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2019 Vol.34, No.6

Multi-objective Cooperative Planning Governance of Street Market: A Case Study of Street Market 
Construction in Portland, the US

街边市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 ：以美国波特兰街边市场
建设为例

陈煊  袁涛  杨婕
Chen Xuan, Yuan Tao, Yang Jie

文章编号：1673-9493（2019）06-0034-07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22217/upi.2019.515

摘要：街边市场以基本相似的临时流动形式充斥在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

期（770 BC—221 BC）的著作《周礼》中已有关于“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的

记载，街边市场的特定空间和社群延续至今有着中国自身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但其生存境

地一直堪忧。尤其是近年在单一目标式管理方法下，对街边市场实行了大面积的“取缔、

驱逐、监控”等相关政策，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频频发生，摊贩治理问题反反

复复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本研究聚焦于美国波特兰政府以多目标协同规

划治理的街边市场，以及以此形成的都市生活文化，发现波特兰街市治理背后无不体现了

其城市政府开放包容的价值观。结论指出，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政策需要更大的弹性和包

容性，重新评估中国现行管理实施效果，而这首先需要肯定街边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意义，

寻求地方政府多部门协同规划治理的系统整合方法；其次，公众应该关注草根街市文化。

Abstract: Street Market is flooded i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s a basically similar temporary 
mobility form.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770 BC - 221 BC)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recorded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reet vendors in “Zhou L”. Its specific 
space and community continues to have its own unique form and content, but its living condition is 
worrying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single-objective management and the policy 
of “banning, expelling and monitioring”, many social conflic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repeated 
backtracking of street vendors has been plagu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governance that implemented in street market 
managed in Portland, and the urban life culture formed by it.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Portland’s 
market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Portland government’s open and indusive values. The conclusion calls 
for more flexi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in urban public space management policies, re-evaluating existing 
implementation effects in China need to affirm the value of street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eeking a systematic integration method of multi-department management for local 
governments, calls on the public to pay attention to grassroots marke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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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街边售卖是一项古老而重要的职业，几乎

在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能找到 [1]。在中国，早在

《周礼·地官·司市》中就出现了“朝市，朝

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

妇为主”的记载 [2]。我国大量摊贩以自我雇佣

的形式临时或以固定周期集聚在特定的街道空

间内，以销售食物、衣物、书籍等日常用品为主，

并提供理发、维修等日常服务，从而形成街边

市场（后简称街市）。街市因其低收入、低报酬、

无组织、无结构且生产、服务规模微小的特

征而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 [3-4]。 

它为摊贩这一城市弱势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就业

机会和场所 [5]，因此拥有经久不衰的活力；但

同时它也给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影响市

容、堵塞交通、污染环境、食品安全问题、逃

税漏税、治安隐患等，引起了城市管理部门和

学者的关注。

除中国外，街市也普遍出现在纽约曼哈顿、

洛杉矶商务中心区、波特兰办公区、巴黎塞纳

河边等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图 1），并成为一
种重要的城市生活形态。西方对街市的研究始

于 1960 年代，主要关注街边摊贩的综合特征、
身份认同和空间诉求 [6]。其治理的历程可分为

三个阶段：其一，承认摊贩的合法地位，立

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7-9]，并对其进行审批管理，

优先为弱势群体颁发经营许可证 [7] ；其二，关

注摊贩经营中的食品安全管控，将其视为摊贩

管理中的底线 [7,10] ；其三，治理中越来越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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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摊贩协会的身影 [11-14]，形成了一个多方治理的局面。

国内于 2000年后开始探讨相关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
摊贩存在的必然性及其管理方法上，研究视角包括摊贩治理 

经验 [15-16]、弱势群体自雇就业权利 [17]、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端需

求 [18]、城乡二元结构 [19]，以及国际经验比较 [20] 等。这些研究

呼吁了对摊贩群体的关注并提出了缓解摊贩问题的方法，但大

都只是方向性、原则上的建议，缺乏实际操作流程和具体实施

建议，尤其缺乏基于社会文化目标的摊贩管理经验。本文首先

梳理国内街市管理现状；之后立足波特兰，详细阐述其街边市

场——食物车集聚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经验；结论呼吁我

国应重新认识街市的价值，转单一目标的管理观念为多部门多

目标协同治理，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目标。

1  中国街市管理现状

中国摊贩在其存在的长久岁月中经历了不同朝代的洗

礼，因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大环境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

的发展状态。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进

城务工农民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众多下岗失业工人，他们

缺乏就业技能，为了在城市中生存而大多做起了摆摊的生意，

摊贩群体因此逐年壮大，摊贩经营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也累

土至山，随即在 1980 年代集中爆发了各种城市问题。政府为
应对摊贩带来的挑战和城市治理顽疾，于 1997 年 4 月经国务
院批准，开始实施城管部门试点工作，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

理监察大队成立，从而开启了我国城市全面管理工作。

1.1  基于城市空间净化的街市管理目标
因摊贩问题孕育而生的城管制度，对摊贩的管理往往较

为粗暴，常以强制驱逐的方式恢复城市的市容市貌和交通秩

序，暴力执法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和法律纠纷，直至

2016 年 7 月 1 日广东省率先修正《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才改变了暴力执法的混乱局面。然而，其后发展至今

的“疏堵结合”政策虽倡导设立摊贩规范点，引导摊贩入内

经营，但管理部门较多将规范点设立在较为偏僻、不影响市

容市貌的地区，并对主干道附近和城市窗口地区的摊贩进行

严厉的驱逐式管控，体现出政府对街市“净化空间，美化城

市”的管理目标。而该目标的实质则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进

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吸引全球资本，因此体现了城市管理服

务于经济发展的单一政治目标。通过转移、驱逐、替代的空

间策略“净化”公共空间，其根本却是以牺牲边缘群体为代

价促进新一轮的资本发展 [21]。

1.2  基于层级监控的“运动式”街市管理手段
目前，我国的城管部门建立了“属地管理”制度，即将

管理权下放街道，形成“市—区（县）—街道（镇）”的层

级式管理体系，常采用日常执法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管理手

段 [22]。其中日常执法通常以城管队员列队巡逻的方式进行，

发现沿街售卖等违规行为，由城管队员进行现场处置：一般

对“初犯”者进行劝离，对“惯犯”者则采取罚款和没收工

具等处罚方式。因为日常执法中存在许多难以应对的重症顽

疾，上级领导会协调各部门抽调人员，进行集中的整治 [22]，

也称“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可以有效清理城市的摊贩

集聚区，起到快速改善城市面貌的效果，其特征是治理基本

发生于城市“大事件”（如大型国际会议、运动会、文明城

市评估、上级领导视察重要节点等）的前夕。

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部分城市（如北京、杭州、长沙）的城管部门在摊贩管理中运

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城市各类实时监控数据，构建了城市管理

智能平台，实现了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实时监控，形成全天候监

控网络，计算机辅助智能识别违规行为，基本实现实时处理，

极大增加了监管的范围与执法的精准性。因此，我国现阶段的

街市管理手段实质上是基于监控的城市空间层级式管控。

1.3  摊贩问题反复的街市管理困境
尽管如此，目前我国街市管理效果仍不“理想”，摊贩

问题极易反复。虽有“疏堵结合”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

中，摊贩规范点的设置因邻避效应而变得困难重重，导致现

阶段的街市管理手段仍是以驱逐和处罚为主。日常性驱逐和

运动式驱逐虽能起到暂时的“净化空间”效果，但是一旦管

控减弱，摊贩势必会“卷土重来”，并且与城管玩“猫鼠游

戏”，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打游击战”，禁之不绝。城管部

门的管理工作难以走出“整治—回流—再整治—再回流”的

怪圈，不仅没有解决街市的管理问题，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城

图 1  欧美部分城市（纽约曼哈顿 [ 左上 ]、洛杉矶 [ 左下 ]、波特兰 [ 右
上 ]、巴黎 [ 右下 ]）的街市

资料来源：www.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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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管理资源，并进一步降低了政府治理公信力 [22]。

2  美国波特兰街市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

波特兰是美国西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临近太平洋，

气候温润宜人，连续多年被评为美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2018 年市区人口约为 65.31 万①。相对于美国其他以移民为

主的城市，据统计 2018 年波特兰的常住人口中有 77.4% 是

白种人②，其人口结构与中国相似，因此区别于美国其他城

市多种族和国别的治理经验，波特兰的治理经验对人口背景

相对一致的中国极具借鉴意义。

波特兰政府对食物车的“宽松式”管理取得了经济、社

会和文化上的多重效益，可以说一举多得。因此近年来，西

雅图、温哥华、多伦多等城市也纷纷修改法规，效仿波特兰

放松对街头贩卖的限制，引进食物车项目，试图通过食物车

来改善城市经济，促进社会公平和融合，推进地区文化发展。

2.1  街市法治化的发展历程
波特兰食物车产业是在摊贩、市民与政府的不断协商中

慢慢走向成熟的。食物车原型为 1912 年出现的马车售卖 [23]，

1965年才在波特兰市政大厅附近出现了第一辆现代化的食物
车——由摊贩莫里·德拉贡（Maury Dragoon）经营且只售

卖热狗，市长和其他官员试吃后对其表达了认可之意，从而

奠定了日后波特兰食物车产业发展的基础 [24]。1970 年，波
特兰市政府为复兴市中心，激发其经济活力，开始引入食物

车项目 [25]，并规定长度小于 4.9 m 且可移动的食物车适用车

辆管理规定。该条例的颁布使得定点售卖的食物车避开了建

筑相关管理规定，为食物车主节省了一大笔管理费用，食物

车在这之后开始流行。1976 年颁布的法规使得食物车在商
业区的售卖活动合法化 [25]。1980 年代，在设计波特兰市中
心的先锋法院广场时，政府要求引入活跃的街道生活，于是

设计师在设计时预留了摆放食物车的灵活空间，遇重大节日

即可移动食物车腾出空间。时至今日，先锋法院广场已成为

波特兰的一个城市地标广场。1990 年代，政府加强了对食
物车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同时对食物车的设计规范进行了

探讨 [24]。1997 年俄勒冈州政府将食物车纳入餐厅管理范畴，
促使环境健康局参与到食物车的管理中来 [24]。发展至今，波

特兰 95% 的食物车为定点售卖，其审批管理程序日趋完善，

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服务机制，涉及食物车设计、审批

许可、运营监管、年检等环节，推动和保障了波特兰食物车

行业的发展。

2010 年波特兰食物车的数量达到 500 辆以上 [24]，分布

在波特兰市不同地段（图 2）。由于群聚效应，食物车一般
成群结队出现，故形成了食物车集聚区。最早的食物车集聚

区出现在市中心的停车场 [25]，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约 51 个大
小不一的集聚区，每个聚集区的食物车有 3~60 辆，沿街道
排列或三五成群形成独立的区域（图 3）。

①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portlandcityoregon/PST045217#viewtop）。

② 同注释①

图 2  波特兰 2006、2008、2010 年食物车分布图（左），街道（右上）、
公园广场（右中）、私人领地（右下）内的食物车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 改绘，右图源自 www.google.com/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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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食物车 道路 主要水体 波特兰都市区边界

图 3  街边排列式食物车集聚区（上）、独立式食物车集聚（下）
资料来源：www.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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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地段多部门协同的审批管理制度
（1）多部门参与的审批管理平台
食物车售卖审批内容包括安全、技术、选址、商业活动

申报、监督许可等，涉及的审批管理部门主要有环境、交通、

财政、公园更新、消防等。例如：在安全保障方面有环境局、

消防局、农业部、保险公司等各负其责；而选址则有交通局、

公园更新局、私人土地主等共同负责审批（表 1）。其他部
门权责明晰、协同把关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公

共安全事项。食物车售卖审批的管理平台有线下和线上两个

部分。线下各部门为摊贩开业审批和年审提供面对面的指导

和审核服务，指导他们完善申请表格，获得区划、建筑、消

防等相关部门的许可，完成开业检查与审核，督促并引导他

们完成年审。线上部分则包含电话咨询、网络指引两种方式。

例如：市政府网站上可下载的“食物车计划复审包”即包含

了信息收集表和申请表①、售卖食物制作信息、食物车运营

计划、卫生垃圾处理服务计划等。

（2）分地段的售卖审批流程
根据售卖地点的不同，可将售卖审批分为街道、人行道

审批，公园附近审批和私人领地审批三种类型。根据波特兰

区划条例，这三种地段为零售密集区，人流量较大，因而逐

步变成了食物车售卖审批的三个主要地段，不同地段的售卖

审批由不同部门牵头管理（图 4）。街道、人行道的售卖审
批由市交通局主导，申请人需根据人行道选址细则确定售卖

位置，获得售卖点附近财产所有人的书面售卖许可和相关部

门的审查合格证，然后购买保险。市公园更新局负责公园附

近地段的售卖审批管理，申请人需根据公园更新局发布的售

卖点信息以及对应的租金、限制条例确定销售位置，提供相

关部门的审查合格证明和保险公司保单，然后交纳租金。私

人领地的售卖审批由私人土地主管理，申请人只需根据区划

① 食物车级别不同，对应的管理要求也不一样，级别越高，车辆功能越强，受到的约束越大。

表 1  食物车审批涉及部门及其职能

内容 审批涉及部门 食物车审批管理中的具体职能

安全保障

穆鲁马县（Multnomah County）环境健康局 检查食物车及其周边的卫生安全问题，核查与食物卫生相关的营业许可证

波特兰市消防局 检查食物车丙烷系统，发放丙烷系统审批合格证书

俄勒冈州农业部 审批花圃果园的质量合格证书

保险公司 提供食物车售卖活动涉及事项所需的保险，包括员工保险、工商保险等

技术把控 波特兰市发展服务局 审批食物车的设计及使用的材料是否达标

选址与日常管理

波特兰市交通局 审批食物车在街边、人行道的选址计划

波特兰公园更新局 审批并管理在公园范围内营业的食物车

私人土地主 提供并维护食物车售卖点的公用设施，管理食物车集聚区日常事务，可自行制定该区域的管理规则

商业活动备案 波特兰市财政局 主要对食物车进行的商业售卖活动进行备案，发放商业售卖许可

监督许可 售卖点周边相关财产利益关系人 对食物车在所属财产附近进行运营的行为进行书面许可

否

图 4  波特兰食物车售卖审批流程图

了解食物车售卖相关
法律法规和申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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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得出了“人对于街道有重要

作用”的结论，从而对美国曾走过的一段严格管控街市的

历程进行了批判 [32-33] ；而蔡特瓦特·布恩瑞本（Chaitawat 

Boonjubun）也指出了政府对街边摊贩的驱逐使得社会治安

变差这一事实 [34]。长期在街道上经营的摊贩会与居住在附近

的居民、过往的行人、顾客以及其他摊贩形成社会关系网络，

使得街道变成了一个“大家庭”，逐步改变街道的文化，实

现社会文化价值的叠加 [35]。食物车集聚区由于常选址在私人

停车场，进而带动了其周边公共设施，如公共座位区、休息

室、公共厕所、ATM 取款机、儿童游乐区、乐队演奏场地等

的建设 [24]，将冷冰冰的停车场变成人群集聚的消费和社交空

间。另外，食物车集聚区定期举办的音乐会、电影节和美食节，

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和邻里间的互动。多数波特兰市民表示，

食物车集聚区是他们外出散步、游玩嬉戏的理想去处 [8]。

（2）形成特色的草根街市文化
波特兰街市的文化根植于波特兰的草根文化城市价值

观。波特兰人民自立、团结、诚实和支持本土等价值观使他

们自发联合起来抵制 1970 年代开始壮大的经济全球化 [36]。

他们通过 DIY 创造了带有波特兰独特标签的手工作品，抵制

大工厂制造，同时强大的社区邻里关系纽带使得人们相互扶

持，支持本土的手工制品，DIY 经济由此发展壮大，后形成

了 DIY 艺术运动。波特兰食物车奠基人之一的迈克尔·赫本

罗伊（Michael Hebberoy）曾说过，他的食物哲学就是被 DIY

艺术运动所塑造的 [37]。打破大公司的食物垄断和寻求更多食

物选择的现实需求，以及草根阶层积极的创业热情，使得食

物车产业逐年发展壮大。

波特兰市长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说：“政府一直在不阻挡食物车的发展上努力”[38]，

条例就用地性质的规定和食物车停放位置的要求与私人土地

主签订合同（如营业时间、卫生条例等），到相关部门备案

并申报许可证。

不同地段食物车的选址需满足波特兰政府不同部门对其

摆放位置的详细规定，如与零售门店一般要有 30.5 m 的缓

冲距离，与人行道交叉口和残疾坡道间隔 3.1 m 等（图 5）。
此外，区划条例中无商业用途的用地也有转换为商业用

地的可能（图 6）。例如工业用地中，若想增设食物车以方便
生活，申请人可协同规划设计师对用地及周边情况进行重新评

估，后报规划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增设食物车。该政策

打开了自下而上调规的大门，一方面扩大了食物车布点的范围，

另一方面激发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使食物车的布点更加合理。

2.3  街市治理的成效
（1）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
回顾历史，街市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形式为很多国家经

济的发展和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7]，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

战争等特殊时期，其强大的韧性为城市经济的稳定、城市弱

势群体就业等提供了保障，维护了社会稳定 [28-29]。2008 年经
济危机期间，波特兰的街市为失业人群提供了重要的就业岗

位，更为收入下滑严重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价格合理的餐饮；

当经济复苏，食物车又为人们提供了灵活的工作选择和创业

机会 [30]。据统计，美国食物产业在 2017 年创造了 27 亿美元
的收益 [31]，食物车经济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政府带来

了大量税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图 5  食物车街道、人行道摆放细则（上），食物车私人土地摆放要求（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ww.google.com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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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给予了食物车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常

常以投诉为导向对食物车进行管理——只要民众不投诉，管

理部门就对食物车的一些“小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当然，涉及公共安全底线的安全与卫生等规定是必须

被严格执行的。该做法给予了食物车主更多自由创作的空间，

激发了食物车主的主观能动性，无形中促使了食物车主主动

与周边邻居的和睦相处，为街市文化的形成打下基础。

另外，波特兰政府、市民与社会组织等一起通过完善

公共设施、举办节庆活动、推广宣传活动等促进街市文化的

形成。波特兰市规划局联合波特兰州立大学，对波特兰的

食物车集聚区基础信息进行了研究 [23]。而食物车爱好者更

是积极宣传食物车，通过建设食物车网站①、自费出书、媒

体报道等方式助力推广街市文化的发展（表 2）。“威拉米

特周”（Willamette Week）②联合“随时随地吃”庆典（Eat 

Mobile）③创办了卡蒂奖（Carty Award）④，其由大众评选

奖（People’s Choice Award）、造型奖（Style Award）、评委青

睐奖（Judge’s Choice Award）等组成，每逢食物车节日，就

会请食客选出最受欢迎的食物车进行表彰。《纽约时报》称

波特兰的街边餐饮行业开启了波特兰餐饮的黄金时代 [39]。如

今的波特兰被称为“食物车的天堂”，食物车集聚区的特色

食物与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食物车集聚区被列入波特兰旅

游必去的景点之一，成为波特兰的城市名片。

3  对中国街市规划治理的启示

3.1  尊重街市底层文化
波特兰街市始于民众的自发行为，在草根力量、政府、

市民与各个部门的参与协助下不断壮大兴旺。这一切要归功

于波特兰人民对底层文化的认同和尊重，最终形成了特色的

草根街市文化，增强了城市的软实力，提升了城市竞争力。

为更好治理街市，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它，回归街道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尊重摊贩使用公共空间的基本权

利。现代治理理念普遍认为，城市街道的治理意在维护本地

居民和外地访客的正当权益，通过保障公共性来促进城市共

同体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40]。当前许多国家都认可了摊贩

使用公共空间的合法性 [40]，如印度政府于 2014 年正式出台
了《街头售卖（居住地保护和街头摊贩管理）法案》，在法

律层面认可了摊贩的权益；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保护公民

的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权和劳动权，摊贩有权通过劳动获得

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摊贩的存在无碍道德，并且不违法 [9]。

如前文所述，我国对于街市管理的政策历经数千年，它伴随

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并在某些时期产生了特殊空间从而形

成了当今的街市文化。然而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因为缺

乏对街市经济运行逻辑、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认知，而在

认知层面存在歧视，人为地将摊贩经济视为城市不发达的标

志或将其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进而展开“理所应当”

的取缔。重新认识其公共权益和劳动价值，将帮助我国管理

部门消除对摊贩的偏见，制定出有效的管理措施，为多部门

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街市打下基石。

3.2  多目标协同的街市规划治理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41]，协

调的过程需要管理者关注日常的变化，并应对变化作出积极

的配合和修正。

我国政府对于摊贩事务的管理从古至今多为单一目标式

的管理，忽略了街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多目标协同

的街市规划治理要求更加关注切合城市居民自身利益的食品

健康、摊贩群体的社会就业及社群文化、城市休闲品牌和文

化等价值，从而转变以往粗暴取缔街边摊点的管控思路，真

正实现以社会发展、人文关怀、社会就业等为目标的城市治

① www.foodcartsportland.com

② 是波特兰当地的一家报刊社，创办于 1974 年，以发行周报和网络传媒为主。
③ 波特兰盛大的食物车庆典，意在庆祝波特兰的食物车文化。

④ 由“威拉米特周”和“随时随地吃”创造，意在表彰卓越的食物车主。

表 2  街市文化构建参与人、参与内容与意义

参与人 参与内容 意义

市规划局、

波特兰州立大学

对食物车集聚区进行研究记录，采访调查食物车售卖所在地涉及的各

利益相关方

为政府做决策提供了建议，记录食物车发展并进行信息传播，具有教

育示范意义

政府联合商场 为食物车美食节提供场地 吸引更多人关注，促进了街市文化氛围的形成

食物车爱好者 积极宣传食物车，自费出书和建设食物车网站，方便居民查看食物车

相关信息

搭建信息的桥梁，增加居民了解食物车的途径，通过网络吸引更多人

关注食物车

威拉米特周 宣传报道食物车相关内容，创办卡蒂奖，表彰杰出的食物车主 媒体宣传，传播食物车文化并扩大其影响力，增强食物车主自信和职

业认知，提升社会认可度，对食物车文化起到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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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技术方法上，首先应对现有城市不同摊贩点的分布进

行整理，分类建立固定的街市区位信息；明确不同地段涉及

的利益相关管理部门，明确各部门在针对街市规划治理中的

具体职责和权力，制定协同规划治理程序、流程和细则，把

责任落实到各部门，把控好食品安全、卫生环保、社会秩序

等底线。此外，留出摊贩灵活操作的空间，激发其对自身身

份的认同，引导其为营造街市文化作出努力和贡献，从而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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