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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期，规划被赋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职责，

参考国外成功经验成为有益且有效的渠道之一。本文应用制

度性理论，建立包含管制、规范、认知的概念性模型，系统

比较我国与澳大利亚的城乡规划管理要素，揭示了两国在城

乡划分标准、规划管理内容、地方行政主体设置、规划体系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持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及其原因。

由此，首先可以弥补国内相关文献的空缺。其次，有助于廓

清我国与澳大利亚乃至英联邦国家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

避免因此而产生的认知错位，并加深对国外建设成果的理解。

最后，澳大利亚城乡平权等值的基本观念，也为我国城镇化

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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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advanced experiences from abroa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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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再次强调了科学规划、管理的重要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要求以及“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

规合一”的规划理念 [1]。在并行的建设实践之中，国内规划技术及管

理人员不断探索技术方法革新，强调管理制度改进 [2]，同时对发达国

家和地区质朴、优美的村庄风貌以及高度融合协调的城乡一体发展

状况进行考察和借鉴 [3]。

位于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

一（2016 年人口城镇化水平为 89.55%），但城镇地区仅占国土面积

的 0.5%[4]。广大乡村地区不仅哺育了发达的农牧业，还凭借优美的

环境吸引游客，游客在乡村地区的消费占比高达 45%[5]。澳大利亚不

仅城市宜居，全国统筹的宜居指标也一直位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之宜居国家前列（2018 年为第二）[6]，是 2014—2016 年亚太经合组
织评比的最具幸福感的国家之一 [7]。

澳大利亚独立于原英国殖民地，属于英联邦国家。其法律体系

源自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判例法系，立宪和联邦体系的设置则深

受英国威斯敏斯特系统和美国政府系统的影响 [8]。城乡规划体系亦如

此，在演进中吸纳了英国、美国和西欧国家现代规划运动的思想 [9]。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城乡规划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以作为考察发达国家城乡规划管理的一个样本。

关于澳大利亚城乡规划制度的介绍，在国内并不多见，相关文

献多为建设成果考察研究或具体规划政策及设计案例的介绍。其中

疏友斌 [10]、卫琳 [11] 考察了堪培拉首都地区以及小城镇的规划建设，

介绍了建设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等管理程序，并强调了环境保护与规

划的结合。澳大利亚城乡规划发展、政策及设计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

澳大利亚特大城市规划演变模式研究 [12]、澳大利亚大都市区发展与

规划对策 [13]，以及最近的阿德雷德战略规划 [14]、昆士兰州社区规划 [15]、

堪培拉中心区城市设计 [16] 等案例。
作者：  邱连峰，高级规划师，国家注册规划师，广东工业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140  2019 Vol.34, No.5

规划研究 

最早涉猎澳大利亚规划管理体系研究的是杨刚，他从历

史演进的角度介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规划体系，着重介

绍了其土地利用和环境评价的特点 [17]。此后，顾焱也介绍了

新南威尔士州规划体系，突出其政策性特点和对公众参与的

重视 [18]。从宏观的体系角度，赵民以堪培拉和墨尔本为例，

对澳大利亚联邦和维多利亚州的规划法规体系、行政体系和

运作体系进行了介绍 [19]。

研究其他英联邦国家（如英国）规划管理体系的中文

文献相对比较丰富。对于城乡统筹规划管理，于立和那鲲鹏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介绍了英国乡村规划管理中“绿化

带”“国家公园”和“杰出自然景观地区”政策的制定，以及

如何在有效保护乡村环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0]； 

崔军和冯伟则系统介绍了英国农村规划保护政策在实践中的

规划引导作用 [21]。此外，对加拿大小城镇的规划重点、规划

方法和管理构架也有所引介 [22]。

由此看出，既有文献大多就建设成果和政策文件本身展

开介绍和论述，并且大多集中在都市区。虽然对英联邦国家

的规划制度有了一定的介绍，但是并未与我国的制度进行对

比，更没有揭示制度性差异对规划建设成果的影响。在目前

我国“城乡融合”“多规合一”的诉求下，亟须加强乡村规

划与城市规划的比较，中外城—乡划分标准的比较，以及城

乡统筹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以促进城乡融合为目的，分

析比较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不仅可以加深对国外规

划建设与管理成果的认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此类

文献的空缺。

1  制度性理论与差异比较模型

规划从其目的来看是一项系统性的举措，目标在于建构

长效的可持续框架和计划，通过鼓励或避免特定的实践活动，

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3]。鉴于此，国家和地方

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构灵活的、与地方民众要求呼

应的规划体系，鼓励综合性发展，提升地方人居水平 [24]。同时，

从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来看，规划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战

略目标的系列过程，并且，因为其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不同的成果。这些因素包括单一的

规划政策以及不同规划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25]。因此，规划

建设的外显成果与其内在的政策、制度等紧密相关。分析国

内外规划的内在差异，可以加深我国规划工作者对国外建设

成果的理解，并对我国规划管理有所启迪。

制度性理论强调社会管制（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

和认知（cognitive）是组织变化过程所依赖的输入条件，从而

解释了组织外部环境变化的内因，因而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社

会组织变化的有效理论框架 [26]。其理论核心在于，组织的构成、

计划与行动的合理性，是通过现实社会结构化而获得的，即

制度化的过程包括基于现实的社会认知和行为逐步规则化的

过程 [27-28]。制度性理论主要由管制、规范和认知三大互相支

撑的中心元素组成 [29]。其中管制主要指法制基础，对组织行

为和变化有强制性的要求；规范指责任和标准，影响组织成

员的工作角色、习惯和信条，从而影响组织变化；认知属于

文化系统，影响社会认同和个体意愿。应用制度化理论，分

别从影响规划管理的法制、规范、社会和公众认知三个层面

着眼，系统地构建中澳规划管理制度性差异比较模型，以管

理的主体、客体以及方式这三项公共管理要素 [30] 构建制度性

差异比较条件，通过比较发现中澳规划管理的制度性差异所

在（图 1）。
模型中所设的比较条件在初步审视、对比后得到修正。

首先比较两国的城乡划分标准，以及接受规划管理的建设活

动的差异；其次比较中澳规划管理主体即地方政府的设置方

式与命名内涵的不同；最后比较规划体系、管理程序以及基

础设施财政投入办法等。

2  城乡划分 ：中国依据行政建制，澳大利亚依据
人口密度

我国的城镇与乡村的划分，原则上以国务院批准的行政

建制单位和行政区划为基础，城镇指有建制的市和镇①，而

澳大利亚城与乡的划分主要根据人口密度，并不涉及行政

区划的概念。按照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ABS）执行的澳

大利亚标准地理分类系统（Australian Standard Geographical 

图 1  制度性理论框架与差异比较模型

① 城镇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指城区以外的县人民

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以及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 000 人以上的

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乡村则指城镇以外的区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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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System），澳大利亚的城、乡划分采用“城镇中

心与地区法”（UCLs: Urban Centre & Localities）：人口超过

200 的地域统计单元，依据人口规模和密度特征，划分为城

镇地区（urban）和乡村地区（rural）地区。其中，城镇聚集

单元（urban mesh block）是澳大利亚城镇地区定义的基础，

以常住人口密度不低于 200 人 /km2 为指标。依此，若一地

区被视为城镇，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至少有一个城镇聚集单元，此单元内的人口不少于全

区人口的 45%，并且住宅密度不低于 45 户 /km2 ；

•  人口密度不低于 100 人 /km2，并且住宅密度不低于

50 户 /km2 ；

• 人口密度不低于 200 人 /km2。

与其接壤的持续服务的基础设施和用地，也应纳入城

镇范围。城镇地区内超过 1 000 人的连片区域视为城镇中心
（urban centre），其余则列为城镇地区（localities）。扣除所

有被定义为城镇中心或城镇地区的统计单元，剩下的全部是

所谓的乡村，统计术语为“剩余乡村地区”（rural balance）。

由于人口的变化，澳大利亚存在着 200 人以下的城镇地区。

被 UCLs 定义为城镇地区的统计单元，只有当普查人口低于

180 人或者连续两次普查周期人口均低于 200 人时，才会重

新定义。当然，澳大利亚统计标准地理分类系统为了鼓励

ABS 之外的其他组织收集、发布和分析地理分类统计数据，

确保这些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地理空间参考属性，并为用户提

供一套连贯的标准区域，以便访问、分析和理解统计数据，

还包含一套非 ABS 结构，将那些未由 ABS 定义但对 ABS 统

计用户很重要的区域汇集在一起。在这个非 ABS 系统下，

也存在人口少于 200 的城镇地区，但是这些少数的城镇地区

是由“州政府公告城镇地区法”（State Government Gazetted 

Localities）而非 UCLs 方法定义，故不在此讨论 [32]。

3  规划建设活动界定 ：中国较为宽泛，澳大利亚
相对细致且城乡全面覆盖

从规划管理的建设活动来看，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根

据《环境规划与评价法 1979》（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Act 1979），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不论城乡）的

建设活动（development）必须纳入规划管理。建设活动包括

大到土地利用、用地划分、建房拆房以及任何涉及建设的施

工活动，小到立篱笆、砍树、树广告乃至堆料。相比之下，

我国《城乡规划法》中仅有“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

遵守本法”的要求，对建设活动却没有详细具体的定义，以

至于某些建设活动需要按照其他法规管理，甚至无需行政许

可。如在城市内砍伐树木需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管理，而

农村房前屋后树木的采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条，则不必纳入行政许可。相比之下，澳大

利亚对规划建设活动的界定较为细致，覆盖较为全面。

4  规划管理主体 ：中国城—乡政府有行政隶属关
系，澳大利亚城—乡地方政府同级

我国政府层级分为五级 [33]，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34]； 

澳大利亚采用联邦制，行政层级分为联邦政府（Federal 

or Commonwealth Government）、州政府（State or Territory 

Government）、地方政府（Local Authority or Councils）三个层

级（tiers）。联邦政府仅负责外交、国防、国际贸易、货币、

医疗卫生、邮政、通信以及全国性的体育设施和道路建设等，

其他具体的行政权（包括规划建设管理权）归属于各州政府。

地方政府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管理权限由州政府授权 [35]。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城镇的地方政府与乡村的地方政府平级

并且同为最基本的层级，其间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地级市辖县、

县辖镇、镇辖乡这样的城市管辖乡村的行政隶属关系 [36]。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是“城”还是“乡”，是根据辖区

人口规模、密度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这体现在每年发布

的联邦地方政府报告中，即按照《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财政

支援法》（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Act 1995）
中的“地方政府分级标准”（Australian classifi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根据城镇化特征和人口规模，地方政府被划

分为 22 个类别，如：州府城市（CC: Capital City）、小规

模发达城镇（UDS: Urban Developed Small）、中等规模发达

城镇（UDM: Urban Developed Medium）、小规模农业型乡

村（RAS: Rural Agricultural Small）、大规模偏远乡村（RTL: 

Rural Remote Large）等等 [37]。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和各州地方政府

法，自主冠名为“市”（city）、“郡”（shire）、“镇”（town）

或“区”（municipality）[38]。这些命名来自于传统的社会共识，

并没有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差距的内涵，也不反映任何行政层

级的差异，不能对等于国内规划基本术语 [39] 中设市、建制镇、

村庄集镇的概念（表 1）。

表 1  中澳行政层级的比较

国家 国家层级 地方层级

中国 中央政府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地级市 / 州 县 / 县级市 建制镇 / 乡

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 州 / 领地 地方政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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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体系 ：中国规划体系正在整合，城乡差异
明显 ；澳大利亚“多规合一”，城乡无差

首先，澳大利亚所有用地规划都纳入“环境规划”

（environmental planning）体系，是一种“多规合一”的规

划形式。而且，澳大利亚城乡政府遵循的法规和规划文件都

是一样的，不存在类似国内从管理办法（《村庄集镇建设管

理条例》）到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和

《镇规划标准》《村镇规划标准》等），再到规划文件（城市

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城乡区别。

澳大利亚的规划管理权在州一级政府，各州的具体规

划法规名称有所不同，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其规划体系分

为法律法案（acts）、法规（regulations）和环境规划法定文件

（EPIs）三个层级 [40]。其中，规划的基本法是《环境规划与评

价法 1979》，其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我国的《城乡规划法》。《环

境规划与评估法规 2000》（Environmental Planning & Assessment 

Regulation 2000）是对基本法的解释和实施指南，它的作用和

地位类似于国内的规划实施指导意见、办法和管理条例。

在此之下，则是环境规划法定文件。包括由州政府针

对不同规划事务制定的“州环境规划政策”（SEPPs: Stat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Polices），如《州环境规划政策 70 号
文——经济适用房》（SEPPs No.70 – Affordable Housing）。其

中的特例是，在由《环境规划与评价法 1979》定义的大悉尼
区（Greater Sydney Region）内，还会编制某些特定的“区域

环境规划”（REP: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lan），例如《悉尼

区域环境规划 16 号文——沃尔什湾》（Sydney REP No. 16 – 

Walsh Bay）。这些区域环境规划也属于州环境规划政策的一

部分。

地方政府用于管理规划项目审批和监督的地方环境规划

（LEP: Local Environmental Plan）是环境规划法定文件的最低

层级。LEP类似于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到地方政府辖

区全覆盖，所有建设指标都汇总到用地控制单元上。

除了上述环境规划法定文件，不同地方政府还会编制一

些非法定的规划文件，如大悉尼区的区域战略规划（最新一

版是 2018年的《三城之都：大悉尼区域规划》[A Metropolis 

of Three Cities: The Greater Sydney Region Plan, 2018]）和分区战

略规划（district strategic planning）；普通地方政府的地方战略

声明（local strategic statement）和导则（guideline），以及农村

（用地）规划（rural planning or rural land planning）、发展控制

规划（DCP: Development Control Planning）等（表 2,图 2）。
在规划建设管理方式上，澳大利亚与国内一样实行行政

许可制度。在澳大利亚，一般来说，任何建设活动均需要向

地方政府提交建设申请（development application），在获得

批准证书（consent certificate）之前，不可以开展任何建设活

动；城乡所使用的审批管理文件是一致的。而在中国，规划

建设管理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体现在文件上就是：城市实

行“一书两证”，村庄实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表 3）。

表 2  中澳规划体系比较

国家 规划体系 规划文件

中国

土地规划 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

城乡规划 省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 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乡村 县域乡村建设规划、村庄建设规划

澳大利亚 环境规划 州环境规划政策 战略规划、区域规划 地方环境规划

表 3  中澳规划建设管理文件比较

国家 规划建设管理文件

中国
城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乡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澳大利亚
开发许可证（development consent）、附属建设许可证（compliance certificate）、分地许可证（subdivision certificate）、建设许可证（construction 

certificate）、分项建设许可证（subdivision works certificate）、竣工使用许可证（occupation certificate）

图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规划法规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41]翻译绘制

法律、法规
立法法规

（法定文件）

地方政府政策
（非法定文件）

州环境规划政策
（SEPPs）

区域环境规划
（REPs）

地方环境规划
（LEPs）

发展控制规划
（DCPs）

政策、指引和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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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对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澳大利亚以
实现城乡居民同等水平为准

依据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财政支援法》，联邦

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财政资金（下称“专

项资金”），以确保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42]。

专项资金第一阶段的分配主要是按照各州当年预测人

口与全国预测人口的比值，将资金从联邦分配到各州。第二

阶段为各州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各地方政府所分配的数

额，首先由各州（堪培拉首都地区除外）处于第三方的地

方政府拨款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Grants Commission）

通过公开听证、地方政府申请等方式，向州长提交拨款建

议书；同时，州长出具全州分配意见。在州长审阅州政府

提交的拨款方案并确保拨款委员会的意见得到充分吸纳后，

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案才能签署实施。在这个过程

中，国家拨款分配原则（national princip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grants）贯穿始终，它是资金平等分配、全国一致的基础

（nationally consistent basis），是地方政府拨款委员会、地方

政府和州长三方博弈中必须遵守的法律依据。其首要的三个

原则是：水平均衡（horizontal equalisation）、工作中立（effort 

neutrality）、最低拨款额（minimum grant），即考虑不同地

方政府在发展环境差异、管理难度差异以及投入合理工作

（reasonable effort）的前提下，专项资金的分配不能受到该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差异的影响，而是应以保障任一地

方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得低于该州其他地方政

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平均水平为标准 [42]。

7  结论与启示

首先，通过比较中澳两国城乡规划管理制度差异，可以

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即在考察国外城乡建设成果时，

所在地独特的行政体系、规划体系甚至财政政策等涉及法制、

规范和社会认知的制度性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了解这些差

异，有助于避免陷入认知误区。例如，澳大利亚城乡划分和

地方政府命名过程中对行政区划的淡化，以及城乡划分所采

用的城镇人口密度标准（城镇聚集单元内的住户密度不低于

45 户 /km2）与我国通常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密度相比显得较

低，不了解这一点，我国规划师可能会产生认知错位，即如

果按我们的“常识”去考察澳大利亚的乡村建设，很有可能

看到的所谓“村庄”其实是城镇。或者说，澳大利亚很一大

部分属于城镇的地区，虽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都不低，

但其人口密度和自然环境类似我国的乡村。同时，大量称为

“city”或“town”的地方政府所在地，人口规模可能并不

大，政府主要的管理内容恰恰是“服务并带动周边一定区域

农业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的”的集镇 [43]，因此，考察

此类“市”政府的规划管理方法，往往更切合我国农村基层

规划管理的实际需求。

其次，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层级设置以及城乡无差别化的

规划管理反映出了城乡平权等值的深层次观念。即便城乡发

展环境的差异客观存在，乡村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可以在争取

联邦基础设施专项财政资金的分配时，依据法律，平等地与

城镇地区的地方政府、州政府博弈，甚至要求有所倾斜，以

达到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同等水平公共服务的目标。

而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与这种“平权等值”还相距甚

远。我国尚难以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乡二元结

构 [44]，处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45] 的发展阶段，乡村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行政上被城市领导，经济上被城市“带”、

被“反哺”。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亚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村庄

规划建设时，不能忽视我国“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

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

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

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仍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现状”[46]，以

及与所考察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

再次，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制度性差异也带来一个启

示：在短时间城乡结构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我国城镇化的路

径可否突破现有的人口必须跨越行政区划的行政级别与隶属

关系的单一标准和方向（即农民必须从行政层级最低的农村

迁徙到行政层级较高的建制镇或以上城市），考虑另一个标

准和方向——通过财政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改善乡村

生产生活条件，达到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

当，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从城乡发展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的角度，打破农村封闭性，建立不需要农民进城的城镇化模

式，从而促进就地就业，解决农村空心化和宅基地闲置等问

题 [47-48]。至于其可行性，澳大利亚的乡村规划已经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支持的例证。

最后，本文局限于规划管理业务范围，并未涉及更宏观

的社会管理因素，如澳大利亚没有户籍限定，土地私有且可

以自由流转，以及全民覆盖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等因素，客观

上也促进了城乡间人员和资源的交流，对城乡融合起到了推

动作用。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整理绘制。

本文得到了审稿专家细致、严谨且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指导，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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