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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更新是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行动，通过对

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等的持久改善，为城

市发展提供机会 [1-4]。城市内滨水区的更新已成为一

种全球性现象。随着技术变革、城市经济结构调整

和全球化的深化，城市中的港口和港口活动迁移到

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使港口城市界面遗留下一块

滨水“真空地带”[5-9]。这些衰落的空间一般占据城

市最好的区位，具有重要的空间价值 [10]。对这些土

地的再利用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也

是周边发展中城市区域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焦点 [8,11]。

滨水区更新是由全球和国家发展趋势以及当地

战略和倡议的复杂互动所形成的 [6-7]。城市滨水区被

视为城市的发展机遇，是重塑城市形象、加快城市

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重新获得经济投资和吸引文化

资本的途径，使城市可以在全球经济中积极地重新

定位和应对全球竞争 [4-7,12-13]。利用壮观的住宅、商业

和文化项目使废弃的滨水区“重获新生”，通过空间

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促进城市国际化建设

的繁荣地带 [7,13-14]。因此，滨水区空间结构与功能的

调整，是许多城市应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全

球竞争的重要手段 [4]。

全球化时代，滨水区更新呈现出新的特点——全

球化力量的参与、新的功能理念、高度全球化的用途、

治理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新的管理框架 [8,12-13]。城市更

新的关注点也扩展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多目

标的综合更新，比如文化和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文化创意产业、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强调，

社会公平和多方参与得到了兼顾等 [5,9-1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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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滨水区更新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重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

港口及其商业活动被迁移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在城市中心区留下了亟待重新

利用和开发的废弃滨水区。德国科隆莱茵瑙港滨水区的更新呈现出在全球化影响

下的综合城市更新特点，反映了政府和地方积极应对全球化，及时采取措施重构

空间功能和城市形态的能力。项目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方参与合

作机制，将公私投资和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更新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政府引导、企

业实施、多方合作的决策体系，使规划方案成为多方博弈后达成的共识。

Abstract: The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urba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direct social 
connections and market proximity are not necessary for the modern port commercial 
activities, port and its activities are moved to an area far from the city center. Therefore, 
an abandoned waterfront space is left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city, waiting to be 
reused and redeveloped.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of the 
Rheinauhafen in Cologne, Germany,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urban regene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reflecting that the governmental 
and local actors actively respond to globalization and take timely measures to 
reconstruct spatial functions and urban forms. The project integrates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s well as stakeholders into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process through a multi-
participatory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
up. Th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the multi-participator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i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on of related actors, ensure the final decision a consensus after various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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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参与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更新的新特点。城市更

新的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混合主体等多种模式 [19]。

政府主导模式是由政府直接组织，国有企业负责实施；市场主

导模式是在政府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开发商具体负责实施；混

合主体模式则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实施，在此模式下，政府

扮演着统筹者、协调者、监督者等多重角色，其职责是平衡多

方利益以及政府之外的角色，组成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 [19-21]。

1  德国城市更新发展进程

德国的城市更新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特点。本文结合

相关研究，把德国的城市更新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1960 年代政府主导下“大拆大建”式的城市重建；第二阶段，

1970 年代福利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谨慎城市更新”；第三阶

段，1980 年代“新福特主义”色彩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

在此阶段虽然政府鼓励居民、私人资本参与到城市更新的过

程和投资中，开始形成多元化的更新机制，但更多是由政府

自上而下来推动；第四阶段，1990 年代德国统一和全球化影

响下的综合城市更新，特征是以人本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

观为指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府、私

有部门和社区多方参与；第五阶段，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影

响下，基于社区管理（Quartiersmanagement）的城市、社会、

文化、经济和生态相结合的创新综合城市更新 [22]。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城市更新的新特点。第一，出现了

新的规划理念。在人本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基础上，

联邦政府提出“增长和创新”“确保公众利益服务”和“节

约资源、塑造文化景观”的空间发展观念。“可持续性”作

为一种抽象的全球性宣言，必须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具体化 [23]。

社会城市（Die Soziale Stadt）战略、城市重建（Stadtumbau）

战略相继被提出和运用到城市更新中。第二，以规划创新作

为新的工具。全球化、放松管制和私人参与是规划创新的关

键词 [23]。其中，放松管制是指程序规则的简化以及行政部门

的去官僚化，通过政府部门管理规划实施过程，实现公共部

门和非公共参与者的合作、跨部门的协调、跨学科工具的运

用 [23-24]。这种跨部门、跨学科的方式，强调经典城市规划、

房地产开发以及社会和文化工作之间的互动与灵活化 [25]。此

外，还有私人企业承担部分规划任务，参加公共服务，使更

多的私人资本参与到规划过程中。第三，城市更新中政府、

市场利益相关者和民间社会行动者等多方主体的参与。

德国城市更新的机制也发生了转变，“创新规划”

（Innovationen in der Planung）被提升到行政系统层面，即从

等级决策机制和“公告模式”转为网络化组织规划过程 [23]， 

组织层次纵向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及地方政府

部门，横向层面包括上述政府部门与行政系统之外的行动者。

也就是说，行政部门、专业办公室和委员会、当地利益相关

者以及私人参与者都参与规划 [24]。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公

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外的制衡第三极。从政府的过程管理，

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干预，转为市场和公民参与的形式，通过

内部和外部的分工，以及责任的转移与再分配，促成不同级

别的政府部门与其他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

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网络化机制 [23-24]。各方权利

相互制衡以保证多维度更新目标的可实现性 [11]。

总体来说，在城市更新中全球力量的参与是全球化对城

市空间产生影响的表现。以全球化为契机，多元化参与机制

开始通过城市更新项目促进城市的发展。本文以德国科隆莱

茵瑙港（Rheinauhafen）为例，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多方参

与合作的城市更新模式。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邮件联系、阅读相关文件、

官方网站和新闻报道等渠道和方法收集项目信息，以获得德

国科隆莱茵瑙港的一手与二手资料。作者分别于 2011年 7月、
2014 年 2 月、2016 年 9 月和 2018 年 8 月进行了 16 次实地调

研；2011 年，对项目开发企业——科隆港口及货运股份有限

公司（HGK: Häfen und Güterverkehr Köln AG）的负责人进

行了深度访谈；2018 年以邮件的方式，与科隆市城市规划部

城市中心规划处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通过实地调研获得

了 206 家企业和汇聚于港口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数据，对其中

的 21 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正式访谈。

2  莱茵瑙港滨水区更新项目

莱茵瑙港位于科隆市中心，在老城区南部的莱茵河畔

（图 1）。作为科隆第一个现代化港口①，以及 1890 年代德

国最现代化的工业港口②，莱茵瑙港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2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港口被严重破坏。随着

科隆其他港口的建设、航运技术的提升和工业往城市外部迁

移，莱茵瑙港口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吞吐量从 1969 年的

53 万吨下降到 1981 年的 23 万吨③。一个曾经辉煌的港口到

了发展的瓶颈阶段。自 1950 年代起，关于港口更新的讨论

就已经开始④。到 1990 年代中期，莱茵瑙港的港口功能不复

存在。

① 源自《影响力！科隆和它的港口》（EinFLUSSreich. Köln und seine Häfen）2018 年展览资料。
② 源自关于科隆港口研究的德文网页 http://www.hafenstadt-koeln.de/haefen/rheinauhafen/，2018 年。
③ 根据访谈获得的信息。

④ 源自注释②网页和介绍莱茵瑙港的德文网页 https://www.rheinauhafen-koeln.de/rheinauhafen.html，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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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的过程，1998年，市议会决定了莱茵瑙港的发展计划。2001年，
港口彻底停止运营。科隆港口和货运股份有限公司与港口改

造前的土地所有者协商土地事宜，让企业搬出港区。2002 年，

莱茵瑙港的发展计划开始具有法律效力。2003 年宽敞的现代

地下停车场落成。2005年10月第一个商业单位售出。2014年，
港口最后一栋建筑物完工 [26]。

经过改造更新，莱茵瑙港的功能得到了彻底重塑。作为

当时科隆市最大的城市建造项目，耗资 7.5 亿欧元，总共改造

或新建 25 座建筑，并改造了周边停车场、基础设施、绿地等 

（图 3）。这些设施构成一个生动的空间组合：生活、工作、

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在约 25 hm2 的城市空间得以实现①。

截至 2018 年，莱茵瑙港拥有约 700 个住宅单位，居住着约

1 500 人，提供约 2 000 个就业岗位，还有画廊、酒吧和餐馆
②。在保护历史古迹的同时，创建出富有吸引力的城市新空

间，科隆市创造性地融合历史和现代建筑，树立了城市建筑

的标准 [26]。此外，莱茵瑙还吸引了约 100 位艺术家到此工作。

图 2  1992 年科隆市国际城市设计创意竞赛一等奖组的作品，作者哈
迪·特赫拉尼（Hadi Teherani）
资料来源：Ulrieh Krings, 2011: 34

图 3  莱茵瑙港建成方案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 2011年拍摄于科隆港口及货运有限公司位于莱茵瑙港原办公地址的一楼展厅

2.1  更新项目的提出和实施过程
为了重新利用这个拥有沿河景观的黄金区位，市政府邀

请社会各界就港口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这一讨论过程

持续了 10 年。1990 年，市政府指出港口更新对提升科隆大

都市形象的重要意义；1992 年，市政府举办国际城市设计创

意竞赛（Städtebaulich Ideenwettbeweb），以寻求新的、富有

表现力的“居住、工作、休闲”空间设计 [27]（图 2）；1993 年，

受科隆港口及货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现代城市有限公司

（moderne stadt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s Städtebaues und 

der Gemeindeentwicklung mbH）接管港口更新规划区的项

目开发和营销工作；同年，伊姆霍夫巧克力博物馆（Imhoff-

Schokoladenmuseum）正式对外开放。经过“讨论—初步成

果—再讨论—参与者的同意—决定”这样一个持续了 10 年

① 源自介绍现代城市发展协会的德文网页 https://www.modernestadt.de/projekte/rheinauhafen/。

② 源自 https://www.modernestadt.de/projekte/rheinauhafen/。

图 1  莱茵港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谷歌地图和 https://www.modernestadt.de/projekte/rheinauhafen/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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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实施效果
莱茵瑙港更新项目的发展目标是提升城市的全球竞争

力，构建城市新形，打造独特的卖点，建设最具吸引力的空

间，从而带动城市发展为城市带来收入。项目着力于在城市

的黄金地段建设高质量建筑，为高级经济活动、高档居住空

间、文化艺术和休闲功能提供场地，而并不着重于构建来自

各个阶层的异质社会结构以达到社会公平。在改造具有老港

口风情的滨水区过程中，注重让新建筑与受保护的历史建筑

相互融合，使得办公、居住和文化创意等功能在同一片区域

有机结合。在规划用地构成中，办公与服务占地 50%，居住

占地 30%，艺术与文化占地 20%。目前莱茵瑙港拥有全市最

高档的办公空间，缓解了科隆高端办公空间不足的状况。

实地调研发现，莱茵瑙港一共有 206 家企业入驻，其中

40 家是跨国企业，占 19.4%。入驻的企业类别主要是咨询行

业（17.5%）、信息技术与软件开发行业（13.1%）、律师事务

所（9.7%）、广告行业（7.8%）、房地产行业（5.3%）和建筑

设计行业（4.8%）。莱茵瑙港还聚集了文化创意产业，其中有

44 个艺术家工作室，2 个画廊，2 个博物馆以及 4 个展览工作

室，此外还有 2 个研究所，3 个协会、1 个基金会与 1 个高等

专业学院落户于此。所有这些均符合项目发展预期（表 1）。

3  全球化背景下莱茵瑙港更新项目的特点

3.1  城市全球化战略下的更新计划
作为城市全球化战略下的更新计划，莱茵瑙项目的实施

使科隆市实现了其全球化战略目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

科隆的“教堂之城”形象并未带来新的发展动力，《科隆市

发展指引 2020》（Leitbild Köln 2020）指出城市需要进一步国

际化。因此，在巩固城市现有的国际现代大都市和国际旅游

目的地地位的同时，打造出新的城市品牌——跨国公司和机

构的总部所在地、欧洲充满活力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欧洲领

先的教育和科研中心。为此，莱茵瑙港的改造目标之一，就

是为高级经济活动、豪华住宅和文化设施提供场地。高投资、

高标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1 亿欧元的投入用于建设符

合城市需求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建设为莱茵瑙港带来的是

100% 的售出率。

3.2  全球化力量的参与
全球化力量参与了科隆城市更新的过程。首先，为了

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和空间，市政府通过

举办国际城市设计创意竞赛，邀请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参

与到建筑设计中，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次，改造后

的莱茵瑙港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美国的微软公司、奥多比

（Adobe）软件公司、友邦人寿保险公司，日本的三井住友

海上火灾保险，英国的富而德律师事务所，荷兰的威科集团

等跨国企业均设置机构于此。

3.3  展示全球化形象和竞争力的平台
莱茵瑙港为科隆市结构转型和功能重塑提供了空间，经

过重新包装，以其整体形象和标志性建筑作为空间工具，形

成城市更新的突破口，促进了新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城

表 1  莱茵瑙港项目基本信息一览表

主题 内容 数据 /特点

面积

总建筑面积 25 万 m2（25 座建筑以及停车场、基础设施等）

可利用面积 约 15.4 万 m2

水域面积 约 5.7 万 m2

居住面积 6 300 m2（建筑面积）

投资额
总投资额 7.5 亿欧元（2018 年时 1 欧元约合 7.8 元人民币）

基础设施投资额 1 亿欧元

不同发展阶段的

主要目标

初期阶段 发展旗舰项目，重新利用黄金地段，推动经济发展、形象重构 

中期阶段 振兴港口，构建具吸引力的城市公共空间、均衡的用地组合，加强居住功能

后期阶段 形成混合式社会结构

用地功能 工作与居住

办公与服务（50%），约 12 万 m2，提供 2 000 个就业岗位

居住（30%），约 7.2 万 m2，约 700 个住宅单位

艺术与文化（20%）, 约 4.8 万 m2

产业与企业

企业
206 家企业，含 40 家跨国企业，占 19.4%。58.2% 的企业属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咨询行业（17.5%）、信息技术与软件开发

行业（13.1%）、律师事务所（9.7%）、广告行业（7.8%）、房地产行业（5.3%）、建筑设计行业（4.8%）

文化创意产业 44 个艺术家工作室、2 个画廊、2 个博物馆以及 4 个展览工作室，约有 100 位艺术家

其他机构 2 个研究所、3 个协会、1 个基金会与 1 个高等专业学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访谈笔记与实地调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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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业的发展 [20]。目前莱茵瑙是科隆市办公室租金和住宅

售价最高的地方，住宅售价达 8 600 欧元 / m2。

建设国际化景观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28]，而特

色塑造是城市更新的灵魂，高品质的滨水区正是城市的魅力

所在 [27, 29]。三座“起重机大厦”（Kranhäuser）（图 4）是城

市内部最高的现代建筑，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元素，成为莱

茵瑙港独有的特征。高质量的城市设计使得标志性的海港

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组成了富有特色的市民

共享滨水区。这些建筑构建了科隆市的新天际线，提高了

对科隆市的全球认知度。通过推动信息传播，电视台、杂

志、报纸、网站等媒体机构引导着公众对城市的想象和认同，

宣传了城市形象 [26]。1998 年市政府通过举办莱茵瑙港城市

形象设计创意竞赛和研讨会，吸引了市政专家机构的代表、

项目开发商、银行业代表、设计创意竞赛获奖者等共同参

与到针对城市规划概念与建筑设计的讨论，通过引导公民

参与、新闻报道城市事件、推广倡议、吸引投资者的购买

兴趣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使项目获得关注。由此，莱茵

瑙港创造出全新的城市景观，是科隆市明信片图案的热门

地点 [30]。

3.4  符合可持续发展趋势
莱茵瑙港项目强调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第一，通过遗

产保护，在保留原有港口特征的同时，混合商业、旅游、娱乐、

生活等多种功能，提高了优越区位的利用率。第二，高品质

的城市设计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载体。第三，现代建筑

与历史建筑错落有致，结合行人友好型的开放滨水公共空间，

改善了区域的物理和视觉连通性。第四，部分建筑物使用可

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第五，创造艺术文

化的空间，利用两座博物馆为港区增添文化价值，发展文化

旅游经济。第六，文化企业和创意群体的聚集，巩固了科隆

市在艺术品交易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第七，时间的混合利

用，借助酒吧、餐馆、精品店、艺术文化沙龙、展览室、逃

脱游戏室和其他短暂活动形式，增强城市空间的吸引力，促

进了日生活和夜生活混合的 24 小时经济。因此，莱茵瑙港

的新结构模式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

4  多主体推动的滨水区更新模式

莱茵瑙港更新工程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力成果。在

更新工程的各个阶段，政府利用整合公私投资、纳入利益相

关者和公众参与等规划手段，协同各方利益，组成专家、政

府和社区等三方合作的关系机制。这种合作机制是一种有层

次的、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组织结构。多方行动者共同参与到

整个项目中，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扮演着引

导者的角色，通过财政和法律等手段，将规划过程集中在一

个有边界的空间和规模上，并界定规划过程中的参与者结构；

行政系统之外的推动者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参与到项目

中，产生“有组织的声音”。各个推动者在利益交叉点上互动、

博弈、协调与合作，推动项目发展。

图 5 展示了莱茵瑙港项目的多主体网络组织结构、推动

者在项目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首先，在

项目规划阶段，合作模式以政府部门、专业人士和规划设计

师为主导，开发企业负责实施，引入公众参与。此时，政府

部门作为引导者和管理者，组织公众和居民两次参与规划过

程，使公众对最终规划方案产生影响。建筑设计师通过参加

创意竞赛，直接影响设计方案。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士负责组

织与实施创意竞赛，审核规划方案，以及制定具有法律效力

的最终规划方案。在规划实施阶段，城市更新开发企业、业

主与投资企业在规划方案的指导下参与实施与建设。开发企

业受政府委托，监督、管理和动员项目的建设，监督投资者，

确保所有业主与投资者依照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方案来进行

所有权转移和新建筑建设等。新闻媒体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

通过举办活动、新闻报道、倡议等方式传播信息，为项目进

行宣传，并携手开发企业，激发企业与居民购买、承租的兴趣。

最后，由落户企业、居民和旅游者构成的新空间结构，完成

了空间的产业转型。

4.1  规划与公众话语
莱茵瑙港更新项目的设计以及项目的成功实施，与各级

政府、市议会、行政管理部门、规划专业部门、专业委员会

等相关推动者的互动合作密不可分。商事主体，比如项目管

理企业科隆城市事业有限责任公司（Stadtwerke Köln）、项

目开发与实施企业科隆港口及货运股份有限公司、现代科隆

城市发展协会有限责任公司（modernes Köln Gesellschaft für 

Stadtentwicklung GmbH）、建筑师、产权所有者、土地使用者、

相关利益团体相互影响，作为联盟体系，参与到项目当中。

同时，公众与新闻媒体也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科隆市民、图 4  三座“起重机大厦”代表着科隆城市新形象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于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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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绿色主义人士等公众的倡议、相关活动和媒体报

道都给项目的发展与实施带来助推作用。

4.2  决策体系与参与者
项目的更新决策体系相对复杂，公众和公共利益承担部

门是决策的参与者。城市设计顾问委员会为更新规划提出建

议。市政府担任着项目协调者的身份，其举办的全球城市设

计竞赛、建筑竞赛、城市形象论坛和研讨会等，是改造计划

的一部分，为政府和负责改造计划的企业提供城市设计和建

筑设计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项目的发展。

在这样多方参与式的决策体系中，政府部门、公民、企

业和相关专家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使最后通过的改造方案

真正成为多方博弈后达成的共识。决策程序是公开、可参与、

透明、多元和协商的，使得最终计划是具有最充分选择理由

的方案。最后，改造发展计划通过科隆地区政府的批准，具

有法律效力。

企业在莱茵瑙港项目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进行项

目的开发与实施，倡导的是一种企业化操作模式，具有灵活

性和高适应度，注重投资回报。科隆港口及货运股份有限公

司和现代科隆城市发展协会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公司负责原

港口合同的谈判与协商，以及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开发合同和

城市建设合同的阐述与协商，并共同参与改造计划的修订。

莱茵瑙港城市更新项目揭示了政府、市场和民间推动者

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政府对民间社会推动者和市场

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的依赖性在逐步增加，显示了等级决策

结构与公告模式转化为网络组织结构的规划过程。通过推动

者角色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沟通、协调、谈判、共识、项

目实施、管理与监督，在城市治理意义上达成协同行动的规

划网络。项目展示了政府和非政府推动者的谈判和互动在城

市治理中的前景。推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德国是制定

适当的管理和发展方法的重点，地方推动者和城市倡议是更

新过程的驱动因素 [25]。

5  结论与讨论

莱茵瑙港更新项目展现了德国在全球化影响下，以人本

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多方参与合作机制，它是城市、社会、文化、

经济和生态相结合的创新型综合城市更新。

莱茵瑙港从商业港口变为现今的跨国公司与文化创意产

业聚集区，其转型是成功的——以整体形象与标志性建筑作

为构建城市新形象的空间工具，完成内部空间的功能重构，

从而由生产型空间转变为新的生产型与消费型并存的空间。

随着项目的发展，其改造思路从单一变得多元，展现出多维

视角的更新方式，反映了政府积极应对全球化并及时采取了

相应措施。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政府采用了灵活的企业化操作模式

和市场化发展模式。以投资者预付款的方式分担规划与建设

成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决策程序公开透明，多方参

图 5  莱茵瑙港的项目推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科隆市政府文件和对科隆港口及货运有限公司发言人简·泽兹（Jan Zeese）博士的访谈记录绘制

1991 2000 2002 2012



128  2021 Vol.36, No.3

实践综述 

与的决策体系使最终方案成为多方博弈后达成的共识。政府

作为协调者，专家与建筑师作为监督者，确保了规划能够严

格实施。这是一种社会和市场的合力 [21]。

但是，此项目并未解决城市发展不平等的问题。有学者

认为，莱茵瑙港的住房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它

提供的是“一般公众负担不起的住房”，只是吸引了某类群

体 [9]。新的大型项目未能充分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包容性

问题，反而使社会经济分歧长期存在 [7]。

研究德国科隆莱茵瑙港更新项目可以为我国港口的改造

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旧港口地区可以通过功

能转型来振兴，实现提升竞争力、构建新国际形象、吸引跨

国投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目标；可以利用房地产和文化

创意产业来提升城市形象，重构空间功能和城市形态，增强

城市肌理。然而，在莱茵瑙港项目中，政府并没能通过城市

更新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如何在城市更新

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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