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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等“多规”并行的空间规划格局，各类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大

面积交叉重叠甚至矛盾冲突等问题突出 [1]，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规划

事权的不明晰 [2]。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已开展了很多研究。随着

自然资源部成立，研究如何在“多规”并行格局下明确各类规划事

权，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我国当前规划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

日本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有“多规”

并存的现象，但是它在规划事权划分上构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体系，

能较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因此可以作为主要的借鉴参考对象。

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空间规划的研究偏重于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

面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或国土形成规划）[3-7]，二是微观层面的城

市规划 [8-11]。而对其空间规划的系统描绘，以及规划事权的研究则

相对缺乏。本文试图对日本各类规划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

系统的分析，并探索相关部门、行政层级的职权范围和事权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事权管理和优化改革提出建议。

1  空间规划和我国空间规划事权

1.1  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spatial planning）概念最早于 1983 年由《欧洲空间

规划章程》提出，被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政策在空间上

的体现，是为了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而制定的一种跨领域的综合性

规划方法 [12]。此后包括欧盟在内的多个组织以及学者均对空间规

划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13]，但并未形成统一认识①。事实上，

摘要：我国空间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多规”并行格局

下的事权不明和冲突。日本在完备的法律指导下，形成了“多

规”并行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作为

我国空间规划优化改革的重要借鉴对象。在分析大量一手文本

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和专业

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重点探析各类型、各层

级规划的主要内容和事权关系。认为日本空间规划之所以能保

证顺畅运作，是因为其在明确法律法规保障下，上下层级、相

关部门事权具有明晰的边界和完善的协调机制。我国空间规划

一直以来存在多规并行却缺乏统筹甚至矛盾冲突的问题，对此，

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事权的划定、空间规划立法、规划协调机制

等角度提出空间规划体系优化改革的三点建议。

Abstract: Japan has a similar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s China, which 
has a complex system of multiple-planning, and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d 
detailed study of Japan’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by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first-hand materials. The study shows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is that the author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departments have 
clear boundaries and perfec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under clear 
law systems. In the end, several suggestions, including delineation 
of authorities, spatial planning legisl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lann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关键词：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多规；事权划分；规划协调；日本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Land Use Planning; Multiple-planning;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Planning Coordination; Japan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8A070712013）资助

文章编号：1673-9493（2020）04-0081-08 中图分类号：TU984.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18.277

Constructing a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with Clear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Japan

构建事权明晰的空间规划体系 ：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李亚洲  刘松龄
Li Yazhou, Liu Songling

作者：  李亚洲，硕士，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政府规划编制部主创规划师，高级工程师。404182085@qq.com
 刘松龄，硕士，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政府规划编制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50536287@qq.com
① 国外很多机构均提出过对空间规划的定义和理解，比较典型的如欧盟 1999 年《欧洲空间发展战略》中把空间规划定义为由公共部门对未来空

间内各活动分配施加影响的各种方法，旨在创造一个更理性的地域土地利用组织和联系，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对发展需求作出平衡，并实现各种

社会和经济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 年提出空间规划是根据领土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等，跨越处理经济、社会和环

境等不同种类问题的广泛行业领域的政策工具。英国副总理办公室（ODPM，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2004）则认为空间规划超越了传统的土地

利用规划，带来并整合了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相关政策，影响地域属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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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体系与区域发展阶段、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在

该名词出现之前，各个国家针对空间要素的布局规划（例如

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美国的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荷

兰的结构规划等）均可以称为空间规划，并且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和内涵。作为社会经济各要素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

空间规划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共性特点。一是综合性。不同

于城市规划或土地利用规划偏重单个要素的特点，空间规划

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要素进行布局和

秩序安排，跨越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不同种类问题的广

泛行业领域，考虑行业政策间的相互作用 [14-15]。二是多尺度。

尽管空间规划的最初提出是用于满足欧盟空间一体化和跨国

家的区域空间协调，但在其之后的拓展应用过程中，空间规

划逐渐涵盖了国家、区域、省（州县）、市等各个尺度空间，

各个层级政府均寄希望于空间规划去解决本辖区内的问题。

三是政策性。空间规划除了塑造空间，还是提供综合政策框

架的工具，希利（Healey）认为空间规划不仅是以政策和项

目建议形式出现的正式成果，还是一个决策框架，它可以影

响相关主体在未来的投资，并规范他们的行为 [15]。

1.2  我国空间规划事权
由于空间规划具有的三个特点，其制定管理不可避免地

涉及上下级或平级政府部门的事权关系。政府事权是依据政府

职能产生、通过法律授予的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是政府

部门在行政行为中承担的任务和责任 [16]。国内很多学者对我

国空间规划事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

讨 [13,16]，但对空间规划事权的本质特征较少有深入研究。林坚

认为空间规划的实质是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空间管制，空间规划

事权重点在于土地发展权 [17]。根据该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

我国空间规划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一是“横向”不协调——

各部门权力边界未予明确，配置土地发展权的行政权力存在重

叠，各类空间规划存在多元化的利益取向，从而导致权力范围

交叉重叠、缺乏协调 [18-19]；二是“纵向”不衔接——国家与地

方两级政府之间存在两级土地发展权，但二者出发点不同，上

位规划重点讲责任，下位规划往往求权益，从而导致权力上行，

中央对地方规划干预过度 [16]；三是法规依据不清——各类规

划法规自成体系，纵横事权的界定缺乏法理依据。

2  日本空间规划主要法规及内容

日本空间规划最早始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在西方国家

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并在此阶段颁布了第一部

《城市规划法》（1919 年）[8]。但其真正形成完善的空间规

划体系并快速发展则是缘于二战后国土开发和城市建设的极

大需求。这其中三部法律的地位至关重要：一是 1968 年颁

布的新《城市规划法》，在用地管理、规划审批等方面作了

一系列变革，成为日本现代城市规划体制的基础；二是 1950
年颁布的《国土综合开发法》（于 2005 年修订为《国土形成

规划法》），根据该法规，每隔 7~10 年编制一次国土规划，

空间规划开始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角度指导全域国土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保护；三是 1974 年制定的《国土利用规

划法》，该法与《国土综合开发法》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国

土规划管理的依据。三部法律和相关规划共同发展，逐步搭

建起日本空间规划体系框架。

在三部法律的指导要求下，日本形成了以下述规划为主

的空间规划体系：依据《国土形成规划法》编制的国土形成规

划；依据《国土利用规划法》编制的国土利用规划（并在都

道府县层面编制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以及依据各专业法规编

制的专业土地利用规划（依据《城市规划法》编制的城市规

划也属此类）。各类规划贯穿于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三个 

层级，其中国土形成规划还包括编制广域规划（即区域规划），

进而形成了“多规”并行的网络式规划体系（图 1, 表 1）。

图 1  日本空间规划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 http://www.mlit.go.jp/common/0011201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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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土综合开发法》）
日本自 1950 年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之后，从 1962

年开始，每隔 7~10 年即编制一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旨在全

面指导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2005年，随着国土布局基本成型，

规划理念由大规模的“开发”转为“形成”，强调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国土综合开发规划被国土形成规划取代 [4]。

不论如何变化，国土形成规划（综合开发规划）始终是

为了以经济、社会、文化措施来推进国土利用、整合和保护

而制定的综合性基础方案，是涉及国土空间、经济发展的战

略方针性规划，体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思路，对其他规划有

很强的指导作用。其内容并不限于对国土利用的指导，最新

一轮国土形成规划（2015 年完成，第 7 次国土规划）涵盖

了地方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交通通信、国土基础、

资源能源、海洋、环境、社会互助等多个领域（图 2），在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我国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2.2  《国土利用规划法》
日本于 1974 年颁布了《国土利用规划法》，其目的是

配合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有计划地利用土地，并建立规范的

土地调整措施。该法明确了编制国土利用规划（全国、都道

表 1  日本“多横多纵”的网络型空间规划体系

规划 国土形成规划
国土利用

规划

土地利用基

本规划

专业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规划等）

全国 √ √ — —

广域 √ — — —

都道府县 — √ √ √

市町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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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第七次国土形成规划（全国规划）目录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0]

表 2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2015年）用地类别及其规模目标

用地类别
2012 年 /
万 hm2

2025 年 /
万 hm2

比例 / %

2012 年 2025 年

农用地 455 440 12.0 11.6

林地 2 506 2 510 66.3 66.4

草原等 34 34 0.9 0.9

河川等水域 134 135 3.5 3.6

道路 137 142 3.6 3.8

建设用地 190 190 5.0 5.0

居住用地 116 116 3.1 3.1

工业用地 15 15 0.4 0.4

其他建设用地 59 59 1.6 1.6

其他 324 329 8.6 8.7

合计 3 780 3 780 100 100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2]

府县、市町村三个层级）和土地利用基本规划（都道府县层

级）的必要性 [21]。目前已编制了 5 轮国土利用规划（全国层

级），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也在全国规划的指导下，结合自身

情况编制了 4~5 轮国土利用规划。

2.2.1 国土利用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是确定国土利用基本方针、用地数量、布

局方向和实施措施的纲要性规划。该规划将国土分为农业、

森林、荒地、水面、道路、建设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别，并给

出各类土地的规划面积目标值，但该目标值仅作指导之用，

可根据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而灵活调整，不具备对土地利用

的控制职能（表 2）。与国土形成规划相比，国土利用规划

倾向于更为单纯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对形成规划中的国土利

用战略的补充深化，但更具权威性：国土利用规划之外的国

家规划中涉及国土利用的，以国土利用规划为准 [21]。

三个层级的国土利用规划在内容框架上大致相同，但呈

现出逐层递进、逐步深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用地面积目标

值的层层分解：全国规划将用地指标分解到三大都市圈和若

干地方圈 [22] ；都道府县规划一般会将全县划分为若干区域并

进行指标分解 [23] ；市町村规划则划分若干功能区（例如：静

冈县富士市被划分为保护地区、保护兼共存地区、生态与城

市共存地区、城市活动地区 [24]）并制定指标（图 3）。另外，

地方规划的基本构想、实施措施等相对细化，更具实操性。

2.2.2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法》规定：在国土利用规划的指导下，

编制都道府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将土地划分为城市、农业、森林、自然公园、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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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类地域（图 4），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主要依据。该地

域划分具有法定效力和强制性，城市、农业、森林、环境等

主管部门须在指定地域范围内行使职权并开展相关工作。二

是制定五类地域重叠地区的调整方针（如有重叠），以统筹

协调不同功能地域的布局（表 3）。

2.3  专业法规（包括城市规划法）
依据相关法规，五类地域分别由国土交通部门、农林水

产部门和环保部门进行管理，并制定具体的专业土地利用规

划（图 5）。城市规划作为部门土地利用规划之一，仅限于

在城市区域内制定，主要内容包括提出规划区的总体发展目

表 3  五类地域重叠地区的土地利用调整方针示例

五类地域
五类地域

细分

城市地域 农业地域 森林地域 自然公园地域 自然保护地域

城市化促进区 城市化控制区 其他 农用地区 其他 保护林区 其他
特殊

地区

普通

地区

原始保

护区
特殊区 普通区

城市地域

城市化促进区

城市化控制区 ×

其他 × ×

农业地域
农用地区 × ← ←

其他 × ① ① ×

森林地域
保护林区 × ← ← × ←

其他 ② ③ ③ ④ ⑤ ×

自然公园

地域

特殊地区 × ← ← ← ← ○ ○

普通地区 ⑥ ○ ○ ○ ○ ○ ○ ×

自然保护

地域

原始保护区 × × × × × × × × ×

特殊区 × ← ← ← ← ← ← × × ×

普通区 × ○ ○ ○ ○ ○ ○ × × × ×

注：  × 表示按制度和实际情况，不重叠的部分；←表示相互重叠情况下，箭头方向的土地利用优先；○表示相互重叠情况下，两类用地可兼顾使用；

①表示注意土地利用现状，调整为农业利用时也要承认城市的利用；②表示原则上优先给城市利用，同时也要努力保护绿地和森林；③表示

需注意作为森林利用的现状，调整为林业利用时要承认城市的利用；④表示原则上优先作为农用地利用，调整为农业利用时承认林业上的利用；

⑤表示优先作为林业利用，调整为林业利用时承认农业上的利用；⑥表示在维持自然公园机能的条件下，调整为城市利用。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5]

图 4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图实例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5]

图 3  静冈县富士市功能区域划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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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各类型规划对比一览表

各类规划 国土形成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部门土地利用规划

地位作用
涉及国土空间、经济发展

的宏观战略方针性规划

确定国土用地基本方针、用地数量、

布局方向和实施措施的纲要性规划

划定土地使用分区，土地用途分

区管制的规划依据和前提
各类分区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性规划

编制层级
全国

广域

全国

都道府县

市町村

都道府县 市町村为主

管理组织主体 国家国土交通省
国家国土交通省

地方国土交通主管部门
都道府县国土交通主管部门

国土交通部门

农林水产部门

环境保护部门

法律依据 《国土形成规划法》 《国土利用规划法》
《城市规划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森林

法》《自然公园法》《自然环境保护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土利用规划法》和《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条文整理

标和城市改善、制定开发和保护的政策，划分“城市化促进

区”与“城市化控制区”，制定土地使用分区（即土地利用

规划图，图 6），属于指导开发建设的实施性规划，市町村

是城市规划编制的主体 [26]。

3  日本空间规划事权划分的特点

日本空间规划在规划类型、规划层级、内容分工、管控

重点等方面均与我国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表 4），都呈现出

多规并行的规划体系，部分规划类型甚至还有所对应，如国

土形成规划可对应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国土利用规划

可对应我国的国土规划纲要，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可对应我国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但是与我国相比，日本空间规划在

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上下层级、相关部门事权具有清晰的边

界，尤其在土地发展权的处理上具备较为明确的法理关系和

职能分工。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纵向 ：各级政府权责分明，地方拥有较大自主权
日本空间规划事权的纵向划分与其行政体制和土地所有

制密切相关。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度，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被

称为地方自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公共团体之间的事务配置

基本上遵循市町村优先原则和效率原则 [27]，空间规划也越来

越强调“地方事务归地方治理”，试图提高地方（包括都道

府县和市町村）的自治权，逐步形成国家层面国土形成规划

和地方层面土地利用规划共同作用的规划体系。同时土地私

有制也保证了地方层面“权益规划”的土地发展权，国家仅

重点关注森林、原野等国有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国家“责任

规划”触及的范围也多限于此。

具体到规划事务职能上，各层级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分工。

其中国家的主要职责是定战略，即编制国土形成规划和国土利

用规划（全国），两项规划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制定国土保

护利用的战略方向和基本方针；国家并不过多插手地方规划管

理，仅适当提出意见或劝告，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都道府

县的主要职责是划分区，通过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将国土划分为

五类地域，以此作为衔接上层级宏观战略和下层级具体实施的

抓手。市町村的主要职责是定方案，以城市规划等实施性规划

为手段，主导各类国土资源的开发建设和保护利用。

跨行政层级编制的规划能体现出国家和地方的差异性、

传导性，例如国土利用规划在指标和内容深度上呈现出逐层

递进、逐步深化的特点；城市规划作为操作性、实施性的规

划，以市町村为主开展编制，都道府县仅编制跨区域或重点

地区的城市规划。

图 6  福冈市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分区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图 5  部门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关法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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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日本已基本形成“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

规划”的空间规划体系，三级政府权责明晰，各自负责其职

权范围内的规划编制和实施。

3.2  横向 ：主管部门相对统一，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日本空间规划最初仅在城市建设区编制，之后逐渐拓展

至全域国土，城市建设区成为其中一部分，体现出专业部门

事权的博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革，日本空间规划管理也

涉及多个部门，但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在宏观定战略、中

观划分区阶段均有较明确的单一管理主体，即国土交通主管

部门；在微观定方案阶段，土地利用规划管理部门和土地用

途分区管制挂钩，各部门有清晰的土地发展权和规划管理

边界。

3.2.1  综合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均由国土交通部门组织管理

统一的规划管理主体能够有效避免各类规划之间的冲

突。日本于 2001 年正式实施以大部门体制为重点的行政改

革，将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国土厅等合并为国

土交通省，并在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下设国土交通相关部门，

成为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的主要机构。具体职能方面，国土

交通大臣负责制定全国和广域国土形成规划，并统筹协调其

他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利益。国土利用规划的组织管理体现

了国土交通部门的事权，其中全国规划由国土交通大臣制定

并提交内阁会议决定，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规划则由地方的国

土交通部门负责编制管理，接受国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县知

事的建议劝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由地方国土交通部门负责

编制后上报至国土交通省，其他部门的意见则通过国土利用

审议会或其他合议机构等渠道传达。

上述提到的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基

本规划均以全域国土资源为规划对象，可以称之为综合性的

国土空间规划。与我国同类型规划（如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国土规划纲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规等）分属多个

管理主体不同，日本综合性国土空间规划由国土交通部门统

一组织管理，使得并行的“多规”在组织阶段即实现了规划

的合理统筹，避免了内容的大幅重叠甚至冲突。

3.2.2  部门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分区相结合，管理边界清晰

我国空间规划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类规划主管部门均

拥有不同法律法规、行政文件赋予的分配土地发展权的行政

权力，且存在行政权力边界模糊和主动扩权的现象 [17]。日本

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土地发展权的分配是由国土交通部门在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中完成的，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专

业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城市规划、林业规划、农业促进规划、

公园规划等，在明确划分五类地域的基础上由各部门分头开

展，其中城市地域由国土交通部门管理，农业、森林地域由

农林水产部门管理，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域由环境保护部

门管理；五类地域间一般互不重叠，即使有所重叠，也有详

细的调整方针明确其用途。各部门各司其职，在各自管辖范

围内开展相关规划，具有清晰的管理边界（图 7）。

3.3  协调 ：通过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机制，统筹各方利益
在纵横事权明晰的前提下，日本搭建了完善的国家与地

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平台。横向来说，各级政府

均组建国土利用审议会，形成由国土交通部门牵头，多部门

参与的协商机制（图 8）。纵向上，国家和地方在规划编制

中必须征求对方意见，广域规划编制时也会组建广域地方规

划协议会，协调国家与地方诉求，以便统一决策、高效执行，

确保规划意图的落实。

3.4  法律 ：构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支撑
日本的各类空间规划均已纳入法规体系，包括前述的

《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和《国土利用规

图 7  日本空间规划组织管理部门示意图 图 8  国土利用审议会人员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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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法》，重点明确了国土形成规划（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国

土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编制层级、主体、程序流

程和主要内容等。对于五类地域也设立有专项法，包括《城

市规划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森林法》《自然公园法》

《自然环境保护法》，作为专项管理和规划编制的法律依据。

规划与法律法规紧密结合，从法理上明确了各类规划的内容

和各级政府的权责。

4  对我国空间规划事权管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形成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并行的空间规划体

系，由于长久存在的管理体制问题，规划层级关系不尽合

理，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协调性差。参考日本经验，从协调

多规、明晰事权的角度对我国空间规划的改革优化提出以下 

建议。

4.1  整合重构现行体系，明确纵横规划事权
日本的空间规划多部门管理最突出的特点是“主导部

门定战略划分区，多部门根据分区各自制定方案”，这一特

点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国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部的成

立使空间规划的统一组织成为可能。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主

导编制涉及宏观战略和土地用途分区的规划，包括纲领性的

国土规划纲要（类似于日本的国土利用规划），突出政策性、

指导性；探索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管理情

况划分城市地域、农业地域、森林地域等多类地区，作为土

地用途分区管制的依据。由相关部门在各类地域内分别编制

城市规划、农业保护规划、林业保护利用规划等详细土地利

用规划，其中城市规划建议注重实操性，面向建设，更接近

于现行的城市控规（图 9）。
根据我国机构改革方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管理职

能仍属于发改系统。建议在现行规划基础上，借鉴日本国土形

成规划的经验，在规划内容上更注重宏观方向和战略内容，在

规划年限上与国土规划纲要一致，保证两个规划的有效衔接。

在规划层级上，建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国土规划纲要

等重点编制国家、省层面规划，突出其战略地位；国土空间

规划重点编制省、市层面规划，突出其衔接作用；各部门专

业规划以市层面为主。

4.2  加强空间规划立法，重塑法律效力地位
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

有坚实的法律保障。我国现行的空间规划法律主要包括《城

市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但随着机构改革和空间规划

体系的建立，各项规划的内涵和职责将发生较大变化，相应

的规划法也要随之调整修改。一是建议制定《国土空间规划

法》，作为空间规划的直接法规依据，确立全域空间规划的

法律地位；二是调整修改《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和

《森林法》中的规划相关条款，在法规体系内明确各类规划

的权力边界和主要内容。

4.3  完善规划协调机制，确保意见沟通畅达
空间规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城市建设、农地、林地、

海洋、交通等多个领域，仅靠一个或两个部门难以完全把握，

有必要设置完善的协调机制，统筹各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和利

益诉求。一是建议借鉴日本国土利用审议会经验，在国家、省、

市设置以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和地方省市参与的

国土空间规划协调小组，作为统筹各方利益的平台机构；二

是在规划编制中强调公众参与，及时征求相关利益机构意见，

确保意见沟通畅达。

5  结论和讨论

各级、各类行政部门是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的主体，其

•
•

•
•
•

•
•

•

图 9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结构建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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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关系的剖析和明确是建构清晰、高效空间规划体系的重

要工作内容，而土地发展权则是空间规划关注的本质内容，

也是规划事权的落脚点。笔者认为日本“多规”并行的网络

式规划体系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在规划事权方面有较

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可以作为我国空间规划优化改革的重要

借鉴对象。

本文对日本空间规划的主要类型，包括国土形成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以及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

部门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重点探索了

相关部门、各行政层级在规划管理中的职权范围和事权关系。

日本空间规划具有“纵横明晰，协调畅通，法律完备”的特

点，使其在“多规”、多层的复杂体系下仍能确保各项规划

和管理部门事权清晰，保障空间规划的顺畅运作。最后，从

日本的实践经验出发，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优化改革提出三

点建议：整合重构现行体系，明确“纵横”规划事权；加强

空间规划立法，重塑法律效力地位；完善规划协调机制，确

保意见沟通畅达。

值得探讨的是，本文仅从日本空间规划的体系角度对其

事权划分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其在上下层级、平行部门事

权关系的法理和行政职能上构建了比较完善、明晰的体系，

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但空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

还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多方利益冲突及协调、具体行政手段

等因素的影响，体系上的完善能否保障空间规划或空间管制

的顺利实施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如谭纵波曾提出：地方空间

规划的城市发展空间已大大突破国家的规模预期 [28]）。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审稿专家的严谨审查及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本文的

完成和深化提升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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