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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规划领域中，城市农业仍然是一项需要“辩

护”的活动 [1]。与交通、住房等传统规划问题相比，

目前几乎没有有力的数据说明城市中农业问题的重要

性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鲜有可用的方法和技术

手段衡量规划决策对城市中农业和食物问题的影响。

总体来看，与农业和食物相关的问题并不是规划领域

的传统议题，对城市中农业活动进行系统规划设计的

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未出现。2000 年前，规划

界对城市农业的关注多为呼吁重视其供应食物外的其

他有益功能，重在理念倡议和价值观引导，且研究视

角游移于规划学科和农业学科之间，尚未建立基于规

划学科的研究体系，也未系统安排涉及农业的城市空

间，研究较为宽泛。

2000 年后，这一状况开始改变，农业、食物与

城市的关系开始得到国内外规划界的广泛关注。作

为一种新的规划视角和城市功能，城市农业在美国

规划体系内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与环境健康、

社区发展、食品安全、土地管理等城市综合问题结合，

从一种“草根运动”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城市公共空

间政策。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下称“明

市”）是全美最大的天然食品合作社的所在地，曾在

全美城市可持续性排名中“本地食物和农业”单项

排名中名列第一，本地食物生产是明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过去 10 年，明市地区出现了规模可观的

社区农园运动，超过 200 个社区农园加入这一运动中。

相比之下，我国的城市农业活动则多处于灰色地带，

尽管有学者将其视为社区复兴的希望，部分市民却

因担忧蚊虫滋扰而频频向城市管理部门举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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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 年后，农业与城市的关系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规划视角和实践领域。

在美国的规划体系中，城市农业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公

共空间政策，以解决环境健康、社区发展、食品安全、土地管理等问题。其中，

明尼阿波利斯市通过将城市农业用地加入区划代码，制定各类规划和管理条例

落实城市农业的发展目标，构建土地、智力和金融支持系统，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城市农业规划策略。这也为我国城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引导：可在控规层面

确立城市农业的合法地位，挖掘农业活动可用的城市消极空间，整合农业技术

与城市生态卫生技术，建立多元参与机制以实现城市农业的公共政策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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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odified to recognize urban agriculture as a legitimate land use; various plans 
and regulations were made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urban agriculture; 
lands-intelligence and finance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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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我国的城市农业活动摆脱灰色身份并成为对城市有

益的公共空间利用方式，本文对明市城市农业规划策略的

研究或将为此提供帮助。

2  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农业发展历程

本文关注 2000 年后明市城市农业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

（图 1），对此前大多属于社会运动性质的内容不再赘述。

2005 年，麦克奈特基金会（McKnight Foundation）发布

了其研究成果《双子城（明市与圣保罗市）社区农园可持续

发展规划》，指明了社区农园发展面临的挑战，呼吁成立社

区农园协会。2007 年，非营利机构农业和贸易政策协会与市

政府合作，发起了明市“迷你农夫市集项目”（Mini Farmers 

Market Project）①，简化了市集的审批和执照发放程序，使

得市集蔬菜消费增长了 20%[2]。该项目推动了大规模参与式

规划项目“家园种植计划”（HM: Homegrown Minneapolis）

的实施，开启了该市城市农业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

2008 年，明市市长正式发起 HM 项目，并指出“支持

居民耕种、售卖、分配、消费更新鲜的本地食物有助于地

区的健康发展，城市可以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项

目的公众参与度非常高，来自市议会、学校、公园管理部

门、本地商业机构、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

100 多位代表定期集会讨论规划的制定和落实。2009 年，市

议会通过了 HM 的最终报告，提出了制定城市农业政策规

划、制定本地食物采购政策、创建社区农园试点等 9 项工作

任务。其中，“在决定城市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最佳用途

时，在规划能够影响现存本地食物资源的开发项目时，赋予

本地食物生产和分配以优先权”成为 HM 项目该阶段工作

的最重要成果。这条建议直接推动了“社区和经济发展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下

称“社发部”）制定《城市农业政策规划》，以消除区划和土

地利用中不利于城市农业发展的障碍，为不同种类的城市农

业活动确定合适的地点，并为其提供支持性的管理条例和导

则 [2]。

2011 年，市议会批准并发布《城市农业政策规划》，探

讨如何将城市农业（城市环境中食物的生产、加工、分配和

消费）发展成为一类新的城市用地功能。其中关键建议包括

更新区划代码，将城市农业纳入远期规划，与新建项目结合，

盘点城市公有土地并明确城市农业可利用土地 [3]。该政策规

划已成为明市各部门和团体参与城市农业活动的指南。

在《城市农业政策规划》的直接推动下，2012 年明市

议会修改了区划代码，新增了市集农园和城市农场两类用

地类型 [4]。2014 年，明市公园休闲局（Minneapolis Park & 

Recreation Board）发布了《城市农业行动规划》，提出利用

公园空间和设施支持城市农业发展 [5]。2015 年，明市议会

出台《城市公有空地用于农业活动的租赁政策》[6]。2016 年

1 月，州农业部（Minnesot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发

布《明尼苏达州城市农业报告》，回顾总结了该州的城市农

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提出了规划落实、金融扶持、土地供

应、制度支持四方面的建议 [7]。同年 2 月，明市动物关怀管

理部（Minneapolis Animal Care and Control）简化后院养鸡

许可程序，并制定了详细管理细则 [8]。2017 年，议会同意降

低 HM 计划小企业基金的申请门槛，扩大基金的适用范围。

2018 年 7 月，社区规划和经济发展部修改城市管理条例，允

许流动餐车进入公园；10 月，公园休闲局批准《社区农园

政策》，允许在社区公园中建设社区农园 [9] ；12 月，“支持和

推动城市农业和本地食物生产发展”作为城市未来的发展目

标之一，被列入了《明尼阿波利斯 2040 总体规划》中 [10]。

在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截至 2018 年 12 月，明市已

有 300 多处社区农园、市集农园和城市农场，187 个流动食

物餐车，29 个农夫集市，3 个移动杂货店，5 个共享厨房，图 1  明尼阿波利斯市城市农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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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迷你农夫市集项目”是指在明市缺乏新鲜蔬果供应的社区中开办的一系列小型农夫市集，这些市集只售卖本地农民生产的食品；农业和贸易

政策协会是这些迷你市集的联盟组织，通过该协会，迷你市集能够获得“农夫市集营养计划”（The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的授权，

即消费者可以在这些市集中利用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食物采购券”购买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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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食物零售合作社，46% 的居民参与有机物回收循环，回

收有机物 4 400 多吨 [11]。

3  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农业策略体系

在明市的城市农业策略体系中，修订区划代码、保障城

市农业的用地诉求是确立城市农业法定地位最重要的两项举

措；各层次的规划和管理条例相互支撑，保障其用地需求落

实于区划中；此外，土地、智力和金融三大支持系统也起到

了积极作用（图 2）。

3.1  确立法定地位

3.1.1  修订区划代码

2010 年后，美国各大城市纷纷修订区划法规，或者新增

城市农业用地类型，或者放松了其他类型城市用地对农业活

动的限制，允许在大多数分区地区开展农业活动，或在符合

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开展农业活动。同时，设定了详细的建设

标准，既确保城市农业用地具有合理位置和建设面积，也确

保相邻土地的功能不受影响。2012 年，明市议会通过区划代

码修改，在已有的社区农园（生产的食物自用或捐赠）的基

础上，新增了“市集农园”（生产的食物售卖或捐赠）和“城

市农场”（生产的食物售卖或捐赠，面积较大）两类用地类

型（表 1）；容许和鼓励在城市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

地的建筑（如屋顶温室）上进行农业生产，将可食用作物纳

入景观范畴，放松了对居住区内商业化农场生产的限制，有

条件许可鱼菜共生、水产养殖和水培等复合养殖模式 [4]。

3.1.2  确保土地供给

面临各种商业开发压力，持续供给城市农业所需的土地

和空间是一项有挑战的任务。通常情况下，盘活利用闲置的

城市公有土地是较可行的方法。《城市农业政策规划》对明

市土地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包括空地分布，人口密度，城市

农业用地与交通、社区贫困情况、有色人种分布、肥胖、汽

车拥有量的关系，为城市农业规划和选址提供了评估依据 [3]。

2015 年，社发部住房处盘查了城市公有空地并制定了租金标

准和租赁条件，允许商业种植者租赁或购买这些土地 [13]（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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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明尼阿波利斯市城市农业策略体系

表 1  明尼阿波利斯市城市农业用地区划调整结果 

用地类型
与其他用地类型的兼容性

兼容 有条件兼容 不兼容

社区农园
居住区，办公居住区，商业区，市中心区，

1 类、2 类工业区

— 部分市中心区，3 类工业区

市集农园
面积≤ 10 000 平方英尺（约 929 m2） 居住区，办公居住区，商业区，市中心区 — 所有工业区

面积 >10 000 平方英尺 办公居住区，商业区，市中心区 居住区，部分办公居住区 所有工业区

城市农场
1 类、2 类工业区 部分商业区 居住区，办公居住区，商业区，

市中心区，3 类工业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绘制

表 2  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公有土地出租标准

地块类型 类型描述 租期

类型 A 不利于商业开发的地块（如南向 / 北向地块，位于较高车流量的交通廊道，相邻土地之间有明确的问题，等等） 1 年

类型 B 被规划为集合住宅或商业项目的地块，项目目前不需要现场施工，或再开发，或待出售，或有独家开发权 1 年

类型 C 面积≤ 4 000 平方英尺（约 372 m2）且不毗邻城市公有地产的地块 3 年

类型 D
暂不可开发的有问题地块，地块问题包括缺少公共设施，有不良影响的市政设施（如污水管），土壤有问题，地形崎岖，形状不规则，

没有小路可达且临街面小于 35 英尺（约 11 m）

5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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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层次规划相互支撑
在明市推进城市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各项政策规划明确

了各部门的任务和目标，其中土地的利用和管理在区划中得

以体现，远期的发展建议则被纳入总体规划中，公园休闲局

的规划展示了如何在部门管辖范围内推动城市农业发展，各

项管理条例则落实了建设和管理细则。《城市农业政策规划》

和区划的相关内容前文已提及，本节不再赘述。

3.2.1  总体规划

2018 年，在一系列项目的推动下，《明尼阿波利斯 2040
总体规划》将“支持和推动城市农业和本地食物生产发展”

作为未来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步骤。其

中一些重要步骤包括：支持城市农业创新以改善环境健康系

统；支持屋顶花园技术及其设计研发；支持将社区食物文化

作为社区品牌战略；探索为城市农业从业者提供金融和技术

支持的政策；支持在城市农业和本地食物生产中合理利用构

筑物，如温室、大棚，允许对农产品进行现场加工；支持现

有的社区农园和城市农场，且平衡社区农园和土地再开发的

关系；支持土壤测试和修复，确保农园和农场的土壤达标；

支持开展对传粉昆虫友好的景观实践；支持租赁并出售城市

公有土地作为社区和市集农园；探索农业地役权，以保护城

市中的农业空间；推动食用植物融入景观 [10]。

3.2.2  部门规划

2014 年，公园休闲局发布《城市农业行动规划》（表 3），
为城市的利益相关部门如何推动城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示范 [5]。

3.2.3  管理条例

随着城市农业活动的蓬勃发展，规划师同时面临着两方

面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满足居民对从事城市农业活动的向往，

确立城市农业的合法地位，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如前文所述；

另一方面则需要应对城市农业活动对居民的干扰，如气味、

噪音等，应对这一挑战则需要制定详细的管理条例，一般涉

及堆肥管理、土壤管理、动物管理等方面。

城市农业对城市的垃圾和有机物质循环有重要作用，大

量绿化垃圾、厨房垃圾等有机废物都可以制成堆肥并用于耕

种。明市持续开展的“社区农园堆肥项目”“后院堆肥计划”

由固废处理和回收部负责，社会团体也发起了有机废物减量

运动、零废物堆肥运动，致力于有机垃圾的减量和在地处理，

也对堆肥的体积、位置和垃圾种类进行了明确规定 [14]。

除了使用堆肥改良土壤，对被污染土壤的检测和治理也

直接影响城市农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明市与明尼苏达大学土

壤检测实验室合作，为城市农业从业者提供免费的土壤检测，

并计划为土壤治理提供资金。对于铅含量超过 100 PPM 的土

壤，种植者可以更换表层土壤并且使用加高的种植床，但种

植床不能超过 3 英尺（约 0.9 m），且位于前院或边院的种植

床需后退地块红线 5 英尺（约 1.5 m）以上 [15]。

涉及城市家禽的管理条例细致且有弹性，内容包括获准

饲养的家禽种类和数量、家禽笼舍要求、笼舍退让地块红线

的距离等。例如，养鸡需要通知邻居；如果养鸡数量超过 6
只，则需要获得方圆 100 英尺（约 30 m）范围内 80% 邻居

的书面许可；需要向主管部门提供标有鸡舍位置的规划示意

图；鸡舍距离邻居的地块红线至少 20 英尺（约 6 m），不得

与邻居的居住建筑相邻，鸡舍材料必须耐用且需与周边建筑

协调 [8]。

其他管理细则还包括允许将农场摊位设为农园的附属设

施，但只能出售同一生产者在明市内农场种植的产品，摊位

一年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 75 天，且每个区划地块内只允许

设有一个农场摊位 [16]。大棚以及其他临时构筑物的面积不可

超过 1 000 平方英尺（约 93 m2）或者所在地块面积的 15%，

一年内使用不得超过 180 天，高度不得超过 6.5 英尺（约

2 m）[17]。除部分禁止采摘的区域外，允许市民在城市内自

由采摘苹果、樱桃、银杏、松子等 10 余种水果和坚果 [18]。

3.3  三大支持系统

3.3.1  土地支持

为保障土地的持续供给，除上文提到的土地分析评估、

区划代码调整和城市公有土地租赁政策外，明市还在积极探

索土地银行、土地信托、农业地役权等方式，保护城市农业

空间，平衡农业活动与商业开发的关系。此外，明市也鼓励

表 3  《城市农业行动规划》目标与策略

目标 策略

公园的项目和服务

为公众提供健康食

物，为本地食物系

统提供经济支持

增加与种植、处理和保存健康食物相关的项目

实施健康食物政策，增加公园中本地食物的供应量

与本地食物供应商签订合同

利用公园设施的更

新和建设推动城市

农业发展

在公园总体规划中增加弹性的户外空间，用以推广、

销售和分配本地食物

在更新或建造公共建筑时探索与农业发展结合的方式

在所有公共建筑内，开展有机废物收集和教育活动

将有机废物回收融入公园的日常运作中，以改善土壤

环境状况

在公园的土地上收

获食物，建设有益

于居民、公园参观

者和环境的公园

修订公园条例，允许公众在指定的可食景观区域内采

摘食物

指定部分公园空间作为可食景观空间，种植可食用的

乔木、灌木和多年生植物

为在社区公园中建造社区农园制定政策和程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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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与其他城市活动相联系，与新的开发项目结合。例如，

开发商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部分区划限制条件的豁

免，其中一种公共服务即为居民提供种植空间或温室空间 [3]。

另外，鼓励在待开发用地上开展临时性农业活动。

3.3.2  智力支持

各机构和社会团体为明市的城市农业发展进程提供了重

要的智力支持。州农业部提供种植指导手册推广种植技术 [19]；

市公立学校局对学校农园开展了调查，分析了学校农园的分

布、参与者、使用效果、与学校课程相关度等内容 [20] ；明尼

苏达大学发布了城市农业土壤健康指导手册，制定土壤安全

标准，指导公众如何在开展城市农业活动之前进行土壤检测

和修复 [21]。此外，大量社会团体活跃在城市农业活动的各个

环节中，仅堆肥这一环节就有多个团体参与，并提供了大量

与堆肥相关的指导手册和项目总结报告，向公众宣传有机废

物的收集、处理方法。

3.3.3  金融支持

美国为城市农业活动提供了多元的金融支持。除联邦政

府、州政府和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各种贷款和补贴外，明市政

府建立了家园种植商业发展中心，为城市农夫和本地食物销

售者提供低息贷款，并为其提供食物生产、分配、销售和加

工领域的技术培训。明市还计划开展城市农业的经济影响分

析，探索城市农业如何通过物业增值和创建小型企业来提高

地方税基，以获得城市农业税收优惠和免税。

4  我国城市农业规划策略体系

结合明市的城市农业发展经验，我国规划体系可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确立城市农业的合法地位；挖掘非常规消极空

间保障用地供给，为城市农业提供空间支持；整合生态卫生

系统控制负面影响，为城市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多元参

与机制实现公共政策职能，为城市农业提供制度支持（图 3）。

4.1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立城市农业合法地位

4.1.1  定性 ：农业活动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兼容性分析

美国的城市农业政策贯穿在战略规划、综合规划、区划

等各层次规划中，其中区划层级的规划最具可操作性。要在

规划体系中为城市农业确立合法地位，明市城市农业的发展

提示了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增设城市农业用地类型，允许

在这类用地上开展相关活动，如种植、食物加工处理、堆肥

等；二是明确其他类型城市用地对农业活动的兼容性，允许

在符合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开展农业活动。

在我国对城市农业认识尚不深入、实践尚不充足的情况

下增设城市农业用地类型，显然并不合理也不现实。要确立

城市农业的合法地位，在法定规划中对土地利用的兼容性进

行分析或许是可行之道，这也符合我国当前进行存量规划、

提高土地复合利用程度的导向。在我国的法定规划体系中，

控规的法定性最强，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且对土地和空间

的管理尺度适中，能够直接指导城市农业实践，是确定城市

农业法定地位的合适层次。因此，可在控规的层次中对土地

使用兼容性进行分析，判断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与农业活动是

否兼容、与哪些类型的农业活动兼容，明确兼容的限制条件。

4.1.2  定量 ：农业活动的指导性指标体系

控规以指标控制的方式对土地的开发和管理进行约束与

引导，可以将城市农业相关内容进一步纳入控规的指标体系

中，以便于对城市农业内容进行量化管理。目前对于城市农

业活动应以引导为主、控制为辅，可以在相对灵活的指导性

指标中纳入城市农业的量化内容，如面积、高度、比例、退

让、堆肥率及其他建设指标。

此外，可以借鉴明市提供农业种植空间豁免区划限制条

件的做法，为农业空间供给者提供一定的溢出效益补偿，以

提高其供给积极性。例如，在指导性指标中可以根据城市农

业的开展情况对绿地面积的计算作出补充奖励规定，即按一

定比例将城市农业种植面积折算为绿地面积，以引导开发商

和其他供给主体将城市农业纳入项目建设中。针对我国目前

的情况，建议挖掘未被充分利用的消极用地和空间，对绿地

面积的奖励规定可以着眼于屋顶、墙面、阳台等处。例如，

《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屋顶绿化、垂

直绿化面积可按照一定比例折算为建设工程项目的附属绿地

面积。参考这一思路，可以制定城市农业的折算细则。

图 3  我国城市农业规划策略体系

保障用地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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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挖掘非常规消极空间，保障城市农业用地供给
为减少城市农业对现有土地用途的干扰，应首先致力于

挖掘城市的各类非常规消极空间（包括闲置、荒掷、未得到

充分利用的空间等），如过渡期土地、建筑的屋顶和立面；

而为保证城市农业可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经济、环境等

综合效益，也应该许可对常规空间的非常规使用和阶段性使

用，如利用可移动的种植器皿在城市公共空间开展临时农业

活动。

在此基础上，可以利用地理信息手段盘查城市土地和空

间，交叉分析空间的经济、生态、社会要素，可视化各种城

市农业活动的发展潜力、综合效益以及在城市中可能的空间

区位，绘制城市农业机会地图。需要说明的是，机会地图并

不需要成为指示城市农业活动具体地点的规划图，而是需要

指明农业与城市土地和空间的匹配度，指出某种农业活动形

式在某个地区可能合适的具有潜力的空间，这些地区能够从

城市农业活动中获益且对城市农业活动限制较少或者没有限

制，同时指明要在这些地区获得城市农业活动机会需要遵守

的准则。

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于农业的视角，

分析城市相应区域的特点和需求，确定可能的城市农业类型，

分析该农业类型的所需空间和技术要求，可产生的经济、环

境和社会效益等；第二阶段，基于城市的视角，盘查城市土

地和空间情况，确定土地空间容量清单，绘制城市农业机会

地图，将不同土地和空间中各阶段城市农业活动的发展潜力

和综合产出能力、城市土地对农业活动的有利或限制之处、

开展农业活动需要遵守的准则等可视化；第三阶段，对农业

视角和城市视角进行交叉分析，指出最合适各类城市农业发

展的空间。

4.3  整合生态卫生系统，控制城市农业负面影响
在我国，由于缺乏引导和管理，市民自发的农业活动往

往产生噪音、污染、气味等负面影响，导致邻里纠纷时有发

生，城市农业活动时常处于难以为继、备受争议的状态。这

种现象一方面缘于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也缘

于农业活动与城市其他活动微弱、浮于“浅表”、不稳定的

关联。因此，需要制定详细的管理细则，减少或消除城市农

业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将农业生产和废物处理技术系

统纳入城市的物质能源循环过程与生态卫生系统中，使农业

活动“根植”于城市之中。

研究城市生态卫生系统与农业活动的关系，应关注两个

方面：一是制定限制性管理细则，以控制城市农业活动的负

面影响，如规定肥料、杀虫剂的使用频率和种类，限定作物

的类型，划定种植空间的范围，明确垃圾的处理方式等；二

是制定引导性管理细则，鼓励开展有积极环境影响的活动。

其中，引导性细则的制定又需要关注生产与回收两个阶段：

在生产阶段，鼓励选择恰当的适宜城市环境的农业生产技术

（如温室种植、屋顶种植、墙面种植、无土栽培、水培、鱼

菜共生、可移动容器种植等），以高效率地利用城市空间，

并将这些技术与绿色建筑技术（如与建筑结合的温室、利用

建筑立面实施种植、利用屋顶种植隔热降温）、暴雨管理技

术（如屋顶农场停滞雨水、雨水回收处理灌溉一体化系统）

等整合；在回收阶段，需整合堆肥技术与城市生态卫生技术

（如有机垃圾就地处理、黑水灰水分流处理），就地处理部

分垃圾，以形成分散式的生态卫生系统，补充城市的集中式

生态卫生系统，统筹协调农业活动的生命周期和城市的物质

能源循环过程。

例如，目前我国各大城市正在试行垃圾分类制度，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意味着

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来临。该条例鼓励产生湿垃圾（即

易腐垃圾，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

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生物质的生活废弃物）的单位配

置湿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并要求“市绿化市容部门应当会同

市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商务等部门组织编制湿垃圾就地处

理设施配置标准”[22]。利用此类分散式的垃圾处理设施，可

以就地处理有机垃圾，将处理物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同时，

也可以提高居民参与有机垃圾处理的积极性，这对于城市农

业的推行是很好的契机。

4.4  建立多元参与机制，实现城市农业公共政策职能
在明市的实践中，城市农业本身被视为解决城市经济、

环境、社会等多重问题的必要公共政策。这一政策将利益相

关的多元参与主体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上，共同推进城市农业

公共政策的层层落实。

在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和规划管理机构改革的背景

下，规划的社会治理工具职能、社会公共政策属性日益凸显。

对于政府和城市管理部门来说，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制定某种

具体的“城市农业规划”，而是在确立城市农业的合法地位

和保障城市农业的用地供给后，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激发社会活力，尤其是创造公众参与的城市农业活动平台，

以联络各方利益相关者，平衡各方诉求。由于城市农业的开

展多基于有清晰用地权属、稳定社会关系的社区，因此，社

区作为农业活动的空间与社会关系载体，需要制定参与农业

活动的行为规则和使用农业空间的规则，以确保农业活动对

所有居民是可达的且公平的。这些规则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需基于社区的特点而定，正在探索中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有

可能成为整合城市农业多元参与主体的重要途径。各类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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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机构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农业活动内容建立专业机构（可以

包括居民合作组织、经济协作组织、公益机构、社会企业等），

围绕社区农业活动的全过程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补充城市

政策和社区制度之外的空白。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将城市农业提升到城市公共

政策的层面，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笔者尝试探讨目前可

行的城市农业规划策略，以期在规划部门中率先响应城市

农业的发展诉求，在城市空间这一最为直观和可视化的领

域支持城市农业合法化。或许，这就是对城市农业最好的 

“辩护”。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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