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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规划解读
—— 评《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Understanding Chinese Urban Planning in the Growth-first Politics:
Based on a Review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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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 年代的发展环境使得中国城市形成了增长主义发展模
式。在此模式驱动下，中国城市规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逻辑和范式，
吴缚龙教授在《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一书中将其
理论化为“为增长而规划”
。本文对“为增长而规划”范式的主要

引言
1990 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考核制度、
地方财政短缺等多重压力，中国城市逐步形成了以土地为载体，

内容进行了解读，对该著作的学术贡献做了评述，并对作者书中的

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和房地产为依托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 [1]。

有关观点与重大问题进行了延伸思考。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为增长

这种发展模式以经济指标增长为第一要务，以工业化大推进为

而规划”的范式，是对中国增长主义主导时代规划实践的一个系统

增长引擎，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以城市土地快速

性理论总结，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但随着中国增

扩张为表征。不公平的城乡土地制度、户籍政策等二元体制造

长主义模式走向终结，“为增长而规划”范式的合法性基础正迅速

就了增长主义模式运行的关键基础——以廉价工业用地、劳动

消逝，建构多元目标和多元价值包容发展的规划新范式，应成为后

力与环境代价来补贴工业品生产，以价格高昂的商业土地开发

增长主义时代中国规划重建的基本方向。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China has formed a growth-first mode
of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this political economic context,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was dominated by a unique logic or paradigm
which was distinct from the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Professor Wu Fulong theorized the Chinese planning paradig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planning for growth” in his latest
book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arguments of Wu’s book, and makes a
commentary on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he book will make to
the Chinese academia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planning for growth”is being
challenged by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and the Chinese
planning paradigm must be evolved to a more inclusive version.

来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在增长主义模式下，中国的城市规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角
色和功能 ：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
化与空间落实”，也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管控市场的规
制力量。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城市规划被要求服务于地
方经济增长，直接服务于城市经营土地资产、营销城市的需要。
吴缚龙教授的新作《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以西方城市规划作为参照，运用大量生动的中国规划案例，对
中国城市规划的功能与角色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近 2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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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实所作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世界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
个重要贡献。本文将在评述吴缚龙教授这部新作核心思想的基
础上，就有关问题进行延伸性思考。

1 “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规划的范式解读
作者：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59378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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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评中试图全面介绍该书的内容和思想几乎是不可能完

过程。吴缚龙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划转型的经

成的工作，因此本文将着重于对该书阐述的核心思想及其

历却不能解释为“消退”的过程，而应解释为“尺度重组”

主要论述线索进行回顾。

（rescaling）的过程。

在这部著作中，吴缚龙教授提出的核心论点是 ：1980

中国的规划经历了尺度下移（down-scaling）和尺度上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促进新自由主义增长议题，不断简化和

移（up-scaling）并行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分权化改革和地

削弱城市规划，这构成了西方去管制化过程（de-regulation）

方自主性的增强，规划被视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龙头，地方层

的重要方面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化、市场化、全

面空前重视规划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一个尺度下移

球化转型过程中，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在不断强化规划以促

的过程 ；而针对地方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等问题，中央和

进增长，“为增长而规划”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规划发

省级政府也一直试图运用规划手段来干预和协调地方发展，

展的基本逻辑与范式。吴缚龙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

例如中央政府直接推出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诸多的国

中国城市规划与西方国家所展现的不同，这也构成了理解

家战略区域规划以及省域内的不同次区域协同规划等，这

中国城市“为增长而规划”逻辑的理论基础。

些都是一个尺度上移的过程。2008 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是联合推出了庞大的投资刺激计划，

1.1 改革开放后中国规划历经“凤凰涅磐”

为协调这些投资项目落实与布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

从表现上来看，相比于 19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城市规
划所经历的不断被简化、削弱的趋势，中国的城市规划则经

规划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服务于“保增长”这个共
同的目标 [3,4]。

历了重生、发展与繁荣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
时期，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城市规

1.3 去政治化的趋势与技术专家理性

划一度被整顿甚至叫停。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环境是，1980

1980 年代以来，西方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去

年代开始的分权化和市场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

政治化”（de-political/post-political）的过程 [5,6]，即阶级政

各级政府直接分配资源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市场

治和民主政治的消亡过程，主要表现为政治性与抗争性的

机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城市规划不仅存活下来，

政党之争趋于淡化，转变为服膺于市场逻辑的、中立的、

而且经历了“凤凰涅磐”的过程——法定规划体系不断完

扮演协调不同利益的机制 ；介入政治价值的激烈论辩逐渐

善，非法定规划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繁荣的规划设计市场

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市场化、如何更好地发展等技术性问题，

使得规划成为一个高收入的行业，甚至大量的境外规划师

技术和专家就成为仲裁和解决矛盾的重要依托。在整体政

[2]

也涌入中国来淘金，中国的城市规划进入了发展的春天 。

治重构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划经历了“去政治化”

吴缚龙教授认为，中国规划事业实现“涅磐”的主要原

的转型，从过去承载和反映阶级关系与社会冲突、提供集

（1）规划适应了中国的市场环境，变成了一项土
因在于 ：

体消费部署的政治领域 [7]，逐步转变为更强调社区参与、伙

地经营和地方营销的有效工具，地方政府将规划视为一种

伴关系与多赢方法等，规划的政治性色彩越来越弱，而技

土地开发的“必要投资”，期望通过规划来谋取更大的政治

术化特征则越来越明显 [8]。在此背景下，规划对于一系列政

（2）在中
与经济利益（如光鲜的政绩和巨量的土地财政）；

治正确的议题，如生活质量、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城市等议

国，市场机制的引入是为了扩大资本积累的范围，而不是

题越来越关注，这些议题既能修补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环境

降低政府的主导能力。在对建成环境的塑造方面，城市政

危机，凝聚共识，同时也能反过来促进城市转型与新经济

（3）市场机制的引入导致了一系列
府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

的增长 [9,10]。

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运用自身掌握的
有力的政策与技术工具——规划，去应对这些问题。

吴缚龙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同样
呈现出“去政治化”特征，表现为对于经济理性和技术理
性的尊崇，而忽视公众参与的权利。例如，地方政府更热

1.2 市场化转型与中国规划的尺度重组
1980 年代以来，在经历市场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和

衷于国际技术竞标与技术移植（policy mobility），热衷于国
际咨询，竞逐于各种国际技术奖项等，这些都是为城市营销、

金融化等过程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自由

打造国际城市、招商引资等现实目标服务 ；而对于规划向

主义体制主导的阶段，规划作为一种国家干预手段和社会

公众开放的改革则裹足不前，公众参与并非真正体现在政

政策（强调再分配功能）而被削弱。规划在美英等西方国

策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停留在政绩宣传阶段有限的“成

家所经历的这种转型，可以被概括为“消退”（retreat）的

果展示”。此外，中国的城市规划同样广泛吸纳了一系列“政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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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正确”或“去政治化”的议题，如生态城市、包容性增长、

则是由开发企业与当地社区所共享。至于“为增长而规划”

可持续城市等等，来包裹城市增长机器真实的增长意图和

的合法性，吴缚龙教授认为主要来源于增长的“涓滴效应”

资本积累诉求。在这些项目中，技术官僚和专家都是非常

理论。在西方背景中，存在多种可能相互冲突的价值，如

关键的参与者，他们以非政治形式参加规划过程，为规划

公平、多样性、民主等，但规划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维护“公

赋予强大的合法性，政府、技术精英、资本集团共同形成

平价值”；但是在中国背景下，增长被置于优先位置，在过

一种“超越于传统政府的精英治理”（autocratic-governance-

去很长时期内，GDP 增长被广泛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它可

beyond-the-state）。
与此同时，吴缚龙教授也关注到中国政治体制和规划
实践环境的具体不同，指出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去政
治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这一系列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 ：

以提供必要的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公平则可以通过涓滴效
应来逐步实现。因此，公平问题并未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
占据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制高点。

（1）中国的规划从来就是一个“非政治化”的领域，在改

2 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

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总体上是远离决策与政治博

2.1 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弈过程的，即主要是从属于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技术落

阅读吴缚龙教授的这部《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

（2）不同于西方国家，1990 年代以来面对激烈
实”过程 ；

域规划》，会很容易想到彼特 · 霍尔的经典著作《城市与区

竞争的发展环境，中国地方政府直接走到前台，在经济理

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这本书是以英国

性和技术理性主导的规划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者与直接推动

立场来解读规划，系统介绍了英国的规划体系与规划实践，

者的角色。因此吴缚龙教授也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城市

为了准确理解英国的规划特征，该书专门阐述了西欧和美

规划对社会问题已有了更多的关注，但尚未真正转变为“公

国的经验以作为重要参照点，并有意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的

共政策”。

规划。霍尔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应
该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撰写”，而吴缚龙教授恰恰很好地

1.4 “为增长而规划”不等于“为市场而规划”

回应了霍尔教授的这个命题。吴缚龙教授在书的前言中明

在近 20 多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过程中，西方国家也产

确谈到本书的写作受到了霍尔的启发，他言明本书是采用

生了服务于增长的规划，但西方背景下的“增长型”规划基

中国立场来写作，为中国读者服务，写作过程中同样采用

本是“为市场而规划”，制定规划的出发点是基于市场的需

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规划作为观察中国规划的参

要。但在中国，“为增长而规划”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为市

照点，这种写作思路与霍尔教授当年采用的写作策略十分

场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为政府而规划”。

接近。因此，无论是从写作风格还是从其可能的学术影响

中国各级政府作为各类规划的推动者，高度关注各自

来看，《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一书都可以

辖区内经济增长的潜能和机会，但增长的实现路径却并不

堪称为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一定完全由市场来推动。中国政府本身具有足够的资源来
部分实现增长的目标，甚至有能力通过对关键资源（例如
土地、金融、价格管制等）的经营来引导和操纵市场。因此，

2.2 奠定了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研究成为了一门引人关注的

规划的作用更多的是将政府的目标合法化，并为其实现提供

显学，海内外并不乏介绍中国城市规划的书籍、文献，但

技术性部署，包括制定精准的开发战略，推出具有强大感召

大多是对于中国规划体制、技术与实践的介绍或经验总

力的口号，起到振奋人心、凝聚共识、吸引投资和形成增

结。《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这部著作则

长联盟的作用。此外，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下，规

是抓住了中国当代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的重要特征，提出

划还可以作为政府间治理（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了“为增长而规划”这样一个核心、内在的总体逻辑，并

的平台——地方政府期望通过中央政府批准规划而实现地

以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中国化的“城市增长机器”理

方层级跃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更优的发展环境 ；

论，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发展。这是

即使无法获得实际的支持，至少也可以减少上级政府对于

一部在英文世界中系统总结中国城市规划经验和范式的力

地方增长目标的制度约束与空间限制。

作，为解读和建构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

“为政府而规划”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规划的回报主要转

础，也可以视为对系统回应“石楠之问”（中国具有丰富

移至初级土地市场的利润上，并主要由垄断初级土地市场的

的规划实践，却为何产生不了原创性规划理论？）的一次

地方政府所占有，而在西方国家（例如英国），规划的回报

建构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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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中西方、多学科融合视野深刻理解中国城市规划

因此，中国规划仅仅是“为增长而规划”，还是具有更

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色，是采用了超越于传统规划学

多元的内涵主题？规划只是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客观上

科的理论视角来对中国规划实践进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吴

也同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这仍是

缚龙教授基于其在城市政治经济领域长期的理论研究积累，

一个值得进一步研讨的课题。从一名中国规划学人的感性

采用了“增长机器”、“企业主义城市”、“新自由主义城市

认识看，至少近 10 余年来，“增长”在中国政治目标和意

批判”等城市政治经济理论视角与方法，理论性地解构了中

识形态上已经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绝对主导地位，规划界

国城市规划在转型城市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从

也在积极地探索一系列新的、进步的议题，这些探索正在

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角度对中国城市规划进行的解剖，

显著地改变“为增长而规划”的范式。

对于深刻把握和理解中国规划实践的本质及其存在问题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站

3.3 对中国城市规划属性的再理解

在中西方规划实践对比的角度进行观察，能够更加清楚地

吴缚龙教授在书中谈到，尽管 2004 年以来随着建设“和

认知中西方城市规划核心价值的不同，这样的研究无疑有

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城市规划开始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社

助于找寻到中国规划的未来转型之路。

会政策，但中国的城市规划尚不能被称为“公共政策”，至

3 延伸的思考与商榷
3.1 对当代中国城市规划作用的再评判

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公共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
导了规划决策，缺乏实质性的公共参与过程。对于这一判断，
我们也可再商榷。

“为增长而规划”的规划范式在推动中国城市快速增长

2008 年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在法理上明确界定

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危机，这些危机

城乡规划是一项“公共政策”，规划的编制和审批须经严格

引发了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的众多批评。在国家转型与发展

的法定程序，其中对于公众参与规划咨询、听证等都给出

过程中，如何从价值上公正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城市规划所

了明确的规定。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开展的城市更新规划、

起的作用？吴缚龙教授在这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旧改造规划、乡村规划等，都改变了过去由政府绝对主导

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客观总结 30 余年中国规划发

的方式，原权利人、相关利益者等开始参与规划的决策过程，

展实践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规划转型再出发的基础。

甚至产生了由于“反增长联盟”的反对而规划被否决的案

从客观上讲，在 30 余年史无前例的高速、大规模城镇

例 [11]。此外，在具体实施性规划层面，居民对规划的介入

化浪潮中，中国城市的总体空间秩序能够得到维系（而没

和干预（例如保障居民阳光权、规划听证等）得到了显著

有出现拉美、非洲那样大量的贫民窟、非正规空间），城市

的发展。总体而言，尽管当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尚不能称之

规划没有像一些西方和东亚地区那样被民粹主义所绑架，

为完整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但面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剧

进而造成城市整体利益的牺牲或无谓的巨大社会内耗，应

烈分化的诉求，城市规划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朝着公共政策

该说，中国的这种“精英式规划”总体上还是扮演了积极、

方向快速演化了。

正面的作用。中国为增长而规划的范式是适应这一特定时

进而我们认为，论断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否属于公共政

期中国体制与发展阶段特征的历史选择产物，具有一定的

策，要区分相应规划的“尺度”：宏观层面规划已经超越了

存在合理性。

普通市民的生活感知和关注尺度，这个层面的规划有必要
更加体现政府和专家的主导性 ；而在微观尺度，规划决策

3.2 对中国城市规划价值取向的再认识

与居民的私有产权、利益直接相关，这个层面的规划就更

吴缚龙教授在书中解析了中国隐藏在乡村建设、绿色工

需要开放给公众咨询、听证、参与。应该说，这种差异化

程、生态新城建设等当前“进步议题”背后的增长意图和

的选择事实上也是适应了中国特色的政策体制与具体国情。

资本积累诉求，认为这些项目某种程度上为背后的增长意
图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增长
与发展总体上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只是有的时候“增长”

3.4 中国城市规划未来转型与重构之路
在增长主义主导的模式下，“为增长而规划”是 1990

比较快，而“发展”则相对缓慢，但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划的本质特征与常态。但是自 2004 年

对于这些绿色项目、人居项目，尽管背后可能都有促进增

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增

长的逻辑支配，但是客观上也构成了中国城市多元发展的

长主义”价值取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已有很大的松动，增

推动力，总体上依然还是一个进步的行动。

长主义模式所依赖的基础行将坍塌——内部孕育的危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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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业产能过剩、空间生产过剩、社会贫富极化危机等）
正在终结增长主义自身。在此背景下，普遍“为增长而规
划”的范式在中国也行将消亡（当前中国的规划界已深刻
地感受到，过去许多习以为常的规划理念、技术和方法已
经失效）。因此，吴缚龙教授揭示的“为增长而规划”，正
是对中国此前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历史性总结。然而，
中国的城市规划如何在增长主义终结后重生？后增长主义

Geographers, 2012, 37(1): 89-103.
[9] Aidan W, Jonas A E G, David 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Searching for the Urban“Sustainability; Fix”in Manchester and
Lee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4,
28(28): 549-569.
[10] Tretter E. Sustainability and Neoliberal Urban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Crime and the Remaking of Austin’s Downtown[J]. Urban
Studies, 2013, 50(11): 2222-2237.
[11] 陈浩 , 张京祥 , 林存松 . 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
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 [J]. 城市规划 , 2015(4): 19-26.

时代的城市规划应建构怎样的范式？新范式与传统范式之
间如何传承与发展？这些都是中国规划界亟需探索的重大
问题。
对于中国规划范式的转型之路，吴缚龙教授提出了一些
关键问题，包括中国的规划能否在城市发展中重新平衡对
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的追求？能否回应和保护居民
对于“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city）需求？他认为，中国
过去所追求的“规划不必是增长的敌人”这一信条不足以
支撑其未来的存在与发展。我们也认为，中国规划未来转
型之路的关键在于城市规划如何挣脱增长机器的牢笼，如
何克服自身的局限而去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众多问题。
换言之，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取决于其处理快速城市化
进程与国家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关键挑战的能力。
总之，当前无论是中国推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还是国家
复兴战略，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不能只有
增长而没有综合发展。在过去 30 余年的历程中，中国主要
是聚焦于物质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为增长而规划”的规
划范式在这一轮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未来
国家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等多元目标的
实现过程中，城市规划毫无疑问要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首先必须要摒弃以增长为单一目标和优先价值
的传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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