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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步入城镇化发展中后期，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进入存量提质优化的新阶段，更新制度体系的建设成为保障空间改善活动有序进

行的首要议题之一。为支持我国更新体系科学、合理、系统构建，研究选择更新历程久、制度相对成熟、经验较为丰富的法、德、日、英、美五

国为研究对象，从法规体系、管理体系、计划体系和运作体系四个观察维度开展比较研究。五国更新法规体系主要有两种形式，大陆法系国家以

主干法 + 配套法为主要形式，海洋法系国家城市更新的相关法律主要以次国家行政层级颁布的“法律束”形式对城市更新进行法权上的干预。更

新管理呈现出明显的权力下放特征，头尾两级在实际事务管理中最为关键，五国基层政府的更新管理大多采用“政府更新管理机构 + 授权”的市

场化合作主体的形式。五国更新计划体系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线索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导向的城市节点地区更新，大多为城市中心区、商业

区或交通节点地区；另一条线索是以社会底层保障和住房环境改善为导向的社区更新。更新运作以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与自下而上的自主申报相

结合为主，为保证更新有序推进，各国政府根据治理理念和财政能力在土地管理、融资、空间监测等方面采取多样化的创新工具。根据我国现行

制度环境和城市管理特征，本研究提出了更新体系构建的建议。

Abstract: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large-scale urban growth to quality-led urban regeneration.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is 
to establish a well-organized institutional system, ensuring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regeneration systems in France, Germany, Japa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regeneration consisting of law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plan system and operation system,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a system adapted to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two main forms of law system in the five countries. In countries using civil law system, the regulation system of urban 
regeneration consists of top-down laws, regulations and decrees. In comparison, countries using common law system mainly regulate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form of “legal bundles” promulgated by sub-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evels. Regeneration management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Nat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s are the relatively critical in actual affairs management. Projects running in the five countries are mostly conducted by market-oriented 
cooperative entities authoriz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Regeneration projects are divided into two main types, one orient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which mostly happens in 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zone in urban center, in contrast, the other aims at social justice, which is mainly community 
regeneration consider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housing supply. Top-down elite decision-making and bottom-up autonomous declaration are both 
common in terms of regeneration project operation.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various cre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land management, financing, and 
space monitoring based on political intention and financial capabilitie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urban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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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空间发展进入“存量为主”的提质优化阶段 [1-4]，

此一时期内，不仅土地资源本身的利用方式将趋于复杂化，

建成环境所承载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需求也将与空间改善

诉求交织，倒逼各级政府建立完备的城市更新制度体系，回

应经济—社会—空间综合问题的管理需求。当前，部分东

南沿海若干发达省市已经开始“存量更新”的制度探索——

2008 年，以国土资源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关于共

同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合作协议》为起点，广州、

佛山、深圳等城市先后出台本地化的法规政策、管理机构、

规划制度和实施指引；上海、厦门、北京等土地资源高度紧

缩且有较大增长动力的城市紧随其后。然而，虽然更新需求

持续旺盛增长，我国在国家层面还未形成明晰的城市更新体

系，缺乏独立成文的法规来引导全国城市更新的分类推进，

导致各地制度创新进度不一、体系各异，部分还面临合法性

不足、多头管理、与空间规划体系关系不清等问题。

2019 年，中央层面首度强调，“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

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制度体系

建设呼之欲出。为回应和支持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本文立足

全球视野，引介法、德、日、英、美五个发达国家的国家城

市更新体系，开展横向的共性、特性比较，以期为中央和地

方法律法规制定、管控思路和运作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节约制度创新的试错成本。

1  比较研究对象 ：五个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体系

城市更新是调动公共、私有部门和社区基层的干预主义

集体行动，以协商、制度设计和具体的政策与行动为手段，

解决衰败地区的广泛性问题，包括经济衰退、物质空间凋敝、

社会失调、教育与培训缺乏以及住房短缺等 [5-6]。自二战以来，

法、德、日、英、美五个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实践已有 70 余年，

更新制度的探索时间长，实践积累丰富，均经历了政府主导

的拆除重建、自下而上的邻里更新、可持续性城市综合复兴、

竞争力导向的地区更新以及城市更新多元化等阶段，认识论

不断递进 [7-8]。历经执政党及其执政理念的更迭，各国城市更

新体系在时代变迁与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完成了法基的构建，

并塑造了各具特色、体系完整的城市更新制度。

近年来，国内引介发达国家更新制度的文献逐年上升，

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典型城市个案研究较多，国家层面

体系研究少，内容以政策工具介绍和引入为主，可事实上这

些政策工具往往是更新体系使然的产物，脱离体系看内容容

易误入歧途；二是典型城市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城市，管中窥

豹，难以廓清发达国家更新体系的全貌；三是缺少国别比较，

不容易分辨不同框架设计的优劣。为弥补上述问题，本文专

门围绕城市更新的体系建构展开研究。

纵观国内更新体系的相关研究，虽已有初步积累 [9]，但

更新体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还未达成共识。笔者根据研究

者各自的界定和实际对应的内容稍加梳理，基本可以将城

市更新体系归纳为法规、管理、计划①和运作四个体系框架 

（表 1）。城市更新法规体系由界定城市更新范畴、约束实施

主体和管理流程的各级法律、法规、章程及政策组成，是城

市更新体系的核心基石，为其他三个体系提供合法性授权。

管理体系包含城市更新的各类各层级机构设置、组织关系及

其责权范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市更新事务牵涉主体广

泛，管理机构的类型往往覆盖政府行政部门、半公共机构、

合作伙伴关系和私有部门的图谱。另外，城市更新的目标、

更新计划编制、空间管控隶属于城市更新的计划体系；更新

对象、实施模式、资金来源和手段归属于运作体系。四个体

系基本囊括城市更新制度设计的结构性内容，可以作为国际

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

2  法、德、日、英、美五国更新体系特点

2.1  法规体系
（1）两种更新法系的组织形式

更新法规体系与各国自身的法律组织形式密切相关。概

括起来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法

表 1  城市更新体系内容整理

体系分类 内涵
阳建强

（1999）
吕晓蓓

（2009）
刘健

（2013）
范颖

（2016）
林苑

（2016）
唐燕

（2017）
杨毅栋等

（2017）
唐燕等

（2018）
钟奕纯等

（2019）
周俭等

（2019）

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章程、政策 — √ — √ √ — — — √ —

管理体系 机构设置、组织管理体系、职能 — √ √ √ √ √ √ √ √ √

计划体系 目标体系、规划编制 √ √ √ √ — √ √ √ √ √

运作体系 更新对象、实施模式、资金来源 √ √ √ —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① 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内容来看，往往涉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非空间政策措施，故而采用 program 一词来界定国家层面的总目标和资金框架；我国

城市发展即将进入存量改善为主的发展时期，城市更新与社会发展、经济振兴密不可分，预期面临的问题具有综合性，故笔者认为，“计划”体系比“规

划”体系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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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德国①，两国均建立了一套独立于城乡规划体系之外的

城市更新法规体系，采用“主干法＋配套法规”的形式，专

法管控，引导性强。其中主干法包括核心法和相关法，配套

法规含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中央（联

邦）层面颁布专门的城市更新成文法，适用于领土全域，规

范更新的一般性流程，如法国的《城市更新计划和指导法》

（2003）[10] 和德国的《联邦建设法典》[11]。主干法内容与我

国的城乡规划法所承担的责任类似，主要规定国家城市更新

的基本框架，包括负责组织更新的部门、更新的对象、目标

等。主干法之外，各权力层级按责权制定配套法规，如法国

国家更新局颁布的《旧有退化社区重建计划全国总条例》规

范旧有退化社区重建计划的操作流程、德国联邦各州颁布的

《城市发展促进资金指引和项目指南》明确地方市镇自主申

报和项目立项的规范。“主干法＋配套法规”体系的优势在

于，中央政府可通过主干法向下传递出于对社会矛盾判断而

提出的更新主体意志，落实执政理念，减缓社会矛盾。

另一种是英美等海洋法系（普通法系）国家，没有统一

的、全国适用的更新法规体系，重点争端采用高法判例形式

解决。尤其在美国，联邦层面几乎没有被授予任何城市更新

的管理权限，城市更新的相关法律主要以州议会颁布的“法

律束”形式对城市更新进行法权上的干预 [12-13]，且各法律之

间相互平行，不存在主次关系，法律成文以判例经验为修改

依据，如伯尔曼·帕克尔法案②。英国与城市更新相关法律

也散落在群组化的法律之中，《地方化法案》（2011）[14]、历

版《城乡规划法》、《内城地区法》（1978）、《地方政府、规

划和土地法》（2009）、《规划和强制征收法》（2004）、《社区

规划法》（2012）[15] 等法案中均有涉及。与日法德国家带有

中央政府意愿倾向的更新法规条目不同，英美国家政府对更

新的干预作用很小，更新更多体现为市场行为，更新过程体

现为法无禁止皆可为，由州县议会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更

新内容条款则主要以权利和责任界定为主。海洋法系的优势

在于在实际案例中总结城市更新的重要矛盾点，且判决更为

公平，地方案件均参照以往高法判例执行。由于更新过程多

涉及物权，因此即使英美等没有更新法规体系的国家，也都

在各州郡议会立法明确约定更新的责权利归属，为更新中极

易触发的纠纷预留法律解决途径，这与国内许多城市仅由政

府所属部门出台行政规章的办法不同。

在上述两类典型法律体系以外，日本根据自身法系特

征和城市更新实际需求，形成了更具综合性的法系特征③。

《都市再开发法》《土地区划整理法》《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 

等 [16-18] 更新相关法律之间相互平行，分别对应不同的更新方

式和更新政策工具，具有明显的海洋法系特征；而在法律的

具体内容上，每部更新法律均对相应更新方式及政策工具的

目标原则、基本流程、运作主体等内容进行详细的界定，呈

现出大陆法系的特征（图 1）。
（2）两种自上而下的法系分工思路

从法、德、日等具有独立更新法系的国家来看，现行法

系的组织呈现出两种自上而下的分工思路。一种是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法规逐级细化的分工思路。如日本由中央议会颁布

的《都市再开发方针》规定了四类地区的再开发方针，即市

街地再开发方针、住宅开发整备方针、商务基地开发整备方

针、防灾街区整备方针，道府一级议会则对该四项方针制定

本级辖区的细化法规，再到县一级则会出台更为详尽的政策

工具和更新实施办法。

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的法权内容分工，法德两国采用的

都是这种办法，联邦（中央）和州（大区）层面与市镇（法

① 从政体上看，法国是中央集权国家，德国、美国、英国为联邦制国家，日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② Berman v. Parker Act, 1954，参见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New York Consolidated Laws[DB/OL]. (2018)[2020-02-01]. http://public.leginfo.state.ny.us/

navigate.cgi.
③ 日本虽隶属于大陆法系，但由于在二战后受到美国法律的影响，法律体系兼具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特征，而其更新法律体系则表现为上述两类典型

模式的综合。

图 1 日本城市更新法规体系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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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市镇联合体①）层面颁布法律分别针对更新的不同内容

和方面。一般而言，联邦及州层面颁布的更新法主要是制定

国家及州的更新配套资金使用方案。而市县层面颁布的更新

法主要是包含更新单元划定、更新振兴行动计划等在内的技

术工作及社会治理层面的事务工作。

（3）法系的制度变迁和框架构建

从五国城市更新发展历程来看，更新法律法规的出台

与五国各时期政府行政纲领及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更

新法规体系也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长期制度变迁的基本特

征（表 2）。英国自 198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城市更

新，到 2010 年后，为纠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私有部门的倾

向，政府对更新的监管逐渐加强，更新法权趋于上收。美国

从 1960 年代政府主导的市区重建逐步转向 1980 年代公私合

作的城市更新 [18]。因此，这些国家的更新法系或是主次搭配

留有调整的接口，或是以法典形式为不断的增补替换做好抽

换的法系载体，比如法国采用主干法外不断增加补充法规的

办法，德国则采用法典形式，不断补充新的法条，美国各级

议会以补充法案及修正案的形式等等。

2.2  管理体系
（1）更新管理的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

首先是从国家、州省到县区市镇垂直分权的管理体系。

从五国实际管理体系来看，更新管理事务呈现出明显的权力下

放特征，越是下层级的管理部门，部门职能的独立性越强，与

表 2  五国更新法规体系主要内容比较

法规

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 海洋法系国家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国家

政治

法系

层级

垂直法系

中央法律 / 法令 / 行政命令；

省行政命令；

市镇行政命令

垂直法系

联邦法律 / 法规；

州法律 / 法规；

乡村型 / 城市型地区法

规；

市镇章程

垂直法系

中央法律 / 政府法令 / 部门条例；

都道府县法令；

市町村管理章程

平行法系

联合王国法律 / 法规（王国

议会）；

细则（地方议会）；

判例法；

政策性文件

平行法系

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 / 联邦

相关法；

州宪法 / 法律 / 法规；

城市宪章 / 管理规章

更新

法系

组织

形式

主干法 + 配套法

主干法：《城市更新计划和指

导法》；

配套法：《社会团结与城市更

新法》《社会凝聚法》等

主干法 + 地方法

主干法：《联邦建设法

典》（更新内容：§136-
§191）；
地方法：州层级向下落实

而制定的州法律法规，如

《促进城市更新的资金准

则和项目指南》等

核心法 + 配套法的双维度混合模式

核心法：无普适更新法，针对不同

更新方式形成不同的核心法规，如

《都市再开法》《都市再生特别措

施法》等；

配套法：依托每部核心法规，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土地开发实

施细则》等

多法平行

联合王国无普适更新法，四

个王国均由若干法律的法条

联合约束

多法平行

联邦无普适更新法，各州各

自颁布城市更新相关“法

律束”，同级法律之间互相

平行

法系

分工

按内容和层级分工

主干法：规定城市更新的核心

计划、核心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更新对象；

配套法：规定不同更新对象的

更新原则、方式和措施

按内容和层级分工

主干法：对城市更新进行

一般性规定，明确州和地

方的立法权限；

配套法：以州和地方立法

为主，落实主干法，并指

导实际更新工作

按内容和层级分工

核心法：核心法之间相互平行，确

定不同类型城市更新的基本框架，

互不统属；

配套法：包括中央政府部门的配套

法令和地方政府的地方法令，对核

心法进行细化

无明确的分工

各法之间无明显的垂直分工

或水平分工，以具体事项类

别作为立法对象。奉行法无

禁止皆可为，不同法律内容

有所交叉，通过判例法明确

边界

无明确的分工

没有明显的主干 + 配套的体

系关系，宪法（宪章）明确

权利基础和联邦及各州县市

的权利分配和边界，法律明

确内容，判例明确权力边界，

每部法律自身逻辑完整

法系

变迁

以补充法令形式逐渐完善和

细化

2000年出台《社会团结与城市

更新法》后，更新法规逐渐独

立；国家更新局组建后，出台

更新计划相关的管理条例

以法典形式不断补充丰富

更新相关内容曾在《联邦

建设法》《城市建设促进

法》中予以明确，后全部

归入《联邦建设法典》

（§136-§191）

以原法修订 + 出台新法形式变迁

根据宏观政策需求，不断出台新法

和修订原有法律。如 2001 年新增

的《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

以出台新法形式变迁

随宏观政策转变不断出台新

法，如 2010 年以来行政权

力下放的《地方化法案》《邻

里规划法案》等新法

以出台新法形式变迁

随宏观政策转变不断出台新

法，但在 1980 年代以后法律

变化较少，如 1974 年《住宅

与社区发展法案》等

补充

主干法规定的内容并不完善，

采用若干配套法和行政法规方

式不断完善

州议会具有立法权，在不

与主干法冲突情况下，可

增补制定本州法律法规和

条例

现行更新法偏政策实操工具。组群

化特征突出，系统性在不断弱化

各英联邦议会通过制定法律

落实宏观政策，政府部门出

台实际操作指引的各类法规

联邦宪法重在权利分配，更

新立法权主要在州一级层

面，各州虽均以联邦宪法为

基础，但各州的更新法律差

异性很大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① 法国地方市镇依据《市镇合作法 1991》自愿投票形成市镇联合体，以改善地方治理碎片化的问题。根据 2017 年的统计，35 902 个市镇合并为
1 242 个市镇联合体，其中包括新集聚区 304 个、市镇社区 699 个、集聚区社区 213 个、都市社区 12 个、大都市区 14 个，作为介于省和市镇行
政层级间的管理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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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部门越是分开设置。上级政府部门主要管理中央更新

专项资金的地区分配和更新目标原则的制定，下级政府部门主

要负责本行政区内更新区的划定和申报计划，基层政府部门负

责实施方案的受理和监督；其次是在项目实施阶段的横向分权，

项目实施层级存在广泛的多主体合作伙伴关系，企业、市民、

第三方机构广泛嵌入项目实施层级。从五国的更新实践来看，

横向分权是强制的，除发挥其监督作用外，社会属性的植入也

是保持更新管理可持续的保障，如美国更新实践前期，主推自

上而下的贫民窟清除和社会住房重建计划，由于忽视更新的社

会属性，导致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隔离，继而助推了中心区衰败。

因此，相比顶层架构建设，五国普遍更加重视更新的基层管理。

（2）中央 + 基层头尾两级的更新管理特征

在中央—省—市县三级体系中，头尾两级在实际事务管

理中最为关键。如法德两国议会及中央政府集中领导全国的

城市更新行动，从基本框架、目标原则的制定到资金额度的

设置，州（大区）一级的更新管理部门职权相对弱化，仅负

责本州（大区）配置资金和审批下级政府资金使用计划的职

能。地区级政府（相当于我国的市县级政府）通过成立地区

专门的城市更新协调机构具体统筹审批和管理地方城市更新

计划。法国和日本在中央政府层面均设有城市更新管理的专

职部委（法国的国家更新局，日本的都市再生部），而法国

的大区及省级政府则没有对应的更新专设部门，但法国省级

以下的市镇联合体（相当于我国的市县）与最基层的市镇政

府则均设有专职管理部门。

（3）限制私营化程度的更新管理机制

五国基层政府的更新管理大多采用政府更新管理机构 +

授权的市场化 / 自治合作主体的形式，法德日三国政府在城市

更新中是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维护者，如法国中央政府对

社会凝聚的强调，即使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地区，城市

更新的私营化程度也会受到限制。英美由于政府公共财政紧

缩，私有化程度较高（英国的地方城市更新主要授权公司进行

管理），长期来看不利于减小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因此，英

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陆续发起成立了地方企业合作组织① [19-22]。 

与此类似，法国各市镇联合体也有市镇间公共合作机构②，

旨在制约更新的私营化程度。而日本各市町则普遍采取公共

团体和政府合作监督的形式（表 3）。

① 地方企业合作组织（LEP: 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在英联邦政府的提倡下自愿建成，由政府官员
和地方企业家共同组成，有权在政府授权下分配由政府提供的发展资金，并对地区内的道路、建筑和设施进行投资。目前全英格兰共有 38 个地方企
业合作组织，管辖区域实现国土全覆盖。

② 市镇间公共合作机构（EPCI: Etablissement Public de Coopération Intercommunale），依据《市镇合作法》，市镇将部分公共管理权，如城市政策、空间
规划、交通、住房、社会平等、经济发展促进等，让渡给 EPCI ；EPCI 相应地拥有规划部、住房部、城市政策等部门。

表 3  五国更新管理体系主要内容比较

管理体系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管理权级

架构

中央：国家城市更新局

省：省领土部

市镇联合体：市镇间合作公共

机构城市政策部

市镇：市镇的更新委员会

联邦：建设和住房内政部

州：州住房、建设和交通部

地区：地区建设管理处

市镇：地方城市更新处

中央：都市再生本部

都道府县：城市规划审议委

员会

市町村：市町村政府城市更

新委员会

联合王国：住房、社区和

地方政府部郡和地区：自

治市议会型政府 + 地方企

业合作组织

教区：地方议会型政府

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州：住房与社区发展部

（名因州而异）

市县：城市社区发展部

核
心
管
理
主
体

中央

主管

机构

国家城市更新局：统筹和制定

全国城市更新计划、管理运营

资金、干预地方计划

联邦建设和住房内政部：明确

联邦年度城市更新促进计划总

框架、重点、资金和技术指引

都市再生部：拟定和推进都

市再生基本方针、相关立案

和宏观规划

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

制定政策框架、工作指南、

与商业能源和工业部、财

政部等部门对接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制定

促进城市增长和发展的政

策 , 协调全国的住房和城

市发展活动

地方

主管

机构

市镇间合作公共机构：负责城

市协议和预建设协议。

市镇的更新委员会：执行和监

督市镇的城市更新项目。具体

执行中还涉及代表委员会、技

术委员会

地方（市镇 / 自治市）城市更新

处：负责更新地区的调研准备、

范围划定，目的目标、成本和

融资计划，对具体项目的实施

监管。具体执行中还涉及城市

规划和建设处、社会工作部门

市町村城市更新委员会：

管理城市更新的各项具体事

务，组织成立城市更新促进

公司推进城市更新运营

地方企业合作组织：负责

企业区划定和规划、分配

资金、招商引资和运作

市县城市社区发展部：落

实社区复兴和救助项目，

为本辖区内各社区提供社

区更新的组织运作方案

限制私营

机制

政府统筹城市更新且为出资主

体：国家城市更新三个计划由

中央出资约 50%，省、市镇联

合体、市镇、社会组织承担另

外 50%

市镇通过空间战略工具、成立

公共属性的有限公司统筹更新：

更新前首先拟定城市建设综合

发展理念，划定更新区并明确

要求

业主、NPO/NGO 组织与市

场主体联合城市公共团体统

筹更新：协调多方主体诉求，

保证社区公共利益，并接受

地方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议会授权和监督非政府机

构：针对企业区划，地方

企业合作组织须通过协议

得到自治市议会授权，并

接受议会监督

对私有化限制较少：议会

授权地方更新主管机构进

行审核监督，主要通过地

方更新主管部门对 PPP 组

织编制规划进行审核

补充

国家和市镇层面均有独立更新

管理机构，以次一级基层管理

机构为核心，上层的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统筹资金和战略

各个层级均有独立的更新管理

机构，上层的管理机构主要负

责统筹资金和战略

三级管理分权，专设更新管

理机构

三级分权，地方为主；横

纵分权，公私合管

实际管理主要是市县地方

政府及社区自治团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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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区、商业区或交通节点地区；另一条线索是以社会底

层保障和住房环境改善为导向的社区更新。如法国更新计划

中明显的两条主线，一类是面向提升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再开

发区，即协议开发区（ZAC: Zones d’Aménagement Concerté）；

另一类则是面相社会凝聚的退化社区改造地区。第一类更新

一般通过环境改善和地区容量的增量性开发，绝大多数能实

现更新开发的赢利，因此，在这类更新开发多以市场主导。

第二类地区则大多面向社会问题严重的衰败社区，通过国家

和州省市镇层面制定资金援助计划，对衰败社区实行空间改

善或再开发，减少社会不平等，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

这一更新过程，是以国家和州省市级政府作为社会问题协调

机构和资金兜底单位，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图 3）。
（3）更新计划的地区统筹

从五国现行体制看，更新计划普遍在最基层行政单元的

上级政府层面进行编制统筹，尤其是更新斑块单元的划定，

如法国市镇单元之上的市镇联合体、德国镇区之上的自治市

或城市型地区、英国教区行政单元之上的自治市。在这一层

级的更新统筹大多不会涉及具体地块更新的规划方案或治理

措施，而是以城市更新区（更新单元）的划定、数量和空间

分布为核心，项目计划为辅助的地区统筹计划，并以此为材

料，经过地区议会审核通过后，作为与上级州及中央政府或

区域联盟（如欧盟负责城市更新的专项基金委员会）申请专

项基金的依据。

（4）更新计划与城市规划的交叠关系

由于欧美日等国家城镇人口总体趋于稳定，城镇空间规

划也基本定型，空间规划管理部门偏向于用地信息的收集管

理机构，日常事务远非国内般繁忙，但城市更新则是城市面

对的新的重大课题，且其内涵也远不止于空间物质更新的范
图 2  德国城市更新计划体系框架图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3  计划体系
（1）更新计划的三级体系

一般由宏观层面的总目标和资金框架，中观层面的综合

更新计划和微观层面的更新项目规划和行动计划组成。法德

日三国的宏观框架在国家、州或省相应权力层级组织编制，

中观计划在州省和地方之间层级组织编制，其中法国出于统

筹和资金争取的需要，综合更新计划由市镇联合体城市政策

部统一编制，微观更新计划和行动计划由基层单元编制。总

体看来，顶层重统筹、基层重实施，内容强调社会、经济、

空间的综合性：顶层编制的是资金和战略框架，不涉及具体

实施内容；基层编制计划、规划，对实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内容不仅包括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给，还有很多社会

活动、经济补贴、文化复兴的内容（图 2）。
（2）更新计划的两条主线

五国更新体系普遍呈现出的两条主线的特征。一条线索

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导向的城市节点地区更新，大多为城

注：  （1）纳入地方城市规划管控的巴黎协议开发区——巴黎第 17 区西北部 Clichy / Batignolles ；（2）美国商业改善区（BID）规划——纽约皇后东

区第 18 街道；（3）日本都市再生单元规划图——东京大手町地区；（4）英国典型企业区划（enterprise zone）更新计划平面图——莱斯特滨水区；

（5）德国城市中心区更新计划图——路德维希港内城发展理念图。
图 3  五国城市更新基层规划示例
资料来源：图 (1)—(5)分别源自法国巴黎地方城市规划（PLU）网站、纽约市政府网站、日本都市再生机构网站、莱斯特和莱斯特郡企业合作组织网站、路德维希港《城市发展理念》2006版

（1） （3） （5）（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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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更新计划从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中独

立出来，如法德两国的更新计划与空间规划管理体系基本相

互独立。仅开发类更新项目涉及对规划土地使用条件的调整

才会反馈规划管理部门，规划管理部门按照通过审批的更新

计划方案替换和修改原空间规划中该地块的相关内容。再如

美国纽约州按照更新是否涉及对原区划调整分为更新再区划

地区和更新特殊政策区，前者是按照法定程序根据已获批准

的更新计划对区划进行修改的再开发地区，后者是通过在原

区划基础上增补各类特殊更新振兴政策的地区。

与其他四国不同，日本则是将更新计划与城市空间规划

体系二合为一，采用将各层级更新计划分别对应纳入不同层级

的城市规划之中，如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纳入都市再开发方针

的规划内容，在控制性规划层面纳入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区等更

新计划内容，在地区详细规划层面纳入市街地开发事业等更新

内容。因此，五国的更新计划体系与城市（空间）规划之间也

呈现出上述交错并行和融合一体两种交叠关系（表 4）。

2.4  运作体系
（1）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与自下而上的自主申报相结合

由于土地产权私有化，五国基层市镇更新单元地区的选

择大多是以产权人联合自主申报的形式。德国和法国的部分

开发单元是责任部门按照改善需求拣选的。前者按照地方的

发展战略，后者由市镇联合体的城市政策部按照市镇社区社

会—人口的衰败状况拣选。其他类型的更新单元采用开发主

体申报、政府统筹的方式。美国具有典型的政府不干预特点，

主要由市场主体或利益主体自主申报，如纽约时代广场更新

改造和皇后区第 28 街区更新，均是当地业主或商业团体自

主向地方政府递交请愿书并获准后根据业主表决制定的更新

计划。需要指出的是，五国城市更新的内容远不止于物质空

间范畴，即使自下而上申报的提案被纳入城市更新单元，也

有很多是以微更新微改造、社会救助或公益活动组织的方式

来改善原地区。

（2）多样化的融资和运作模式

城市更新融资是保证可操作性的关键，融资方式的选择

取决于政府治理理念和财政能力。对于衰败社区更新，法、

德政府予以了较大的支持，法国中央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地方

社区改善的项目落实，资金占比高达 50%；德国衰败社区的

更新一般由联邦、州各出资 1/3，其余通过多元化融资补齐。

日本、英国、美国的社区更新仍然以自筹资金、多主体运作

或 PPP 方式为主，政府通常不提供或仅覆盖较低比例，城市

更新的公共利益考虑不足。竞争力导向的更新由于本身具有

溢价空间，市场介入注资运作的动力大，各国的运作方式类

似——法国的协议开发区、德美的商业改善区、日本的都市

再生特别区、英国的企业区划地区，均依靠市场部门自主申

表 4  五国更新计划体系主要内容比较

计划体系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更新计划的层

级（类型）

中央：三个城市更新计划；

市镇联合体：城市协议；

市镇：更新项目

联邦：国家城市促进计划；

州：城市促进计划

市镇：城市更新区+项目计划；

实施主体：更新项目

都道县府：都市再开发方针；

市町村：特别政策区区划；

实施主体：市街地再开发事

业 / 详细计划

郡 / 地区：地区行动规划；

地方企业合作组织：制定的

各类规划计划；

教区：社区规划

社区：社区再开发规划 / 商

业改善街区规划 / 城市发展

行动区；

实施主体：再开发实施规划

更新计划的对

象（主线）

衰败社区

协议开发区

社会城市更新区

商业改善区和城市更新区 

社区 / 地域再生区

都市再生特别区

社区

企业区划

衰败社区

具有增长潜力的地块（商

业改善区、投资发展区、发

展行动区）

更新计划的地

区统筹

中央、大区及省统筹资金；

市镇联合体统筹更新单元

划定

联邦及州统筹资金；

自治市层级的城市更新机

构统筹更新单元划定

都道县府一级政府统筹划

定三类重要更新地区，包括

都市再生特别地区、居住调

整地区、特定用途诱导地区

LEP 和自治市议会分别统筹

企业区划和社区规划单元

的划定

市镇一级地方政府负责统

筹更新地区的划定

与空间规划体

系的关系

涉及地块再开发时交错：由

规划管理部门按简化流程

修改地方城市规划，并颁发

建设和规划许可

涉及地块再开发时交错：涉

及再开发的更新项目，由规

划管理部门编制建设规划

（B-plan），并颁发建设许可

融入规划体系：更新规划完

全融入城市规划体系中，是

法定城市规划体系的一部分

与空间规划衔接的两种模

式：一是可根据 LEP 制定的

规划调整地方发展规划（空

间规划）。二是社区更新规

划均属于空间规划体系

与区划衔接的两种模式：按

法定程序更改区划和特殊

政策区两种

补充

具有自上而下的计划体系，

以城市更新三大计划为顶

层计划，以城市协议为次一

级更新计划，最下一级为更

新项目

更新计划体系由自下而上反

馈机制构成，国家和州确定

城市更新项目分类指引，市

镇层面制定具体的更新计划

并上报，州负责拼合统筹

更新计划在城市层面构建

了完整的体系，但在国家和

地区等宏观层面没有更新

计划

不存在自上而下的体系，

LEP 和社区为代表的非政府

部门负责制定两类更新计划

不存在自上而下的体系，基

层负责城市各个片区更新

规划的制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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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资和实施，政府给予少量补贴作为激励基金，扮演守

夜人角色。总体而言，德、法对于城市更新市场主体的管制

和监督更强，对衰败地区的照顾更多。

（3）更新运作中的两类政策创新工具

对于非政府兜底的市场主导型更新地区，即面向提升城

市竞争力的再开发地区，往往具有一定的增量空间能够实现

再开发收益的平衡甚至盈利，但在实际运作中，为了降低交

易成本和鼓励对公共利益的让渡，各国更新及规划管理部门

普遍开发了许多政策性工具包。概括起来包括监测平台、土

地制度保障、契约协议、空间管控单元和金融促进工具几类。

土地制度保障如日本的土地区划整理①、更新种子基地，德

国的强制征收权、优先收购权、土地边界调整和重新分配制

度；金融促进工具如英国的社区基础设施税②和 PPP 政策 [23]，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增税融资政策（TIF），通过对指定的城市

更新改善区允许其利用再开发后的地区增值税收作为该地区

最初实施再开发的经济抵押支出，芝加哥鹅岛的再开发即是

此类金融工具推动的产物（表 5）。

3  法、德、日、英、美经验对我国城市更新体系建
构的启示

3.1  制定主干法 + 配套法的独立法规体系
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逻辑，我国宜尽早构建主干法 + 

配套法的法规体系，保证实践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参考法

德日经验，建议由中央政府研究制定《城市更新法》作为主

干法，明确城市更新的基本框架，包括更新原则、目的、全

国计划、管理主体、更新计划体系、编审流程、土地及规划

适用条件、更新实施审批流程、运作实施主体及方式准入等，

对相应的土地管理法、住房法、城乡规划法、民法有关条款

作出调整。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城

镇化进程不一，各城市当前阶段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具有差

异性，中央立法还应给予地方层面法规设立的灵活性，允许

市级管理部门出台《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和指引，因地制宜，

制定本土化规章。

3.2  构建中央 + 基层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我国可借鉴日本和法国的更新管理模式，在中央政府层

级设立独立的城市更新主管部门，统筹全国层面的更新总目

标，并配套专项资金。鉴于当前物质性更新的需求，宜厘清

更新管理部门与规划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联合社会保障、

发改、工信部门共同支持城市更新的部门建设，保障更新社

会效益的综合性。在省市层面，遵循管理权下放原则，省市、

县区可分别设置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并以区县一级主管部门

作为实施责任主体，区县一级更新管理部门与规划管理部门

独立设置。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吸收 NGO、NPO、

表 5  五国更新运作体系主要内容比较

运作体系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组织形式

管理部门拣选 + 市场主体申

报：（1）市镇联合体城市政

策部按照地区衰败程度选择

社区改善类单元；（2）市场

主体可申报协议开发区单元

政府按战略拣选 + 自主申报：

（1）市镇按照城市发展战略选

择需要更新的片区；（2）地方

自治主体自行申报

利益群体申请 + 宏观选择：

（1）社区居民（自治组织）/ 社

区与其他团体联合申请 / 都市再

生机构决定 / 业主及市场联合体；

（2）政府依据战略选择

社区组织申报+LEP确定：

（1）社区组织向地方规

划部门申报；（2）LEP 依

据战略和研究选择

多方协商的两种主要组织

形式：（1）社区组织 + 市

场主体；（2）市场主体 +

政府

资金来源

政企为主，各有侧重：（1）衰

败社区由政府兜底，中央设

置专项资金，市镇政府实施； 

（2）协议开发区以开发主

体为主，可申请政府资金，

开发主体实施

多方合作，多样化融资：（1）
问题社区由联邦和州政府各出

资 1/3，其余通过多样化融资；

（2）城市中心区和商业区以开

发主体为主，可申请政府资金，

开发主体实施

多方合作，政府有限参与：（1）
利益主体（居民 / 开发主体）自

筹资金为主，都市再生机构参与

投资，政府通常不提供；（2）都

市再生机构、社区、NPO、企业

等多主体共同运作

利益主体为主，政府有

限参与：（1）可向中央

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各

方 无 固 定 比 例；（2）
LEP 和社区组织主导实

施，政府仅监管

市 场 为 主， 广 泛 采 用

PPP：（1）市场注资为主

体，极少部分来自政府政

策资金；（2）衰败社区由

PPP 联合主体实施，增长

潜力地块由开发主体实施

政策工具

动态监测 + 央地协议：（1）
全国衰败社区监测平台；

（2）城市更新项目预建设

协议

土地管理 + 示范性指引：（1）
强制征收权、优先购买权、边

界调整和重新分配；（2）联邦、

州更新案例示范库

土地管理 + 运作方式创新：（1）
土地区划整理和市街地再开发；

（2）团地再生和街区再生

契约协议 + 税收制度创

新：（1）城市协议和增

长协议；（2）社区基础

设施税

多样化的市场融资工具：

（1）PPP 模式；（2）商业

改善区和增税融资

补充

政府主导衰败社区更新运

作，市场 - 政府合作主导潜

力地区更新运作

政府主导衰败社区更新运作，

市场 - 政府合作主导潜力地区

更新运作

多元主体、各类资本共同参与。

市场主导下都市再生进程缓慢

完全由利益主体主导和

运作，政府仅提供政策

和少量资金支持

当前缺乏政府支持，市场

是更新运作的核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① 土地区划整理是指按照土地权利人在规划变更前后的土地价值不变为原则，将原本产权不规则的私有土地进行重新划分。
② 社区基础设施税（CIL: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Levy）是英国地方政府针对其所在地区的新开发项目征收的税费，主要被用于支持地区发展所

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税率由地方政府确定，由地方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征收。英联邦议会于 2010 年制定《社区基础设施税条例》，对该税种
和征税流程等进行了一般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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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半公共治理机构等共同参与，扩大城市更新活动

的治理基础。

3.3  营建顶层统筹 + 基层落实的计划体系
在市、县中心城区层面构建更新计划体系，形成“总

体更新计划—更新单元计划—更新项目实施计划”三级更新

体系。国家及省级更新管理部门以框架和资金统筹为主，可

参考德国模式按目标划分更新大类，出台城市更新项目分

类指引。省级更新管理部门统筹市县区项目计划和空间单

元规划，并配套案例库、计划编制指南、资金使用指南等工

具。同时，更新体系的建构还应结合我国日渐成型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尤其在详细规划层面容易形成更新计划与详细

规划的交叉重叠，此情况可参考德国的建设规划办法，对更

新单元划定的区域，采用更新计划编制完成后修改并替代原

详细规划的办法，目前我国深圳、上海两个有单独城市更新

规划编制的城市，所采用的就是此种办法，即更新计划可对

容积率、停车位配建、保障房比例等系数进行调整，形成了

一定地块范围内更新计划对详细规划的替代制度。另外，从

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的计划体系普遍经历了从“plan”

到“program”的转变，我国的更新计划体系也应逐步将社

会救助活动、社区营造等非物质空间更新内容纳入治理计划

之列。

3.4  兼顾公共利益与城市竞争力并重的运作体系
城市更新运作应秉承强化公共利益与提升城市竞争力并

重的原则，既要保证资金来源充裕、存量盘活可操作，又要

保证社会公平，避免矛盾激化。按照五国经验，对社区更新，

政府应作为实施方案兜底方，鼓励社区自治主体广泛参与，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竞争力导向的地区更新应创新政策工具，

宜借鉴法国的协调开发区、美国的商业改善区等，划定城市

更新单元，积极推动市场参与，并探索发挥金融工具创新的

作用，如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税收增额融资制度

等。根据我国商业房地产市场当前的饱和状况，对竞争力导

向的更新在土地供应上应有所限制——不鼓励非中心区、非

商业区等缺乏增长潜力的地区继续做增量更新。短期内，应

将更新的重点主要放在社会凝聚导向的更新上，如老旧社区

和棚户区改造、社会住房供给、公共服务设施补给、低收入

人群的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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