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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

协调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决策，通过传承“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

要内容，推动全面开放和国际合作 [1]。在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过程中，标准与政策相辅相成，城乡规划是政

府施政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城乡规划体系进行研究，有利于为将来的国际合作

提供重要的机制保障 [2-3]。目前，国内在标准制定过程

中主要是对标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及立足于此解决

国内的现实问题，缺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

关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深入研究其规划体系标准，

有利于为将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提供标准对

接与政策支撑。本文以近现代印度城乡规划体系为研

究对象，通过现场调研（图 1, 图 2）、访谈以及相关文

献整理，对印度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体系、行政体系

以及工作体系进行梳理，并提供相关数据与案例对其

进行论证支撑，总结出近现代印度城乡规划体系的主

要特征。在相应的分析基础上，从“一带一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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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印度城镇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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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行，城乡规划作为政府施政的一项重

要公共政策和空间政策，在未来的建设合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城乡

规划领域的标准和政策进行研究，有利于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提供重要的机制

保障与政策支撑。本文基于现场调研、访谈和相关文献整理，研究印度城乡

规划的法律法规体系、行政体系和工作体系，从完善性、管理覆盖率、规划

编制内容、空间管制约束性、实施效果以及规划参与性等方面总结体系特征。

在此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为我国的规划改革提出相关启示。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s an important public policy and spatial polic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will play important roles within government 
cooperation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standards and policie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ield is conducive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policy 
support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Based on field studies,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is paper focuses on legal system,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work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India.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in 
terms of system integrity, management coverage, planning contents, space control 
constraint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planning particip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me relevant 
enlightenments are provided to the planning reform in area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and people-to-people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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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的视角入手，为中国未来参与印度城乡规划领域的合作

以及国内规划改革提供相关的启示。

1  印度城乡规划的研究现状

1.1  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国外城乡规划以及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仍

相对匮乏，对印度城乡规划领域的研究也存在着较大空白。

仅有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印度城乡发展历程以

及城镇化进程 [4-5]；（2）专项问题，包括土地利用、交通、贫

民窟等 [6-8] ；（3）重点城市的规划，例如德里的城市规划与

发展 [9]。对于印度城乡规划体系的研究仍处于一个较为欠缺

的阶段。

1.2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印度城乡规划领域的研究聚焦于以下三个方

面：（1）针对印度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历程的研究，系统

梳理印度近现代的城镇化与城市规划的演变历程 [10-11]，并

综合运用 3S 技术跟踪研究城市的扩张趋势 [12-14] ；（2）针对

城市规划管理专项内容的研究，包括公园绿地 [15-16]、城市

基础设施 [17]、产业政策 [18]、城市灾害 [19]、贫民窟 [20] 等不

同方面；（3）反思规划实践，系统梳理印度近现代规划实

践的特征 [21-22]，并分析规划管理机制以及运行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

2  印度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体系

印度城乡规划的立法历史较为悠久。1915 年，孟买出

台了《孟买城镇规划法》（Bombay Town Planning Act），提出

要在城市范围内编制土地利用规划。1947 年印度独立之后，

由于政治变革等因素，为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而新规划了若

干城镇，并开发了许多工业新城。在此阶段，各邦也相继出

台了地方城乡规划法来保障城乡规划工作的开展 [25]。1960
年，印度于国家层面出台了《城乡规划法》（Model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Law），并于 1985 年对该法进行修订，强调

城市和区域规划的立法地位，将原有法律名称修改为《区域

和城镇规划发展法》（Model Regional and Tow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Law）[26]。该法明确了城乡规划行业管理机构的

职权以及规划体系，提出了协调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措施，并

将土地利用规划图、发展规划和详细开发计划作为规划管理

的三个重要手段（表 1）。依据国家层面的《区域和城镇规

划发展法》，各邦也根据各地实际状况开展了地方城乡规划

的立法工作。

除了《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印度涉及城乡规划的

法律法规还有《宪法第 73 次修正案》（73r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ct, 1993），《土地征用、复垦和安置法》（Land 

Acquisition,  Rehabilitation & Resettlement Act, 2013）以及

《市政法》（Model Municipal Law）等。其中《宪法第 73 次

修正案》赋予了印度基层自治机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确认

了地方政府编制规划的权力与义务；《土地征用、复垦和安

置法》从法律层面保障了政府征收私人土地进行公用设施建

设的政府行为，为城乡规划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市政

法》则是对《宪法第 73 次修正案》提出的基层自治制度的

深化落实，保障地方当局利用公共基金发展城市的能力，逐

步改善城市环境，并提供更加优质的城市服务。除此之外，

部分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自然遗产保护、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中也涉及城乡规划的内容。

3  印度城乡规划的行政体系

3.1  国家的行政体系
印度宪法规定了全国的三级行政体系，包括联邦政府、

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城市和农村）。其中，联邦政府对国

防、外交、经济金融、税收和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铁

路、国家高速公路、机场、电力设施，主要港口等）等国家

事务拥有管辖权。邦政府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机

构，拥有独立的行政管辖权，在各邦土地上行使行政管理

的权力。邦政府机构包括法律（公共安全管理、警察系统）、

公共卫生（供水、下水道系统）、医疗、农林渔业等行政机

构，负责推动区域内的运输基础设施（国家高速公路、主

要港口以外的港口）以及农、林、渔业基础设施（灌溉系

统、渔港）的发展建设。地方政府包括农村和城市两个方

面：农村政府的管辖包括农业推广、农村住房和扶贫方案；

城市政府的管辖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管控和城镇建设，

并推动供水、环卫和固体废物管理设施的建设以及改善和

更新城市贫民窟等 [3]。图 2  印度乡村风貌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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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乡规划的行政体系
城市规划的行政管理基于各邦的立法开展，主要城市

和区域的规划工作由邦政府下属的城市、大都市以及区域发

展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开展。地方政府和民选的城市当局负责

实施城市发展战略。在联邦政府一级，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和住房

和城市事务部（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负责

城市规划、发展和技术指导工作。在邦政府层面，城市规划

和发展的行政管理基于各邦的城市规划法和相关法律开展工

作，印度所有的邦都设有负责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以及住房

保障的部门。地方则依据各邦的城市规划法或规划发展部门

法案设立规划和发展部门，负责制定城市的各种规划、发放

开发许可证和实施开发建设等 [3]。

4  印度城乡规划的工作体系

4.1  印度城乡规划内容体系

4.1.1  “两类七项”规划编制体系

印度的城乡规划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包括核心区域

规划（core area planning）和专项与投资规划（specific and 

investment planning）（表 2）。核心区域规划由 4 个相互关

联的规划组成：（1）具有远景目标和政策导向的远景规划

（perspective plan）；（2）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区域规划

表 1  《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的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前言 简称、适用范围（1）和名词解释（2）

第二章 邦所辖城市和区域规划委员会与邦的

远景规划

邦所辖城市和区域规划委员会的功能、权力、成员以及定期会议（3~6）；邦首席城市和区域规划师的职责与规划

团队（7~8）；邦远景规划的通过、评估与修改（9~10）

第三章 大都市规划委员会及其发展规划
大都市区的划定（11）；大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建立、职责和权力、成员以及定期会议（12~18）；大都市区远景规划

与发展规划的编制、通过、评估与修改（19~23）

第四章 地区规划委员会及其发展规划
地区规划范围（24）；地区规划委员会的架构、职责和权力、成员以及定期会议（25~31）；地区远景规划与发展规

划的编制、通过、评估与修改（32~36）

第五章 本地发展规划机构及其发展规划
本地规划区域（37）；发展规划机构及政府规划师的职责、权力和成员（38~43）；本地规划涉及的主要内容（44~46）；
本地规划的编制、通过、评估与修改（47~52）

第六章 特殊区域发展规划机构及其发展规划 特殊区域的划定（53）；特殊区域发展规划机构的职责、权力、成员以及资金支持（54~60）

第七章 土地用途与发展管控
土地用途的合规性（61）；发展许可及禁令、特殊情况的处理原则（62~67）；违规建设的处罚、拆除和用地回收

（68~72）；规划编制中的临时用地审批（73）；用地审批的受理机构与法律优先性（74~76）

第八章 开发计划
大都市规划委员会、地区规划委员会以及发展规划机构编制开发计划的权力（77）；开发计划的编制、咨询、通过

与发布（78~80）；发展规划机构设置下属机构的权力（81）；容积率拍卖（82）

第九章 土地整理计划
发展规划机构编制土地整理计划的权力（83）；土地整理计划的编制内容、咨询、通过及公布、效应（84~93）；土
地整理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重大问题（94~115）

第十章 私人开发与混合开发 开发商的授权许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公用设施的配建；开发过程的有效监管与实施（116~127）

第十一章 土地征用与处置 土地征用法的授权（128~129）；土地征用方式（130~135）

第十二章 开发费用 开发费用所涉及的征税等重大问题（136~138）

第十三章 财政审计 政府机构的财政审计等重大问题以及年度报告（139~149）

第十四章 附则与杂则 其他相关问题的补充说明（150~184）

注：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法律文本中对应的条文编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整理

表 2  印度的城乡规划体系

规划体系 规划内容和目的 规划期限

核心区域规划

远景规划 制定愿景并为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政策框架，以及进一步详述 20~30 年

区域规划 在地区规划委员会管理的城乡规划范围内识别区域发展资源 20 年

发展规划 在发展部门或大都市规划委员会管理的城市及城郊区域制定总体发展规划 20~30 年（每 5 年评估一次）

本地规划 详细说明城市次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 5~20 年（每 5 年评估一次）

专项与投资规划

专项规划 在发展规划的框架下，识别需要进行专项规划的特殊空间 5~20 年（城市公用设施 30 年）

年度规划 将发展规划落实到每年的项目和财政安排，监测规划实施情况 1 年

项目或研究 关注项目的投资、成本和回报以及规划前后需要进行的研究 5~20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2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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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plan）和地区规划（district plan），以优化区域发展

资源配置为主要目的；（3）针对城市和城郊地区制定的发展

规划（development plan）；（4）基于发展规划的框架内容制定

的可短期滚动实施的本地规划（local area plan）。专项与投资

规划由三个部分组成：（1）基于发展规划的框架内容，针对

特殊地区制定的滚动实施的专项规划（special purpose plan）；

（2）在发展规划或地区规划的框架内容之下，基于本地的

实际情况和财政资源需求制定的年度规划（annual plan）； 

（3）侧重于实施的项目或研究（project / research）[27]。从整

个规划体系看，各个规划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国家到城市区域

的不同层次，以及各个规划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图 3）。

4.1.2  空间管制分区与管制要求

城乡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空间政策是其中涉及的重

要内容，下文以印度国家首都区域为例，探讨印度城乡规划

中空间政策的传导方式。印度国家首都区域（NCR: National 

Capital Region）由四个次区域构成，分别是德里国家首都辖

区（National Capital Territory of Delhi）、哈里亚纳邦次区域

（Haryana Sub-region）、拉贾斯坦邦次区域（Rajasthan Sub-

region）以及北方邦次区域（Uttar Pradesh Sub-region）。《国家

首都区域规划 2021》（Regional Plan-2021, NCR）中提出，区

域层面的空间管制以重点地区管制为主，包括快速城镇化空

间、必须保护的各种自然区域以及绿色开敞空间，以期引导

城镇合理布局并保障生态安全底线。在此基础上，将全域

空间划分为开发管控空间（controlled/development/regulated 

zone）、交通廊道空间（highway corridor zone）、自然保护空

间（natural conservation zone）以及开发管控空间以外的农业

空间（agricultural [rural] zone outside controlled /development/

regulated areas）等四大空间，并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表 3）。
《国家首都区域规划 2021》（下称“区域规划”）中并没有

给出四大空间的面积占比，但是划定了示意性的政策空间界

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管控要求 [28]。

为落实区域规划中的空间管制要求，四个次区域也分别

编制了次区域规划 / 发展规划。在空间管制内容方面，主要

从空间管制分区、边界管控以及指标管控三个方面进行传导。

（1）空间管制分区方面，哈里亚纳邦次区域和拉贾斯坦邦

次区域的四大空间划分与区域规划保持一致，但对自然保护

空间和农业空间等个别大类进行了细分，德里国家首都辖区

全部位于区域规划的开发管控空间内，将开发管控空间细分

为居住、商业、工业、游憩、交通、市政设施、政府、公共

服务、绿带 / 水体九个子类，并提出了混合用地的概念；北

方邦次区域规划则沿用了上版区域规划的空间管制分区，虽

然与《国家首都区域规划 2011》中确定的四大空间并不一
图 3  印度城乡规划关系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5, 2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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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家首都区域规划 2021》的空间管制分区与管制要求

空间管制分区 管控要求 主导用途

开发管

控空间

城镇化空间

规划管控的城镇中心，并对不同规模的城镇提出人口密度要求：

5 万人以下：60~80 人 /hm2；5 万 ~10 万人：80~100 人 /hm2；10 万 ~50 万人：

110~125 人 /hm2 ；50 万 ~100 万人：125~150 人 /hm2 ；100 万 ~500 万人：

150~200 人 /hm2 ；500 万人以上：200~250 人 /hm2

住宅、商业、工业、政府机关、娱乐、市政与公共服务设施、

交通和通信设施、开放空间、公园与游乐场、墓地、自然与

人文遗产区

开发管控空间

内的农业空间
严格控制城镇扩张对农业地区的影响，禁止主导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农业以及相应的存储空间、无污染的工业、水电及灌溉设施、

环卫设施、经批准的采矿用地、交通和通信设施、市政公用

设施、旅游设施以及村庄建设

绿色缓冲区

沿主要交通设施及邻近区域划定绿色缓冲区，并规定距离道路的管制宽度

高速公路：100 m；国家道路：60 m；

邦级道路：30 m；铁路线路：30 m

农业、林业、道路设施用地（包括高速服务站、加油站、收

费站、急救站等设施）

交通廊道空间
开发管控空间以内按照绿色缓冲区进行管控；开发管控空间以外的高速公

路至少划定 500 m 的管控宽度

农业、林业、道路设施用地（包括高速服务站、加油站、收

费站、急救站等设施）

自然保护空间
生态敏感性较高的自然景观区域，包括重要的山脉、森林覆盖区、自然水体、

洪水易发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等

农业、林业、经主管当局许可的区域娱乐设施（不得超过该

区域的 0.5%）

开发管控空间以外的农

业空间

农业（农村）区域必须由区域规划中确定的村庄地区进行规划管理，并指

定用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确保优质农业用地不被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

集约化农业及相关活动、林业、区域郊野公园、公共服务设

施、采石和砖窑等农村工业、农业市场及农房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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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是也保持了相互对应的关系。（2）边界管控方面，区

域规划中提出了 2021 年的土地利用规划图（图 4），在次区

域规划 / 发展规划中，北方邦次区域规划（图 5）以及德里

总体规划（图 6）等对区域规划中的边界管控进行了细化落

实。（3）指标管控方面，由于区域规划并没有提出空间管制

的相关指标，导致次区域规划无法对区域规划的指标进行分

解落实，因此在指标管控方面出现了传导缺位的问题。但北

方邦次区域规划和拉贾斯坦邦次区域规划中设置了相应的指

标。北方邦次区域规划提出了区间管控的要求，城镇化空间

占全域空间的 15%~19%，农业占 72%~77%，荒地占 0~2%，

林地占 8%~10%，水体占 3%~5%，其他用地占 0.5%~1%[29]。

拉贾斯坦邦次区域规划提出了规划用地平衡表，其中开发管

控空间占 13.8%，交通廊道空间占 1.4%，自然保护空间占

20.8%，开发管控空间外的农业空间占 64.0%[28-30]。

4.2  印度城乡规划的编制流程
城乡规划是具有持续性、循环性的动态过程。印度城乡

规划的编制流程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督察、评

估、规划修编等流程，并且有公众参与贯穿其中（图 7）。以

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建制镇的发展规划为例，该规划的编制

是在遵循《西孟加拉邦市政法》（West Bengal Municipal Act 

1993）的基础之上开展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约 1 个月，是规划的准备阶段——介绍规划编制的背景，

组建规划编制的政策小组与技术小组，小组成员确定后召开

规划研讨会；第二阶段约 9 个月，是规划的前期研究阶段——

确定规划的愿景与目标，开展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与环境，

社会发展与就业，机制体制保障等三个小组的专项研究，进

而由技术小组形成专题成果报告；第三个阶段约 6 个月，是

规划报告的形成阶段——将三个小组的专题成果报告汇总

成主报告，对主报告进行审查并征求意见，最终报市议会 

通过 [22]。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编制小组采用“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规划编制（表 4）。“自下

而上”的方法适用于发现问题和安排项目，而“自上而下”

的方法则适用于制定规划目标。两种方法相结合，使规划编

制的参与性较之前有更大的提升，也更有利于解决规划实施

中面临的问题。

5  印度城乡规划体系的特征

5.1  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
在纵向关系方面，规划体系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为基本法，以各邦的城乡规划

相关法律法规为支撑的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各邦的城

乡规划法基本遵循联邦政府的城乡规划法律要求，并根据地

方特色适当增加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表 5）。在横

图 4  国家首都区域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整理绘制

图 5  北方邦次区域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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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系方面，依据《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配套出台了

《国家交通引导发展政策》《国家首都区域规划法》等相关

政策法规。同时，规划体系还受到其他法律法规的制约，例

如其与土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有着密切的关系。

5.2  规划管理的覆盖率有待提升
目前，印度基本上建立了从联邦政府到地方的三级规划

行政体系。同时，联邦政府和各邦也相继制定了本地区的城

乡规划法律，以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尽管行政和法律体系

相对完善，但是规划编制的覆盖率仍有待提升。根据 2011
年印度全国普查数据，全印度总共有 7 933 个城镇，其中建

制镇的数量为 4 041 个，占所有城镇的 51%。获总体规划批

复的城镇有 1 843 个，覆盖建制镇的比例为 45%，覆盖所有

城镇的比例为 23%。由此可见，在地方层面，规划编制与管

理的体系尚不完善，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7]。

5.3  规划的层级和类别不断增加
早期的印度规划体系只包含远景规划、发展规划、年度

规划以及详细规划四个层级 [25]，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两类

七项”为主的规划体系（表 2）。与原有规划体系相比，目

前的规划体系一是增加了区域规划的编制内容，从区域层面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关注区域与乡村的发展；二是将城

乡建设中的专项规划独立出来开展规划编制工作，更加注重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三是增加了项目或研究的内容，

以项目落实规划意图，更加强调规划的可实施性。

5.4  空间管制并不具有强制力
空间管制的约束性传导方式主要包括空间管制分区、边

界管控以及指标管控等。空间管制分区以引导性内容为主，

但由于各邦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会经常出现上

层级规划与下层级的规划管制分区在分类方面不一致等问

题；边界管控以示意性质为主，但不同空间管制分区的控制

线没有落到实体空间上，很难约束不同用地之间的用途转换；

指标管控则在区域规划与发展规划层面出现缺位，因此很难

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性。

5.5  规划实施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
对比 1999 年的用地状况与国家首都区域规划中提出

的 2001 年土地利用建议方案可以发现：城镇化空间仍有

提出发展
   目标

明确规划
   定位

开展需
求预测

  包容性
规划原则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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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印度城乡规划的编制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27]以及现场访谈内容整理绘制

表 4  加尔各答建制镇发展规划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编制
方法的适用性比较

主要内容
“自上而下”的总

体规划

“自下而上”的参

与式规划

现状研究 适用 适用

增长趋势分析 适用 部分适用

土地适宜性分析 适用 不适用

重点问题研判 适用 部分适用

土地整理政策建议

土地储备 适用 不适用

土地征用 适用 部分适用

城镇规划计划 适用 适用

土地池 不适用 适用

用途预留 适用 不适用

土地开发资金的分配 不适用 适用

城市当局承担新区建设的能力 不适用 部分适用

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适用 部分适用

发展控制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公众需求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 部分适用 适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整理

图 6  德里总体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0]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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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50 hm2 的用地没有用于城镇开发建设（表 6），占规划

城镇化空间的 61%，表明国家首都区域内的重点城镇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规划中建议保留的绿带被城市扩张所侵蚀，尤

其是在德里地区，区域规划中划定的绿带已经有 8 900 hm2

被用于开发建设；此外，存在着诸如农用地被大量转换为非

农用地、大量未经许可的土地用途转换、重城轻乡、侵占生

态敏感地区等问题 [28]。

5.6  规划参与性不断提升
传统的规划编制方法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主，

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可以让规划编

制过程更具包容性、综合性和可持续性。公众可参与以下不

同阶段过程：（1）规划前期规划愿景的决策和发展优先权等

咨询；（2）规划后期关于发展项目和优先权确定与实施的咨

询；（3）参与发展项目的实施与评估；（4）发展利益的分配

和资产的管理等。通过引入参与式规划过程，不断提高规划

的参与性。

6  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规划改革的启示

6.1  强化政策法规的有效衔接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在规划

领域主要涉及行政和法律法规体系。在中国发出邀请印度共

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提议之后，印度的态度立场经历

了从摇摆不定到立场清晰的一系列过程 [2]。政策上的摇摆不

定对于未来的合作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强化中印两国

政府的双边合作，通过合作制定规划领域的相关政策对确保

规划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分属不

同的法系，在规划法律法规的衔接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印度的《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主要涉及规划机构及其构

成、规划体系以及土地开发建设等内容；而中国的《城乡规

划法》主要从规划制定、实施以及修改等方面进行法律条文

的制定，《土地管理法》则是聚焦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以及建设用地

管理等内容。因此，今后在空间规划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

在对标国际经验和立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规的特征，处理好普适性与针

对性的关系，为未来规划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6.2  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

规划领域主要涉及工作体系的内容。第一，需做好技术标准

表 5  联邦政府、比哈尔邦及喀拉拉邦的城乡规划法律框架对比

章节 联邦政府《区域和城镇规划发展法》 《比哈尔邦城市规划发展法》 《喀拉拉邦城乡规划法》

第一章 前言 前言 前言

第二章 邦所辖城市和区域规划委员会与邦的远景规划 比哈尔邦城市规划与发展委员会 邦城乡规划委员会与邦的远景规划

第三章 大都市规划委员会及其发展规划 规划委员会组成与规划管控区域 地区规划委员会与地区规划

第四章 地区规划委员会及其发展规划 土地利用图的编制和土地用途登记 大都市规划委员会与大都市规划

第五章 本地发展规划机构及其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的准备、主要内容与审批 本地规划区域的规划

第六章 特殊区域发展规划机构及其发展规划 发展管控与土地用途 联合规划委员会与联合规划区的规划

第七章 土地用途与发展管控 地区开发计划 城镇详细规划方案

第八章 开发计划 开发费用
远景规划、总体规划与城镇详细规划方案的审

查、修改、变更和撤销

第九章 土地整理计划 土地征用与处置 发展委员会

第十章 私人开发与混合开发 财政审计 用途管控与土地开发

第十一章 土地征用与处置
城市艺术和遗产委员会（依据地方特色增设的专业

委员会）
规划实施

第十二章 开发费用
法庭（根据地方需求增设的司法机构，与法院相比

层次较低，只处理专门领域的纠纷）

喀拉拉邦城市艺术委员会（依据地方特色增设

的专业委员会）

第十三章 财政审计 政府权力 财政审计

第十四章 附则与杂则 附则与杂则 附则与杂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 31-32]整理

表 6  国家首都区域规划建议与实际用地情况对比

土地用途 1999年用地状况 / hm2 2001年用地规划建议 / hm2

城镇化空间   27 570   70 720

绿带 / 绿楔 262 590 301 000

游憩空间   11 010   13 240

保护区和其他   12 320   12 46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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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对接。在城乡规划建设领域，印度的技术标准体系主

要沿用英标，与国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未来

技术标准体系建构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国标与印度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机制。第二，需处理

好差异性内容的协调。以空间管制为例，印度将全域空间划

分为开发管控空间、交通廊道空间、自然保护空间以及开发

管控空间以外的农业空间等四大空间，空间管制并不具有强

制力；而我国在空间规划改革过程中，将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视为开发建设不

可逾越的红线。中印两国在空间管制的内涵认知与管理制度

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建议两国总结不同做法的经验教训，

逐步对差异性内容形成共识，为未来开展规划合作消除障碍。

第三，需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首先，对

国标开展翻译工作，让中国经验走出去，进行交流推广。其

次，认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特征优

点，并将相关内容纳入国标。

6.3  谋划合作园区的规划建设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国际合

作园区的规划建设更是投资贸易合作的重点领域，涉及规划、

建设、管理等不同环节 [33-34]。在规划编制方面，印度形成了

“两类七项”的规划编制体系，我国在空间规划的改革过程

中，也在逐步探索形成以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为

核心的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因此，在国际合作园区的规划编

制过程中，需要综合考量不同国家规划编制的特征与差异，

明确规划的编制类型、编制重点以及编制深度等内容，科学

合理地确定规划布局。在规划建设方面，需要完善相关规划

建设标准，对园区建设形成良好的指导作用，避免出现规划

折腾、盲目建设等问题。在规划管理方面，在深入了解当地

规划行政体系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制定各类规划，获取开发

许可证明而后实施开发建设。

6.4  加强技术、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在规划领域

主要涉及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及工作体系等内容。首先，

建议搭建政府、高校、设计院等不同层面的合作交流机制。

通过定期举办合作论坛、学术会议等方式总结交流中印两国

在规划领域的经验教训，并通过中印两国设计院组成联合体

等方式开展实践交流。其次，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习俗。“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文化习俗差

异巨大。因此，在规划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不同人群

的需求开展规划，体现宗教文化等特征。最后，要注重公众

参与。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充分征求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意

见，在整合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开展规划建设，避免出现当地

政府和居民阻碍规划建设的行为，要确保通过规划建设为当

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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