体系，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与城镇开发边界 3 条控制线划定工

作，明确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

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这实质

上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明确了指

向。笔者认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工

作是划定界线分明的空间区划，之所以

称之为区划，是基于国土空间范围应从

国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出发，进行

国土功能空间的划分，也就是基于生态、

生产和生活等功能的划分，在确定大的

功能区划分基础上，每一分项功能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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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再形成更深入、细致的子系统，只是

与之前不同的是，国土空间功能区的划

分是有明确落地并实行严格管控的界限，

之前的主体功能区划就并未实现定界划

线。从实践的推进看，国家已经提出并

基本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政策规定和技术

标准等，如提出陆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等概

念并实施落地。

近期，行业与学界对如何构建国家

空间规划体系展开了广泛讨论。笔者认

为，无论疆域大小，从空间构成特征看，

国土空间的功能分区可以概括为“两域、

四区”：“两域”指陆域和海域；“四区”

则包括陆域的生态保护区、农业生产区、

城镇建设区和海域的海洋资源区 ( 图 1)。

城镇建设区主要满足城镇和乡村的

生活需求，对城乡规划行业而言最为熟

悉。海洋资源区相对独立也好认知，需

要说明的是，海洋资源区实际上也有类

似陆域的功能分区，如海洋生态红线、

海洋生产区和建设区等，本文暂把海域

归为一种类型，即海洋资源区。

生态保护区和农业生产区的概念则

需作一定的厘清。广义上讲，农业生产

区是第一产业区，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

保护区，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历来

实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保护区的生态空间则是指具有自然

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

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

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

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及

无居民海岛等，对国家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作用。以往城乡规划专业人员在开展

全域规划时，往往善意地把基本农田、

蔬菜基地等纳入生态空间加以保护，保

护的意愿是好的，但实则混淆了概念，

模糊了区划的特征。国家发展政策常说

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养还海等，

就是去除农业生产、修复生态环境的意

思，说明农业生产区与生态保护区的概

念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从表象上

看有相似之处。因而，国土空间规划需

明确划分生态保护区和农业生产区。

国土空间范围内，除去上述四大功

能空间区域，就是其他国土空间。其他

国土空间会随着保护与发展的要求逐步

转化为上述四大功能空间，其中一个主

要方向就是城镇建设区，而实现这个空

间的转换就是城乡规划行业的主要工作。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包括四大子

空间规划系统，即生态空间规划、农业

空间规划、海洋空间规划和城镇空间规

划。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

乡规划的工作平台将纳入其中。

2.3 国土空间规划的次序
上述四大功能空间在国土空间体系

中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密集或分散。分

散状态的国土空间规划矛盾小，密集状

态的国土空间规划矛盾大。国土空间规

划理论上是对四大空间类别的统筹安排，

但基于保护绿水青山生态文明理念的建

立及相应发展目标的转变，笔者认为，

四大功能空间的统筹规划应遵循生态优

先而有先后次序，而不是平行推进，这

应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逻辑。

进一步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四大

功能空间类别划定的先后次序：

第一位是生态保护空间，其中又分

为两个层次，即生态保护红线区和自然

生态空间，二者的关系犹如鸡蛋的蛋黄

和蛋清，生态保护红线区是蛋黄，自然

生态空间是蛋清，共同组成国土空间中

的生态保护空间。生态优先要求优先划

定生态保护空间，其中生态保护红线区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要求，空间总量和位

置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自然生态空间也

基本实行以保护为主的政策，也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

第二位是农业生产空间，基于我国

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永久基本农田和

耕地等农业空间在生态空间划定的基础

上划定，农业生产空间也实行最严格的

保护制度，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第三位是海洋资源空间，从海洋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看，与陆域关系比较密

切的是海洋资源空间的海岸线划定，引

起海岸线形态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不断的

填海使陆域边界不断扩大，导致海洋空

间被侵占。海岸线的人工改变必然对海

洋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对

海岸线及潮间带空间进行严格的管控，

近期国家正进一步对海岸带、湿地采取

更为严格的保护管控。

第四位才是在其他空间范围内，结

合已有的城镇建成空间划定未来一定期

限的城镇建设空间，这个空间范围也是

城乡规划工作的重点区域。一些国土空

间范围小并且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如

深圳市、厦门市等，现有的城镇建成空

间基本占满其他空间范围，城镇开发空

间余地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

体只能转向现有的建成空间，实行再开

发或更新发展；一些城市国土空间大，

则其他空间范围也大，城镇发展空间余

地大。

2.4 城镇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以上分析表明，城镇空间规划作为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在形

成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城镇空间规

划就不必天马行空地提出所谓全域覆盖

的空间战略规划等。事实上，城乡规划

师也不具备生态保护、农业生产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比如厦门市，陆域国土面

积为 1　699　km2，最后由生态环境保护部

门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 233　km2，

仅占市域面积的 13.7％，而城乡规划部

门划定的全市生态控制线，即生态保护

红线加上外围的自然生态保护空间，以

图 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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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水面绿地等，

生态控制线范围面积高达城市土地面积

的一半以上 ( 图 2)。实践表明，生态保

护空间应结合实际生态条件和生态功能

加以划定，不是划得越大越好，笼统划

入反而不利于实施有针对性的有效管控。

切合实际的分类划定，并制定相应的管

控要求，反而有利于实施管控。

以上想说明的是，随着国土空间规

划的建立，城乡规划更应该着眼于城镇

自身空间发展的研究。中央要求明确划

定城镇开发边界，这应该成为城乡规划

工作近期研究的重点。笔者以为，城镇

开发边界应在城镇空间规划中划定，但

城镇开发边界不应狭义地理解为传统意

义上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城镇开

发边界的确定应有多方面的思想基础和

统筹考虑，笔者更倾向认为，城镇开发

边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

下简称《城乡规划法》) 中的规划区有相

通之处，即适于城镇发展而需要控制的

区域，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它是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优先确定了生态空间和农业

空间后再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既服从于优先保护生态、农业空间的原

则，又要适应城镇的发展，毕竟影响城

镇发展的因素要比保护生态、农业空间

的单一化因素复杂得多。也就是在城镇

开发边界范围内，应允许城镇空间发展

在一定期限内有一定的弹性，这也才符

合城市发展具有多元复杂性的客观规律。

由此，空间规划管理的国家与地方

事权划分也将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建立形成相对明晰的事权关系。空间管

理的传统思维多是构建全国统一、相互

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比如

分类、分级规划和管理的做法，笔者不

以为然。笔者认为，生态保护红线、农

业生产空间范围的划定就是一次性划定，

无需分级划定，相应的监管应由国家或

省级政府负责。设区市的城镇建设空间

范围和自然生态空间范围的划定可由省

政府批准并执行监管，一定期限内的城

镇建设空间的土地规模由省政府批准，

但城镇建设空间内部具体的功能布局、

用途细分和指标设定等，则由地方政府

负责并由地方人大负责实施监督。打个

比方，国土空间的区划由上级部门这一

“如来佛”负责，地方政府则是“孙悟

空”，可在划定的空间界线内大显神通，

实现边界和底线严控下地方规划的灵活

实施，这样也改变之前城镇建设空间 ( 如

城市总体规划 ) 动则由国家或省政府批准

和监管，也就是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直

接拿总体规划监督地方的项目实施，但

技术上和操作上都有不合理之处，比如

“粗批细管”的问题。

3 城乡规划行业展望

3.1 城乡规划工作之“化”
城乡规划工作素来有“规划—建设—

管理”一条龙服务于城市发展的特点与

作用，包括从制定区域规划到城市总体

规划、片区详细规划，再到实施地块开

发控制，直至建筑、道路、市政管线的

规划与管理等。随着城乡规划新理念的

不断涌现，特别是顶层设计推动的机构

改革与职能转变，城乡规划工作面临新

的转变与发展契机。展望城乡规划工作，

特别是城市规划，从外延和内涵看具有

“两化目标”的新趋向，具体而言就是

城市土地开发的资源化目标和城市综合

建设的精细化目标。

(1) 从外延看，一个趋向是追求城市

土地开发的资源化目标。

国土空间规划将优先确立生态保护

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海洋资源空间，

然后再在其他空间的范围内，结合已有

的城镇空间确立城镇发展空间。这样，

城乡规划工作的空间对象将被前提性的

加以界定。现有《城乡规划法》中的规

划区概念，应与未来城镇发展空间的控

制边界等相结合并被重新定义。原来城

市总体规划中全域规划的做法也应相应

改变，因为全域空间问题应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被回答，这样可避免空间的重叠

规划而引发矛盾，之前的“多规合一”

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空间重复规划引

发的问题。进一步看，城乡规划中很重

要的有关城镇土地开发使用的定量与定

位的政策性和技术性问题也会发生相应

变化。

一方面，从机构和职能改革看，城

乡规划归入自然资源部，城乡规划一个

更加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土地开发的

资源属性。在投入土地资源用于城市发

展的问题上，一些重要的政策应被重新

审视。例如，关于我国大、中、小城市

的发展策略，过去基于多种因素考量，
图 2  厦门市生态控制线与生态保护红线
资料来源：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厦门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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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则属于设计领域的工作，包括城

市设计和建筑工程设计等。因此，在未

来城乡规划工作中，在工作阶段和工作

特点上应对规划与设计有所区分，这有

利于加强行业内的专业细分，丰富专业

技术内涵，并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此外，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

立，传统城乡规划的空间规划平台建立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上，也就是重点落

在作为四大专类空间规划之一的城镇发

展空间，而无需像传统的空间规划一味

追求大而全。比如城市最高层级的总体

规划，重点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并在城市发展空间的规模设定和位置选

择上服从国土空间规划的限定，其他如

上所述，城市总体规划可转变为城市 ( 镇 )

建设空间规划，其技术路线也将产生相

应的改变。未来城市规划在宏观层面做

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是一项重点工

作，至于城市内部的空间细化和深化规

划则无异于常，继续执行和完善相应的

编制体系及技术标准即可。

对于规划编制机构而言，专业的细

化分工和融合贯通会趋于明显，一方面

要求加大对大尺度空间的研究，国土空

间、地理资源和环境保护等专业领域势

必加入规划编制行列，多专业交汇融合；

另一方面城市综合开发的精细化，要求

规划专业有更深入的城市设计、建筑设

计和工程设计做支撑，在专业细分的基

础上更有综合运用的发展要求。因此，

规划行业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天地和良好

的发展机遇。

(2) 规划管理之“变”。

从宏观层面看，城乡土地开发只能

限制在总体规划划定的建设用地控制线

内，具体到开发层面，一旦确定了项目

用地选择和土地开发强度 ( 容积率、建筑

密度等 )，也就意味着确定了土地资源的

利用价值，城乡土地资源化管理的重点

也就体现到此，接下来的建筑景观和绿

化环境等的引导与控制则是城市设计的

管理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随着我国进入城市

如均衡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一直是

强调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特别是

对大城市基本保持控制发展的基调，现

在则需要从土地资源所发挥的实际综合

效益等更加核心的视角去看待，城市发

展策略才会更加合乎科学和客观的规

律；又如，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益

方式，也应随着土地资源化管理而发生

相应转变，将一次性的土地收益转化为

长期性的收益 ( 如土地使用税 )，使城市

的土地开发趋于科学和理性，从而保持

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等。

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

建及土地开发的资源化管理，也必将深

刻影响城乡规划的技术转变。比如，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传统技术路线主要是

强调人、地对应，以人定地，从逻辑关

系上看似乎没有错，但人口的规模只是

预测，需在规划期限内逐步实现，所需

土地的总量则是在规划起始年就划定，

也就意味着土地不必受人口数量实际增

长的约束而大肆使用，加上土地财政作

祟，“空城”“鬼城”就难以避免。现

在基于更加强调土地资源化管理的价值

取向，则应建立以土地总量和土地效率

相结合的评价与供应思路，不单把土地

与人口挂钩，更应把土地所发挥的经济

效益作为评价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指标，

如国内不少实践已在现行预测方法的基

础上进行了优化，提出了以产定地与以

人定地相结合的开发强度测算方法。把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投放到发展快和发展

好的区域与城市，改变以规划人口定土

地投入而不顾土地开发效益的做法，同

时也应改变人均用地标准“一刀切”的

做法，人多地少地区的人均用地指标应

偏小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2) 从内涵看，另一个趋向是讲求城

市综合建设的精细化目标。

城市开发边界确定后，城市内部空

间的开发管理是城市规划的另一个重点，

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城市综合建设的

精细化目标。综合建设包括城市内部的

建筑、道路、基础设施、公园绿地以及

城市地上、地下整体空间等。随着城市

建成区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建 ( 构 ) 筑物、

建成环境的老化、衰败，接下来城市更

新的发展需求将大规模出现，这并不单

纯只是传统的拆旧建新，而是有更丰富

的发展内涵，也是城市存量发展规划管

理面临的新问题。

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建成区基本是

作为现状加以保留，城市规划多未回答

这些地区的再发展问题或更新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各地广泛开展的城市双修、社

区营造和共同缔造，就是城市存量更新

工作的具体体现。随着国家对城市增量

土地投入的严格控制，盘活并高效利用

好城市存量土地就显得更为重要，从集

约节约土地看，城市更新同样也体现了

土地资源化发展目标。城市更新要求城

市规划实行精细化的工作与管理方式。

比如，现在城市里许多老旧建筑加建电

梯，实质是改善建筑功能，提升建筑使

用的舒适度，这就会涉及建筑物业的规

划管理问题。扩大一步就会有城市老旧

社区更新，乃至城市功能、公共空间等

的改善问题，相应也会出现建筑改变使

用功能及土地再开发的更新改造等。这

些都包含了许多城市更新发展所需要的

精细化管理，未来都是城市规划与管理

的重点工作。

3.2 城乡规划行业之“变”
(1) 规划编制之“变”。

城市快速发展阶段的规划编制内涵

极其广泛，大到区域发展战略，小到建

筑高度或色彩的控制，都可称为规划编

制。也因为规划学科源于建筑学科，“规

划设计”一词经常被笼统使用。随着强

调对土地资源化的管理，规划与设计会

显现出相对的分离。土地资源的保护空

间划定、土地用途安排与开发强度设定

等属于规划领域工作，同时随着城乡规

划被认可为城市公共政策，有关土地的

公共政策制定也成为规划的重要工作。

而对土地上、下包括各类设施和空间本

身的设计，即土地综合开发和空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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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规划时代，城市更新将面临大量的

建筑更新管理问题，如为改善建筑功能

而增设电梯设备、改变建筑使用功能，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老旧

建筑的更新改造 ( 含危房改造等 ) 的行政

许可管理。城市存量土地与建筑的更新

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涉及的

土地和建筑都有权属人 ( 土地为使用权

人 )，也就是业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城

市更新的本质也是物业管理，所以它不

像一般的城市土地和建筑开发管理来得

简单明了，这也是城市规划管理未来要

面对和处理的大量工作。

笔者以为，对于城市建筑的多方位

管理，可适当分离原属规划部门的工作

职能，归由建设部门实施管理，而不必

归入土地方面的管理，否则一个职能部

门要发挥从涵盖山水林田湖草的国土空

间管理到建筑立面效果或建筑物业的管

理，如此管理部门所涉及的专业内涵和

专业技术跨度将非常巨大，故建筑方面

的管理职能归属建设部门更为合理。

(3) 规划立法之“变”。

在全面依法行政要求职能转变和机

构改革的同时，需及时完善相应的规划

立法工作。之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多规

合一”，是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规划协

调工作，本身并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

该项工作。但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就会发

现，其实相关法律是有相关条款加以规

定的。

以“三规合一”为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 第

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编制和执行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的职

权。《土地管理法》第十七条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法》第五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

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从以上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基本可

得出“三规”之间的关系。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都应当依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还应注

意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3 个规划

有各自的规划目标和体系，对城市发展

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所以才有各自

存在的必要。但“三规”之间相互关系

密切，互有技术部分的交集，需要相互

协调统一，这是从规划编制的立法层面

就有的“三规合一”的基本要求。只是

在实际中，各个规划相互衔接和协调的

工作落实得少，长时间积累就形成矛盾

与问题。

现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及

实行相关职能和机构的改革，相应的法律、

法规必然需要及时跟进。一方面，要明确

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律地位和相关工作及程

序等，出台国土空间规划法等；另一方面，

仍然要明确部门之间工作衔接关系的法律

规定。例如，《宪法》规定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必将继续统领各行各业的发

展，国土空间规划应与其相适应；又如，

对国土空间具有管控职责的部门，经过机

构改革后，就只有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

保护部两家大部门，并基于生态环境保护

优先的理念，空间划定的先后顺序与管控

的主次关系也相对清晰，也需要在法律层

面对其相互关系加以明确规定，避免产生

新的矛盾。

(4) 规划教育之“变”。

从我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大背景

看，目前主流的城乡规划学科主要发源

于建筑学科，如老八校等均具有明显的

工程学科的教育特征。只是随着城乡规

划工作内涵的不断丰富，城乡规划学科

也不断发展，特别是学科队伍的不断扩

大和构成的多样化，地理学、经济学、

环境学和艺术类背景的城乡规划专业也

不断涌现。随着国家提出构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以及对土地资源化使用与管

理的强化，经济地理学、土地资源学等

领域的学术理论势必进一步被充实到城

乡规划学科的教育体系中，城乡规划教

育也将进一步显现不同的办学特色。城

乡规划的专业指导和评估体系也将形成

多元化目标，以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和

教育培养多元目标的要求。

4 结语
    

“变”与“化”是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新时代和新思想带来新理念，新

理念决定了新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

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快速发展的城乡规划

行业也不例外，在先前借鉴外来做法和

不断积累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已逐步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制度和体系，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仍需不断

进行改革和探索，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同时也期待城

乡规划在指导城乡发展中将进一步发挥

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Z]．2018．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Z]．2017．

[3] 许景权．空间规划改革视角下的城市开
发边界研究：弹性、规模与机制 [J]．规
划师，2016(6)：5-9．

[4] 自然资源部．自然生态空间划定与用途
管控技术规程 [Z]．2018．

[5] 张兵，林永新，刘宛，等．城镇开发边
界与国家空间治理—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的思想基础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4)：52-57．

[6] 许景权，沈迟，胡天新，等．构建我国
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J]．规划师，2017(2)：5-11．

[ 收稿日期 ]2018-10-20



112019 年第 1 期    第 35 卷

机构改革背景下我国空间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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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确定和自然资源部的组建，空间规划“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现状将得到逐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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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突出资源资产化和空间资源管理，理顺与发展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的关系，强化其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中
的地位。机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城乡规划行业带来影响和冲击，城乡规划行业需要主动作为，变革技术方法、改革规
划教育，主动融入和参与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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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Trend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atial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Luo Yan, Jiang Guoxiang, Qiu Kaifu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s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gra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ituation of multi-head management in the spatial planning will be gradually redres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ew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task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current planning system are caused by different cogni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different policies and technologies by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 future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ighlight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and space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lanning, and strengthen the status of 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dustry caus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inevitable. It is also indicat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applied methodologies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should be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purpose of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8 年对于我国城乡规划行业来说，是具有重要

转折意义的一年。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组

建的自然资源部将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原隶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以下简

称“住建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也划归自然资源部门。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确定和自然资源部的组建，

空间规划“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现状将得到逐步转变。

此次机构调整和规划权改革，涉及了主体功能区规

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关规划，其中核心

在于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未来，国土空间规划

将取代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成为我国国土空间

管理的主要手段，自然资源部也将建构和完善新的空

间规划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如何进一步强化空间规划

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发挥空间规划体系在国

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是新一轮空间规划改革的重中

之重。

[ 作者简介 ] 罗　彦，博士，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总规划师。

蒋国翔，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工程师。

邱凯付，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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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机构改革和新的空间规划体

系的构建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城乡规划

行业带来重大影响和冲击，城乡规划行

业需要主动转型，进一步梳理新形势下

的改革要求，适应新常态下的发展环境

变化，积极参与国家规划体系的构建，

推动新阶段我国国土空间发展。

1 机构改革的特征及对空间规划的
影响

1.1 突出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强化国土空

间保护和空间资源管控、限制地方开发

冲动，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

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近期公布的自然

资源部“三定”方案，以前分别由环保

部负责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住建部负

责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现已全部归由

自然资源部组织划定，体现了中央对国

土空间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对地方开发

控制权的强力规制和适度上收，将是大

势所趋。空间规划需要从做大增量转向

优化存量、约束边界、提升质量，突出

绿色、循环和低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

此外，新一轮深化改革强调“山水

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国土空间规划须坚持生态优先、区域统

筹、分级分类和协同共治的原则，打破

部门行政管理职能条块分割的束缚，突

出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

性和完整性的保护与修复，构建覆盖全

部自然生态空间的开发保护制度框架。

1.2 突出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
构建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科学设置中

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

系”，同时也提出了“赋予省级及以下

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增强地方的治理能

力”的要求。作为本次国家机构改革内

容之一，城乡规划管理职责纳入到新成

立的自然资源部，调整后的城乡规划职

能传递了中央对地方规划权力上收的明

确信号 [1]。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现代

化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工具，它具有明

显的空间层级和空间尺度效应，不同层

级和空间尺度的空间规划在目标、内容

以及空间管控、实施上有着显著差异。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何理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的事

权分级与权责对应显得尤为重要。

纵向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需与各

层级政府的事权和权责相对应，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传导机制。横向上，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需与同级部门事权和权责相

对应，强调各部门专项规划之间的相互

衔接与协调。虽然涉及到空间管制的相

关规划职能均纳入到自然资源部，实施

统一的国土空间管制，但是仍然有诸如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重

大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等分属于其他专业

部门管理范畴，这些专业要素与国土空

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还需要加强与这些专业部门相互

对接、协调。

1.3 突出规划体系与空间规划体系的
重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

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

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

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科学编制并有效

实施国家发展规划，要更好发挥国家发

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2015 年《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建

立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

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编

制空间规划成为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

和土地利用用途管制的核心手段，以及

调控和引导资源配置、集约利用的空间

政策工具。

从中央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

讲话来看，笔者认为，未来在国家层面

将会形成以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为

主体的并行互补的规划体系，并成为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

可能出现开发建设规划等其他规划类型。

发展规划主要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战略为目标，包括国家、省域和地方

层面，国家发展规划重点在于落实新发

展理念、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加强政府

宏观调控职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引

导公共资源配置和规范市场行为等。而

地方层面发展规划主要在于落实国家发

展规划的理念和要求，引导本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等。

国土空间规划是根据一定时期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主体功能定位为

基础，以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

用为核心，统筹区域国土资源开发利用、

社会经济活动、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三

者关系，突出空间资源保护、空间要素

配置、空间结构优化、空间效率提升和

空间权利公平等重点内容，对所辖国土

空间进行“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和综

合部署，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协调性、

实施性和政策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土空间规划不应是单

纯“空间营建的技术工具”，而应逐步

向调控资源、指导发展、维护公平、保

障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转变 [2]。

1.4 突出资源资产化和空间资源管理
随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国家赋予

自然资源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方面的统一管理与监管权力。自然资源

部的核心职能就是要聚焦于对自然资产

的产权界定、确权、分配、流转、保值

与增值，而空间将作为自然资源资产进

行管理。资源资产化，对政府职能转变

和空间规划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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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府角色要从主导开发建设向

空间资源管理转变。城市空间管理和空

间治理应在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充分

放大可利用的国土空间综合价值，以“资

产”运营理念，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创

新保护与运营方式等，推动国土空间资

源的全面优化配置。此外，随着资源变

资产，土地和建筑不仅仅是物质空间，

更是重要的资产，城镇化发展将不仅是

物质空间形态改变的过程，更是利益重

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强化政

府调控，保障公共利益和城市总体发展，

以约束市场的逐利行为，显得极为关键 [3]。

二是空间规划的转变。过去以资源

配置为主导的空间规划的主要职能是按

照一定规划标准和规范对空间资源进行

综合部署及全面安排；而以空间资源作

为资产进行管理的规划，则是对空间资

源、权益的分配和空间秩序的构建，不

但要设计出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方

案，而且要寻求适当的途径将资源转移

成为能够高效配置的最佳交易。新时期

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平衡资源的自然属

性和资产属性，既能站在以资源的自然

属性有效保护的角度来思考，又能站在

以资源的资产属性合理开发、公平分配

的角度来思考，统筹好城镇空间、农业

空间、生态空间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良性

系统治理 [4]，以实现资产的增值和效益

最大化。

2 现行空间规划体系的冲突与根源

2.1 现行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庞杂，据不完全

统计，由法律、法规授权编制的各类政

府规划多达 83 种 [5]，其中涉及“空间”

的规划主要有主体功能区划、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

护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海洋功能区划、

交通规划和林业规划等。这些规划分属

不同的行政部门，纵横交织地构成了我

国复杂的现行空间规划体系。各类规划

层级不同且存在部门职责交叉重复、差

异冲突的现象，加上规划权责边界不清

晰，产生分权和争利的“内耗”，致使

各类规划各自为政、不易协调、难以管理。

在诸多空间规划中，又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之间的矛盾冲

突最为突出。主要矛盾冲突体现在３个

方面：一是空间边界冲突；二是用地权

属性质冲突；三是管控和规划时限冲突。

(1) 空间边界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

行政边界、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空

间边界、使用坐标系统及管理边界的冲

突。

(2) 用地权属性质冲突。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

非建设用地不一致；农、林、草等用地

具有多重属性，用途不一致，权属不唯一。

一地多性质、多用途、多权属问题较为

突出。

(3) 管控和规划时限冲突。城市总体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管控及措

施不一致，如城市总体规划分为“三区

四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分为“三

界四区”。各类规划管控分区边界划定、

规模及管控措施均存在交叉重叠及不一

致问题。此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

划期限到 2020 年，而城市总体规划的规

划期限到 2035 年，两者在规划时限上的

差异为后面空间冲突带来隐患。

2.2 矛盾与冲突根源分析
过去不同学者在对比与总结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在空间规划、

空间管理上存在的异同及产生的问题方

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大多

关注“两规”在体制机制及管理体系等

方面异同而产生的差异，而忽视“两规”

因长期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产生自然资源

价值认知的差异以及规划依托的行业法

规不同产生的技术与政策差异而导致后

续空间和管理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2.2.1 长期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产生的

自然资源认知差异
空间规划的物质基础即空间所在的

自然资源，是指存在于自然界中能够为

人们所开发利用来满足其生产、生活所

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长期以来，我国对

自然资源实施分头管理政策，这种管理

模式造成了现状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理念

缺失、自然资源管理理论体系不完善及

核心理论相对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6]。在此

背景下，自然资源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势

必会带来对自然资源不同的认知。这种

差异化的认知致使人们对同一空间资源

存在不同的价值看法，导致在土地利用

分类及后续的空间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

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长期行政管理

条块分割产生的自然资源认识差异是我

国各类空间规划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之一。

2.2.2 行业法规不同导向下的技术与

政策差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主要依据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

称《土地管理法》)，而城乡规划主要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下简

称《城乡规划法》) 为依据。《土地管理

法》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及建设用地使用

等方面提出了对于土地物权、规划编制

及土地资源保护与管控方面的要求。《城

乡规划法》则从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

和修改３个方面规定城乡规划编制流程、

技术内容及实施管理方面的要求。通过

整体对比两部行业法律的内容不难发现，

相较于《城乡规划法》的政策管理导向，

《土地管理法》更偏向于技术导向。正

是由于这种行业法规的不同导向，使得

在两部行业法律依据下的空间规划在技

术和政策上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引发后

续一系列的空间及管理问题。依托行业

法规不同而产生的技术与政策差异正是

我国“两规”空间规划矛盾与冲突的又

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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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技术
重点与难点

3.1 如何统筹和优化“三区三线”
的划定
3.1.1 划定工作进展

2014 年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

部、住建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市县“多

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

空间规划要“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永久

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形成合

理的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布局”。由

于当时行政机构改革尚未启动，３条线

的划定及管理分别依托住建、国土和环

保部门的现有职能开展相应工作，并由

３个部门各自牵头编制相应的技术导则

和划定方案。

各个部门秉承各自职责开展相应划

定技术方法体系的研究，其中原环保部

率先制定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

南》，并经过多轮的调整和完善后，形

成现在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并在全国范围启动以省为单元的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工作，目前总体划定工作已

接近尾声。住建部、国土部联合部署在

北京、沈阳、上海、南京、苏州与杭州

等14个城市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试点，

各地根据自身条件编制划定方法，如四

川省编制《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导则》，

福建省出台《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和管理

技术要点》，但在全国层面尚未形成统

一明确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编制技术指

南。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是在现有耕地保

护制度下，为进一步严格耕地保护而提

出的控制红线，其划定技术方法较为成

熟。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工作总体完成，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5.5 亿亩，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10.6％，

全国有划定任务的 2　887 个县级行政区全

部落到实地地块。

当前分属３个不同职能部门的“三

线”划定技术方法还面临着科学性和合

理性不足、协调性不够等问题。随着国

务院机构改革的推进，属于３个不同部

门的职能现全部纳入到自然资源部，原

本分开独立划定的３条线现在要实施统

一的划定。“三区三线”作为机构改革

背景下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如何开展

科学、有序、协调和统一的划定是需要

重点解决的问题。

3.1.2“ 三区”空间由单一导向转向

供需双导向
“三区”空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划定

技术方法，目前主要采用单一导向的技

术方法来划定，具体流程以某个区域的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各类保

护、禁止 ( 限制 ) 开发区界线资料，对区

域空间进行单因子评价和多指标综合评

价，综合分析评估空间开发潜力、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等，将评价结果与土地利

用现状进行叠加分析，形成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结果。依据评价结果，初步划

定“三区”空间，再通过遥感影像解译、

必要的外业核查与地类差异调整等方法

综合集成叠加、反复校核，最终划定“三

区”空间 [7]。

单一导向的评估划定技术方法虽较

好地统一了区域“三区”空间的划定工作，

但仍存在以下３点不足：①该方法适合

于省域和区域等大尺度的空间规划，但

对市县域层面的空间规划指导作用不强。

其涉及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多以区县

为单元开展评估，在空间叠加的精度上，

难以在市县尺度上开展叠加评估，对后

期基于土地利用现状的空间叠加分析作

用有限。②自下而上划定“三区”空间

未能很好地反映城镇空间发展规律及未

来城镇空间的需求。其划定的技术方法

只从一个角度阐述国土空间特征，缺少

对城镇内在空间发展动力机制等因素的

考虑，使得划定的城镇空间与未来城镇

发展空间实际需求不符。③划定的“三区”

空间中生态、农业和城镇功能适宜性界

定不明晰。其制定的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更侧重以开发为主导的技术流程，

相对弱化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

的功能，导致生态、农业和城镇功能适

宜性的界定不够明晰。

相较于单一导向的评估技术方法，

供需双导向则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

图 1  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适宜区划定的数学表达示意图 图 2  供需双导向下的“三区”空间划定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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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城镇开发边界作为国家空间治理

体系建设的新措施，其政策意图也在不

断演进，从早期单纯的控制城市无序蔓

延、保护耕地，转向兼有控制城市扩张、

优化结构、推动城市转型发展、主动塑

造美丽国土空间的综合作用 [8]。随着行

政机构改革的推进，自然资源部统一管

理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必定会统

一和完善现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理论体

系，基于传统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单方

面自然资源认知可能会面临一个重新洗

牌的过程。

目前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方法大

体分为逆向扣除法和正向需求法两类。

①逆向扣除法，即通过叠加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重

要的生态要素，逆向得出可供城镇开发

利用的土地资源规模及范围。②正向需

求法，根据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同大致可

分为需求最大叠加方法和空间增长模型

法两种：需求最大叠加方法，通过汇总

各部门空间规划的用地方案，获取各部

门的用地需求后，在扣除不可建设的法

定空间后得出的适宜建设空间即为城镇

开发边界；空间增长模型法，通过模型

来预测未来的土地空间需求，将其作为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基础，这种方法采

用的模型以 CA 模型及 CA 耦合模型 ( 如

耦合 Markov 和 ANN 等 ) 为主。不管是

逆向扣除法还是正向需求法，都是基于

城市自身特点而发展出来的技术方法，

虽能较好地贴合城市发展特点及发展需

求，但这两种方法均从单一角度来考虑

度进行“三区”空间划定，弥补单一导

向缺少对城镇空间发展动力机制考虑的

不足。供需双导向分别为供给侧评估和

需求侧预测。供给侧评估是指在生态环

境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

价的基础上，根据水土流失敏感性、土

地沙化敏感性、土壤盐渍化敏感性、石

漠化敏感性、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水

土保持功能重要性、防风固沙功能重要

性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价结

果，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制定生态功能

适宜区、农业功能适宜区与城镇功能适

宜区划定的评估技术方法 ( 图 1)。需求

侧预测是指基于空间增长模式 ( 如 CA 耦

合模型 )，以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 ( 道路交通、地形、

河流水系和生态敏感区等 ) 预测现状某个

年份的土地利用情况，并结合这个年份

实际的土地利用状况对空间增长模型进

行验证和参数校正，最后基于参数校正

后的模型，对未来的城镇空间发展等土

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分析，分析预测未

来城镇空间发展需求 ( 图 2)。

3.1.3 生态保护红线不应是现有法定

保护空间的集合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目前全国以省

级政府为平台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

作，虽能较好地处理核心生态资源的划

定与管理事权问题，但划定省级生态保

护红线还面临着空间精度不高、与县市

域现状存在矛盾与冲突等问题。此外，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虽征求过多轮的县

市级层面意见，但生态保护红线指标分

解和摊派现象依然明显，有偏离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的嫌疑。整体来看，

经过省市两级多轮博弈后的生态保护红

线方案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空间过于破碎。

从多个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看，虽然大部分生态功能重要区域被纳

入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但也存在大量

缺乏结构性支撑、零散破碎的生态斑块

( 如饮用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 被纳

入到省级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问题。

这些生态斑块在生态功能上固然非常重

要，但彼此孤立的生态斑块如何在维持

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稳定方面发挥

作用，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2) 省级生态保护红线更倾向于现有

法定空间的集合。

虽然国家制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技术指南》，但是省与县市域层面双

方博弈的结果，往往导致划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方案大多为现有法定保护空间的

集合，比如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国家生态公益林与国家湿地公园等集合

体 ( 表 1)。这些生态要素纳入到生态保

护红线没有争议，但如果生态保护红线

仅仅只是现有法定空间的集合，那为何

要另增设一条红线来管理原本就有相应

法律法规管理依据的法定空间？此外，

现有法定空间集合体的生态保护红线如

何实施管控？如何与现有的各类法定保

护空间管控要求衔接？这些都是未来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所要面临的问题。

3.1.4 城镇开发边界—从单一角度

走向多元综合
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背景下，城镇

开发边界政策意图已由最初的单一角度

转向多元综合，城镇开发边界作为国土

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改变过去

单一对线的管理，而转向对开发边界内

的空间管理，突出政策属性，要实施开

发边界内的统一空间规划管理。张兵等

序号 法定空间类别 相关法律及规定

1 自然保护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2 森林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3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条例》
4 生态公益林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5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

规定》
6 湿地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表 1  国内各类法定空间保护法律及相关规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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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使得划定的城镇开

发边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争议。

3.2 如何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的系统修复

受部门行政管理职能条块分割的影

响，当前生态修复工作总体层面系统性

不强，其修复方法往往是单一部门针对

某个单独生态要素在点或者线层面开展

生态保护与修复，如水体修复，水利 / 水

务部门可能更多强调河道的防洪及河道

治理等，忽视原本与河流生态系统有着

紧密生态联系的林地、农田、山体之间

的内在生态关系，导致实际修复效果不

尽如人意，甚至还会出现生态系统退化

的可能。此外，由于缺少生态修复规划

的系统引导，现阶段生态修复工程在一

个城市中遍地开花的现象屡见不鲜，建

设时序混乱使预期生态修复效益大打折

扣。新时期的生态修复应以生态保护为

前提，以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提升生态

系统整体服务功能为目标，以生态系统

健康状况评估为技术手段，对受损生态

系统开展因地制宜的保护与修复、改善

与提升及可持续管理的系统性过程。

新时期生态修复需要从系统性角度

出发，从空间和时序两个维度开展生态

修复工作。系统性就是强调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突出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内在

生态过程和生态联系。“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需要摒弃过去单

一的点或线层面的生态修复，转向点、

线、面相结合的系统性生态修复模式。

在空间维度上，市域层面的生态修复应

以小流域为单元形成生态修复分区，通

过构建修复分区单元来统筹点层面 ( 山林

系统、棕地等 )、线层面 ( 水—湖—湿地

等 )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作，整体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时序维度上，

生态修复工作应在修复分区的基础上，

严格遵循“先上游后下游、先重点后一般”

的原则，统筹和合理安排生态保护与修

复项目，保障修复后的整体生态效益最

大化。

此外，新时期的生态修复不应采用

“一刀切”的高强度人工干预的生态修

复方式，而应根据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

估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修复模式。生

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以分析区域生态系

统时空演变规律为基础，通过定量化的

评估技术手段，分析生态系统的生态修

复潜力，根据生态修复潜力的高低采用

不同强度的人工干预措施 [9]。对于生态

修复潜力较高的地区，宜采用自然修复

的生态修复模式；对于生态修复潜力较

低的区域，应根据生态系统退化程度采

用不同强度的人工干预措施来保障和促

进退化的生态系统走向良性发展。

3.3 如何实现“一张蓝图”及全域
管控

“多规合一”的提出源于要解决现

行繁杂而又冲突明显的空间规划体系产

生的诸多规划管理问题。然而，“多规

合一”也面临着法律、体制和机制方面

的障碍 [10]，现有的法律体制及空间规划

体系的特征决定了“多规合一”的工作

主要体现在规划协调方面。在现阶段空

间规划体系下，“多规合一”是面向未

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过渡性产物，同

时它也是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第一步[11]。

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及新时期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多规合一”的

结果和归宿是以真正意义上“一张蓝图”

的形式存在于重构后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中。

如何实现“一张蓝图管到底”，建

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全域全类型国土

空间管制制度是关键。未来国土空间管

制制度是要形成一个以国土空间规划为

基础、以国土用地管制为手段的全域全

类型的空间管制体系。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尚不健全，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主要以

保护耕地、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核

心，尚未形成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河流、

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

戈壁、冰川、高山冻原及无居民海岛等

自然生态空间的全域全类型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要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将

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空间，这

意味着我国空间管制将由现行的“土地

用途管制”向全覆盖的“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转变，管制目标由原来只针对耕

地和林地拓展到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

城镇空间的全域管控。2017 年 4 月原国

土资源部印发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办法 ( 试行 )》，旨在将所有自然生态

空间纳入用途管制范畴，但这种将生态、

农业及城镇 3 类空间进行割裂式的单一

空间用途管制并不能有效管控国土空间

保护与开发，而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技术标准及制度将是未来实现“一

张蓝图管到底”的重要发展方向。

4 新时期城乡规划行业的改革与
应对

4.1 强化空间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地位

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

时期，空间规划都已成为各级政府调控空

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和

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公共政策，是综合、

全面、系统、协调配置各类资源的重要抓

手，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新时期

要巩固和强化空间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地位，构建与发展规划和各类专项

规划并行互补、“全国统一、互相衔接、

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 ( 图 3)。

要坚持正确的发展导向，确保空间

规划能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新时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补短板、惠民生，以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归属感、幸福感作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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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的评价标准，把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放在首位，要把规划的长远目标变

成老百姓共同的行动。要强化顶层设计，

进一步发挥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

管控作用，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国土空间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

后要坚持落实，不得随意突破和更改。

同时，要维护详细规划作为规划行政许

可依据的地位。

4.2 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
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制度和

法律保障。不管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

其经验表明，完备的法律体系是空间规

划体系的基础和支撑。以日本为例，其

确立了与空间规划体系相配套的法规体

系，其国土规划遵从《国土综合开发法》，

国土利用规划遵从《国土利用规划法》，

农业区域、森林区域、城市区域、自然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均有配套法规，《城

市规划法》仅适用于城市区域 [12]。

在我国，现行与空间规划相关的法

律主要有《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

等，但囿于当时发展背景和部门职能的

差异，《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

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以《城乡规划法》

为例，其确立了从城镇体系规划、城市

规划、镇规划到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城

乡规划体系，体现了一级政府、一级规划、

一级事权的规划编制要求和理念，但在

规划实施、规划监督及不同规划间如何

上下传导等方面相对不明确，而这些恰

恰是《土地管理法》的优势和强项。因此，

如何博采众长、平衡好管控的刚性和发

展的弹性是空间规划立法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

已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但只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还远远

不够。笔者认为，未来空间规划立法要

从单纯的编制法向编制法、实施法、管

制法、监督法并重转变，形成一整套从

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管理、传导和监

督的完整法律体系，建立国家空间规划

法律法规制度。通过形成与空间规划体

系配套的空间规划法律体系，明确和规

范空间规划的定位、主体、编制程序、“多

规”协调、规划实施、审批程序与法律

责任等，强化规划实施的保障和法律效

力 [13]。

4.3 主动作为，应对规划行业变革
随着城乡规划管理职能机构的调整

和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传统的土地勘

测设计院与城乡规划设计院在业务上将

会产生一定的交叉、重叠甚至竞争，市

场份额将不可避免地逐步缩小，并呈现

出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同时，互联网

技术和智慧城市等一系列新兴技术、新

兴行业的出现，也对空间规划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2018 年 9 月 6 日，首个由雄

安制定的智慧城市国际标准提案获通过，

标志着我国在参与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标

准制定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数字城市

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将是大势所趋。

城乡规划行业需要为空间规划改革

做好充分的、有弹性的准备。一方面，

拓展业务领域和提高人才的多样性，深

化多专业协同，在做强规划核心业务的

同时，应创新开展智慧规划相关业务，

由传统规划走向智慧规划，主动构建与

新时代相匹配的新技术、新方法，为规

划管理提供智慧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要适应国家机构调整的形势，主动承接

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不同专项规

划，积极参与国家规划体系的构建。此

外，城乡规划行业协会也要加强与土地、

勘测甚至经济管理类等其他行业协会的

联系与合作，要能更敏锐地预知行业的

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未来前景，主动

推动行业变革，促进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事业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不管机构职

能如何调整，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在于

其战略性，通过充分放大可利用的国土

空间的综合价值，以“资产”运营理念

推动国土空间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这

是城市规划行业区别于土地勘测设计行

业的最大优势。

4.4 变革技术方法，强化过程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AI) 技术

的迅速发展，大数据及 AI 技术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使得这些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涉及国土空间保护与合理开发利

用的空间规划技术也不例外，新技术的

应用使得空间规划由传统的“经验 + 案

例”模式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定量

化辅助模式发展。新时期的空间规划一

方面要充分借助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与模

式，拓宽现有空间信息和数据资料的获

取路径，确保空间规划的数据支撑更丰

富、更科学、更有效；另一方面，空间

规划应借助新型技术搭建定量化、数字

化技术平台，实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在规划领域的全过程管理。

空间规划应以新信息技术发展为契

机，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积极引导

公众主动参与空间规划的全过程。空间

规划已从过去以空间为主转向强调以人

为本，使得“公众参与”性空间规划已

成为目前各类空间规划的主要发展方向

之一。对比传统公众参与方式需耗费大

量时间，且存在回馈慢、互动不足等问题，

新时期的空间规划可借助大数据背景下

的互联网、社交网络、微信和电子政务

图 3  空间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关系示意图

发展规划

详细规划

战略导向

空间布局

协调、统筹

指导 依据

支撑、实施

空间规划

区域规划专项规划
（其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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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样化的网络平台，能及时针对国土

空间规划草案及成果与公众进行更有效

的交流和沟通，极大地提高公众参与的

广度与深度。

4.5 改革城市规划教育，培养多元
人才

随着国务院机构职能的调整和空间

规划改革的推进，规划院校和规划专业

也将面临调整。与传统城市规划相比，

国土空间规划涉及到资产评估、土地管

理、城乡规划、管理实施和法律制度保

障等综合性、跨学科内容，无疑对规划

专业人才和规划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设计出一种能够真正融合城乡规划、

土地规划、城市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等

相关专业的新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并

在其吸收相关专业多年来所积累的方法

和理论的基础上加以集成创新，早日培

养出更符合要求的接班人才将是队伍变

革中所要进行的重要工作 [4]。

此外，未来存量规划将是重要趋势，

规划的对象将更多地从新城新区转向权

属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的城市建成区和老

城区，城市更新将成为常态，原有的以

扩大规模、做大增量为目的，以大手笔、

大格局为特征的扩张式、增量型规划将

难以为继，转而更多是小规模、渐进式、

协商式的存量规划和社区规划。城乡规

划学科和规划专业院校应提前推动面向

实施、面向存量规划的实践教育改革。

事实上，美英等国外城市规划教育

大体都经历了“市政设计—综合土地利用

规划—社会研究与政策管理—社会批判、

生态可持续与沟通行动—回归规划本体”

的演变轨迹 [14]。这对我国的城市规划教

育也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要坚持空

间性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明晰学科拓展

与规划本体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学习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不再单纯强调培养

学生的增量规划实践能力，而是增设有

助于分析和解决存量环境问题的社会、

经济及政治等相关领域的课程，注重提

高学生在存量规划实践中的“协商服务”

能力，以及在空间规划愈发强调多元性、

综合性大背景下的统筹能力 [15]。

5 结语

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自然资

源管理理论体系将会逐渐完善，国家国

土空间治理能力将会不断提升，原先因

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带来的自然资源价值

认识差异也必将得到统一。为实现国家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健全一

个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国土用地

管制为手段的全域全类型的空间管制体

系，是未来实现“一张蓝图管到底”的

重要发展趋势。

然而，随着规划职能的集中、中央

对地方发展权的强力规制，机构改革虽

解决了过去 30 年全域资源统筹保护不足

和国土空间开发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

能限制地方发展的诉求和积极性，如何

在其中找到平衡点，值得深思。此外，

国土空间规划脱胎于国土资源部和土地

利用规划，对管控和保护的强化是其天

然的属性，在“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

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发展

或增长阶段，如何引导城市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和更高品质生活，值得社会各界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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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lanning Problems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Du Lizhu, Meng Jiuqi, 
Du Haolin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signals the reform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stitution. Multi-
plan integration oriented spatial plan has emerged as a new planning type carried out in some experimental cities. At present, 
planning reform is still at primary stag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genc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new 
planning compilation content, method, and legislation is not clear. New problems such as disorder,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 
disconnection with management mechanism keep rising. Countermeasures shall be proposed for planning institution reform.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Spatial plan, Problem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0 引言
　　　

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自然资源部正式成立，8 月自然资源部“三定”

方案揭晓，国土空间规划局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成为

空间规划的直接管理部门。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不断推

进，与其相对应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体制改革也将在全国

展开，发改、国土、规划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在机构改

革中逐渐协调统一，职能重叠、条块分割和规划冲突等

问题将不再存在。空间规划成为指导国土空间发展和资

源保护的纲领性规划。

空间规划是一种全新的规划类型，是未来自然资源

部行使管理职能、建立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基础，该规

划内容的确定有助于建立与机构改革相适应的规划体系

和国土开发保护格局。空间规划以“多规合一”为基础

和目标，其理念一经提出即受到普遍关注。在试点省

份海南、宁夏的带动下，各省、地区积极响应，试点

城市不断增加，市县空间规划迅速开展，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推进空间规划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发展

历程也不过近三四年的时间，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还未

形成，各地的编制内容、深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为

响应国家号召，各地编制空间规划的积极性虽然很高，

但盲目性却很大，规划成果也流于表面，没有解决实

际问题。

规划体制改革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捋顺的关系错

综复杂，空间规划如何能够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资

源管理相适应，真正实现“多规合一”，充分发挥它

的作用，促进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形成，是当下急需

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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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规划的提出与管控理念的
转变

1.1 提出背景
虽然空间规划的概念提出较晚，但

从其源起、发展到基本思想形成却经历

了较长的探索期。这个研究过程是规划

体制变革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国家对空

间管控理念进行逐步完善、逐步调整的

过程。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国家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规划体制的变革

一直在进行。种种举措虽各不相同，但

都是为适应各个阶段城乡空间发展的实

际需求而出现的，同时也为当前国土空

间规划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变革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涉及国土

空间管理的规划体制却一直没有变化。

发改、规划、国土等各级部门相对独立，

缺少衔接和沟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一

体化，空间管控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显著，

规划体制全面改革迫在眉睫。

1.2 发展历程
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召开，针对愈演愈烈的空间性规划冲突

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主体

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

划，推进‘多规合一’”。国家发改委

会同原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环保部开

展了“多规合一”的试点工作，整合了

发展类规划和空间类规划，旨在探索更

加高效的工作方法 [1]。

2017 年 1 月，《省级空间规划试点

方案》正式提出“空间规划”理念，其

目的是“深化规划体制改革创新，建立

健全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国

家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由发改

委牵头，组织国土部、住建部、环保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及国家林业局等部

门，开展试点工作。

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公布了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组建自然资源

部，整合了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

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部

分职责 [2]，突出了对国土资源和山水林

田湖草的整体性保护，为规划行业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通过机构改革，

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与自然资源保

护和利用相关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的编制、

管理和审批工作集中于新成立的自然资

源部，为构建新的空间规划体系提供了

机构保障和组织保障，同时明确了自然

资源部的主要职责就是“建立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自此，空间规划

正式成为与国家机构和规划体制改革相

对应的规划类型。

1.3 理念转变
综观国土空间发展政策调整和机制

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国家在空间管控理

念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空间管控关注重点从城市、城乡

到全域空间转变。化解城乡二元矛盾一

直是国家战略重点，随着新型城镇化的

提出，一系列关注小城镇及农村发展的

举措不断出现，如美丽乡村、田园综合

体和特色小镇等。直至空间规划概念形

成，“多规融合”成为目标，管控范围

也扩展到全域一体化统筹管理。虽然之

前各部门分头管理也涉及全域，但一体

化的统一管理是现阶段管控理念的根本

转变。

(2) 空间发展主导思想从发展建设向

资源保护转变。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下

的空间发展，一直以开发建设为重点，

以生态和资源换取经济利益，而目前关

注生态文明和资源保护已经成为共识。

自然资源部的成立、空间规划体系的建

立，就是要将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全面

保护，持续发展。

(3) 空间管控机构从条块分割到统筹

管理。将涉及空间管控的部门进行改革，

统一纳入自然资源部，是规划体制改革

的核心和基础。只有改变原有各部门的

本位主义思想，避免条块分割，才能切

合实际，高效管理。

2 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规划的目的
和主要内容

2.1 空间规划的目的
空间规划的提出虽然在时间上比机

构改革早，但自然资源部门 ( 部、厅、局 )

的职能与空间规划体系一定是相互对应

的。陆昊部长在视察空间规划试点时就

曾说过“空间规划既不是总体规划也不

是土地规划”。空间规划是适应新体制、

新机构的新规划，它的规划内容、控制

原则必须适应自然资源部门的管理需求，

并与原规划体制内的规划类型有效衔接。

2.1.1 适应部门职能
自然资源部整合了原发改、国土、

住建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并从自然资源

角度设立管控空间规划的局、司，其管

理职能进一步明确，“多规”管理相互

融合统一。作为与机构改革相对应的规

划类型，空间规划首先要满足机构改革

后的部门职能需求，规划内容与管理内

容需高度一致，为空间资源管控范围、

内容及深度提供公共政策支撑。

2.1.2 实现层级对接
自然资源部成立后，省、市相应厅、

局机构改革将逐步开展。划分各级政府

事权，实现不同层级管理部门与空间规

划分层对接，优化规划的审批管理流程，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是

空间规划的主要职能之一。

2.1.3 做好规划统筹
机构改革整合的空间规划职能以宏

观层面为主，并未剥夺原有相关部门所

有的规划职能，如住建部、厅及规划局

城市设计、名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

及与其对应的规划审批职能。这就要求

空间规划不能自说自话，一竿子管到底，

要实现规划统筹，相互衔接。

2.1.4 建设政策体系
空间规划要适应自然资源部“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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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的职

能，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保护与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优化主体功能区定位，合理确

定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 [3]。因此，

作为公共政策的空间规划的最终目标是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完成

空间规划体制改革任务。

2.2 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

空间规划内容的研究工作，比如从纵向

上划分空间规划的层次，提出空间规划

体系应包括国家空间规划、省级空间规

划和市县空间规划 3 个层次，其中国家

空间规划主要是相关部门的政策体系的

落实，省级空间规划主要是省级相关政

策的落实，市县空间规划主要是市县专

项规划的落实，从而形成上下关联的三

级空间规划结构 [4]。

从相关研究和宁夏等地的试点工作

看，进行省市层面的空间规划，首先要

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处理和基础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进行“三区三线”的划定，

协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统

筹城乡空间，突出生态保护底线思维，

形成空间规划底图。其次，在前期研究

和空间规划底图的基础上编制发展战略

及各类专项规划，并叠入各类空间性规

划要素，形成一张蓝图。最后，将基础

资料和规划信息整合，建立空间规划信

息平台 ( 图 1)[5]。

从上述技术路线可以看出，空间规

划的内容与机构改革的目标一致，符合

规划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有利于引导

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部分

试点地区已完成的空间规划对全国空间

规划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也为各地区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提

供了借鉴。

当然，由于目前规划体制与机构改

革才刚刚开始，相应的编制规范和实施手

段还没有完全确定，空间规划仍然在探索

阶段，规划专家、学者及不同的设计团队

对空间规划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6-8]。因

此，这一阶段各地编制的空间规划必然

存在一些问题。客观认识目前出现的问

题，寻求应对策略，是机构改革的必经

阶段。

3 机构改革要求下现行空间规划
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空间规划正式提出之前，在厦门、

海南等地的引领下，作为协调各部门条

块管理的手段，各地“多规合一”工作

普遍展开。但由于领导重视程度、组织

编制部门及重点解决问题存在较大差异，

各城市“多规合一”编制内容和管理模

式截然不同，且由于体制制衡，规划成

果往往流于表面形式，落实不到位，无

法起到应有的作用。随着机构改革的推

进，空间规划作为“多规合一”的延续，

成为适应机构改革的规划重点。由于国

家层面的倡导，各地纷纷响应，效仿试点，

大力推进空间规划编制。但大多数城市

在并未真正了解规划实质的前提下，把

空间规划编制作为一种响应号召的潮流，

其结果必然盲目混乱，脱离实际。从“多

规合一”提出到空间规划确立，短短几

年时间，各地组织部门从政府、发改委

到规划局、国土局各不相同，编制单位

从城乡规划院、国土规划院到测绘院和

地理信息中心均可作为主导设计部门。

“多规”尚未合一，乱象却已丛生。组

织机构和编制单位不统一，即使规划的

框架体系一致，但侧重点和深度也会截

然不同。如此规划必然与实际需求脱节，

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当然，这种乱象在

国家机构改革深入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

会逐步改变。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建立，

将会促进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加强和完善，

规划编制也将走向规范和正轨。虽如此，

新体制、新机构与新规划的协调不可能

一蹴而就，在既有体制转型期还有诸多

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

磨合期和探索期。

3.1 空间规划的本质如何界定：是
“多规合一”还是体系重建？

空间规划源于“多规合一”，最初

图 1  空间规划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宁夏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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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就是要化解“多规”之间的矛盾。

“合一”没有改变原有相关规划的本质，

只是偏重于协调和统一，虽然在编制内

容上有很多变化，增加和完善了诸多内

容，但原规划依然按照既有体制行使其

职能，只不过增加了协调的机制和平台。

这种意义上的“多规合一”不是一种规

划形式，而是适应既有体制的一种管理

模式。

而空间规划的提出，是与规划体制

和机构改革并行的，全新的管理机制不

是要将原有的土地规划、城乡规划和主

体功能区规划等内容简单地合并在一起，

通过一个规划成果来表达，而是要通过

空间规划建立一个体系来满足全新规划

体制的运营和管理，这才是空间规划的

本质和核心。因此，“多规合一”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在“多规融合”的基础

上“出新”才是关键。

但如何“融合出新”，难度却是巨

大的。原有各类规划自己的规范、标准

和管理模式已经形成并已运行许久，而

各类规划之间的标准却一直没有统一，

就以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的设计平台为

例，一个以 GIS 为平台，一个以 CAD 为

基础，二者虽然可以转换，但完全统一

却有难度。其他问题同样如此，简单的

合并尚且不易，融合就更加复杂。在目

前较为成型的规划试点中，规划的思路

方向或许可以，但要达到与体制匹配且

便于落实，尚无十分完善的案例。这里

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其一是行政机制问题。空间规划内

容与体制改革后部门职能的关系亟待明

确。把空间规划作为一个大系统，将所

有相关职能纳入其中，难度太大，且不

现实。自然资源部拿走并重组的是规划

的管理和行政审批等职能，其他职能尚

未完全明确。空间规划为适应新的管理

体制而存在，所以只有明确了管理机构

职能才能确定空间规划的内容。

其二是技术体系问题。空间规划与

其他具有空间属性的规划之间的关系亟

待明确。既然空间规划不是全部的规划，

那原有体制中的规划如何出现并行使职

能，空间规划如何与各规划衔接，它们

的关系如何界定？

只有明确了上述问题，空间规划才

能够真正实现对国土空间的管控。

3.2 空间规划层次划分与相应内容
如何确定？

规划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现

一级政府一级事权，建立责权清晰的管

理体制，结合城市各级政府的行政事权

范围，合理确定规划编制内容。上级政

府事权应该包括控制稀缺资源、落实国

家战略、协调空间关系和制定宏观公共

政策；本级政府事权应该包括体现地方

发展诉求、完善公共设施保障和微观层

面的公共政策[9]。空间规划体系包括国家、

省、市、县、乡镇五级空间规划层次，

应分别对应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相关职能，

使规划编制内容与规划审批、实施管理

紧密相连。

目前机构改革刚刚开始，省市部门

改革还未启动，各级主管部门之间的管

理还没有捋顺，国家、省级、市级的管

控内容和审批权限并未明确。自然资源

部门与住建、国土等部门仍有诸多关联

或衔接职能。各层级管理职能不确定，

相对应的空间规划内容就无法确定，那

么现阶段编制的所有空间规划都具有盲

目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原有的总体规

划包括市域规划和中心城区的规划，但

空间规划不仅是全域的规划，还要关注

与原有规划体系的衔接。在新体系中，

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新的议

题，但其内容和方法尚不明确，总体规

划如何落实空间规划的要求，控制性详

细规划如何衔接城乡建设管理和审批？

这些问题还需要有所交代。

3.3 空间规划管控深度和弹性如何
把控？

“三区三线”是整个空间规划体系

的核心内容，也是把自然资源提升到国

家层面来调控的重点，其划定需要建立

在充分的基础性评价之上。但开展评价

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摸底工作，目前各

地空间规划的编制周期都较短，其“三

区三线”的划定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常

常是仅完成“划定动作”，而缺乏战略

思考，没有体现“三区三线”对空间保

护和开发的引导作用，管控要求十分笼

统，规划深度远未达到现有土地规划和

城乡总体规划深度。从已有的主要做法

看，只提出了 3 类空间的比例结构、开

发强度、适建范围与使用原则等，但 3

类空间内部用地差异很大，却没有相应

的差异化的管控措施，没有出台与之匹

配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导致后续的

实施管理难以执行。比如原有的总体规

划对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与城市发展方

向等都做了很严格的管控，但在当前空

间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中，界线内

各项用地的指标控制的原则和深度是沿

用原有的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体系还是重新制定新的管控措施？城镇

开发边界外的区域应如何进行控制？规

划编制难以预测城市发展的所有因素，

且以目前的技术手段难以保证划分出明

确的、科学的边界，所以划定一条完全

刚性的界限显然不合理。但如若界线的

弹性过大，又无法保证规划落实的有效

性。

从目前已完成的空间规划编制内容

看，对上述问题的说明都十分模糊，规

划的深度参差不齐，管控的刚性和弹性

也没有具体说明。对于这样模棱两可的

条文、没有定量管控要求的空间规划成

果，无论是规划部门、土地部门，还是

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都无法进行实实在

在的控制，空间规划也就只是在做表面

文章，没有实际约束力。

3.4 空间规划基础数据的精度如何
保证？

编制空间规划首先要摸清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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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明确界定具体内容，合并重叠

部分，强化特色需求，分层分级整合“多

规”纳入到空间规划的内容，分清主次

关系，以适应管理体制为目标，构建完

善的规划形式，既保证体制改革推进，

又延续原规划的合理内容。对未纳入空

间规划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多规”

内容要进行重新梳理，形成专项规划体

系，作为空间规划的补充和延续。

4.2 确定权力清单，划分规划层次
根据国家、省、市县不同层级政府

和管理部门的事权，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探索空间规划的表达方式，协调中央与

地方的权利范围，以适应事权的分级和

分层，如分层管理与规划分段表达，借

鉴部分城市城乡规划经验，可以分成法

定文件和技术文件两个层次，既控制宏

观方向和战略，又实现简政放权的目的。

职能权限和规划内容一一对应，国家和

地方各司其职，保证信息畅通，上下联动，

共同完成空间规划的管理工作。

同时，还需建立空间规划与微观规

划和行政许可相衔接的纵向接口，推进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改革，使详细规划成

为既能够落实上位规划的刚性控制要求，

又能够服务于地方政府治理和市民需求

的中介。可考虑与原有国土部门职能结

合，将其原来在中心城区范围内的碎片

化编制转变为对全域可控空间的全面控

制，使其在市场经济和空间规划新体系

中更好地发挥行政审批许可的作用，保

证管控的延续性。这样才能在宏观、中

观和微观之间，新旧体制之间，以及规

划形式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另外，也要清晰认识到，在部门事

权未完全确定的时期，要尽量避免空间

规划的盲目推进，避免规划浪费和流于

表面文章。

4.3 制定规划标准，明确管控深度
在确定管理体制和规划主体内容的

基础上，要尽快出台空间规划编制标准

的本底条件，进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等各项基

础性评价，全面而详实的基础数据是形

成评价体系的保障 [10]。而我国目前的

地理信息和测绘数据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还有待于提高，现有数据的覆盖范围、

详实度和精确度是否能够满足空间规划

对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管控深度需

求？如果底数不清、产权不明和基础数

据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三区三线”的

界限就难以划定，空间管控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就无从谈起。我国现行空间管控

体系在横向和纵向多个层面存在冲突与

矛盾，导致这些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即

为不同规划所依据的基础资料不一致，

影响了空间管控的效果。信息不同步、

不对等、不共享是导致“多规”矛盾的

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如下：

(1) 坐标系不一致。由于历史沿革与

管理需要，各类空间性规划使用的坐标

系不一致，如土地规划主要采用西安 80

坐标系，而城乡规划多使用地方坐标系。

虽然我国已要求从 2018 年７月１日起全

面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但大量历

史资料和成果依然面临坐标系不一致的

问题，给空间规划编制、管理及实施造

成障碍。

(2) 数据标准不统一。规划是以现状

空间格局、城市、经济和人口现状等信

息为基础的，但各类现状信息获取方法、

采集时间、统计口径与处理技术等标准

不同，导致数据格式、内容和精度等不

一致，甚至出现数据的重复统计和交叉

统计。比如同一区域，原国土部门统计

为耕地，但在林业部门的数据中为林地。

空间规划基础数据存在差异，其规划成

果必然存在冲突、矛盾。

(3) 不同空间尺度衔接问题。在规划

领域，空间尺度的不同形成规划层级，

下位规划是上位规划的细化；在测绘领

域，空间尺度体现为比例尺，反映的是

地图的精度，是空间位置误差或不确定

性的表达。现行的规划编制是根据规划

尺度选用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如总体规

划采用 1 ∶ 10　000 比例尺，而控制性详

细规划采用 1 ∶ 1　000 的比例尺，上位

规划与下位规划使用的基础数据精度不

一致，导致不同尺度规划落地出现冲突。

(4) 传统数据与大数据融合问题。无

论是测绘、调查或统计，均是基于少量

样本去总结、归纳或推导社会、经济、

人口等规律，但规律的准确性、合理性

是无法验证的。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的出现，基于全样本的数据挖掘成

为可能，进一步丰富了基础资料。但二

者在数据量、格式与处理方法等方面的

差异，使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综合应用依

然面临着诸多技术瓶颈。

4 建议与对策

4.1 加快机构改革，重新建立体系
首先，建立各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

空间规划是要建立与管理体制相对应的

规划体系。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能明确，

是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的基础。目前机构

改革才刚刚开始，虽然方向和目标明确，

但各职能部门的事权未完全界定，空间

规划编制难度自然加大。因此，加快机

构改革，重新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空

间规划科学推进的前提。在当前的过渡

期，空间规划的编制应更多以研究为主，

通过改革方向及试点城市经验总结，促

进部门事权和管理体制的研究，探索空

间规划编制方法、编制内容、编制成果

与体制的关系。可参考南京空间规划的

模式，建立“多规”信息平台，各部门

通过平台对各类空间规划成果进行审查

和数据管理 [11]。

其次，要规范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

章程。建立起发改、国土、规划等部门

规划的对接标准，进一步理顺“多规”

的关系和规划内容的衔接。建议将原有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

空间类规划在战略层面的内容重新提炼

分类，在已确定的“三区三线”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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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划分不同类型空间，制定差异

化管控细则，明确管控深度。同时，通

过文本表达方式的转变，强化文本的公

共政策属性，使各部门管理工作有抓手。

还要以“三区三线”为基础，尽快出台

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生态、农业等配套

政策，才能提高规划的法定约束力，严

控突破底线的违法行为出现。

对于原“多规”中较为成熟合理的

规划和管理方式，可以整合后纳入到空

间规划中或统一纳入新的标准规范中。

例如，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的

管控细则可继续沿用现有的法规政策，

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业空间、生态保

护红线以外的生态空间可参考原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城镇

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可参考原城市总体

规划的用地管控导则 ( 图 2)，在国家层

面尽快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

在空间规划的刚弹性把握中，既要

保证自然资源部对地方具有强制性的规

划引导与调控能力，又要充分尊重省市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建立一个以公共利

益为底线的“自上而下的限制”和“自

下而上的调整”互相统筹的模式。在“三

区三线”的管控中，应在底线空间外适

当保留一些弹性，同时也要将弹性约束

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比如落实自然资

源部“一书三证”制度、加强相关政策

制定、对于违法违规的建设实行严格的

惩罚措施等。在明确底图的基础上，对

各要素进行分级分类，涉及底线的内容，

如公共空间、公共安全与公共设施等，

作为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涉及底

线的内容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自主权，

建议采用“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使空间规划的成果既“管用”又“实

用”。

4.4 加强数据积累，稳步建设平台
基础数据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首先要实现数据

一体化和标准化。以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为契机，加强地理信息测绘，整合和

分析原发改委、国土、住建、水利、农业、

林业等部门资料，保证测绘数据全域覆

盖、标准统一、部门共享、精度分层衔接，

减少核心数据差异和缺失。同时，各层

级部门加强对接，分析数据差异原因，

做好核准工作，确保以自然资源部为核

心的空间规划体系在地域范围及数据标

准上全面统一和规范。在此基础上，根

据管理体制和空间规划需求，提取数据

信息，构建数据库。其次，要实现从“数

据平台”向“管理平台”的转变。空间

规划体系的建设需要数据信息与行政管

理的统一。因此，需要建设与体制改革

相适应的数据统一、信息共享、动态维

护的管理平台。该管理平台以不断完善

的数据平台为基础，与空间规划管控部

门分层级对接，根据管理权限开放或共

享相关数据，管控许可、数据或规划调

整等信息实时更新，为空间规划管理提

供科学准确的依据。

5 结语

国家规划体制改革及空间规划体系

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不断

探索和总结。当前空间规划诸多问题的

出现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适时认清问

题，积极应对，才能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空间规划是一个新生事物，且涉及的专

业领域广泛，笔者对其认识十分有限，

对问题的解析和提出的应对策略或许不

够全面准确，但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能够为空间规划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

些许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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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资源需求总量剧增格局下的城市治理转型与重构，传统自上而下、以经济增长为愿景的城市
规划也面临转型。基于社会资源视角和转型城市的资源治理危机，文章指出中国城市正面临第二次转型，即从重视数量转向
重视质量，从以增量扩张为发展重心转向存量优化，从以土地财政为导向转向以生态文明为导向，从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转向“让
生活更美好”。在此背景下，城市规划需向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与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转型，规划方法应向协
商型规划转型，规划目标应由单一维度向多元共融转型，规划类型也将更加丰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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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wards Social Governance/Lin Sainan, Li Zhigang, Guo Yan, 
Liu Da
[Abstract] As China experiences a sharp increase of resource demand, urban governanc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are facing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cities face a secondary transition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expansion to improvement, land finance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o better life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urban planning shall transform towards collaborative and coordinated social governance with communicative method,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diverse vision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Secondary transformation city, Urban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Communicative planning

0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社会资源已经极大丰富。

随着社会现代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增加。在社会

资源需求总量剧增和资源平衡配置需求日益增加的背

景下，社会资源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重

要方面 [1]。2018 年 3 月国家部委规划职能的调整和自

然资源部的成立，正是对新的资源治理需求的积极响

应。空间是最为直接的资源载体，也是治理的直接对象，

空间治理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正变得愈加重要和突

出。在此背景下，以空间治理为本质的城市规划也将

面临革命性转型。

为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源视角和转型城市的特征

分析，揭示当代中国城市资源的治理危机及城市面临

的二次转型，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城市规划转型

的方向。

1 机构改革的背景：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

中国一直是个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社会，其社会

调控遇到的矛盾之一就是贫弱的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

调控对象 ( 即全体人口 ) 的超大规模之间的矛盾 [1]。改

革开放 40 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中

全体人口或绝大多数人口都被卷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

社会需求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迅速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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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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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背景下，社会调控形式亟待变革。国务

院组建自然资源部，将国土资源部、国

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8个部门的规划、

确权登记等领域的职能进行整合，实现

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统筹治理。

这一改革不仅有效化解了以往行政机构

的“条块化”职权分割产生的矛盾，还

体现了在社会资源总量变化的大背景下

社会调控形式的“再领域化”和“再中

心化”。

社会资源总量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

念，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财

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物质性资源，也包

含文化资源、权力资源与智力资源等非

物质资源 [1]。只有实现物质资源与非物

质资源的共同治理和协调发展，才能实

现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与供给。因此，

对规划工作而言，这一改革要求未来的

空间规划要基于自然资源的本底环境，

最有效地提取物质资源，然后平衡空间

资源分配，进而兼顾资源的保护、开发

与配置 [2]。同时，城市和乡镇也是一种

人工环境，由不同社会 / 利益群体及不

同治理单元构成，涉及社会稳定、公平、

公正等非物质维度，因而规划工作亦要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秩序和利益分配

加以管控与调节 [3]。简而言之，新时代

的中国规划不仅应具有“资源配置”的

功能，更应具有“利益协调”的功能。

2 中国城市的第一次转型及其治理
危机

2.1 城市的第一次转型及其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转向市

场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

城市经历了第一次转型，即从作为工业

生产基地 (Production Site) 转变为创业城

市(Entrepreneurial City)[4]。计划经济时代，

其实是滞后城市化 (Underurbanization)

的阶段，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此时

的社会组织模式是由国家主导下的“单

位”体制，国家在组织生产和消费中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城市仅仅为工业生

产的场地。经过第一次转型，一方面财

政制度的变化给地方 ( 城市 ) 带来更大的

自治权；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住房被

“商品化”，成为经济积累的主要引擎，

城市已成为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和经济增

长的重要节点。第一次转型城市主要有

如下特征：

(1) 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作为支柱产

业，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

的“增长主义”的导向特征 [5]。

已有理论如“城市增长机器”等，

可以解释这种空间扩张之下的“地方政

府企业主义”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

安排 [6-7]。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发展地方

经济的强烈动机和地方精英的逐利动机

共同主导着城市拓展，并因此建立“城

市增长机器”，结成促进城市增长的战

略联盟。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选择服务增

长的决策方式，肩负着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和效益最大化的责任，进而谋求自身

利益 ( 如政治业绩、地方财政收入等 ) 的

双重任务。在这一“城市增长机器”中

也可以看见手握开发资本和具有成熟运

作能力的城市开发商、投资商的身影。 

在此背景下，城市空间不再是经济、社

会变化的载体，它自身成为资本生产循

环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媒介 [8]，也就是

空间生产本身。城市空间生产成为新的

经济累积渠道：商品房小区、办公写字楼、

CBD、大学城和豪宅别墅等不断被开发，

空间的扩张与重构成为核心 [9]。

(2)城市社会组织模式由单位向多元、

异质性社区转型。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不仅是人们

谋生的经济载体，也是人们寻求社会支

持和保障的社会载体，更是国家实现社

会整合的中介机构，成为国家社会管理

的微观组织基础 [10]。单位既是相对于政

府的“社会”，也是各级政府的“下级”[11]。

总体上，此时的城市社会组织模式是由

政府主导下的单位体制。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人口流动日益增多

的宏观背景下，伴随着单位社区解体，

个体向着与自己家庭结构及社会阶层相

匹配的住房和邻里迁移，城中村、外国

人社区和贫困社区等不同社会群体聚居

区形成，居住分异日益明显。城市社会

组织模式由单位社会向异质、多元社区

转型。该阶段的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郊

区，伴随着大量移民聚居区、封闭式小区、

新城和工业园区等的开发建设，郊区成

为异质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经济适用

房和破败的移民聚居区常常与奢华的封

闭式社区相邻 [12]。

(3)城市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

社会转型。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像其他商品

一样既能被生产，也能被消费，空间也

成为消费对象”，空间不仅是生产资料(如

厂房、土地 )，还是消费对象 ( 如海滨度

假区、迪士尼乐园 )，城市正在由生产的

空间 (Space of Production) 转移到空间的

消费 (Consumption of Space)。在工业社

会，城市是工厂等生产场所和劳动力密

集的空间，是人类社会的生产中心，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消费需

求的日益旺盛，城市社会开始由“生产”

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 [9]。消费主体

也由国家转向个人 [4]。目前，中国的一

些大中城市正在由工业中心、生产中心

向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转型，许多城市

空间成为游玩、观光和体验的消费品 [13]，

为满足大众多元化需求的消费空间的生

产与再生产，包括城市的历史街区、特

色建筑、地标、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等，

正在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部分。

2.2 治理危机
城市的第一次转型造就了大规模而

持久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然而，这种“增长主义”导向的发展方

式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城市资源

治理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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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城市物质资源治理危机
(1) 以 GDP 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引发

生态危机。

第一次转型过程中，城市发展较少

顾及生态效应。例如，在城市开发建设、

项目引进、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未顾

及生态建设，一些城市粗放式的发展已

超出辖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在此期间，

虽然城市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资

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

下，“世界工厂”模式或大规模的城市

扩张、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一方面，伴随着城市的无序蔓延，城市

居民职住分离，大量私家车的使用、能

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导致空气污染、噪声

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生态问题；另一方面，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扩张，城市中心的

建设密度不断提高、绿化空间的缩减导

致热岛效应、气温上升，直接和间接地

影响了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14]。与此同

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威胁到群

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

火索，如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

性事件迅速递增。

(2) 新城市空间的工业化制造引发空

间生产危机。

1980 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

有 18 个， 2016 年已有 156 个，城镇化处

于快速推进过程中。除了大中小城市的快

速发展外，截至 2014 年全国已建成 2　800 

多个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全面

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深度发展 [15]。然而，

新城市空间福特制式的标准化生产制造

引发了空间生产危机。一方面，新城市

空间如工业园区、新城等在各城市迅速

复制，旧城粗暴改造、新楼盘拔地而起，

使得城市千城一面、地域性的历史文化

消解殆尽；另一方面，在土地资源紧缺

和国家增量控制的背景下，以土地财政

和房地产作为支柱的空间扩张方式使得

许多城市难以持续发展。

2.2.2 城市非物质资源治理危机
(1) 社会极化、居住隔离等引发的社

会问题日益凸显。

伴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单位

制住区结构的逐步解体，城乡之间及城

市内部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加剧了居住分

异和社会空间重构 [16]，社会极化和居住

隔离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空间最主要的特

征 [17]。城市中高收入群体大规模入住用

围墙或栅栏围合、限制他人进入的封闭

社区，低收入外来人口群体普遍居住在

拥挤不堪、环境脏乱、破败的社区、城

中村或城市边缘区，阶层分化在居住空

间分异中凸显。大量研究表明，居住空

间分异有着消极的社会效应，包括引发

和加剧城市贫困、造成贫困阶层的边缘

化、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影响共同富

裕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及和谐社会的建

设等 [18]。近年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蜗

居”、“蚁族”、深圳租售同权政策引

发的业主和公租户的激烈对抗、清理“低

端人口”等社会热点亦体现了社会极化

与居住分异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

会问题将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偏重

于物质空间与经济效益的城市规划要如

何应对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值得深入思

考。

(2) 社会冲突成为新常态。

随着改革的推进，转型中的中国城

市已进入社会冲突高发的深水区。首先，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单位制的

逐步消解，“单位人”逐渐转化为“社

会人”，社会身份和利益主体趋于多元

化 ；其次，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和“城

市增长机器”的普遍化，使得地方性官

商联盟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部分个体和群体的“被剥夺感”日益强化，

“钉子户”“邻避冲突”“农民工维权”

等社会冲突事件频发；最后，城市发展

重心已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涉及

的利益主体更为多元，社会冲突也将更

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19]。毋容置疑，社会

冲突的不断加剧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健康

和稳定发展。传统的城市规划追求秩序、

稳定、共识等目标，无法适应冲突常态

化的转型社会，也难以满足一个开放社

会提升治理能力的要求，亟需变革 [19]。

3 中国城市的第二次转型及其特征

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达到 51.27％，首次超过 50％，实现

历史性突破。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6.10％，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1.2 个百

分点，但此后城镇化增速有所放缓，中

国城镇化进入新拐点，即从高速度增长

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也进

入了二次转型阶段。城市第一次转型是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了促进

工业化的城市体系；城市第二次转型是

从数量转向质量，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

愿景。这一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由以经

济效益为中心转向为“让生活更美好”，

发展模式由以土地财政为主导转向以生

态文明为主导，城市发展真正实现“以

人为本”。而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也标

志着二次转型城市进入实质推进的阶段。

具体而言，二次转型城市有如下特征：

3.1 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重心由增量
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型

经历第一次转型阶段的大规模快速

扩张后，面对现有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土

地资源日趋短缺的现象，如何通过提高土

地使用效率、盘活存量空间成为二次转型

城市发展的工作重点 [20]，城市发展重心

已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 [5，21]。近年来，

珠三角、长三角及沿海地区的城市都开

始重视存量建设用地的进一步优化，“三

旧”改造 ( 旧城、旧厂、旧村 ) 或城市更

新工作大量出现，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

例如，Lin 对广州“三旧”改造进行实证，

发现核心机制不在于产权制度变化，而

在于改造利益的再分配 [20]。袁奇峰等人

从城市政体理论“政府—社区—市场”的

三元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村集体、开

发商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三旧”改造中

的作用及其所构建的协商性发展联盟[22]。

田莉基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视角，对

“三旧”改造的个体、集体与公共利益

进行剖析，强调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重

要性 [23]。



28

可见，与城市增量扩张时期不同，

城市的二次转型涉及的利益群体更为多

元复杂、土地权属更具多样性，而其关

注的重点也由物质空间维度转向制度、

产业乃至社会维度，强调改造利益分配

机制，关注产权制度、集体土地所有制

和政府角色等要素。这都要求传统城市

规划范式的转变，由传统的空间开发和

管制工具转向治理，注重协调利益相关

主体之间的关系。

3.2 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从以
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城市品质提升

随着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提出，北京、杭州

与成都等城市分别提出了建设“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东方品质之城”“美

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城

市品质提升已逐渐取代经济增长成为城

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城市双修”及国

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

强调了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目标。 城市

品质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经济可持续发

展、服务设施等自然物质环境品质，也

包括城市文化、生活品质、和谐幸福等

社会人文环境品质，只有两者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品质的提升。

因此，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目标应是生

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以此推进城市品质提升。

3.3 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应“以人
为本”，实现社会融合和多元共治

以经济增长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理念为导向的第一次城市转型导

致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社

会问题与矛盾日益突出。例如，大量流

动人口在城市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不

安全的或者不稳定的低收入工作，成为

城市低收入及贫困阶层。同时，他们因

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福利待遇，住房、

子女教育和养老就医等问题无法解决，

成为“半城市人”。而他们作为城市化

的重要载体、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否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对于实现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及建设宜居

城市的目标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流动

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成为二次

转型城市的关键问题。

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城市社区已

成为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单元，社区治

理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新策略 [24]。由不

同阶层组成的、不同类型的社区有着十

分复杂的多样性，原有的以行政管理为

主要社会职能的政府和以追逐利益最大

化为导向的市场都无法满足这种变化，

亟需社会组织介入并参与社区建设。因

此，从单位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亦

是社区管理单位化由国家主导向国家、

市场、社会三体联动，多元共治、共同

参与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给

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

4 中国规划再出发 

4.1 规划总体转向：从管理转向社会
治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在城镇

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国家建设“生

态文明”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城市发展

诉求趋于多元化，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

增长，还对城市社会、文化、生态等多

元目标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

面，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背景下，

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尤其伴随着

“单位人”走向“社会人”，市民社会

日益成熟，除政府和市场外，普通居民、

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城市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城市规划面临着如何协调多元利

益诉求、维护多元利益平衡与促进公共

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25]。

面对社会资源治理的现实危机和二

次转型城市的新特征，以及在国家提出

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

要求背景下，传统自上而下、 以行政强

制力为主导的政府统治或政府管理已难

以为继。城市规划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协

调的制度工具亟需向社会治理转型。不

同于管理，“治理”源于 20 世纪 90 年

代的西方公共管理领域，强调政府、市

场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与多元协同[26]。

城市规划应以空间治理 ( 如空间修复 ) 为

抓手，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融合，

培育健康的社会细胞 ( 图 1)。

4.2 规划方法：从自上而下的管制型
规划转向协商式规划

协商式规划，又称沟通式规划，源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方理性主义和精

英导向的规划批判。与自上而下的管制

型规划不同，协商式规划强调通过不同

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来达成目的，

其主要目的是协商过程中关系的建立和

重塑整合 [27]。协商式规划方法是规划走

向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强调协商沟通

机制的建立，重视多方参与和多元利益

图 1  走向社会治理的规划转型与重构框架图

社会资源治理危机

物质资源

空间修复

社会治理转型

社会融合、多元共治

社会极化、隔离 社会冲突

非物质资源

生态危机 空间生产危机

城市内涝
热岛效应
土壤退化
……

“千城一面”
“房地产泡沫”
“鬼城”
   ……

“隔离墙”“隔离网”
“熟悉的陌生人”
   空间剥夺
   贫困社区
   ……

“钉子户”
“邻避冲突”
“农民工维权”
“二代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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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量优化转型，城市发展目标由以经

济增长为中心转向城市品质提升，城市

发展原则应是“以人为本”，实现社会

融合和多元共治。第一阶段以经济发展

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为城市带来了诸

多负面影响，城市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

源的治理出现危机。机构改革正是在此

背景下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城市规划

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工具，

需向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

与多元协同的空间治理转型。未来城市

规划应以空间治理为抓手，以多元共融

为目标，以协商式规划为手段，缓解社

会矛盾，增进社会融合，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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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

协商式规划的主要特征如下：①与

以往的公众参与式规划相比，协商式规

划的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参与方式更具

长期性和深入性。例如，近期在武汉南

湖街道开展的社区规划是协商式规划的

一种示范 [28]，政府、社区居民、社区业

委会和规划师等多元主体从规划初期共

同创立工作坊，到现状调研、项目包的

联合设计及制定规划实施计划，深度参

与规划的全过程，有别于以往仅仅在规

划方案公示阶段的、象征性的“公众参

与”。②注重协商平台的构建，以此促

进广泛和深入的协商。例如，通过在规

划编制的不同阶段 ( 现场调研、方案设计

等 ) 举办各类活动，以活动为平台促进多

方参与，进行协商型对话。规划的表面

是绘制蓝图，实际上是在“做活动、搭

平台、做协调”。③强调参与式、过程

化的工作方式，重视社会关系培育及社

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协商式规划不仅是

物质空间的提升改造，更为重要的是以

规划为平台促进多方参与，以参与增进

社会关系，在“地方营造”方面着力，

创造具有“归属感”和“地方依恋”的

城市家园。总而言之，协商式规划是从

政府主导的蓝图绘制转向社会更多主体

参与的规划过程，从追求高效的规划结

果转向协调关系，注重过程的平衡及社

会治理能力的培养 [29]。

4.3 规划目标：从单一维度转向多元
共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迅速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中

国奇迹”，正如 Chien and Woodworth

指出，中国的“城市增长机器”是一架“高

速机器”，而规划是维持这架机器高速

运转的重要齿轮 [30]。第一次城市转型或

者说市场转型下的规划实际是增长的工

具，如生态城的规划并不是因为生态建

设，大多是为地方政府塑造形象、吸引

投资和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31]。因此，这

一阶段的规划目标实际是单一的、为经

济增长而规划，也是为政府而规划。而

这种增长往往通过城市空间的扩张来完

成，城市空间成为实现资本循环、积累

与资源分配的核心载体，地方政府经济

发展导向的目标导致了城市日益凸显的

大量的社会—空间问题。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规划的目标需从单一的经济增长

维度转向社会、生态与文化等多元共融

的目标。未来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

愿景应转向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这包

括从追求经济效益与利益最大化转向追

求社会公平正义，从满足物质增长转向

文化和生态价值的保护，从功能碎片到

多元共融，真正做到是“为人而不是为利”

的规划，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4.4 规划类型：更加丰富多元
伴随着机构改革和规划总体转向社

会治理，未来将形成由空间规划、行业

专项规划和新类型规划构成的新规划体

系，而以解决复杂社会空间问题为目标

的新规划类型将逐渐丰富。一方面，随

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追求“规模扩张”

转向寻求“存量优化”发展，城市品质

提升类型规划将不断涌现，包括民生改

善型规划 ( 如关注弱势群体的住房规划

等 )、宜居环境型规划 ( 如城市生态环境

修复、城市环境整治改造规划等 )[32]；另

一方面，随着城市新问题的出现和区域

差异化发展的需求，咨询性、研究性和

特色性的规划类型将逐步增多，如特色

小镇、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的规划等。

5 结语

当前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社会

资源需求总量剧增格局下的城市治理转

型与重构。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

日益增加，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到新拐

点—由土地城镇化阶段迈向“人的城镇

化”阶段，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进入到高

质量发展阶段，城市正在经历二次转型。

二次转型城市的发展重心已由增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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