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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将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无差别地融入城市住区，规避低收入群体集聚、

空间失配可能衍生的社会问题，受到业界与社会关注。文章以美国包容性住房

计划中蕴含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影响作为研究探讨

主线，对包容性住房计划概念及其内涵进行解析；并结合我国保障房建设可能

潜存的社会问题，梳理美国包容性计划的刚性保障指标保障、弹性政策激励和

无差别空间融合措施，归纳出对我国保障房建设的启示：将保障房无差别融入

商品房住区，使包括中低收入群体的全体居民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空间网络带来

的效益，以空间融合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积极社会关系再生产。

Abstract: How to integrate social housing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into urban housing 
system, to avoid social problems derid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ow-income areas, 
draws a lot of attentions from both academy and society. Taking the “space-society” 
corre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s the main 
thread, the paper tends to detect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inclusionary housing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society” relationship. 
The paper tends to comb various policies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mandatory and 
flexible guarantee incentives and spatial measures for all partie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housing program. Furtherly, remarkable reflection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ing: incorporate affordable housing into city neighborhoods 
indiscriminatingly, benefit all the residents including the low-income groups from the 
spatial network, and achieve social harmony by spatial integration, catalyze reproduction 
of positive soci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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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我国保障房建设现状潜在的“空
间—社会”关系问题

1.1  我国保障房建设现状潜在的社会认同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供应，当地方

财政能力不足或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地方政府利益

与住房保障目标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往往基于所谓的

“理性选择”[1]——以最低经济成本解决中低收入群

体的基本住房问题，倾向将保障性住区大规模集中建

设在地价相对较低的城市偏远地带 [2]。如此，保障性

住区居住空间被边缘化、就业机会不足或职住分离，

无形中加大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基础设施匮乏，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建设滞后，空间上又远离城市中

心区域的公共服务，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保障性住

区的选址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空间资源错位

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空间分异和阶层分化 [3]。地

方政府将住房保障作为一项任务，忽视了其对吸引劳

动力的正效应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潜在价值 [4]，缺

乏内在驱动力，项目建设随意且盲目，建筑空间和环

境品质往往不高。“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容器”[5]，

保障性住区、拆迁安置区成为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区，

这类群体的社会认同被“标签化”和一定程度的“污

名化”后，丧失了社区场所感和认同感 [6]，社会关系

网络退化，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匮乏，背离了保障房

政策“惠民生促和谐”的初衷。

1.2  学界对保障房住区规划的谏言与空间措施背

后可能遗存的社会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就保障房规划建设提出以下

优化建议：（1）借鉴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混合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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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经验，提倡“大混居、小聚居”和混合配建模式，解

决空间分异和社会分化，促进社会融合 [5,7-9] ；（2）从职住平

衡角度优化住区选址，或以公共交通体系为支撑布置保障房

住区，帮助其融入城市居住空间体系 [7,9-10] ；（3）从公共设施

供给角度出发，根据住区的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公共设施的供

给规模，并根据住区的类型与人群构成针对性地提供更精细

化的公共产品 [11]。

虽然相关研究提出了“大混居、小聚居”的布局原则，

但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规划设计的研究仍然不足，在实际操

作中较难把握“大混居、小聚居”的空间尺度和规模问题，

易出现为混合而混合。主流的大规模集中开发模式始终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职住平衡与服务配套问题，规划保障相对乏力。

当前保障房社区与周边商品房社区的建设质量与品质差异依

然存在；尽管一些保障房采用“配建”方式，保障房与商品

房的外观形象差别却显而易见，不仅没有弥合社会差异，反

而可能加剧社群矛盾。

1.3  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差异
美国保障房制度体系以制度设计复杂、善于运用金融工

具种类、补贴方式完善而闻名 [12]。在美国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体系中，包容性住房计划具备市场化程度高、运营灵活、各

行政区掌握具体制度设计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行政区采纳

为解决保障房问题的主要措施，以及对抗房地产市场中投机

行为所引发的人为短缺和房价上涨的工具。该计划由政府掌

握政策杠杆，从城市空间结构、就业岗位、公共设施和基础

设施布局等区域层级综合考量，差异化地设置保障房指标，

制定多类法律和政策确保保障房无差别融入商品房住区，形

成多年龄段、多元化收入的社区，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

本，不仅解决了种族隔离和空间分异，还有助于减少通勤，

解决地方工作岗位和住房供给的不匹配问题。此外，将开发

和建设权转交给开发商，以财税金融手段激励各方共同推进

包容性住区建设，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本研究的重心为立

足我国国情特点，对比借鉴他山之石，在保障房空间规划初

期注入更多社会考量，并使其体面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达

到“惠民生促和谐”的初衷，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

2  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简介及其“空间—社会”
关系内涵

2.1  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产生背景
20 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出资建设了大量的高层住宅片区，

一方面作为公共福利住房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

题，另一方面用于集中安置被拆迁的贫民窟居民，人为造成

了低收入群体的过度聚集。由于在此过程中忽视了种族构成、

就业等社会经济要素，破坏了原先的邻里和家庭社会网络，

加之当时盛行的整齐、单调、冷漠的现代主义建筑空间增加

了社会关系网络重建的难度，住区迟迟无法建构具备内在防

御能力的社会网络。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和贫民窟拆迁户没有

固定工作和收入，地区税收不足，建设与配套滞后，欠账不

断累积，导致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特别是白人家庭）

不断迁出，而入住率的下降使得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越发难

以维持，“破窗效应”显现，从无业青年对设施的破坏滋长

成贩毒、抢劫等恶性犯罪。治安环境恶化导致人口素质进一

步降低，社会网络持续退化，加剧空间隔离和社会矛盾，“空

间—社会”关系进入恶性循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普鲁伊

特艾格（Pruitt-Igoe, City of Saint Louis, Missouri）公共住房社

区是典型案例——1955 年建成时被寄予厚望，到 1972 年却

不得不将其放弃并拆除 [13]。

1971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 Virginia）、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 

County, Maryland）和加州帕洛阿托（Palo Alto, California）

开始实施包容性住房计划（Inclusionary Housing Programs），

为新开发地区中的较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using）①，平衡城市开发建设中的社会问题 [14-15]。针对美

国城市地块开发中制定的排他性区划（Exclusionary Zoning）

所造成的不同收入人群在空间上被人为隔离的状况，以及空

间隔离滋生出的社会仇视、消极生活等社会问题，包容性区

划（Inclusionary Zoning）要求新开发的住宅项目中必须预留

10%~20% 比例，定向供给特定的中低收入群体 [14]，力求实

现公共住房与普通住房的融合，带动社区文化多元化，缓解

贫困集中引发的社会问题。包容性住房计划多通过包容性区

划反映于物质规划层面，两者概念常被等同使用。其推出之

时正逢美国联邦政府逐步减少直接公共住房建设、减少公共

① affordable housing 可译为“保障性住房”“可负担住房”“可支付住房”等，考虑到这类住房的主要受众和其在美国保障性住房体系内的功能，

本文采用“可负担住房”的译法。它是美国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主要面向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低收入和极低收入家庭，个别项目会

覆盖极端贫困家庭，帮助这类家庭中的住房（包含购房或租房）支出控制在家庭月收入 30% 以内，亦可理解为包含一定补贴的廉价住房。在

某些房地产市场价格高昂的地区，也会面向收入高于收入中位数的家庭，尤其是准备购买中等价位的首套房的家庭。中文语境中常将保障性住

房翻译为 affordable housing，但其内涵与美国的可负担性住房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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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实物供给的时代 [16]，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通过政府政策

引导和要求，运用市场对资源重新分配的手段 [17]。

2.2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目标与运作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管理商品房市场的外

部性，减少居住分异，加强居住融合，加强保障性住房的供

应和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同时分享土地的

增值收益 [18]。2005 年，美国国家包容性住房计划会议（The 

National Inclusionary Housing Conference Washington）总结出

包容性区划九要点，首条即颁布强制性包容性区划法律，其

次为优先满足劳动阶层的需求且必须覆盖所有收入水平的劳

动者①。1975 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通过美国最早的包容性

住房法律，要求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性命令为辖区内中

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加州政府要求各县市中至少 25% 地

区（共计 144 个地区）正式通过包容性住房计划以满足可负

担性住房的公平分配；在首都华盛顿地区，首批 34 个实施

包容性区划的城市中，平均 17% 的县域人口被纳入可负担

住房计划，至 2005 年，包容性区划平均覆盖人口达到县域

总人口的 52%[19]。纽约、加州等住房压力最大的地区则将保

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中等收入群体，如教师、消防员、

警察等，让更多的群体受益。

包容性住房计划在美国以强制和自愿两种形式付诸实

践，各州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强制条例或政策激励。包容性住

房计划主要有两种运作方式：独立操作和混合运营。前者由

开发商委托专门从事保障性住房的机构来开发和经营其中的

可负担住房部分，运作相对独立；后者则是开发商同时经营

项目中商品房部分与可负担住房部分。可负担住房包含主要

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租赁房（rental units）和主要面向中等收

入家庭的售卖房（home ownership）两种类型 [20]，针对不同

收入群体丰富政策层级性，兼顾效率与公平 [7]。这些可负担

住房必须保持与商品房同等品质，并分散在整个开发项目中，

以达到在新社区中混合所有收入人群的目标。在空间设计上，

“包容性”体现为设计要素需满足尽可能多样人群的利益与

需求，实现空间社会效能的提升。“多样性”即满足住区人

群的多样性需求，包括住房类型、面积、价格，居民收入、

年龄层、文化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性，以及居住环境的多

样性，即就业机会、公共设施配置、交通出勤方式等的多样

性，进而创造经济多样化社区，实现土地利用混合、多样化

空间设计、社区开放等。

2.3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社会意图及其所蕴含的“空间—

社会”关系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外在表现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可负

担住房，但其绝不是笼统意义上的保障房或廉价住房策略的

名词替换，而是解决美国保障性住房供给危机的主要措施，

它可能、也的确正在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作为大城市政府

节省开支的“市场工具”[20]，推动居住空间和社会经济层面

的贫困疏解效应 [21]，减少区域交通堵塞，加强家庭和邻里关

系”[16]，创造和维护富有活力的住区。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空间—社会辩证法”提出，既要

看到空间的物质属性，又要看到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与社

会的互动关系 [5]。住区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形式，也是社会关

系的载体和容器，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者。对于实施包容

性住房计划的保障性住区而言，我们不仅需要考量其当下承

载的“空间—社会”关系，而且需要审视其再生产的可能性

指向与社会贡献。“任何社会的空间活动富有其细微性、复

杂性和网络性特征”[22]，哈维也认为，这些空间活动的“网

络”格局本身并没有特殊重要的含义，重要的是看到空间活

动通过它们所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结构，从社会生活中得到

它们的效能 [23]。这种空间活动所能达到的效能即包容性住房

计划价值所在——促进社会融合、维护社区活力，当空间网

络扩展至城市范围，社会活动效能就会进一步演化为城市社

会活力。

3  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响应“空间—社会”关系
的执行保障措施和实施状况

3.1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刚性保障措施
有研究 [18,24] 认为强制性是包容性住房计划发挥效用的

关键，一般通过制定有法律效应的地方性规章、总体规划和

包含可负担住房指标的许可证审批来保障执行。有些城市制

定了地方性规章以指导包容性住房计划实施，有些则在总体

规划中予以规定。规章的制定相对漫长，因此在更多的美国

案例中，两者相互结合。正式规章和总体规划通过建立明确

的项目授权，在更长久和更普遍的方式上强制可负担住房指

标的落实：限制每年住宅许可证发放的住房增长管理政策

（Residential Growth Management Policy）会优先通过包含可

① 包容性区划九要点的简要内容如下：以强制取代自愿，颁布强制性保障性住房计划和包容性区划法律；倡导保障计划以满足劳动阶层的住房

需求为主旨，而非为了笼统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坚定提倡服务于所有收入等级的劳动阶层；计划对建造商是公平的；运用其他公共补助手段

深入推进住房的可负担性；重视地区首部包含性区划法律的制定；用事实回敬人们对计划的担心及负面信息；组织基础广泛的筹备保障计划

联合组织；为建立州层面的保障性住房法律而奋斗。参见：Nine Lessons for Inclusionary Zoning. Keynote Remarks of David Rusk, to the National 

Inclusionary Housing Conference[R]. Washington, D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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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住房指标的许可证审批；还会结合人群空间分布与就业

岗位、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分区差异化地细分指标，在具体

的住区规划和设计中以强制性规定帮助可负担住房无差别融

入整个住区。

3.1.1  强制房源指标空间化

美国《住宅要素法》（Housing Elements Law）正式通过

了很多包容性政策，以完善过去未针对多元人群收入制定的

建设要求。住宅要素是美国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

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须表明辖区内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各收

入阶层人群的住房需求，明确阐述各类住宅的建设量和对应

的多元收入人群指标。可负担住房被视为“居住用地中不可

分割的常态土地利用类型”，须在各层次规划中予以充分考

虑，使包容各阶层收入群体的多元化混合土地供给成为可能。

很多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求当地政府以地方规章保障包容性住

房计划的实施，加州 78% 的包容性住房计划由正式的地方

规章制定，49%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已预先设置 [14]。

3.1.2  分地区空间指标控制

在住宅用地开发规划管理中，规定户型配建比例的控制

方法被广泛使用，但是一揽子比例控制对个案的适宜性与合理

性值得商榷。统一配建比例成立的前提是假设城市居住空间呈

“均质”分布，然而现实中，住区分布受到特定针对人群特

征的影响，受多种空间关联因子的制约，在空间分布上呈明

显的“非均质性”特征，区别配建指标控制是合理化建设的

必然结果。例如在相对偏远的大户型住宅区要求同样的配建

比，在经济性、现实需求和实际运营中都会出现问题，此时

要求异地配建或指标转让更具可行性（详见后文政策论述）。

在加州，包括出租和出售在内的相关住宅发展项目中，

各行政区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差异很大，在 4%~30% 之间，

平均比例为 13%，且在所有权形式要求上会有所变化。有一

半项目要求配建比至少达到 15%，1/4 项目要求 20% 或更高

比例，最常见的配建比例是 10%[14]。在工人集中的产业区，

会出台高配建比的保障计划并辅以相应的激励政策 [25]。取代

一揽子配建指标控制，分地区指标区别控制需要在用地规划

层面综合考量，根据城市空间结构、产业布局、交通组织、

公共设施布局，以及发展时序、人口统计分布、社会因素等，

制定可负担住房配建比例分区指导规划。必要时，需要与配

套政策同时使用。

3.1.3  将可负担住房融入住区

单一性质居住用地开发集中布局可能直接导致不同收入

群体居住空间的物理隔离以及相对贫穷人群的集聚，损伤城

市社会肌体活力。《加州社区重建法》（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和《加州海岸法案》（California Coastal 

Act）都明确在重建地区实施包容性住房计划，要求再开发

部门确保每一个新住宅开发项目中有 15%~30% 的可负担住

房指标，且这些可负担住房要散布在整个开发项目里，以期

在新住区里混合所有收入人群，创造更多经济多样化的社区。

同时避免相对贫穷的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集中，规避由此引

发的经济和种族隔离、地区性社会歧视等社会问题。建筑设

计上，禁止住宅外立面设计标准的多样性，只能采用相同或

相似的设计，避免邻避效应和因外立面设计标准的降低引发

的社会歧视。可负担住房与商品房在单体的尺度和外观上可

以实现空间混合，三五栋独立住宅之间出现一栋同样建筑风

格的低层公寓楼，在城市中很常见。

3.2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弹性政策
由于尚未制定联邦乃至州层级的统一法律，美国各行政

区基于现实情况和政治基础出台了多样化政策推进包容性住

房计划的落实，最主要的政策点可以总结为：制定具有法律

效应的规章、政策强制执行包容性计划；根据目标对象的收

入水平调节配建比例；提供多种代替同址配建的方案；提供

开发奖励与激励政策；尽力延长保障和监管的时效。一方面，

政府和专家尝试制定包容性区划法律以强制各地包容性住房

建设；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每个行政区根据其

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治理基础来制定包容性计划，给予开发

商更多的灵活性以保证保障房的建设。作为提供相对廉价住

宅的交换，城市政府往往会向开发商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

以弥补相对市场损失部分。

3.2.1  强制性和灵活性并存的实施政策

大多数行政区要求包容性住房是可负担的并预先确定某

类目标收入人群，而不是由开发商自由选择目标对象。但政

策并不僵化，在具体人群和可负担住房指标上，开发商有一

定的选择权，例如里士满市（Richmond City）提供了三种方

案：极低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 50%）和 10%的配建比，

低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 51%~80%）和 15% 的配建比

以及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 81%~120%）和 17% 的

配建比 [16]。

包容性住房计划为开发商提供了多种易地建设可负担

住房的备选方案，各行政区在制定具体政策上弹性很大。最

常见的替代方案是缴纳易地建设费（in-lieu fee）和土地补偿

（land dedication）。除此之外，开发商有时被允许在异地建

设可负担住房或兑付在其他开发项目中因多建可负担住房而

获得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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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地建设费指开发商向当地基金缴纳一笔费用，代

替建设相应指标的可负担住房。申请缴纳易地建设费的前提

是，在本基地里无法满足可负担住房指标要求，或在经济预

算上不具可行性并能出具证明。每个行政区在计算缴纳标准

方面差异很大，通常按套数或者面积计算。易地建设费为行

政区提供了可负担住房资金，可以为更低收入的群体和特殊

群体（精神疾病或滥用药物者）提供帮助；也可以与联邦、

州的其他住房基金统筹使用，如用于联邦和州低收入住房税

收抵免，或用于加州多家庭住宅计划为购房者提供首付补贴

或租金补贴。

（2）土地补偿即补偿一定面积的土地以代替建设可负担

住房，土地面积必须足够大以确保可建设等量的住房。这种

方案在土地稀缺或者地价昂贵的城市中最适用，政府将补偿

的土地与整体房地产市场开发进行整合，招募非营利性开发

商进行开发建设。

（3）异地建设可负担住房需要注意区位和社会隔离问

题。纽约城市包容性区划要求异地建设位置须选择在同一社

区或半英里距离之内。通常开发商选择与非营利组织合作：

营利性开发商负责市场价格的商品房建设，非营利组织在前

者资金资助下异地建设可负担住房。 

（4）积分转移指在住房开发项目中，超过配建比要求的

可负担住房部分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在同一开发商其他项

目中转移，有时也可在市场中买卖积分。对成功的包容性计

划实行积分奖励，明显会刺激可负担住房建设，完成或超额

完成包容性计划指标要求。

3.2.2  激励政策

激励政策包括密度奖励、当地财政补贴、快速许可证审

批通道和设计弹性等，最流行的激励政策为密度奖励。《加

州密度奖励法》（State Density Bonus Law）规定，当开发商

承诺 20% 的住房提供给低收入家庭，或 10% 的住房提供给

极低收入家庭，或 50% 的住房提供给老年人，地方政府有

权给予至少 25% 密度奖励和额外的激励或等效经济激励；

其他激励还包括降低停车指标和退让要求等。财政补贴也占

了相对较高的比例，补贴包含费用豁免、费用减少、费用延

期、免除增长控制、减税等。设计弹性只允许应用于内部空

间，比如卧室和浴室的数量，或者减少空调和洗衣设备等便

利设施的配置。

3.3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空间布局保障措施

3.3.1  与主要经济活动就业区域匹配

美国传统的保障性住房通常在偏远郊区集中建设，与城

市就业空间的分布严重不匹配，供需错位使低收入者每天需

花费 2~3 小时通勤，进一步加剧了职住不平衡；保障房的供

给量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除了低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的

收入增长也跟不上房价增长，波士顿地区的年轻科学家、工

程师、医生也难以在本地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 [26] ；主要的都

市区范围内，工作岗位增长超过住宅供应增长。通勤交通严

重破坏了环境质量，通勤时间过长使低收入者无暇参与孩子

和社区的活动，而学校、医院和私营部门则努力寻找和留住

员工。针对上述问题，要求包容性住区与主要就业区域匹配，

有助于减少通勤，解决当地工作岗位和住房供给的不匹配问

题。美国的实践证明，包容性住房建设量最多的行政区恰恰

是那些经济快速扩张的地区，异常的人口增长大大刺激了可

负担住房的建设。美国很多城市住房计划中的强制性规定保

证了大部分劳动力能在工作地购买到可负担住房，即便是房

地产市场无法提供房源的地区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3.3.2  就近供给公共社会服务

包含可负担住房的包容性住区拥有多样化的年龄、经济、

文化等背景，交通方式和交通成本可支付能力受到限制，就

近供给公共服务是包容性住区布局选点的重要因素之一。马

萨诸塞州立法规定，满足“保障房周边配备一定公共交通站

点和基础配套设施”的开发项目才能获得货币补贴 [26]。

随着包容性住区的成熟，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在市场的推

动下自然出现，但其前提是早期规划要对此有所考虑并预留

相应的发展用地与空间。“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生

活需求，尤其要考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保障其

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

源，促进高品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27]。

3.4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社会经济成效与实施障碍
截至 2007 年，在人口与房价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

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通过法律、法规和规划督促开发商建设

可负担住房，或为可负担住房提供资金或土地，提高了可负

担住房的供给量，促进了社会融合。2007 年后的次贷危机引

发房地产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但并未动摇其在美国住房供

应体系中的地位；新形势对联邦立法、州司法和市场提出新

的挑战，地方政府也考虑对包容性住房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以应对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15]。以下将对计划的社会

经济成效与实施障碍进行总结。

首先，包容性住房计划是更大范围房地产开发的一部分，

它扩大了可负担住房的供给量并创造了经济多样化的社区，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包容性住房计划是应对经济

隔离最直接的工具，建设混合收入群体的住区被视为最好的

反犯罪政策（anti-crime policy），也是反投资差别歧视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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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anti-fiscal disparities policy）。其次，包容性住房计划为

那些缺少新住宅用地的地区解决了可负担住房指标的难题。

包容性住房对维持辖区内住宅价格适中至关重要，特别在房

价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不仅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需求，

还可以为增长的劳动力提供住房。第三，包容性住房计划使

政府可以低投入甚至零投入可负担住房，减轻了政府的财政

压力。第四，可负担住房和商品房的同时建设减少了因为邻

避效应而增加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根据 2003 年北加州非营利住房协会（NPH: Non-Profit 

Housing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的调查与统计，

包容性住房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首要障碍为缺少配套政策要

求的发展用地，59% 的地区视之为主要阻碍；其次是开发商

的反对，占 39%；资金不足和社区反对分列其后，分别占

31% 和 19%。

首先，土地供应逐步减少是客观现实，满足包容性住房

计划布点要求的土地则更少。其次，由于包容性住房计划改

变了房地产开发的市场性，降低了商品住宅的实际出售价值，

房地产商认为包容性住房政策的推行实质是对他们增收额外

的税负，开发商承担本该由城市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合作

承担的全部或者部分开发经营成本，以盈利为目的的开发商

会利用多种手段将成本转嫁给普通购房者 [28]。更有一些人提

出，低成本住房的需求可以在存量旧房中满足，且限制新房

的定价不是最有效的市场干预行为，抵押贷款和租房补贴等

其他住房保障措施足以确保保障房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和

房地产商难以达成共识，各利益团体主观或客观上不配合，

拖延或阻碍可负担住房的供应 [27]。第三，相关学者就不同群

体对包容性住房计划的态度展开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居民

和未直接受益人群持显著反对态度 [29]。第四，强制房源分散

性布置存在对美国不同族裔群体的空间拆分，对其已形成的

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一定破坏的可能 [30]。政策的细节不足 [31]，

对于城市贫民来说，需要多种、密集、复杂的手段扭转包容

性住房的空间偏差 [32]。最后，计划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降低，

暴露出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2000 年后非裔美国人通过该计

划购买住房的概率与之前相比降低了 10%[30]，数据显示享受

该计划的高收入服务业群体占比有所提高，但真正有需求的

群体如贸易业、制造业的劳动力群体的供给比例停滞不前甚

至下降 [33]。许多受影响的低收入群体的房租负担可能会增加，

进而被迫离开自己的房子，纽约的数据显示该计划的实施普

遍提高了地区租金，同时迫使 57% 的黑人和 62% 的拉丁裔

纽约人无法继续承租之前的住所 [34]。华盛顿和加州的研究发

现，包容性住房计划导致那些实施该计划的管辖区的房价快

速上涨，涨速比预期的要快 2%~3%[35-36]。

4  融合“空间—社会”关系的保障房规划启示

4.1  以保障房无差别融入的包容性住区取代单一人群聚

居的保障房住区
从对重庆市九龙坡廉租房居住区的居民和普通市民的

居住满意度的调研成果①来看，居民对住区的效率满意度最

低，涉及出行、就业和周边配套服务设施；尽管住区环境质

量还不错，但区位偏远、社区规模小、社区结构单一、社

会效益差是居民普遍表示不满的部分。廉租房被布置在城市

的远郊无形中造成出行不便和社会隔离，是问卷中反映的

突出问题；相对而言，居民比较满意住区的经济性和公平

性。从“空间—社会”关系视角来看，职住分离加剧就业

困难和贫困集聚；人群单一进一步阻碍了丰富的社会关系

网络的形成，城市活力持续衰退，社会问题慢慢显现；住

区与社会的积极互动难以维系，不仅无法融合本社区群体

的社会关系，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空间活动：居住其中

的低收入群体很难融入地区城市社会关系结构进而从城市

社会生活空间网络中受益，住区空间对未来积极社会关系

再生产的可能贡献因此大打折扣，不仅不利于现时低收入

群体的安居乐业，而且会间接影响其下一代融入城市社会

关系，住区空间的未来积极社会关系再生产潜能预期下降，

进而影响到住区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与“惠民生促和谐”

的政策初衷相悖。国外相关研究机构采用第二类 logit 模型

（Logit-Two model）对江苏省 2013 年数据进行了混合效应调

查的结果也印证，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包容性住区而不是

集中的低收入住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获得住房补贴的人

以及居住在低收入住房覆盖率较高的城市的人更有可能支持 

包容性住区 [37]。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以及“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要求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

房覆盖更多的人口和群体的同时，必须从单纯提供有限数量

的保障房向“空间—社会”关系融合的包容性住区进行战略

转移，确保包含低收入者、流动人口等在内的更多的群体共

享经济增长的红利，消除由于经济收入差异带来的社会群体

空间隔离。在供给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将多元群体无差别融合

在一起，可塑造社会活动网络，融合社会关系，创造综合解

决城市问题的契机，避免类似普鲁伊特·艾格的公共住房简

单粗暴规划建设以及对社会生态因素的忽视，将包容性与多

① 源自课程作业《廉租不廉住——重庆市九龙坡廉租房居民居住情况调研》。调研人：周围、朱攀；指导老师：王敏、曾卫、谭少华，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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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通过多元有机融合的形式反映于空间规划层面，“惠民

生”的同时不仅“促和谐”，还能“谋发展”。

4.2  融合“空间—社会”关系的规划导向与空间建设

引导
借鉴美国包容性住房计划的经验，将保障房配建指标

融入城市阶段性的发展规划中，在建成区中分散保障房源，

融入包容性住区大环境，鼓励多元文化差异与经济收入人群

混合。中低收入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稀释”[21]，不仅能改

善居住隔离和社会分异问题，也能让中低收入者享受到城

市中更好的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促进居住融合

和潜在的城市经济增长。为此，应该确保商品房和保障房

品质相同、立面风格相似、建筑造价和施工质量相当，消

除两类空间形态差异，规避外部社会歧视和内在心理自卑，

客观上形成多种住宅户型、多元人群无差别混合布局的“完

整住区”。

对重庆市保障房的相关研究指出：保障房对流动人口融

入城市具有显著促进的作用，公租房中居留意愿体现出更强

的正向影响 [38]，享有一定的住房保障、减少住房开支，能有

效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维护社会稳定 [39]。居住成本降

低，吸引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并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促进了城乡融合和社会发展；劳动力的流入，可以提高

城市的集聚效应，并满足城市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需求，

使得住房保障有可能成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动力 [4,38] ，促进城

市繁荣。我们需要认识到保障房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激发政府开发建设保障房的内在驱动力和积极性，综合运用

政策杠杆手段，借助市场投入扩大保障房建设和受益人群

规模。

4.3  值得研究的规划保障环节
立足我国保障房政策初衷与国情特点，结合美国包容性

区划及住区发展经验、问题，笔者尝试从区域土地供给、就

业岗位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多样化出行选择等一系列规划

保障环节探讨融合保障房指标的包容性住区空间布局规划路

径（表 1）。

4.3.1  区域用地布局与无差别空间融合保障

如果住区分布能与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工作区域协调布

局，区域内统筹棚户区改造、旧城更新等其他安居系统模式，

不仅有利于高效解决保障安置，同时可创造城市空间结构优

化、旧区更新、交通模式转型等新的契机，消除由于经济收

入差异带来的社会群体空间隔离。

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缺乏长

期的发展计划，项目建设随意且盲目 [4]。包容性住房计划在

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常态化和无差别融合等方面值得借鉴学

习。根据阶段需求构成与供给比例，包容性住房计划将保障

房指标在各层级的用地规划中逐步细化最终量化：根据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制定保障房长期分阶段计划指标；在分期住宅

用地布局中，将单一的保障房规模指标分解至涵盖其他类型

住宅的包容性住区之中，并使融合指标空间化；建立各发展

阶段收入人群与用地比例的量化对应关系，突显无差别融合；

并作为强制性规划内容表述，构成包容性住区用地持续供给

依据和后续地块开发配建比例的量化指导依据。

4.3.2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向涵盖保障房的包容性住区倾斜

住区内许多公共服务设施会随着住区的成熟在市场的推

动下自然出现，但其前提是早期规划要对此有所考虑并预留

相应发展用地与空间。这就要求土地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在

保障房布点的同时，一并考虑累积规模下（包括现存住区规

模）可能的就近服务公共设施的布局。

公共服务设施是承载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融

合“空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抓手，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向涵

盖保障房的包容性住区倾斜有助于各类设施在这些住区形成

之时便应运而生，方便居民、创造就业机会、繁荣住区生活，

这即是融合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规划手段。

4.3.3  强化保障房住区公共交通与多样性交通模式

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出行方式受限、经济收入较低等特

点，决定了保障房布点有必要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布局建立

更为密切的关系。除公交外，鼓励步行交通导向的住区交通

模式也值得推广。

表 1  包容性住区区域空间布局规划路径

规划目标导向 “空间—社会”关系解读 空间管控手段 规划环节与作为

惠民生促和谐，惠及包括中低收入

家庭的所有人群

以包容性住区容纳包括中低收入者的多元

人群并融合其社会关系

保障房指标强制空间落地并无差别融入

包容性住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设置包容性住区

专类用地，保证用地供给常态化

保障安居乐业，并提升城市综合服

务能力

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全体居民能从社

会生活中得到网络空间的效能

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就业功能区综合

管控

城市空间范围均衡布局就业、公共服

务设施与居住空间

公共交通主导，多样性交通方式，

降低生活成本

空间附和政策，透过社会关系再生产谋求

城市社会问题的综合解决

构筑合理交通环境，匹配住区、就业岗

位与公共设施分布

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和促进城市空间

精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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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地铁、轻轨、快速公交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站点

和节点附近强制性划定包含保障房房源的包容性住区用地，

是公交导向的包容性住区有效规划控制方法：以公交线路、

地铁、轻轨或快速公交线路连接含有保障房的社区中心，在

包容性住区与外部交通站点之间建立无缝步行连接系统。这

种公交和步行导向的开发模式无疑可惠及低收入群体，同时

也对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状况大有裨益。

4.3.4  多领域政策综合保障与社会激励

将保障房与其所依托的包容性住区计划纳入城市总体发

展规划中，强制性和灵活性并存的实施政策奖惩结合，保障

其在空间上与主要就业区相匹配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降低

生活成本、保障多元就业、提高居住生活品质，留住劳动力，

促进整个城市的良性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生

活质量，塑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目标的落地，离不开相

关多领域政策的综合保障。

国外学者初步尝试通过土地价值捕获（land value 

capture）结合包容性住房计划，以市场为导向提供更多可负

担住房 [40]。南美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力量可以作为到

2050 年结束贫民窟的金融驱动因素，并具有在升级后的社区

增加可负担住房和市场住房的巨大潜力，从而加强发展中国

家城市的社会包容 [32]。有鉴于此，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主导

下，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兼顾经济、效率、效益与公平多元

目标，塑造具有良好“空间—社会”关系的包容性住区，无

疑将贡献于中国化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

5  结语

当下我国保障性住房正处于保障低收入住房的数量目

标向兼顾社会效用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转变时期。包容性住

区计划标志着保障房将从以前的大规模集中开发向市场驱

动的分散多样化包容性住区开发转变。将融合社会关系、

促进良好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目标纳入保障房规划，鼓

励形成包容性住区，旨在推进保障房无差别融入城市住区，

并在就业、交通、公共服务等领域予以实质性支持，切实

促进“空间—社会”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方面，通

过多样性住宅类型、户型面积和价格区间，保障住区内年龄、

收入和文化背景群体的多样性；效率方面，以完善的配套促

使更多低收入的年轻人留在保障房住区，维持未来社会关

系的丰富多样性与社会活力；效益方面，提升包含保障房

的包容性住区整体环境舒适度和对现代生活的适应性，维

持社会结构稳定性；公平方面，彰显政策导向和城市公共

价值取向，维护社会正向价值观，保持城市活力的同时建

构未来社会关系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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