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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规划
——《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书评
Urban Planning Meets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A Book Review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陈小卉

Chen Xiaohui

摘要：本文通过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分析，认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率已由 1978 年的 17.9% 升

为《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一

至 2015 年的 56.1%，每年大约提高 1 个百分点，每年约 1 000 万人迁移到城市，

书是对中国城市增长时代的规划总结。本文从

城市建成区从 1981 年的 0.7 万 km2 增长到 2014 年的 4.9 万 km2，在这一期间，城

政府视角，对书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划
进行了评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中
国城市规划是带动经济增长、改善人居环境、
实现空间有序发展的有效手段。随着中国城市

市规划成为了引领城市增长的政策工具。2013 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全面提出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5 年底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
治理能力。在这一时间节点，吴缚龙教授的书——《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

迈入转型发展期，规划将关注存量发展，系统

区域规划》（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正式出

解决城市病，提高城市宜居性。

版，该书成为了中国城市增长时代的转折点标志。之后，我国城市规划将逐步由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China’s urban
developing tre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ook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is a summary on China’s urban
growth tim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this paper sets comments on urban
plan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is
book, and considers that China’s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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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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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period, planning will focus on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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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vabi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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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
《为增长而规划》一书是吴缚龙教授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系统解读了中
国城市规划的缘起和进程，分析了过程中受政治经济影响下的规划，洞察了当下
我国城市规划服务于城市增长的本质，该书是中国城市空间扩张时代的总结。书
（1）中国城市规划的缘起和传统 ；
（2）社会主义时期规划和
一共分为七个部分 ：
（3）中国规划体系 ；
（4）城市企业政府下的规划 ；
（5）国家和区域规划 ；
遗存 ；
（6）新实践 ：新镇和生态城市规划 ；
（7）市场转型期的规划。
《为增长而规划》的书名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中国城市规划引导城市空间增长
的现象，但笔者更愿意从适应中国发展阶段，促进发展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题目。
作为身处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规划师，笔者更多能够看到的是，规划引领了
我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8—2014 年间 GDP 从 3 650 亿元增长到 636 138 亿元，
从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来看，投资占比从 38.2% 上升到 45.9%，投资
一直在挤占消费、出口，规划从空间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引导了投资，成为政
府科学决策的依据；从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来看，城市规划从城市规模、
空间布局等方面引导了生产要素流动，支持了城市发展。如果将城市规划放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解读，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转变过程中，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也就是由过去的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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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转变，城市规划成为政府进行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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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尤其是 20 世纪末，随着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全面建立，分税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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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土地财政也逐步形成，空间资源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源泉，城市规划成为决

2016 Vol.31, No.3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规划 ——《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书评

陈小卉

策者配置空间资源的公共政策，由此，中国城市规划从萧条
走向鼎盛的时期，从“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到市长市委书

书中第五部分——国家和区域规划章节提出，区域规划
与政策的联系还未真正建立，缺乏资源分配统筹配置能力，

记“一张蓝图干到底”，规划师开始和市长、市委书记等决

面临着难以实施的困局。这指出了该类规划的症结。从现有

策者对话，中国城市规划某种意义上适应了这一阶段我国社

国家和区域层面发改、住建的两个系统规划来看，国家层面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规划编制和资源配置并没有匹配，但城镇体系规划作为法定

书中指出中国规划体系本质上是“增长型规划”，而不

规划，填补了一度以来城市以外区域规划缺失的空白，已经

是一种控制型规划，它实际上继承了计划体制下“资源配

成为地方规划编制的依据，发挥了区域规划的一定效用。区

置”的功能，缺少“利益协调”的功能。从我国的《城乡规

域性城镇体系规划一方面协调了各行政主体发展的利益冲

划法》来看，规划体系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层面，

突，维护了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引导了地区发展与国家和区

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计划性和控制性的不同效用，是同一过

域政策的符合，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进行了磨

程的有机整体，促进了城市的有序发展。总体规划更多地发

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缓解了地方政府恶

挥了城市策划和空间资源配置的作用，往往会成为一届政府

性竞争，此外，注重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强化了对区域

的施政纲领，强调目标性以及实现目标的时序性 ；详细规划

发展的理性和宏观调控。其缺陷在于以“空间准入”规则来

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则是总规后续实施的手段，强调了控

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手段不足，尚处于战略性调

制性，保障目标的实现。我国通过“一书三证”管理体制，

控阶段，随着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管制精准化，以及不同空间

建立了发展控制机制 ；此外，上级部门审批规划，本质上是

类型与考核、投资分配、财政等政策的挂钩，实施性将会进

起到了一定控制的作用，上级政府承担着对城市规模核查、

一步强化。该章节指出的中国跨区域发展仍然缺乏协调机制，

基本农田和风景区等资源保护、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布

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机制并未建立，认为区域治理机制

局等强制性内容审查的职责，但正如作者所说，在地方发展

是行政淡化的结果，是市场加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的结果。

诉求强烈的背景下，规划控制没有那么容易，随着规划实施

事实上中国近年城市群发展正是城市间由经济联系走向空间

监督的进一步推进，城市规划未来将会更加强调约束性、严

联系的结果，以利益为目标的市场跨界协同已经在进行，而

肃性。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也是一个过程规划，过程中发挥了

中国“行政区经济”下跨地区设施协同、环境共同保护等协

利益协调平台的作用，《城乡规划法》明确城市总体规划等

调难度更大，近年来跨苏皖两省的南京都市圈成立了城市发

要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再报上级政府审批，上报前要经过论

展联盟，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编制了南京都市圈规划 ；跨

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这一系列的规划

苏鲁豫皖四省的徐州都市圈成立了市长联席会议，目前也在

编制和审批流程过程中，规划正是发挥了利益协调平台的作

编规划，区域规划正扮演着利益相关行政主体战略协商平台

用，在空间上协调了各个部门利益以及公众利益。随着市民

的作用，是推动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当前阶段中国

文明素质的提高，企业和市民将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

的区域治理仍然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建立同级政府间的对

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话协商机制。

吴缚龙教授认为，中国规划的收益沉淀在土地出让金中，

书中第六部分把新城和生态城规划定位为真正体现中国

成为政府财政收入，并未成为一种福利供给，往往作为土地

特色的新实践，认为新城的开发模式是城市政府企业化发展

增值性投资，成为“增长机器”。事实上，中国规划的收益

下的产物，新城的规划更是体现了规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设施供给和人居环境整体改善上。从我国

客观上，在中国新城和生态城更加是政策区，具有独立发展

土地出让金支出来看，主要包括了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

机制和政策，多以带动城市发展为目标，规划在中间扮演了

地开发支出、城市建设支出等，是在分税制下地方发展的动

城市策划和城市营销的作用。书中引用了作者熟悉的河西新

力依托。中国城市建设模式是规划引领，基础设施先行，土

城、花桥新城、东滩生态城、中新天津生态城等案例，但作

地成片开发的城市运营模式，正是这些地方财政的投入，带

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式，苏州工业园区规划没有纳入应

来了中国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近 30 年我国城镇住房水平

该是个遗憾，苏州工业园区从 1994 年中新合作园区到现在，

和公共设施水平全面改善，从江苏数据看，2000—2014 年城

经过 21 年的发展，截至 2015 年上半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

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 12.2 m2 增加到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房

值 1 001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36.1 亿元，由初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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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积 44.2 m 、城市绿地由 10 248 hm 增加到 42 901 hm 、

业园区到现在的新城，带动了苏州城市经济从“制造业”向

城市道路由 11 011 km 增加到 39 070 km，规划改善了人们

“高新科技产业”，再向“创新产业”转型的经济发展过程，

生活水平，促进了人居环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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