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2019 Vol.34, No.2

摘要：尼尔·布伦纳批判性思考了“去地域化”理论的不足，提

出了强调“再地域化”的“尺度重构”理论，他认为在全球化背

景下，以 1970 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全球相对固定的空间社会

地域结构被不断地“创造”“调整”或“转型”，以适应与承载新

的发展环境，从而产生不同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大伦敦规划、

巴黎大区规划、东京首都圈基本计划、首尔首都圈重组规划为例，

比较分析国外典型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发展演进，并提

出三大共同趋势，即权力下放的主体转变与协作导向，区域竞争

力导向的多元发展议题与多中心分散集聚的区域空间布局。同时，

本文初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进行了展望。

Abstract: Neil Brenner critically considered the inadequacy of the 
theory of “deterritorialis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re-scaling” 
theory emphasizing “reterritorialisation”. He believ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the oil crisis of 1970 as dividing 
line, the relatively fixed space structure has been constantly “created”, 
“adjusted” and “transformed” to adapt to and carry a new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Greater London Planning, Paris Reg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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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Reorganization Planning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in metropolitan areas of typical foreign 
capital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common trends: the main body shift 
and cooperation orientation caused by decentralization, the multi-
development issue oriented by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multi-
center decentralized regional spatial layout. In the end,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outlook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关键词：  尺度重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区域协作； 

多中心分散聚集

Keywords:   Re-scaling;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Spatial Planning; Regional Collaboration;  

Poly-center Decentralized Aggregation

Analysis on Spatial Planning of Foreign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吴骞
Wu Qian

作者：  吴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编号：1673-9493（2019）02-0078-08 中图分类号：TU984.3 ；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22217/upi.2017.594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区域“尺度重构”

1.1  “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
1970 年代前后，信息化技术的大发展带来了相比于工业革

命时期的交通、通信技术现代化更为深刻的“时空压缩”[1-2]，并

且，其开放化、平民化特征更是促进了经济发展模式由福特式向

后福特式转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得到了高度的发

展，从而与信息化带来的物质基础共同推动了国际相互投资的

全球化经济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中，在 1970 年经济危机的刺激

下，以国家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发展模式正在逐步瓦解，城市

与国家的捆绑关系开始松动，向着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资本

积累转型 [3]，政治体制界限被不断弱化 [4-6]，城市区域传统的核

心聚集和边缘扩散的效应正在逐步消失 [7-8]，而网络化的“流动

空间”（space of f lows）得到强化 [9-10]，体现为一种“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sation）的趋向。另一方面，列斐伏尔 [11-13] 与大 

卫·哈维 [14-15] 提出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结构”与“空间生产”

的“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支撑了“去地域化”与“流”

的过程，并指出需要进行“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以应对特定时

间下的资本活力衰落，即通过借助地域性优势，建构生产、交通、

通信等空间结构以及法规、制度、规范等社会结构，来支撑并适

应新的资本流通模式。

1.2  “尺度重构”与区域空间规划
尼尔·布伦纳借助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的“再地域化”思

想，批判性思考了“去地域化”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尺度重构”

（re-scaling）理论，即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尺度相对固定的

空间社会地域结构会被不断地“创造”“调整”与“转型”，不同

尺度地域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以适应与承载新的发展环境，

强调不同时期不同尺度地域发展的动态性与应变弹性 [16]。他认为

1970 年代后的资本全球化是相对于 19 世纪末围绕国家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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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进行地域发展组织的第一波资本浪潮，转变为国家尺

度组织向次国家、超国家尺度组织的第二波资本浪潮，国家

与城市两种再地域化形式会与超国家、国家与城市区域的资

本积累尺度相关联而产生不同的特征，体现为国家权力向下

或向上转移，增强了超国家对区域的引导，以及区域内部的

相互合作 [18]（表 1）。
城市区域层面的“尺度重构”，从政策导向方面来看，

体现为通过国家的战略力量为区域发展创造自由、良好的环

境成为关键；从空间形态方面来看，体现为以大都市、世界

城市等为引领，以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多中心超级

都会区正在形成。而区域空间规划作为一个政策驾驭空间

发展的能力 [19]，受到了以上两方面的影响。1970 年代以后，

随着福特—凯恩斯主义以国家尺度为核心向后福特—新自由

主义以城市区域尺度为核心进行“尺度重构”，全球区域空

间规划的编制机制、规划内容等都发生着转变。

2  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共同趋势

2.1  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的“爆炸式”发展带来了各种环境

与社会问题，在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等学者的城市规划

区域观影响下，空间规划由“就城市论城市”逐步走向“区

域整体观”。而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在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同

时，也承担着国家行政管理、国家文化象征、国际事务交流

等重要的国家功能，因而在城市形象、政治安全等方面都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首都特大城市地区更需要从区域的

视角疏解首都功能，重塑首都形象，保证政治安全；而区域

空间规划作为城市区域发展与形象重塑的重要空间工具，在

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布局、功能配置、形态塑造等方面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尺度重构”的理论背景下，本文以 1970 年石油危

机为重要时间分界线，以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和

首尔首都圈为例，分析两波资本浪潮背景下的国外首都特大

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发展历程。总体来看，国外典型首都特大

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在“尺度重构”的大背景下，在编制机制

上，逐步从“国家主导”向“区域主导”（如大伦敦、大巴黎）

或“国家引领，区域协作”（如东京首都圈、首尔首都圈）

转型；在编制内容上，逐步从“规制—计划”向“战略—协

作”，从“增长导向”向“多元导向”转变 [20] ；而在空间形

态上，顺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强化了区域城市布局

向多中心分散集聚形态演变 [21]（表 2）。

2.2  趋势一 ：权力下放的主体转变与协作导向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尺度重构”理论下的国家权力

转移首先影响到了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机制。

在大伦敦和巴黎大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权力在 1970 年

左右均从国家逐步转移到了区域政府层面。

大伦敦 1969 年版规划的编制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变为

1964 年成立的大伦敦议会（GLC: Greater London Council），

成为规划权力下放的雏形。但在撒切尔政府时期，随着政

府职能削弱，议会被撤销，大伦敦地区规划编制权力先后

由作为中央政府环境部、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伦敦政府

办公室与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承担。随着 1994 年工党大选胜利，走“第三

条道路”成为政治主线，2000 年大伦敦当局（GLA: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成立。GLA 是为了改善 32 个自治市委员

会之间的协调工作而设立的享有战略性区域权威的行政体，

拥有运输、警务、经济发展、消防和应急规划的权力，由一

名直选市长、区域议会（由 25 名不同社会领域选举产生的

具有审议权力的代表组成）以及大区行政部门构成，包括伦

敦交通局（TfL: Transport for London）、市长警务和犯罪办

公室（MOPAC: Mayor’s Office for Policing and Crime）、伦敦

消防和应急规划局（LFEPA: the London Fire and Emergency 

Planning Authority）、大伦敦土地与财产管理公司（GLAP: 

GLA Land and Property，取代伦敦发展署 [LDA]）等四大职

能机构。伦敦市长的规划政策在伦敦法定计划中有详细说明，

该计划定期更新和发布 [22-24]（图 1）。

表 1  全球化与再地域化：尺度重组中的城市与国家

（再）地域化形式
资本积累的空间尺度

全球 国家 城市区域

城市

城市尺度重组世界城市发展

世界城市等级的形成 ；全球经济中城市

竞争的加剧

全国城市体系融入全球与超地域城市等级

体系；世界城市发展与国内经济增长脱钩

超级都会区出现；城市形态重构——多中心

城市区域及新型工业区的出现

国家

国家地域重组新自由主义

“全球地方化国家”兴起

国家地域变成“外部内化”；尺度向上重

组，使得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等超国家管理机构兴起并参与调

整国家空间

国家尺度上“非国有化”；中央政府将部分

权力向上转移至超国家机构，或下放到区

域和地方政府

国家地域的“内部外化”；尺度向下重组到

次国家层次；国家透过跨国企业鼓励对主要

城市区域的投资；建设新型国家空间调控新

的产业空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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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首尔首都圈空间规划演进概述

地区与规划 1970 年前：第一波资本浪潮 1970 年后：第二波资本浪潮

大

伦

敦

年份 1944 年 1969 年 2004 年 2008 年 2011 年

规划名称 大伦敦规划 大伦敦发展规划 第一次伦敦规划 第二次伦敦规划 第三次伦敦规划

编制主体 英国政府 大伦敦议会（GLC） 大伦敦当局（GLA） 大伦敦当局（GLA） 大伦敦当局（GLA）

规划目标

战后重建，疏散内城，应对地

区不平衡发展

控制、疏散内城 建设经济、环境、社

会平衡且协调发展的

可持续世界城市

提升国际竞争力以适应国

际经济格局

为可持续、包容的持续

增长的规划

巴

黎

大

区

年份 1934 年 1956 年 1960 年 1965 年 1976 年 1994 年 2012 年

规划名称

普罗斯特（Prost）

和多特里（Dautry）

共同主持完成的

巴黎地区空间规划

（普罗斯特规划）

《巴黎地区

国土开发计

划》（PARP

规划）

《巴黎地区

国土开发与

空 间 组 织

总体计划》

（PADOG 

规划）

《巴黎大区国土开

发与城市规划指

导 纲 要（1965—
2000）》（SDAURP

规划）

《法兰西岛地区国土开

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

要（1975—2000）》
（SDAURIF 规划）

《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

要（1990—2015）》（SDRIF

规划）

《巴黎大区战略规划》

（SDRIF 规划）

编制主体 法国政府 法国政府 戴高乐政府 巴黎大区议会 巴黎大区议会 巴黎大区政体 巴黎大区政体

规划目标

控制向郊区膨胀 限制扩展，以

期均衡全国

遏止蔓延，追

求地区均衡

完善与拓展兼顾，

数量与质量兼顾

强调城市扩展和空间

重组兼顾，人工与自

然兼顾

应对地区经济复苏和新的

不平衡现象，以及国际上

重大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

确保 21 世纪的全球吸引

力

东

京

都

市

圈

年份 1958 年 1968 年 1976 年 1986 年 1999 年

规划名称
第一次

首都圈基本计划

第二次

首都圈基本计划

第三次

首都圈基本计划

第四次

首都圈整备计划

第五次

首都圈基本计划

编制主体
首都整备委员会 首都整备委员会 日本国土厅下辖首都

整备委员会

日本国土厅下辖首都整备

委员会

日本国土厅下辖首都整

备委员会

规划目标
抑制大城市的无序蔓延 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均衡发展 控制大城市，振兴地

方城市

推动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

开发格局

提高区域竞争力，促进

可持续发展

首

尔

首

都

圈

年份 — 1982 年 1994 年 2006 年

规划名称 — 第一次首都圈重组规划 第二次首都圈重组规划 第三次首都圈重组规划

编制主体 — 国土交通部 韩国政府 韩国政府

规划目标

— 应对日益严重的大城

市负面影响

兼顾控制城市扩张与提高

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平衡

建立可持续且内外共同

发展的首都圈，引领东

北亚竞争力

1965 年出台的《巴黎大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

要（1965—2000）》（SDAURP 规划）被认为是巴黎大区空间

规划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规划的编制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变为

1964 年成立的巴黎大区议会，后逐步演化为巴黎大区政体，

包括大区议会（常设委员会、分管不同事务的委员会与全体

会议）、由大区议会产生的政府（由议会主席代表，下设由

议会主席和 15 位副主席组成的办公室）、大区行政机构以及

大区议会咨询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大区行政机构负责实施

大区议会和政府的决定 [25-26]（图 2）。

而在东京与韩国，由于首都的特殊地位，首都特大城市

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权力集中于国家政府的状态并没有发生

改变，但地方发展自由的诉求越来越大，且应对区域性中微

观公共事务对于国家尺度的权力来讲过于细节化、繁琐化，

因而在空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国家政府逐步开始注重与地

方政府的沟通以及规划实施的地方府际协作。以东京为例，

从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开始，日本国土厅首都整备委员会

多次与地方政府沟通，以应对地方发展和地方间协调的问题，

成立了“七都县市首脑会议”（1998 年）、“首都圈港湾合作

图 1  大伦敦政体的主要结构 图 2  巴黎大区政体的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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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协议会”（2002 年）等，还成立了东京都市圈交通规划

协议会等解决区域专项事务的非正规协作平台。与之相对应

的是国家和地方的投资占比从 1980 年代以前国家出资 80%，

到 1988 年东京都道路建设中地方政府出资首次超过国家。

2004 年，中央更是取缔了全国性的国土规划，中央对于区

域的干预更多地变成了引导和协调 [27-28]。

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内容逐步从“限制”“控制”走

向“战略引导”发展，强制控制性条款和措辞减少，战略引

导性条款和措辞增加（但在一些发展底线问题上还是强调刚

性控制，如生态保护），给予地方更多的决策空间，并从“目

标导向”的计划分配走向“问题导向”的协作治理。大伦敦

2036 规划中划定了东西南北中五大次区域（sub-region），作

为打破行政边界的协作区域 [29]（图 3）。巴黎大区 2030 规划

中，也划定了 14 个“大都市共同利益区”，确定了每个“利

益区”的发展战略，并以此为背景，指导地区间通过签订协

议的方式推动区域性项目落实 [30-31]（图 4）。同样，在东京第

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中，提出了“合作轴”和“特别强化合

作区域”概念，以及在第二圈层建设多摩、神奈川、千叶、

琦玉四个自立都市圈 [32]（图 5）。在首尔第三次首都圈重组

规划中，则提出将二三圈层的产业带作为地区协作的空间基

础 [33-34]（图 6）。

2.3  趋势二 ：区域竞争力导向的多元发展议题
“尺度重构”所带来的区域协作与全球协作，改变了“诸

侯经济”式的城市间过度竞争，并在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

大等全球挑战下，使得各城市之间开始以区域公共问题为导

图 3  大伦敦 2036 空间规划的战略协作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图 5  东京首都圈“分散型网络”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35] 改绘

图 4  巴黎大区 2030 空间规划的战略协作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1]

大都市区利益领域 0    10 km   N

图 6  首尔首都圈“多核联系型”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34]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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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首尔首都圈最新空间规划的三大议题

规划名称 圈层转型 包容发展 绿色发展

大伦敦 2036

内伦敦建设高端服务业复合的中央活动区；外

伦敦布置工业，仓储、物流、废物管理以及部

分研发部门①

保证所有人平等生活的机会，加强可负担住房政策，

平等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与服务设施供给

提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垃

圾管理，受污染土地治理等措施

巴黎大区 2030
提出中心去工业化，向外圈层或区域外转移，

并进一步加强创意产业与知识型产业发展

为了更好更团结的区域而行动，强调多元需求，应对

职住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等问题

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紧缺、生

态环境退化和更多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

东京第五次首

都圈基本计划

第一、二圈层承担行政、金融、文化、高校、

国际与区域物流等功能 ；第三圈层容纳工业、

物流等功能

建设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的小规模办公地点

（satellite+office），通过互联网通信与公司本部保持

联络，以缓解中心城住房压力，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

强调自然保护、农村建设、城市发展要与

城市共生

首尔第三次首

都圈重组规划

第一、二圈层发展知识型、创新型产业集群 ；

第三圈层容纳制造业、物流、生态旅游功能

扩大低价、优质的住房供给，强调改善欠发达地区居

住条件

区域层面划定自然保护圈域，城市层面提

出绿色城市化建设

① 伦敦 2036 规划提出对中央活动区以外的地区进行分类战略工业选址（SILs: Strategic Industrial Locations），其中首选工业位置（PIL: Preferred 

Industrial Locations）特别适用于一般工业、轻工业、仓储和配送、废物管理、回收利用、一些与运输相关的功能、公用事业、批发市场和其他

与工业有关的活动；工业商业园区（IBP: Industrial Business Parks）特别适用于需要更好质量环境的活动，包括研发、轻工和高价值的一般工业、

一些废物管理、公用事业和运输功能、批发市场和小规模分销。

② 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五类部门（公司总部 [headquarter]、研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加工处理 [processing]、装配 [fabrication] 和总装 [integration]）

的分散协作模式等影响了城市空间布局聚集与扩散，进而产生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经过许多学者对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空间布局

的研究，归纳出了世界城市圈层式、集群式的空间布局模式：容纳企业总部、银行金融、文化产业等的“核心集群”；容纳高端商务与政府行

政等重要非营利部门的“衍生集群”；容纳从高层次商务服务中衍生出来的“支持集群”；作为制造业转移重要区位的“外围集群”；以及被全

球化经济边缘化的“边缘集群”。

向，基于更多元的价值取向而共同努力，在规划上体现为从

“增长导向”的规划议题走向圈层转型、包容发展、可持续

发展等“多元导向”的规划议题。

首都特大城市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和实力体

现，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需要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全球

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霍尔（P. Hall）认为国家行政职

能通常还会吸引金融、文化创意、传媒等功能 [36]，加上其

本身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心区域将成为一个以高端

服务业为引领的多元功能高度复合体，而工业革命时代发展

起来的制造产业等功能逐步向外围圈层或者其他城市地区转

移，从而形成从制造业主导向高端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转型

（图 5—图 8）。同时由于气候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对于生

态保护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通过高端服务引领的

圈层转型、社会和谐导向的包容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

而创造区域竞争力，成为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核心 

议题 [29-30,32-33]（表 3）。

2.4  趋势三 ：多中心分散集聚的区域空间布局
“尺度重构”理论的国家权力下放背景下，区域发展有

了更高的自由度，而加之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时空压缩”

潜力，区域层面的城市化将向更大空间范围扩展，并按不同

距离的圈层进行再集聚②，从而促进了区域多中心城市布局

的出现。同时，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与首尔首都

圈都在其空间规划中，出于集约发展、中心辐射、地区带动

的目的，进一步强化规制了“多中心”发展格局。

总体来看，大伦敦 2036 的“城镇中心网络”（Town 

Centres Net）、巴黎大区 2030 的“极化—平衡发展”、东京

首都圈“分散型网络”和首尔首都圈的“多核联系型”空间

布局，都有背景性的分区管制作为基础，以公交、慢行、信

息基础设施等作为网络支撑，设置带动各个发展片区的中心

城市，并且对于这些中心城市及其所引领的地区都制定和强

调了差异化、互补化的发展规则（表 4, 图 5—图 8）。另外，

国家行政管理及相关非政府机构也在有选择性地随着“多中

心”分散集聚，进行逐步疏散，而这一趋势在东京第三、四、

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和韩国首都圈重组规划提出的建设行政

中心城市中都得到了体现 [37-38]（表 5）。

3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规划的启示与展望

自 2013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

冀协同发展纲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执行工作联动协

作协议书》《京津冀税收风险管理协作机制》以及京冀之间

签署的《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共建

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协议》等文件，都在不断推进区

域协作治理的深化。与此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区域

空间规划的重要地位，规划对区域发展的战略作用逐步得到

认可和强化，空间规划的战略职能中需要更加关注对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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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协作的促进作用，以落实规划中的各项战略目标。

3.1  启示一：“国家主导”走向“国家引领、区域协作”
在京津冀地区，空间规划编制机制是“国家主导”的模

式，其集中决策的属性在工作效率上相对于单纯的区域主导

有明显的优势，但与东京都市圈一样，在面对一些中微观区

域性的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体现出了其在灵活性和信息灵

敏性方面的劣势。与此同时，诸如行政区划调整、建立区域

政府等区域公共问题内部化措施灵活性较差，动荡性较强，

因此，为避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巨大波动，本文认为“国家

表 4  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首尔首都圈最新空间规划的多中心空间布局策略

规划名称 圈层结构背景 “多中心”空间布局策略

大伦敦

2036

中央活动区

（CAZ）→内伦

敦→外伦敦

基础分区：确定就业居住容量大、交通可达性好的机会地区，交通可达性好的强化地区，遭受严重经济障碍的更新地区

公交慢行导向：围绕公交站点、自行车高速路和步行网络建设

分级设定：服务全球的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s），服务大伦敦内外一定区域的大都市区中心（metropolitan centres）、服务外

伦敦一定地区的主要中心（major centres），服务于地区的地区中心（district centres）以及最小一级的邻里中心（neighbourhood and 

more local centres）

分项规定：对不同圈层、级别、现状的中心，在夜间经济簇群等级、增长政策的强弱和办公室政策引导方面做了不同的规定

巴黎大区

2030

巴黎省→巴黎小

环内→巴黎大区

基础分区：进行城镇化与未城镇化地区的分区分析，并分析地方特征

公交导向：城镇化地区的中心建设，围绕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高密度发展；未城镇化地区中心建设，围绕公共交通集约化发展

分级设定 ：确定了“大区重要中心”和分为四级的“地方中心”，前者共 20 个，除了巴黎市中心，其他 19 个中心集中在距离市中

心 20 km 范围内；地方中心共 82 个，散布在都市区各个圈层，按规模层级依次有 4 个、5 个、20 个和 53 个

功能设定：强调差异化、互补化发展，其中“大区重要中心”以商贸、服务、交通、旅游等专业性功能为主

东京第五

次首都圈

基本计划

东京都→东京都

市圈→首都圈

基础分区：为促进跨界合作，在分析地区情况与产业联系的基础上，确定了五个“广域据点合作区”，作为首都圈内部合作与管制区划

网络支撑：进一步强化交通网络建设，推进信息网络化

分区设定：以“广域据点合作区”为依托，设立两级据点城市

功能设定：强调各城市圈在商业、商务、教育、文化、娱乐等功能方面的自足性，以及同一产业带中的各城市圈之间的产业互补性

首尔第三

次首都圈

重组规划

首尔市→半径

30 km 范围→半

径 50 km 范围

基础分区：在确定过密限制、发展管理和自然保护 3 个圈域的分类管制和运营规则的背景下，分析各地区现状特征和既有产业特征，

确立 5 个特色产业带，作为多中心发展的基础

网络支撑：以“环状 + 井字”交通网络作为多中心布局的支撑

分区设定：分析交通可达性、生活圈联系和历史关联等，确立 10 个城市圈，依托城市圈确立地区中心城市

功能设定：强调各据点区域之间差异化产业发展，以及区域内部的产业协作

图 7  大伦敦“城镇中心网络”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9] 改绘

图 8  巴黎大区“极化－平衡”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31] 改绘

引领、区域协作”的东京模式在近期更值得我国借鉴。

国家权力向城市区域转移并不意味着国家作用的削弱，

而是国家将某些关键决策和关键制度从民主控制中抽离出

来，并安排到值得“信任”的社会力量中，某种程度上强化

了国家的权力。权力转移背景下，国家承担着结构性的战略

选择、宏观性的战略统一以及空间性的战略调整 [39-41]。区域

协作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1+1>2”的协同发展以提升

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诸如住房保障、交通联系、

生态保护、文化互动等区域性公共问题，而且所要面对的阻

碍在于 GDP 导向的政绩竞争，协作带来更多利益相关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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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的更高的预期成本和风险。为应对这两方面的阻碍，本

文认为需要设置互惠（针对府际）、互信（针对府）、互通（针

对市场）三方面的措施（表 6）。

3.2  启示二：从“两强极化”走向“多中心可持续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京津冀在后奥运时代虽然经历了“廊坊共识”“‘3+2’
首都经济圈”“北京倡议”等一系列区域协作探索，但京津

两强极化，生态、住房问题交织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

仍然明显①。因此，京津冀的空间规划也可采用多中心的空

间发展模式，既能疏散过度聚集的大城市，也能在“时空压

缩”的背景下更好地带动地区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这并不

是追求理想化的平衡发展，而是合理利用平衡与极化两种模

式。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全球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竞争力主

要以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家管理、对外交往等功

能来彰显，而制造业急剧萎缩；同时，面对京津冀严重的住房、

生态问题，京津冀空间规划同样需要将圈层转型、包容发展、

绿色发展作为核心议题。

在多中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功能疏散成为一大难点，

也是多中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实施

的常规的以疏散“低端功能”为主的措施，经过多年的验证，

并不能有效疏解中心城市的过度聚集，更无法缩小核心与边

缘的差距。以日本为例，其成功的首都功能疏解首先需要在

理念上认识到周边城市并不是中心城市的附属，而是地区功

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32]，因此，周边城市应从区域历史发展进

程与区域自然特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合理定位，主动发挥自

身相对于中心城市及其他周边城市的比较优势。此外，当今

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允许一些国家行政功能以及一些诸

如研发等重视宜人工作环境的功能外迁。一方面，政府职能

部门可以起到功能疏解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研发等

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职能也能够真正意义上带动周边城市发

展。当然，外围承接功能的城市，也需要主动发挥比较优势，

为迁入的功能配置充足的生态休憩、文化场所等基础功能，

进而寻求与地区其他城市形成功能联动。

4  结论与讨论

由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发展演进来看，区

域空间规划为适应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会出现不同的

机制与内容，总体来看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从

“竞争”走向了“协作”，从“增长主导”走向了“多元可

持续”，从“核心—边缘”走向了“多中心”。2013 年，我国

表 5  伦敦、巴黎、东京、首尔中央管理职能的区域疏散

国家 首都
其他布局有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地区

名称 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重要职能机构

英国 伦敦
格拉斯哥、约克郡、斯旺西、曼彻斯特媒体城、

米尔顿—凯恩斯新城等

养老金机构、财税系统、机动车驾照管理部门、国家统计办公室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以

及 BBC 部分频道、英国铁路网络公司、英国开放大学等国家重要职能机构

法国 巴黎 梅斯、南特、图卢兹等 外交部等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等

日本 东京 筑波 农林水产技术会议、国土地理院

韩国 首尔 世宗、果川、大田等
总理办公室、司法部、科学与信息技术部、国土与交通部、食品与农林部、环境部、战略

与金融部、贸易产业与能源部、劳动部、海关总署等

表 6  “国家引领、区域协作”的空间规划编制机制和执行措施

规划编制机制 执行措施

国家引领 结构性的战略选择，宏观性的战略统一，空间性的战略调整

区域协作

互惠措施
建立府际互惠共担的区域“命运共同体”，明确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主要指税收和投资），形成区域协作的强劲驱动力，其中

涉及利益、成本分配的量和如何分配的问题

互信措施
为维持这一“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府际互信环境，这需要实现宏观经济学四大部门（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国外部门）

行为信息的及时共享和相互监督，可通过问题较紧迫或条件较充裕的区域开展公共事务合作，逐步建立互信

互通措施
在府际互惠互信的环境下，需要为市场的要素、资本、技术和资源的流通建立自由的通道，包括高效的道路设施、流畅的信息网络、

开放的交易市场以及统一的行政机制。在政府“有限管治”的背景下，将区域市场联动维持在一个良性自由的范围内

① 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2016 年，京津两地的 GDP 总量与河北省 GDP 的比值从 1.14 上升到了 1.35，人口比值从 0.45 上升到了 0.50；2016 年，

据《京华时报》统计，北京、天津、河北房价收入比分别达 14.5、10、7.3，均列全国前十位，是国际惯例合理区间 3~6 的 1~2 倍以上；据《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北京、天津、河北环境质量分别排名全国 31 个地区中的 28、31、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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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

首都特大城市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其空间规划和区域发展的模式都需要借鉴全球趋势，但

由于中外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新旧时期机遇、挑战不同，需

要制定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空间规划和发展措施，而“尺

度重构”理论强调的动态性和应变弹性能够为这种差异与变

化下的空间规划应对提供理论支撑，从而真正服务于我国首

都特大城市地区以至其他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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