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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正在研究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模式问题不容回避，这

影响国土空间规划法与现行法或其他拟制定法律之间的关系。南非 2013

年《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以南非空间规划体系法律化为核心内

容，以框架法形式实现了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的一体化立法，对我国具

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该法在实现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目标的同时，

也降低了多法并存情形下法律制度衔接、协调和适用的难度。借鉴南非

立法经验，本文建议我国采用框架法模式对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管理进

行整合立法，制定一部在内容上涵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国土空间规划

和土地管理三个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框架法，以促进我国国土空间规划

与土地管理法制体系化。

Abstract: China has put the Spatial Planning Law on the legislation agenda 
and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is which model is better to harmonize the new 
Spatial Planning Law and other land management related laws. The South 
Africa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Act with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s its core, takes the framework act model to integrate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nd to avoid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s between several laws. 
With the South Africa’s experienc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make spatial planning legislation under one single framework act to cover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management issues to enhanc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managem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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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立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8 年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空间

规划方面的立法项目”列为其第三类立法项目。《自然资源

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则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制定“国

土空间规划法”。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其首要问题是立

法模式选择，其实质是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何、应规定哪些内

容、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何等问

题。这些问题又关系到如何协调该法与现行《土地管理法》

《城乡规划法》乃至即将制定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

关系。

为解决上述国土空间规划立法问题，专家学者先后研究

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及其立法经

验 [1-5]，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立法提出了相应建议 [6-9]。尤其是，

有学者对荷兰最新空间规划立法即 2016 年荷兰议会第一院

审议通过的《环境与规划法》（Omgevingswet）和荷兰空间规

划体系改革及其启示进行了深入解读 [10-11]。但是，对发展中

国家的空间规划立法经验则缺乏研究，这不利于我国在国土

空间规划立法中全面及时地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比如，

南非在 2013 年颁布了《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Act），以框架法立法模式

实现了南非空间规划与土地管理的整合立法。历史上南非曾

先后沦为荷兰与英国的殖民地 [12]，荷兰法与英国法也因此成

为南非法律的两个重要渊源 [13] ；而且，英国是现代城市规划

的发源地 [14]，荷兰在国际空间规划领域也享有良好口碑 [15]，

所以南非空间规划体系及其立法也是吸收了两国先进经验的

产物。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南非《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

理法》的立法经验，以期为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法律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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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参考和借鉴。

1  《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立法背景与目的

1.1  《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的立法背景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行政区域主要由白人居住区的

4 个省和黑人居住区的 10 个“黑人家园”组成。在土地管理

方面，白人区施用由本省制定的城市规划法规，黑人区则施

用全国性土地管理法 [16]。1994 年南非首届民主政府成立后，

先后颁布了 1995 年《发展促进法》和 1996 年《南非宪法》

（又称“南非永久宪法”），而此时上述分别适用于白人区和

黑人区的法律法规也仍然有效。另外，1994 年南非政府对全

国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划，将南非全部国土（含上述 4 个省和

10 个“黑人家园”）重划为目前的 9 个省，市级行政区域也

由种族隔离时代的 843 个调整为 284 个 [17]。

上述政策和措施在后续实施中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

直至 2013 年《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颁布，南非并

不存在适用于全国的、统一的和专门的土地管理法，土地规

划和管理法制呈现出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前后法律并存和叠加

的状况，即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土地规划和管理

法规，与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土地管理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并

存叠加。其次，南非省级和市级两级政府在土地开发申请的

审批权问题上存在管辖权冲突，其中《发展促进法》规定了

土地开发申请由省级规划裁判所负责审批，而依然有效的适

用于白人区的省级土地规划和管理法则规定土地开发申请则

由地方政府负责审批。再次，按照 1996 年《南非宪法》，行

政区划虽然调整，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不变，

所以即便在同一市层级行政区域内也很可能存在土地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与该地方行政区域的范围不匹配的情

形，即一方面该地方行政区域在整体上需要遵守行政区划调

整后新制定的法律，另一方面该行政区域内的部分区域（而

非全部）还要遵守种族隔离时代（即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分

别适用于白人区域和黑人区域的法律 [16]。由此导致的问题是，

对于调整后的地方行政区域而言，土地规划和管理领域的行

政执法和守法难度均较大。

为解决上述问题，南非政府于 2001 年发布了《空间规

划与土地利用管理白皮书》（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Use 

Management White Paper 2001），明确提出要制定全国范围内

统一适用的新土地管理法。但是，该项新法迟迟未能出台。

直至 2010 年，南非宪法法院在“约翰内斯堡市诉豪登省发

展裁判所”案判决 [16] 中宣布《发展促进法》构成违宪，并

要求南非国民议会在 24 个月内修改该法或制定新法。在此

背景下，南非国民议会最终于 2013 年审议通过了《空间规

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建立了统一的南非空间规划体系，

明确了各层级政府的空间规划事权，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空间

规划与土地管理法制的统一、整合与重塑。

1.2  《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的立法任务
制定《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目的是：（1）在南

非建立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的、有实效性的空间规划和土地

利用管理体系；（2）通过构建和实施空间规划体系，促进社

会融入和经济包容；（3）规定国土开发的基本原则、规范和

标准；（4）推动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与高效利用；

（5）在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领域构建“合作性政府”；（6）推

动南非实现国土空间均衡发展。

《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序

言部分，重点阐述本法的制定背景与必要性；（2）正文部分

（共七章六十一条）：总则部分即第一章（共五条），内容涉

及重要概念的定义、适用范围与法律地位、立法目的和空间

规划体系相关的纲领性规定；主体部分即第二章至第六章

（共四十七条），重点对南非空间规划体系进行了系统性规

定；配套部分即第七章（共九条），内容涉及配套性法规的

制定、违反行为的法律制裁和过渡性安排等；（3）附件部分

包括三个附件，分别对省级空间规划立法的内容、土地用途

分类以及被废止的法律作出了规定。

总体来看，《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主要解决了

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明确各层级政府的空间规划事权分配；

二是构建南非空间规划体系并对其进行法律化。可见，空间

规划体系的建构及其制度保障是《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

法》最为核心的内容。其中，《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

第四条（空间规划体系）和第五条（空间规划类型）是理解

该法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表 1）。

表 1  南非空间规划体系的主要内容与对应法条（章节）

空间规划体系的主要内容
总则部分

对应条文
分则部分对应章节（条文）

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 第一章

第四条

第二、四、五、六章

开发原则、规范与标准 第二款 第二章（开发原则、规范与标准）

空间发展框架的编制与实施 第一款 第四章（空间发展框架）

土地利用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第三款 第五章（土地利用管理）

土地开发申请的程序与流程等 第四款 第六章（土地开发管理）

空间规划类型（权限分配） 第一章

第五条

第三章（府际支持）对应条款

国家空间规划：权限＋内容 第三款 第九条（国家的支持与监督）

省级空间规划：权限＋内容 第二款 第十条（省级的支持与监督）

市级空间规划：权限＋内容 第一款 第十一条（对各市的差异化管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第 1—6章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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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非各层级政府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的权限配置

国土管理的政府事权划分就是确定哪级政府对哪些空间

规划与土地管理事项具有何种立法权和行政权 [18]。在南非，

与此直接相关的法律包括 1996 年《南非宪法》与《空间规

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

2.1  1996 年《南非宪法》的原则性规定
1996 年《南非宪法》第三章（“合作性政府”）是关于

政府权力配置与政府间关系的规定，是处理各层级政府及其

内部机构之间权限争议的核心依据。该法第 41 条规定，各

层级政府以及每一层级政府内的国家机构，都应尊重其他层

级政府的宪法地位、制度、权力与职能，各层级政府应相互

真诚合作以加强友善关系，互相帮助与支持，互相通知与咨

商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互相协调行动与立法，遵守达成一致

的程序以及避免互相控告等 [19]。在 1996 年《南非宪法》中，

关于土地管理职能领域的权限配置主要设在其附件 4 和附件

5（表 2）。
在政府间关系方面，1996 年《南非宪法》规定南非政府

实行合作制政府体制，国家、省级和地方三个层级政府之间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且相互关联”[20]。与科层制政府

强调下级政府须服从上级政府的指示不同，合作制政府主张

各层级政府地位彼此平等，注重政府间合作治理，在配置各

层级政府权力时会向地方下放更多权力，使其承担更多的区

性职能，以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21] ；除非省级和（或）

地方政府不能或怠于履行职能，否则国家和（或）省级政府

不可剥夺或干预下级政府行使权力。该宪法在文本中刻意使

用“层级”（sphere）而非“级别”（tier），也是意在强调各

层级政府之间是平等关系而非上下服从关系 [22]。

2.2  《南非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的具体化规定
南非的空间规划包括三种类型，即市级空间规划、省

级空间规划和国家空间规划，与南非政府的三个层级相对应

（表 1）。在内容方面，南非各层级空间规划大致包括三部

分，即由本层级政府负责具体实施的部分、对其他层级政府

提供支持和监督的部分，以及从空间维度对不同层级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间的相关政策进行协调和整合部分等三个部分

（表 3）。

表 2  1996年《南非宪法》中土地规划与管理权限之配置

土地管理事项 在宪法中的位置 立法权归属 行政权与管理权

区域规划与开发 附件 4 第一部分 由国家和省级政府共享 由国家和省级政府以协议形式或附条件授权地方

政府行使城市和乡村发展

省级规划 附件 5 第一部分 由省级政府专享

市级规划 附件 4 第二部分 由国家和省级政府共享 专属于地方政府行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1996年《南非宪法》第 156条、附件 4、附件 5整理绘制

表 3  空间规划与土地管理权限划分的细化规定

类型 行政立法与实施部分 支持和监督部分 协调和争议解决部分

国家空

间规划

（1）制定用于土地利用管理和土地开发的

“标准和规范”；

（2）编制“国家空间发展框架”；

（3）编制“区域空间发展框架”；

（4）审批“土地开发申请”（涉及国家利益

的部分）

（1）国家政府建立支持各省和各市进行能力建设的机制；

（2）负责土地事务的部长向各省和市提供支持和协助；

（3）该部长须监督空间规划政策工具的实施情况与效果

制定相应程序以预防和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

及政府内部土地利用有关部门之间在空间规划、

框架和政策方面的冲突

省级空

间规划

（1）编制“省级空间发展框架”；

（2）依据《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

制定适用于本省的空间规划法；

（3）省级空间规划法可以规定的事项

（1）协助各市制定、实施和修改其“土地利用方案”；

（2）省级政府须建立相应机制支持与监督各市制定和实施

有效的土地管理体系，并强化其履职能力；

（3）省级土地管理相关立法必须促进各市的能力建设，使

各市能有效地履行市级规划职能

（1）促进各市相互之间在土地利用管理体系方面

的协调与衔接；

（2）促进各市与国家和省级机构在土地利用管理

政策方面的协调；

（3）采取措施解决各市之间、各市与其所属社区

之间在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方面的冲突

市级空

间规划

（1）编制“市空间发展框架”；

（2）制定“土地利用方案”；

（3）编制地方“综合发展计划”；

（4）审批“土地开发申请”

— （1）申请人对土地开发申请的决定不服时，可以

向市管理者提出，由其转交市行政机关进行复议；

（2）对与其他层级政府及其内部机构间的争议，

在政府内部救济用尽后，可寻求法院救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第 4—5、9—11条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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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主要内容

从上文表 1 可发现，南非的空间规划体系是由开发原则、

规范与标准、空间发展框架、土地利用管理与土地开发管理

等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3.1  空间规划体系组成部分之一：开发原则、规范与

标准
《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规定了 5 个国土开发基

本原则，即空间正义原则、空间可持续性原则、效率原则、

空间韧性原则和善治原则。为增强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该法

尽可能详尽地列明了这些原则的内涵。空间正义原则要求，

所有空间政策工具都要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空间融入，解决

空间发展不均衡问题，确保任何人均可不受歧视地享受空

间利益。空间可持续性原则要求，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体

系须特别注重保护优质农用地，确保土地利用措施和环境

管理措施相互协调，考虑土地开发目前和将来的所有成本，

注重所开发区域的可持续性，限制城市扩张等。效率原则要

求，土地开发要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设

计决策程序要将负面影响最小化，土地开发程序要畅通且

高效等。空间韧性原则要求，空间规划、政策和土地管理

体系需具有灵活性，对最可能遭受经济和环境冲击的社区，

要确保其生计之可持续性。善治原则要求，各级政府要统

筹推动土地利用和管理，编制或修改空间发展框架时，所

有政府部门都要提出意见并遵守其他任何明定要求，遵守

土地管理相关法律的要求，进行空间治理决策时要确保公

众的有效参与。

另外，南非负责土地事务的部长必须依据《空间规划和

土地利用管理法》与其他法律，制定用于土地利用管理和国

土开发的“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必须反映南非土

地利用管理和国土开发的国家政策及其优先安排，促进社会

融入、空间平等、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确保

土地开发与管理流程符合效率和效能的要求；必须包括对现

行土地利用模式的分析报告、理想的土地利用模式的框架、

重点行业或关键领域当前和将来的用地计划、用以确定具有

战略意义的未开发用地的机制等内容；必须在适当尺度上实

现所有地图与图表中符号体系的标准化；必须对不同地理区

域、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和开发需求进行区别对待；必须就

本法的遵守和实施情况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3.2  空间规划体系组成部分之二：空间发展框架
如上文表 3 所示，空间发展框架除与南非政府层级对应

的三种类型（国家、省级、市级）外，还包括针对特定区域

的区域空间发展框架。按照《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

第一条中给出的定义，所谓“区域”是指因其具有某种独特

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或自然特征而被划定的某一地理区域；

该区域可能与一个省（市）或多个省（市）的行政边界对

应，也可能与之不对应。为在任何地理区域实施国家土地利

用政策或政策中的某种优先安排，南非负责土地事务的部长

在征求负责该区域的省长或市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将该特

定地理区域指定为上述的“区域”。

全国空间发展框架和区域空间发展框架既有共性内容也

有差异之处。在共性内容方面，这两种框架均应落实《空间

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第二章规定的开发原则、规范和标

准，落实国家政策、优先安排、计划、立法、全国（或某一

区域）理想的土地利用类型，并遵守南非环境立法（或监管

措施）等。在内容差异方面，全国空间发展框架还应包含有

关协调与整合各省与其所属市之间的空间发展框架、强化全

国土地开发和土地管理间的协调等内容；区域空间发展框架

则应阐明本区域空间和土地利用的当前状态，为在本区域编

制和实施空间规划、土地开发和利用管理提供基本方针，就

如何执行和资助本框架提出建议等。

省级空间发展框架的法定内容是其在空间发展方面引

导、管控、整合和协调功能的体现。在引导功能方面，该框

架应从空间角度阐明本省土地开发政策、战略和目标，必须

包含本省的增长与发展战略。在管控功能方面，该框架应当

指明理想的和预期的土地开发类型，划定不适合一般性或者

特定类型开发的区域。在整合与协调方面，该框架应当从空

间表达角度对省级政府部门制定的部门性规划进行整合和协

调，还应为整合和协调相邻市的空间发展框架的内容提供应

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应协调市、省级和区域三个层级空

间发展框架的内容，并将国家发展政策中所有涉及空间的内

容纳入其中。

市空间发展框架的内容要求最为详尽，力图实现本市人

口、资源和环境的动态平衡。首先，该框架应包含一个空间

发展五年计划，对本市空间形式进行梳理阐释，并指明未来

10~20 年本市预期的空间增长和发展类型。其次，应评估城

市未来 5 年人口增长、住房需求、经济活动、就业趋势及其

定位，指明住宅发展的计划选址及其密度，确定用于保障性

住宅的指定区域。再者，应确定本市优先进行公私投资的重

点区域，确定未来 5 年为满足发展需求的基础建设工程位置，

以空间形式明确本市发展项目所需资本支出框架等。第四，

应包含对本市环境压力和机会的战略评价，确定环境敏感地

区和高潜力农用地等。第五，应包含对一个本框架的实施计

划，列明计划实施所需预算和资源要求、制度安排、执法目

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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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间规划体系组成部分之三：土地利用管理
土地利用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土地用途的管理。按照《空

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用途是指依据土地

利用方案（land use scheme）或现行方案（existing scheme），

或依据有关机关发布的许可、同意或者任何其他授权，对土

地的合法利用行为。按照《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规

定，各市均应依法制定一个单一的、适用于本市全部辖区的

土地利用方案。制定该方案的目的是推动本市经济增长，促

进社会各阶层以及弱势群体等融入社会（social inclusion），实

现土地高效开发，实现土地利用和开发活动对公共健康、环

境和自然资源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土地利用方案必须包含下列内容。一是，必须包含一

个覆盖本市全域的土地利用区划及其管控规则。二是，允许

在先前未纳入土地利用方案管理的地区（比如农村地区、黑

人居住的非正式居民点等）逐步引入土地利用监管措施。三

是，促进在居住用地开发中纳入可负担住宅。四是，包含土

地利用和开发的激励机制，以促进本市空间发展框架和其他

发展政策的有效实施。五是，必须在上述管控规则中列明在

任何土地利用分区中进行土地利用和开发的程序与条件，必

须包含一个地图并在其中标明覆盖全市区域的土地利用区

划，还应包含一个登记簿用以记录对土地利用方案所作的所

有修改。

在法律效力方面，《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明确

规定土地利用方案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包括各市及其

市内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在内，所有土地所有者和利用者都

应遵守土地利用方案的规定。另外，土地利用方案还规定了

土地利用权和土地开发权的取得与行使。再者，任何土地只

能按照土地利用方案允许的目的进行使用，否则即构成违法

且应受处罚。

针对违反土地利用方案的行为，各市可以任命官员调查

该行为，并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调查官员可以向违法

行为主体发布“守法通知书”（compliance notice），该通知将

持续有效，直至相关违法行为得以纠正并且该调查官员向违

法行为主体签发“守法证明书”（compliance certificate）。相

对于针对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这种制度设计更有利于

确保土地行政执法的实效性 [23]。针对土地利用违法行为，市

政府可以申请法院向违法主体发布下列命令：一是禁止以违

反土地利用方案规定的方式使用土地，二是授权其拆除违反

土地利用方案的任何建筑物，三是授权其采取其他任何适当

的预防性或救济性措施。

3.4  空间规划体系组成部分之四：土地开发管理
所谓“土地开发管理”就是有关土地开发申请的实体

法、程序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土地开发”则是指在土地上

建造建筑物（或构筑物），或改变土地用途（包括设立居住

地、土地细划 [subdivision of land] 或土地整治 [consolidation 

of land]），以及任何偏离土地利用方案所许可的土地用途的

行为。

按照《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规定，所有土地开

发申请须首先提交至市级政府，各市必须成立市规划裁判所

负责受理和审批。各市也可以授权本市某一官员对某些土地

利用和开发申请作出裁决。至于哪些申请由某一官员或者市

规划裁判所裁决，由市政府负责进行类型区分。对于涉及国

家利益的申请，市规划裁判所必须将其提交至南非政府负责

土地事务的部长由其审批。

对于土地开发申请的审批，《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

法》的制度创新在于，作为审批机关的市规划裁判其运作方

式与法院相似，即采取准司法的合议制方式（而非行政首长

负责制）对土地开发申请进行审裁 [24]。按照规定，各市规划

裁判所至少由 5 名成员组成，其中包含一名主席成员和一名

副主席成员；在审查土地开发申请时，市规划裁判所必须指

定至少 3 位成员对该申请加以审查并作出裁决，其中必须包

含一名非政府官员，而且必须指定其中一名成员为主持官员。

市规范裁判所在审裁土地开发申请时，必须接受《空间

规划和土地管理法》第二章中开发原则的指导，必须与该法

第二章规定的规范与标准、为保护和促进农用地可持续利用

而制定的措施、国家和省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市级空间发

展发展框架的内容保持一致，必须考虑公共利益、宪制转型

的迫切任务与国家的义务等因素。市规划裁判所对于其所作

的任何决定均必须说明理由。对于任何土地开发申请，市规

划裁判所可依法对其全部或部分予以批准，或驳回该申请。

在土地开发申请审裁过程中，对于能够证明其利益将

会受到该审裁结果影响的利益关系人，可作为参与人加入该

申请的审查过程中。在市规划裁判所作出裁决后，受该裁决

影响的权利人（包括土地开发申请人、市委员会和该申请

的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就该决定向市政管理者

（municipal manager）提起复议，后者须在规定期间内将该

复议提交给市行政机关，由其作为复议机关。市委员会可指

定政府以外的机构代替市行政机关作为复议机构。

4  南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内外部关系

全面准确地把握南非空间规划体系，必须厘清南非空间

规划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内外部关系。

首先，空间规划工具与环境立法间的关系。各层级政府

编制的空间发展框架、市级政府的土地利用方案以及对土地

开发申请所作的裁决，均须遵守环境立法或认可环境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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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采取的环境治理措施。

其次，开发原则、标准和规范与其他空间规划工具的关

系。包括所有国家机构在内，所有主体进行的空间发展框架

的编制与实施、土地开发和土地管理活动，均应遵守上述开

发原则、规范与标准。

再次，各层级政府空间发展框架之间的关系。《空间规

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明确规定省级空间发展框架必须与全

国空间发展框架保持一致；但是，若省级空间发展框架与市

空间发展框架发生冲突，该法规定省长必须依据《政府间关

系框架法》（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Framework Act），

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对该两者进行修改，以实现其内容上的一

致（图 1 虚线上下两者之间）。还需注意，该法并未明确规

定区域空间发展框架与其他层级空间发展框架的关系。就编

制主体及其内容而言，区域空间发展框架虽然不同于全国空

间发展框架，但是仍然属于全国性空间发展框架，因此省级

空间发展框架应与其保持一致。对于区域空间发展框架与市

级空间发展框架之间的冲突，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由于区域空间发展框架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政策或优先安排事

项，所以市级空间发展框架应服从之。

最后，各层级空间发展框架与同级政府其他政策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全国空间发展框架须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土地利

用管理和土地开发活动的协调程度。在省级层面，除上文提

及的省级空间发展框架必须在空间表达方面对省级政府内部

各部门的政策进行协调和整合外，所有省级发展规划、项目

和计划均须在内容上与省级空间发展框架保持一致。在市级

层面，市级空间发展框架须作为市级综合发展规划的组成部

分而编制；土地利用方案必须落实该综合发展规划的内容，

并且与市空间发展框架保持一致，为此各市必须至少每 5 年

对该土地利用方案进行一次审查；市级空间发展框架中必须

包含一个针对本框架的实施计划，且该实施计划可对土地利

用方案进行必要修改。

5  南非立法经验对我国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启示

5.1  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立法模式就是从立法目的、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以及体

系定位等方面对立法（行为）进行的类型划分 [25]。按照立法

目的、调整范围与法律的繁简程度不同，立法模式可分为法

典、框架法和单行法三种。单行法模式立法目的和调整对象

较为单一，框架法和法典模式调整范围和立法目的则具有综

合性。框架法中包含大量授权立法条款，法典模式则是将这

些授权立法内容在该法典中予以规定，因此前者可视为后者

的初级阶段。两者均试图增强法律制度的体系化、聚合化、

减量化与优质化 [26]，以便于储法、找法、用法、立法和用于

专业教育 [27]。按照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可将立法模式区分

为基本法和专项法模式 [28]。基本法是在特定领域中具有基础

性、综合性和骨干性的法律，专项法则是在特定领域中针对

特定对象的法律。

5.2  《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体系坐标及其启示
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以空间规划体系为

核心内容（表 1），因此该法确实是一部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

法律。但是，若从南非生态法治体系角度看，该法似乎亦可

定位为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领

域的基本法。首先，在南非，除了《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

理法》之外，虽然还有《国家环境管理法》《海洋空间规划

法》《保护地法》等空间规划相关立法，但并无类似我国计

划制定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其次，《空间规划与土地

利用管理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在空间规划、土地用途、土

地利用管理和土地开发方面，其他法律不得作出与本法不一

致的规定”；再次，该法以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性和高效利用、

实现空间均衡发展为其立法目的，显然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的根本目标所在。第四，该法将空间正义和空间可持续性原

则确立为国土开发基本原则，并强调要特别注意保护农用地

并限制城市扩张等。

当然，相对于“空间规划法”以空间规划体系为立法重

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制涵盖的内容似乎更广泛，比如可

能包括国土空间调查、自然资源保护、确权登记、国土整治、

生态修复、国土督察等内容。以此为参照，《空间规划与土

地利用管理法》在调整对象与规范内容方面似乎并不完整。

对此，可作以下理解。首先，部分内容并非不能规定，而是

已由其他法律规定。比如，针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

注：  本图中“虚线”表示上下两者间非服从关系；右侧的“向下箭头”

表示在上者约束在下者。

图 1  南非的空间规划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第 2—6章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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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分别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国家环境管理法》《农业

资源保护法》《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法》[29]。其次，部分内

容虽有规定但未提高到基本制度层面。比如国土整治，《空

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在其第六章中已涉及。再次，部

分内容虽有规定但不够具体。比如，对于国土督察，《空间

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在其第三章已就国家和省级政府对

市级政府履行其空间规划职能进行监督作出安排，但仍需细

化。因此，尽管部分内容未规定或规定的详尽程度弱于对空

间规划体系的规定，但《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作为

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领域基本

法的判断应当可以成立。

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上述体系定位

对我国的启发在于：即便不制定专门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法”，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立法也可以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的目标。尤其是，2019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9
年意见”）明确提出“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要“研究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并“加快推进国

土空间规划立法工作”。后者被普遍理解为应制定专门的“国

土空间规划法”。因此，即便是为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

也需研究该法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内容安排及其协

调与衔接问题。该意见还明确提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是全

国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所以

即便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均应涵

盖开发、保护、利用和修复四个方面。因此，在国土空间规

划立法中当然也可建立有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和修

复的基本制度，而非必须通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加以

规定。

5.3  《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的立法模式及其

启示
南非《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法》采取的显然是框

架法模式。首先，该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即对空间规

划和土地管理进行整合立法；其次，该法中包含大量授权条

款。这些授权立法内容包括诸如由国家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的

“规范与标准”（该法第八条）、关于加强省和市政府能力

建设的机制（第九条第二款）、用于解决空间规划之间冲突

的程序规则（第九条第三款）、由各省负责制定的省级立法

（第十条）以及由各市负责制定的土地利用方案（第二十四

条）等。

在我国，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必须研究该法与现行《土

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的关系。由于“2019 年意见”明

确提出“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

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

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因此，可认为《城市规

划法》的废止只是时间问题，有关城市规划的法律要求可在

国土空间规划立法中一并规定。值得思考的是，在现行《土

地管理法》之外，另行制定单行法性质的“国土空间规划

法”是否是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最佳路径？“2019 年意见”

在明确提出“研究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同时，还要

求“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工作”（而非“制定国土空

间规划法”）。这种措辞表述的细微差异应引起注意。

从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出发，若决定制定

单行法性质的“国土空间规划法”，那么该法颁布后，现行

《土地管理法》第三章（土地利用计划）的规定便无必要保

留。如此，就会面临如下局面：一方面，《土地管理法》中

没有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规定或仅作出衔接性规定；另一方

面，“国土空间规划法”需要规定微观层面的土地管理制度。

当然，也可选择将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中涉及微观层面土

地管理的内容继续交由《土地管理法》来规定。但无论采取

哪种方式，都会割裂宏观层面的空间规划与微观层面的土地

管理之间原本具有的制约和支撑性质的紧密联系，增加找法、

守法和执法难度。从南非对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进行整合立

法的经验出发，与其将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视

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入法的权宜之计，不如以该第十八条为

起点，在《土地管理法》中建构和完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

相关制度。如此，不仅可实现《土地管理法》的扩容和升级，

更能促进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法制的体系化，为我

国国土治理领域的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极大便利。

5.4  南非对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统筹推进的做法值得

参考
与中国相似，南非也采取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做法，

并实行五年制发展规划制度。为实现空间均衡发展，必须要

实现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之间的有效协调。为此，空间规划

不仅要发挥国土用途管制的作用，更要为发展规划提供空间

保障。为此，南非主要作出了以下立法努力。

首先，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要求各市级政府将市级

空间发展框架作为该市综合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加以编制。

此举有利于促进市级政府各部门政策和项目在空间维度方面

的协调。该做法从 2000 年《市政体系法》（Municipal System 

Act）开始实施，《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也对其进行

了沿用。其次，《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管理法》明确要求，

国家、省级和市级政府须参与到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层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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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过程中，以确保各层级政府的计划和

项目能相互协调、融合且彼此一致。再次，事实表明，南非

虽致力于统筹推进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但效果并不理想 [30]。

因此，南非政府在 2014 年成立了专门的规划、监察和评价

部（Department of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而

且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综合规划框架法”（Integrated Planning 

Framework Bill），以促进包括空间规划体系在内的整个规划

体系的统筹协调。

在我国，正是因为包括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城乡

规划在内的各种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统筹协调，才

使得“多规合一”以及规划体制改革成为必要。2018 年国

家机构改革完成后，形成了自然资源部门主导的空间规划体

系与发展改革部门主导的发展规划体系两大体系。国家对两

者的定位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

并且，对空间规划和发展规划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也已作出重

要部署。但是，有关国家规划体系的现有政策安排仍过于原

则，且缺乏法律保障，其实施效果难以保障。比如，从落实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角度看，在各层级的发展规划之间、

国土空间规划之间及其相互之间，乃至与各个层级的专项规

划之间，对于如何实现其相互协调、配合与衔接等问题，有

关国家规划体系的现有国家政策尚不能给出清晰答案。因此，

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南非在该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研究如何在

实践中切实理顺各级政府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以及专

项规划相互之间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关系 [31]，确保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有效运行，以构建良好的国土空间秩序。

诚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本文文责

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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