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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The Inside-out Puzzle of Luxembourg

卢森堡城市更新政策实施的内外困境

城市更新是针对城市物质空间、经济和社会环境更新而制

定的政策统称，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城市更新实践已较为

普遍 [1]。1970 年代以来，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更

新运动 ：工业衰落使城市发展迎来了新空间，为城市物质环境

更新提供了新潜力 [2]。城市更新也被认为是推进社会和经济更

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3]，它使得城市对空间蔓延的需求相应减少，

从而保护了城市中心和城市边缘的绿地，形成了积极的环境效

应。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地开展了成百上千的城市更新项目

并实现了不同的结果，包括对制造业或军事功能场所的再利用，

港口向城市滨水空间的转型，将场地改造为壮观的博物馆和娱

乐活动场所，以及大学和研究园区的选址建设等 [4-5]。

实践证明，城市更新的显著特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最

为显著的是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次是通过

投资建筑环境来促进发展的困境，再有是在通过法规促进空间

发展的同时还要控制开发的矛盾 [2]。基于以上特点，这里需要

考虑以下两方面经济问题。首先，从参与城市更新过程的不同

机构和个体的相互作用来看，尽管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

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均非常重要，两者在规划编制与实施中都

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从最近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更新实践来

看，私营部门逐渐获得了较大权力。这是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的

结果——尤其是显著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过程，将权力从国

家和地方政府部门下移到企业和中介机构 [6]。其次，受金融化

（financialisation）过程影响，城市地区及其重建项目越来越多

地受到资本投资的关注 [7]。由于银行低利率以及低风险投资的

不足，城市更新项目被大量外来资本垄断。这些资本试图从投

资中寻求高额回报，因此逐利便成为开发过程的首要目的，并

往往凌驾于诸如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或城市整合等其他更新

目标之上。

上述经济问题对于城市更新活动普遍适用，对本文关注的

研究区域中的城市规划实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8]。本文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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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定义为对现有建成环境的再利用或再开发，这与在未建

设用地上进行的增量用地开发截然不同。以上概念界定了城

市更新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地理位置，二是土地利用。可

持续的城市更新位置一般选在已建成的聚居区域中或者建筑

内部；在土地利用上，更新意味着对已有场所功能的转换。

以上两个因素并不总是彼此一致——当更新区域蔓延到确定

的范围之外，或者当填充式开发导致城市内部的绿地被改为

建设用地时，更新显然不会对城市产生积极效益。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规划过程，实现地理位置和土地

利用之间的平衡。本文的研究案例即卢森堡大公国的城市更

新实践便适用于以上情况。

本文首先介绍卢森堡的基本情况，然后通过系统化阐述

其更新领域的具体措施，概括当前在规划领域日益获得认同

的“内生发展”实践。最后，文章在对经济增长、发展压力、

特殊的用地规划和价值化实践开展评估的基础上，对本研究

发现进行总结。

1  卢森堡概况

卢森堡位于西欧，与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接壤，是欧盟

最小的成员国之一，其人口约62.6万（截至2020年1月1日），

面积 2 586 km2。在谈到土地、规划和发展时，需要从三个

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卢森堡。首先，卢森堡是由 102 个市镇组

成的公共规划领地，其发展或多或少由国家层面协调，但规

划主权属于市政当局，国家拥有一定的项目和财政权力。其

次，卢森堡与毗邻国家一同构成大区域的通勤中心，每个工

作日往来卢森堡的通勤人口达 20 多万，几乎占卢森堡劳动

力市场的一半，约为首都工作日人口的两倍。第三，卢森堡

是全球服务业和金融流动中心之一，是全球第二大投资管理

城市，聚集着众多投资基金公司和控股企业的总部。非卢森

堡国籍人口约占该国总人口的一半，首都外籍人口比例已经

超过 70%。

卢森堡是全球服务业中心和欧洲十大金融市场之一，其

地位建立在紧密且良好的国际关系之上，是“关联型城市

化”（relational urbanisation）的结果 [9]。关联型城市化使得

卢森堡发展不仅依赖于全球人口、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还依

赖于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邻国的跨境通勤劳动力。一般而

言，这种“小规模但全球性”的关联型城市化对基础设施的

要求很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越高，经济增速越快，其

土地规模和经济功能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就愈加普遍。因此，

关联型城市化给土地和建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政府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空间保护，以及住房建设与生活质量的

关系。

在国家特性方面，卢森堡一方面具有小国的典型特征 [4]，

另一方面具有全球金融中心和欧洲中心的国际化特征 [10]。过

去几十年该国社会经济变化尤为剧烈，人口和经济增长迅

猛，导致卢森堡土地价格急剧上涨，土地和住房租金的平均

价格达到邻国的两倍。空间格局方面，卢森堡以低密度和分

散的小城镇和乡村聚落为主，但仍有七个最大城市，其人口

占总人口的 40%（包括首都区域，也称首都都市区 [Agglolux 

Area]，占总人口的 25%），而规模在 5 000~10 000 人和少于

5 000 人的城市，其人口数量则各占总人口的 30%。

探讨卢森堡的城市更新，需要明确该国“内部”空间和

“外部”空间的定义，在不同语境下，“内部”和“外部”

的界定不同。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卢森堡的常住人口是适

度分散的，而商业的情况恰恰相反 ：零售业作为城市整体发

展模式的重要指标，只有 18% 的店面面积位于城市中心或

地区中心，其余大部分分散于城市外部地区（或国外）；而

在首都区域，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动却高度集中。卢森堡办公

空间总量超过 400 万 m2，其中 90% 位于首都都市区内（包

括其邻近的直辖市），5% 位于北部下游的广袤地区，5% 位

于南部。在过去 60 年中，仅基希贝格（Kirchberg）的欧盟

和银行区就有超过 100 万 m2 的办公空间曾在首都郊区的农

业用地上开发建设。对于整个国家的规划实践来说，此类大

规模开发项目也是典型趋势。

2  卢森堡城市更新实践：内部更新与新建开发

卢森堡于 1999 年才将区域或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制度

化，在此之前，规划工作主要由市镇委员会根据发展需求开

展制定，市长在规划过程中被赋予了强大权力。空间规划目

标仅作为一种弹性指南来指导实践 [11]，会根据规划实践的具

体情况作出变更。但近期的政策框架依然聚焦于三个区域的

经济发展：首都区域、南部老工业区和北部农村。由于缺乏

国家层面的具有约束力的法规等，现有弹性指南实施的有效

性未能得到证实。

过去政府主要通过开发新的建设用地来满足对商业区、

办公区等的空间需求，从而推动卢森堡的经济结构从第一、

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变。21 世纪初以来，由

于可开发用地面临绝对短缺，且受到欧洲和各国立法的保护，

土地开发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近期研究显示，土地所有

权集中是开发的主要障碍 [12]。因此，原有制造业用地的后续

更新规划逐渐得到重视，城市内部的“填充式”开发实践已

于 20 年前兴起。

目前，虽然城市更新项目的数量仍少于新增开发建设项

目，但由于其可持续性，城市更新逐渐受到推崇。城市更新

中，棕地再利用的重点是住宅用地和混合用途地区。2010—
2016 年，近 50% 再利用土地来自住宅用地，混合用途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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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约占 1/3 ；与此相反，活动区（activity zones，诸如商业区

或工业区）几乎没有呈现土地循环利用的趋势，同时期只有

11% 的更新是在此类地块上进行的 [13]。在城市更新和棕地开

发的实践中，通过规划可以将市场驱动型与内生发展需求驱

动型城市更新进行区分。内生发展模式至少可以分为四种类

型：空置的钢铁工业用地、城镇中心的复兴、城市郊区的大

型项目开发，以及（尤其是在首都）空置土地上的城市填充

式开发（图 1）。
卢森堡的新住房大多建设在行政边界范围内的现有土地

上，并主要通过市场交易。产权周期或建筑生命周期完成后，

居住房屋将被出售，地块也将被重新开发。这种更新由私人

开发商主导，并由其控制着建筑的价值链。通常情况下，规

划的作用仅限于检查新开发项目是否合规，并为合格项目颁

发建筑许可证。开发商为最大化开发利润，会开发高容积率

住宅单元，拆迁前后的居住单元数量比高达 1∶4 甚至 1∶8，
导致城市大规模高密化。鉴于卢森堡家庭的高机动化率和相

关建筑规定（通常需要每户提供两个停车场），城市密度的

提高伴随建筑物和地下停车场需求的扩张。以汽车为主的出

行方式对城市的交通便利度和生活质量等提出了挑战。此外

由于实践和投资等原因，开发项目越大，实施所需的时间越

长，这尤其适用于城市内部的填充式开发以及更大尺度的老

旧工业区更新。

2.1  旧工业区、棕地地区的更新改造
1980 年代以来，卢森堡的工业逐渐衰退，为城市更新改

造提供了一定的潜力资源。但工业区更新与其他地区的更新

一样，均面临更新成本高、更新持续时间长和难以激发城市

活力等主要挑战。

卢森堡最著名的工业区更新案例是贝尔瓦尔（Belval）

科学城，位于阿尔泽特河畔埃施（Esch-sur-Alzette）废弃钢

铁厂遗址上，是一处占地 120 hm2 的开发区域，其中埃施

（Esch）及其周边的米奈特（Minette）地区曾经是卢森堡的

工业中心。目前贝尔瓦尔所在地保留了一个钢铁制造厂，该

地还包括卢森堡唯一一所大学的新校区以及诸多研究机构、

购物中心、办公楼和公寓楼。贝尔瓦尔项目是继基希贝格的

欧盟和银行区项目后，卢森堡的第二个大型城市开发项目。

但与基希贝格不同的是，贝尔瓦尔从一开始就被规划为土地

混合使用的高密度建设区。该地块位于阿尔泽特河畔埃施的

边缘区域，与北部一系列较小的郊区社区相连，地块由国

家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钢铁生产商阿塞洛·米塔尔（Arcelor 

Mittal）共同开发，通过更新实现土地的循环利用。贝尔瓦

尔项目建设规模巨大，但与建设成为具有活力的城区的目标

愿景相距甚远 [14]。

第二个废弃钢铁厂遗址上的大型更新项目位于埃施和

希夫朗日（Schifflange）两个社区之间，规划面积约 60 hm2，

是兼有零售和办公用途的混合住宅区。针对该项目的建设竞

标已经组织开展。

第三个工业用地改造的大型项目也在进行，即位于迪德

朗日（Dudelange）的另一座废弃钢铁厂遗址。自 2005 年该

钢铁厂关闭以来，项目就处于更新规划状态，其土地利用规

划最终已于 2020 年前发布。预计全面开发后，该地块在未

来 10~15 年将容纳约 1 000 套公寓。

2.2  近期的内城转型升级
过去城市的发展重点是推动全国郊区和外城的增长，

而现在的重点则更聚焦于城镇中心的振兴和内城的转型升

级。首都中心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皇家哈米利厄斯（Royal-

Hamilius）占地仅 3.6 hm2，混合了零售、餐厅、办公和高级

住房等用途，并将建筑物的顶部改造为了观景平台。该项

目的商业用途空间包括 16 000 m2 零售空间和 10 000 m2 办

公空间，另外还在存量住房中增补了 73 套豪华公寓（面积

7 500 m2）。另外，迪德朗日镇中心一项将住房、零售贸易

和社会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再开发的实践，嵌入了新的公共空

间理念，借鉴早期郊区城镇贝尔特朗日（Bertrange）的做法，

在城市中心区域引入了共享空间。以上项目代表了最近卢森

堡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越来越多的中小型更新项目，旨在提高

内城的商业容量，改善交通状况，振兴城镇中心。

2.3  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
198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初期，卢森堡大公国的服务

业兴起，城市郊区或城外建设了大量零售店面和办公空间。

“ ”

2 hm2 600
365 hm2 42 000

4 000

3.6 hm2

500 hm2

120 hm2

80 hm2 20 000
3 000

图 1  卢森堡不同类型的典型城市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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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所谓的活动区被不同程度地分解转移了，或位于城市之

间，或位于城市边缘，例如首都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康科德

（Concord）和贝尔埃托莱（Belle Etoile）。卢森堡作为一个

小国，其城市化程度越高，商业区域在城市开发、填充开发

或更新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就越重要。金钟（Cloche d’Or）

是最近由私人开发的大型项目，建设在首都南部郊区的未开

发用地上，占地 80 hm2，建成后将提供约 20 000 个就业岗

位和 3 000 间住房，以及一个拥有 130 家商铺的购物中心，

将城市建成区与位于高速公路另一侧的新建国家足球体育场

连接起来。

2.4  “空置地段”的再开发
2000 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卢森堡市一直在开发住宅，向

在本市工作的居民提供房屋租赁权和出售时的优先购买权。

其目的是通过对市中心的开放空间、空置地段进行填充式开

发或高密度建设，为当地居民提供可支付住房。2006—2017
年，在国家政府（住房部）的支持下，卢森堡市实现了在存

量住宅中增补 177 个住宅单元的小规模开发（根据卢森堡市

提供的数据计算），对公共住房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

其实施效果依然有限：新建住房的数量远不能满足住房需求，

每年新建的住房可能在四位数范围内，而城市人口却每年增

长约 10 000 人。因此，尽管“空置地段”的再开发已成为填

充式开发实践的重要途径，仍然不足以解决住房问题和缓解

发展压力。

3  卢森堡城市更新的内外困境——开放型经济背
景下的内城更新困境

在反思卢森堡的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结果和矛盾时，我

们首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1）卢森堡发展的具体背景

和近期（增长）发展轨迹；（2）规划机构应对困境的方法；

（3）规划领域对“内部”和“外部”的界定。这些问题增

加了城市更新的困难，包括营造了市场力量和公共政策之间

的紧张关系，通过建成环境引导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指望法

规能同时促进和控制发展等方面。

首先，卢森堡的快速发展与转型重现了“有缺陷的城市

化”（flawed urbanisation）[15]，这一词语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高度工业化进程中，指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基

础设施建设政策和空间规划引导的速度。“有缺陷的城市化”

一经出现，我们即可在城市中心和外围地区观察到城市扩张、

高密度化和更新转型并存的现象。卢森堡社会经济快速增长，

使得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很难实现，加上经济发

展在公共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的目标更是难以达成。

第二，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进程往往极其缓慢，且与法

律和政策的关系微妙复杂。在国家和市政权力几乎不透明的

分工框架下，城市更新在很大程度上由私人开发商实施，他

们是购买、管理和提供土地的主要行为者。其他参与方还包

括市政府和规划办公室，主要负责筹备研究，并代表各市镇

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划。高昂的土地价格是推动城市更

新最重要的因素，这是空间资源需求强烈、整体环境国际化

和土地稀缺的结果。土地稀缺使得土地开发具有一定的时效

性，即新住房的交付通常会与具体的开发周期和中期利润挂

钩。由此，城市规划和更新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被房地产开

发的商业利益所主导（图 2）。
第三，由于卢森堡国土面积小且缺乏可供发展的空间，

向外扩张和对内更新都明显受到限制。考虑到空间的稀缺性，

注重内部开发和对已开发土地的再利用虽然合理，但在实施

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城市更新面临用地供应不足的限制，

填充式开发也会面临诸如环境问题、增加社区现有交通量以

及影响生活质量等挑战。房地产价格猛涨带来的一个严重社

会后果是空间的选择性，排他性住房（exclusive housing）的

建设会促成新的社会分层进程。此外，住房的不可支付性可

能与人们对新项目的需求不断上涨有关：人们对居住环境的

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对环境的高追求将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如卢森堡建立的生态社区）。

为解决上述困境，笔者建议将规划范围聚焦于更大区域，

即靠近或跨越卢森堡与邻国边界的区域；并建议在卢森堡发

展区域型住房市场，并设立新的本地化服务协调中心。以上

空间可被设想为一个融合后台办公室、服务中心、停车与乘

车（P+R）设施的综合体，以此满足大量来卢森堡工作人员

的居住需求。其基本原理是减少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公民

跨境通勤，吸引其留在边境周边地区工作，缓解首都拥挤程

度的同时，又可为卢森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作出贡献。但

在国界附近建立跨国区域，实际上会颠覆城市内部更新或填

充式开发的理念。也即为了保护内城免受开发及其外部性的

图 2  卢森堡大公国的城市更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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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将发展重点放在首都区域或国家以外的地区，这将导

致卢森堡与其中心地区、卢森堡与更大区域之间的劳动分工

出现问题。

4  结论

综上可以发现，卢森堡的内城开发不仅困难，而且面临

着一系列与该国的政治经济直接相关的矛盾——一个在发展

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都极其开放的关联型经济体，

很难仅仅依靠填充式开发来保障其自身的发展空间。只要人

口和经济产出还在持续增长，这个关联型经济体就必须进一

步扩张，导致其对空间和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因此，第

二个结论是卢森堡很难成为城市更新政策的典范 [16]。受到

增长和外部性的严峻挑战，卢森堡首先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

题，如（可负担）住房、公平、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等。这需

要该国进行实质性的规划改革（如赋予社区更多权力，国家

为其提供战略指导等），完善从土地开发中收益的公共财产

政策，并协调推进国家和国际空间的发展关系。在实施方

面，正如卡特（Carter）所言，“成功的城市更新需要立足本

地，需要战略性的设计，也需要多部门、多机构的良好伙伴

关系”[17]，只有如此，填充式开发才能在城市更新中发挥重

要作用。

注：本文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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