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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范式及其制度安排

范式（paradigm）一词，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运用而成为分析各类

学科和实践发展的常用词。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库恩在该书中使用的范式一词至少有 20 多种含义，因此

有必要先对“范式”这个词在本文中的含义作一个简要

的交代。从最广泛意义上讲，正如库恩所说，范式“是

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与范式之间存在着本质上

的差别；经历了范式转换后，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会有重

大的改变，甚至连看世界的方式方法以及所看到的世界

都会是不同的 [1]。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根据库恩在书中

的论述将“范式”看作构成特定学科和实践的基础和规

范，以及由此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在这样

的意义上，它并不是指某个理论、制度、方法及其表现

形式，而是指由这一系列的内容所构成的整体，并且是

由特定的理念、思想、制度、方法、实践中的具体方式

方法所共同构成的，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延续和贯通，

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当然，在学

科发展和实践开展的过程中，尤其在实践中，都具有一

定程度的混合性，所以在进行“范式”分析时，必然要

将其抽象为一定程度上的原型，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其

本质性的内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使用“范式”

一词并运用其对现代城市规划的类型进行区分。

由于不同国家对规划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各国制度文

化的差异，规划的作用范围及其内容以及运作方式也有

所不同，各国的城市规划制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果从“范式”的角度进行观察，笔者将世界各国的规

划体制按照其规划形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建设规

划、发展规划和规制规划。尽管这种划分是基于规划成作者： 孙施文，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shsun@tongji.edu.cn

摘要：在对世界各国城市规划的主要范式类型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详

尽追溯了中国城市规划从建设规划起步，到建立发展规划框架，再到融入

规制规划的形式，由此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的历程。中国城

市规划体系吸收了各类规划范式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城镇化

发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20 年来，针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存在的问

题，出现了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市县全域规划以及“三规合一”“多规合一”

等探索，但在承续既有规划认识的情况下，建设规划的观念本底并未改变，

甚至仍在不断强化。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国城市规划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

下，城市规划体系及其内涵的发展演变，揭示出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

及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与深层次原因，也指出了城市规划体系改革不仅具

有迫切性而且任重而道远。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jor “paradigms” for urban plan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classifies the planning in China into three paradigms: construction-
oriented planning, development-oriented planning, and regulation-oriented 
planning. The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started with 
construction-oriented planning in the 195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model, and this course was changed after China broke up with Russia.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urban planning system was reshaped with 
reference to development-oriented planning and was later mixed with regulation-
oriented planning at the end of 1980s. Although the key features, cont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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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multi-mod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under give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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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in different times, its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as well as the root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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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类型，但它们是与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机制相适应和

匹配的，因此也是对整个规划体系的划分。从本质上说，这

三种类型都具备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即对私人开发和

建设进行公共干预 [2]，这既是现代城市规划区别于传统城市

规划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城市规划源起、发展的根本。而

从现代城市规划的本源上讲，为了进行这样的公共干预，需

要有相应的规则，需要对土地和空间使用进行预先协调和安

排，并且按照预先协调好的结果对私人开发和建设进行管制，

这就是现代城市规划中规划制度、规划编制成果（plan）以

及规划管理的本意之所在 [2-3]。

所谓建设规划，就是为有效组织城市建设和完成建设任

务而展开的规划过程。其内容更强调按照一定的标准规范，

确定并实施具体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方式，从而达

到理想的最终结果状态。其原型是建筑设计中的总图，具有

极强的指标式、蓝图式规划的特征。欧洲大陆自 19 世纪中

叶开始的早期现代城市规划，如德国的城市扩展规划等即为

典型。这类规划在 20 世纪初是最为重要的规划范式，并得

到广泛传播，通常被称为建筑学或工程学背景的城市规划。

发展规划是指基于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针对未来发展的

需要统筹安排和组织各项内容，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对规划

确定的方向和内容进行实施。其与建设规划的区别主要在于

规划的逻辑起点不同，即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对

土地和空间资源进行配置，而建设规划更多从建设任务和物

质环境的完形设计出发；此外，前者更强调过程合理，后者

则更强调最终结果一致。由于预测和现实发展之间存在着不

确定性和实施时间先后的差异所带来的震荡效应，因此，已

经确立的法定规划通常只作为战略性部署和发展方向的指

引，在做具体建设项目决策时尚需要结合多方面因素进行评

判，规划许可是整个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规划以

英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发展规划体系为代表，并在 1960 年

代后经系统方法论思想的修正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3]。

规制规划是基于土地使用权益的分配和保护，通常以

通则式的地方法规形式对未来可能的开发建设进行规范和约

束。因此，规制规划的核心在于保护既有利益，即新的可能

建设不可损害到已有土地和空间使用的利益。该类规划完全

按照地方法规的制度安排进行，不仅规划的修编、修改需要

启动立法修改的程序，而且建设项目的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

问题的解决也都需要经历司法过程。该类规划以源起于德国、

后普及并成熟于美国城市中的区划法规为代表。与上述两种

规划类型不同的是，有关区划的学术研究大多在法学范畴中

展开 [4-5]。

从以上的区分可以看到，这三种不同规划类型的差别实

质上是建立在对私人开发进行公共干预的方式方法上，而这

些干预方式方法之间的不同，构建起了这些规划体系内在逻

辑及相应制度之间的差异。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做法方面，各

类型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和交叉运用的情况，但它们的运用

目的及其组合方式仍然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它们都依附

于或者从属于这些类型本身的主干，是为实现主干目标服务

的。这其中，相对于建设规划和发展规划以未来关系为导向，

规制规划是以现实利益关系为导向；而建设规划与发展规划

之间，前者以结果状态为导向，后者以目标方向为导向。因此，

尽管现代城市规划都以对私人开发进行公共管制作为终极目

标，但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其背后的制度架构、管制方式，

甚至作为管制依据的法定规划成果的形式及其工作思路都存

在着差异 [6]。

由于各个国家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范式不同，它们的规

划体系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为相互

学习和借鉴，所以也存在着相互结合和逐渐综合的倾向，不

过它们各自的范式类型基质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整体而言，

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发展规划体系，虽经历多次改

革，但其内核并未有大的调整，在地区规划和局部地段的开

发规划中虽运用了规制规划的一些方法，但所完成的法定规

划仍然是开发项目的规划决策中的考虑因素之一，还需结合

相关政策、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周边的变化状况进行综合审查

和审批。欧洲大陆国家的规划体系在建设规划的基础上，自

1960 年代开始大量借鉴英国发展规划的方式，广泛运用于

区域规划和城市地区的综合性规划中，在详细规划和建设项

目审查中，更多关注建设项目之间的、在社会和空间上的相

互关系，并以此作出判断 [7]。而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则形成了

发展规划和区划法规两个系列，城市政府的综合规划（即发

展规划）主要适用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和政府用地方面，

区划法规则适用于对私人用地和私人开发的管制，这两个系

列有一定的交互作用，但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演进脉络。

2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多方向探索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在各种西方思潮的冲击下逐步形成

的 [8-9]。从发展的历程看，田园城市理论思想和欧洲大陆早

期城市规划在 1910 年代即开始在中国传播，只是两者的传

播途径不尽相同：前者主要通过社会性刊物上的文章和书籍

传播，后者则主要出现在土木工程类院校的相关学科中。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制度建构以及营建思维的影响下，经由

日本转道而来的德国规划体制，加之一些在德、法学习工程

学、建筑学的学者归国担任城市的行政职位或开展工程设计

业务，基本形塑了当时以欧洲大陆早期规划为本底的城市规

划概念。1920 年代末，一些主要城市开始从制定城市政府

的市政纲领出发编制城市规划，如南京的“首都计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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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大上海计划”等，这些规划具有非常鲜明的美国城市

美化运动时期城市规划的特征。而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时期的

城市规划，继承了欧陆早期城市规划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

扬光大。民国政府于 1939 年颁布的《都市计划法》中对规

划内容的规定也反映出与其类似的结构。

抗战结束后，以“大上海都市计划”为代表，已然摆脱

了战前规划的基本形式特征，而且无论是绘制完成的规划图

纸和相关文件，还是在研制过程以及所讨论的内容和问题方

面，亦或是在城市功能组织方面，都已经显现出英国发展规

划以及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的内涵 [10]，这无疑与当时编制

小组成员的背景有关，特别是与作为阿伯克隆比亲传弟子的

陈占祥的回国加入有很大关系。此外，美国城市的区划制度

也开始被实质性地引入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如 1948 年上

海发布了《建成区暂行区划计划》。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

规划大都处于政府部门和专家的探索、研制过程或颁布初期，

尤其因为处于解放战争的后期，规划的实施及相应的制度变

革既缺少时间去不断推进，也没有空间予以施行。因此，其

真实的效应究竟如何，无法用历史的史实予以证明。

3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建构与形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整体制度建设向苏联“一边倒”，

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组成部分的城市规划体系，在苏联专家的

指导和帮助下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时期的城市规划是建立在

计划、规划两分的基础之上，即城市规划被看作国民经济计

划的延续，是实施国民经济计划的手段，城市规划的内容不

仅被局限于工程建设方面，而且在思想方法上强调对由经济

计划所确定的具体建设任务进行空间设计和安排。当时规划

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在经济计划确定了今后一定时期内的

（重大）建设任务后，对这些建设内容进行落地安排并完善

相应的配套工程，且主要针对的是生活设施配套。因此，当

时规划中常用的一个词——“总图”，恰好反映了规划工作

的实质 [11-12]。在计划和规划两分的制度框架下，建设规划的

范式被进一步夯实，成为我国现代城市规划最本底的基础而

不断发展 [13]。尽管从 1950 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有部分规划工作者在尝试冲破建设规划

的藩篱，但无论在制度架构、机构设置，还是在社会意识，

甚至部分规划师的自我认知上，建设规划的基底始终没有改

变。为建设而编制规划，或者说没有建设就不需要规划，规

划设计、规划编制所确定的结果都是要进行建设的，而且都

是要马上建设的，并形成了用规划图纸与建设需要、实际建

成状况的对应关系来衡量规划编制成果和规划实施成败等观

念。这一切成为对城市规划最基础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在恢复、完善 1950 年代末的相关制度

和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城市规划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一

时期，一方面，既有的规划制度和对规划的认识，以及面对

由于长期城市建设欠账所导致的住房短缺、交通拥挤、公

共设施和市政设施严重不足等现实问题，继续强化着建设

规划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为我国广大规划师、规划教育

者所认同进而广泛宣扬的，是裹挟在现代化浪潮中传播进来

的现代建筑运动主导下的城市规划，主要是世界各地的新城 

规划 [14-15]。而现代建筑运动主导下的城市规划，也称现代主

义城市规划，其本身就是立基于欧洲大陆早期城市规划基础

之上，经由现代主义建筑学所不断推进的。新城规划在向我

国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其建设和设计的方式

方法转变成了城市规划的原理，在当时的教育体制和行业制

度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建设规划的理念。

被彼得·霍尔（Peter Hall）称为二战后世界各国城市规

划体系奠基石的英国发展规划体系 [3]，几乎与此同时开始有

所介绍。很显然，其清晰和完整的体系化结构非常有利于表

述和传播，而且由于与 1950 年代末中国已经建立的规划层

次的名称基本一致，从而主导了我国规划界对规划体系的表

述。但实际上，建设规划和发展规划至少在对规划成果的认

识及其作用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此带来了整体管理制

度上的不同。而当我们开始接触到 1970 年代后期以及之后

的英国文献时，英国的城乡规划体系已经经过了 1960 年代

末的转型，英国文献中已经很少对“发展规划”的内涵、其

探究问题的逻辑以及与制度配置关系进行探讨或阐述，我们

并没有真正或者全面理解发展规划的本质属性或本文所称之

“范式”的各个方面，因此从未能够区分清楚建设规划范式

与发展规划范式中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之间的差

别，也没有很好地去解析英国的规划体系由“总体规划 / 详

细规划”向“结构规划 / 地方规划”转换的深层次原因及具

体规划内容和方法的转变，而只注重了体系架构的形式，甚

至到 1990 年代，还有不少介绍英国规划体系的文章和著作

中出现了“结构规划相当于我国的总体规划，地方规划相当

于我国的详细规划”之类的表述。由此看到，对发展规划的

认识还只停留在规划成果形式的类比上，或者说只是以其名

称嫁接到我国已有的规划体系上，甚至只是以此来验证我国

规划体系的合理性与完整性。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嫁接起了建设

规划和发展规划这两种范式。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学习了西

方当代城市规划的许多理论、方法，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对

规划安排时所考虑的内容以及规划方法手法等方面的研究也

更加深入丰富。但同样明显的是，在缺乏对既有规划进行

反思的情况下，“拿来的”仅仅是外在的内容，从而形成了

以发展规划的形式包裹起建设规划的实质的中国城市规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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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且将建设规划的思维方式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由于行

政机构设置将发展计划和城市规划分部门管理，1984 年开

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地位，市管

县、市带县体制建立，城市发展得到高度重视，与此同时，

城市规划作为未来发展的蓝图和统筹安排也被赋予了传说中

的“龙头”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批学者推动的城镇

体系规划横空出世，并很快成为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之前存在或者被关注的生产力布局、国土规划等内容则被

认为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城市竞争和经济发展而逐渐

淡出。城镇体系规划由县域、市域进而到省域及至全国逐步

推进，城市和建设规划的思维成为区域性问题思考的基础和

表达方式。这与欧洲大陆国家在 1940 年代后期开始接受发

展规划理念的过程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在接受发展规划的理

念和制度框架时，首先创设并强化了区域规划以及城市地区

规划，以统筹安排区域内的各项发展资源，进而改造城市整

体层面的规划内容和管制方式，在详细规划和开发控制方面

加强不确定条件的再评估，根据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外部影

响即时调整周边地区的规划要求，从而将发展规划的内涵贯

彻进整个规划体系 [7]。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

建立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又能够有效约束市场冲击的城

市规划体系，成为 1980 年代后期的主要议题。多家规划研

究设计机构借鉴美国城市区划法规，在上海、桂林、苏州、

厦门、广州、温州等城市开展了实践性探索，逐步形成了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基本框架，并在国家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转让的管理中得到了确认和推广。此后，深圳特区参照

香港建立了全新规划体系，其中覆盖整个城区的法定图则制

度成为将原先针对出让转让地块或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运

用到整个城市的示范 [16]。如果对比控制性详细规划与美国城

市区划，可以看到其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前者是规划，

后者是地方法规。前者基于规划制定者对未来发展预期的想

象和意愿来确定特定地块的各项控制指标，而且其重点是对

各个地块的开发建设进行控制；后者则主要依据相对统一的

土地权益，以地块开发建设不对周边地块进行同样开发建设

产生负面影响为基本准则来设定控制要素。就此而言，控制

性详细规划实质上是将美国城市区划法规中的控制指标移植

到了中国的规划体系之中，因此，除了制度本身的差异之外，

在规划内容和方法、适用范围、管制方式和手段等方面都与

美国城市区划存在极大的差别。尽管如此，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创设改变了过去用建筑形态（俗称“摆房子”）来对开发

建设行为进行管制的方式，并且已经具备了规制规划的基本

形式，但其建立的基础仍然是依据对未来的预测和设计来设

定控制指标的内容，对地块及周边的安排是建立在规划者预

先设定的意愿关系上的。因此，建设规划的基质并未改变，

这也就成为后来以是否适应建设的需要来评判控制性详细规

划，为建设需要而大量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在规划改

革的讨论中不断提出增加控制性详细规划弹性的原因所在。

4  突破建设规划基本范式的尝试及其结果

至 1990 年代中期，我国当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本确立，现代城市规划的三种基本范式也在中国的行政体

系下得到了统一。国际上公认的三种基本范式中最具特征、

最为有效的部分，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都有所体现 [17]。

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显示出：在忽略了区域性多种发展要素

协同作用和宏观战略协调的情况下，以建设规划为内核和指

向的形态设计成为对城市中各类开发建设实施管制的基本依

据。这种以想象的未来目标状态对当下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进

行管控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众多的问题，在中国城市

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尤为显著。各级政府与城市规划界都在积

极寻找相应的对策，其中以由地方发起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和由中央政府发起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两项

工作最为典型。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这些尝试都有突破建

设规划的意图和最初的行动，但在不同机制的作用下，最后

都演变为更进一步巩固了建设规划的实质，从而走向了愿望

的反面 [18]。

（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确立，激活

了市场要素的潜力，东部沿海城市以及各地区中心城市的社

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

口快速增长。我国的改革开放从简政放权、激发地方发展积

极性为起始，受 1994 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城

市政府以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为载体加速了城市的快速

扩张，从而踏上了后来所谓的“土地财政”的征程。城市发

展的态势由小范围向外蔓延和孤立地设立各类开发区转向主

动大规模拓展，即所谓的“拉开骨架”，成片开发建设的新城、

新区大量兴起。

在中国全力推进加入 WTO 进程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浪

潮推动着中国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培植城市竞争力为核

心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从世纪之交的广州起步，之后在诸

多大城市普遍开展。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兴起与国际趋势具

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伦敦、纽约、芝加哥等城市也在

此时期先后开始编制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在内容上也有共同

的核心焦点，即提升城市竞争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但中国

城市中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兴起，更缘于各城市希望以此来

突破既有法定规划的羁束。尽管各个城市都以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和审批的时间过长，从而导致规划无法与快速变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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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适应为理由，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定规划所设定的管控

指标不能满足城市政府“拉开框架”“做大城市”“超常发展”

的需要，因此需要借助于所谓的“非法定规划”来实现其愿

望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19]。

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内容来看，其一个突出的

特点是将视角放置在市域乃至更大的区域范围，将统筹区

域的各项发展资源作为规划的核心内容，这是对原先城市

总体规划主要关注中心城区的一个突破。原先的城市总体

规划中，也有市域部分的内容，但主要集中在城镇体系方面，

即市域内主要城镇的相互关系及相关基础设施配置方面，涉

及的区域发展要素有限，重点是为城市服务，而不是区域

发展的总体性安排，也不是为全域治理提供基础 [20]。城市

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把视角转到市域内，这既是城市扩张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连绵地区，或者各级城镇争夺有限发

展资源的必然，也是由于之前阶段过度关注城市本身的发

展而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些

规划更加重视市域内的发展与保护，更加强调发展政策的

内容，从而为加强市域范围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协同提

供指导，而非具体建设项目的安排，这也是此后出现的“城

乡协调规划”等规划类型，以及同时期一些地区施行的县

市域总体规划等的基本取向 [21]。

在坚持区域性视角并向政策性内容转变中，城市空间发

展战略规划提出了“政策区”概念的雏形，这同样是城市规

划引入发展规划的基本理念，突破建设规划局限的重要表征。

尽管这些政策区的表述仍然非常概略和粗糙，区域划分过大

且含有较强的空间形态意向的内容，如“东扩”“北控”“中

优”之类，而且并未提出明确的政策性内容，也未与后续实

施的相关政策制定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但通过将社会经济

发展布局方向和空间发展结合起来，改变了纯粹的建设规划

强调具体用地和项目的布局安排的基本方式，至少表明了不

同空间方向上未来区域发展的政策取向。但是在实践的过程

中，一些城市将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确立的一些概念性框架

直接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内容，把政策导向直接坐实为近期操

作的方案，彰显出对规划内涵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建设规划的

认识上。在稍后期开始编制的一些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

更是把确立近期可操作的“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

规划编制的目的，也就与战略规划的最初意图有所违背了。

毫无疑问，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兴起，缘于两方面

的因素：一是城市政府意图通过聚合区域范围内的发展资源

做强、做大中心城市，为中心城市的扩张寻求发展空间；二

是以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来突破总体规划的束缚。城市总体规

划在实际的运行中，已经逐步成为中央政府管控地方政府、

上级政府管控下级政府的手段，而下级政府始终在寻找新的

方式突破上级政府的管控，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即是这样的一

种方式，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样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空间发

展战略规划本身，既是城市政府谋求对由上级政府管控的总

体规划的突破，同时又是加强对其下属的区、县（市）甚至

乡镇进行管控的手段，就此而论，城市政府将上级政府的管

控压力转到了其下级政府身上。正是由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存在的这类倾向，中央政府在强化宏观调控需要的背景

下，开始制定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断从城市规划的综

合协调中剥离出一些区、线和数字等，将其列入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并予以严格的督察，以实现对城市规划实施实

行更加严格的管控。而所确立的这些区、线和数字，仍然是

依据建设规划的思维方式所获得的。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

下，城市规划愈益被塑造成上级政府管制下级政府的工具，

而不再是城市政府施行城市治理的手段和过程，并被固化为

由蓝图决定的控制性手段 [18,22]。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规划的

认识，直接影响了近来的有关城市规划改革的制度安排。

（2）“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

经过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社会经

济快速提升，城镇化水平也快速提高，但城乡差别、区域差

别愈发加剧，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

结构方面的缺陷，以及由过度开发和过度使用所导致的资源、

生态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共同作用，直接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

质量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3]，因此在进入新世纪不久之后，

中央政府因借着市场运行的起起落落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宏观

调控。此时的宏观调控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习惯运用的计划

和项目审批的手段，而更多从银行资金供应和城市规划、土

地供应等方面展开，与此相伴，城市规划的控制性功能被进

一步强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近 20 年的探索，确立了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断改革。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计划”在 1982 年更名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制定“十一五计划”（2006—
2010）时又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变指令性

计划为指导性的规划 ；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资本和许多发展资源的配置已经更多地依赖于市

场的运行，因此原先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都需要有所改变 [24]。

原先发展计划中更关注行业“条”“线”的发展安排，现在的

规划则更加关注地区和空间的“块”“面”。同样是在“十一五

规划”中，首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此后更专门编制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作为对区域发展的指引。

改革开放初期，为控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大规模侵占

农业用地、城市扩张和郊区向城市边缘地区拓展等问题，开

始实行土地的统一管理，将原先城建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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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职能进行组合，成立了独立的土地管理部门。1986
年通过的国家《土地管理法》提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经过此后多年的实践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完整系列，并

且与年度性的土地供应数量直接挂钩。为配合国家宏观调

控的操作和落实，自 2004 年起施行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以

保证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在内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

制度的执行。

由此，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直接受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规

约。从制度框架上讲，这三类规划均有各自的领域范畴——

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安排和开发控制以及土地利用控制；

但在内容上又密切相关、互为关联、互为影响。如果从现在

欧洲大陆所建立的发展规划加建设规划的复合模式或者英国

的发展规划范式来看，它们本就属于同一事项的不同方面，

或者说是对统一体的分割。然而，这种分割后的内容是由不

同部门分管，而政府机构天生具有追求权力膨胀的效应，这

三种规划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求超越各自范畴边界的机会和方

式，以便把相关联的内容都纳入到自身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中，

希望以自己的“综合”来凌驾于其他规划之上。经过多年的

博弈和在对抗中的生长，各规划涉及的内容愈益增加，管制

的对象不断扩大，管控的手段愈益严格。主体功能区规划从

资源状况、现状条件和发展潜力等方面，以未来可发展程度

来划定政策区，尽管对一些特定地区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政策，

但对各类划定的区域内的发展缺乏确切的指引，即使到了县

级层次的主体功能区也仍然如此；土地利用规划以保护耕地

和农田为目标，以层级式分解的方式来控制建设用地的增量，

缺少对发展资源的整合与对未来发展的布局组织，其实质是

对地方政府土地资源使用量的控制；城市总体规划长期以来

注重建设安排和对具体建设项目的控制，重视城市本身而忽

略其他地域，并且往往为近期建设所牵制。相较于前两者更

关注对下级政府的管控，城市总体规划更关注对具体建设项

目的开发控制，尽管新世纪以来也愈益被用作中央政府管制

城市政府的手段。正由于每个规划的出发点、价值逻辑以及

管控方式各不相同，因此针对同一地区出现了许多互为矛盾

的管控要求，直接导致了整体行政能力的下降并影响了一些

地区的发展和控制，这也是“三规合一”提出的本意所在。

“三规合一”试点工作在 2014 年全面展开，由三类规划

的行政主管部门分头主持部分地区的试点工作，由此产生了

各自以某类规划为本底去整合其他规划的做法。这种做法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寻求适宜的整合方式，或者说在既有

的规划类型中找到真正可以整合多种规划内容的方式。但很

显然，这次试点并不成功，这既有机构设置的原因，也有规

划技术方面的原因（如土地使用类型的划分等），但更为重

要的是在战略意图、管制对象、合理布局等方面未得到统一，

试图以简单的图斑比对和修正来获得统一的结果，那也只能

是表象上的一致。但“三规合一”及至不久后开展的“多规

合一”工作，承继了关注市域的视角，甚至可以说，不管是

哪个部门主持的多规合一工作，对市域的关注远超过对市区

内的关注，有矫枉过正之嫌。它一方面为后来的城市规划，

如北京和上海至 2035 年的新一版总体规划进行全域规划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为近来有关空间规划体系的讨论混淆

了市域和市区、以市域规划内容替代市区规划的认识埋下了

线索。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都带

有极强的自上而下控制的性质，而城市规划长期以来从城市

本体出发来思考未来发展问题，带有较强的不断扩张的意愿

或者说抗衡上级政府管束的企图，因此 10 多年来，在不断

强化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管控的操作中，城市规划的内涵

被进一步偏移，重点也转移到划线、划区和守线、守区之

类的工作，综合协调的特质被进一步悬置，而由于其思维

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延续性，建设规划、建设控制的属性被

进一步强化。

尽管就事论事式的“三规合一”试点并未达成真正有效

的成果，但也揭示出了推进这项工作的实质性内容的方向和

要点。“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不只是三个规划或多个

规划的统一，更重要的应该是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这不仅仅是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甚至不是规划类型的

问题，而是需要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 [20]，这或许正是国家空

间规划体系建设所值得期待的。

5  结语 ：难题与方向

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结合社会经

济发展和工作开展的需要，在建设规划范式的基础上，分别

吸收了发展规划、规制规划的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

城市规划体系。应该说，这是将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

最为精华、最为有效的成分组合成的一个整体。但由于支撑

这三种范式的制度、方法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拼贴式

的引进和实用主义的组合导致各层次规划之间的逻辑关系并

未真正打通，更为重要的是，与规划工作的开展尤其是与规

划实施密切相关的治理体系和制度缺乏整合 [25]，虽然城市规

划的作用被各级政府不断强调，但它们所强调的是规划作用

完全不同的方面，这就将规划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要

么成为上下级政府进行博弈的工具，要么将整个规划系统摈

弃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实际运行之外，而且处处为城市建设中

的各种不恰当行为背“黑锅”。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化治理的特征，导致

各类行政工具和手段自成体系、自我完善和自我膨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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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之间难有较好的协同。这使得从属于特定部门的城

市规划作为综合性的协调发展和建设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且

时常需要为了部门利益而不断扭曲规划的内涵 [26-27]。其实，

中国城市规划有过几次从建设规划向发展规划转变，或者将

发展规划的内涵引入从而更好地弥补建设规划欠缺的机会，

比如 1950 年代末、1980 年代中期、2000 年前后的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和 2010 年后的“多规合一”工作等，但都在特定

治理结构的作用下无疾而终，甚至走向了反面，建设规划的

内涵被不断强化和固化，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作用被不断扼

制，以追求城市发展质量与品质为目标的城市规划，被限制

在几条线、几个数字的管控方面。

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城市规划自满自足于自

身体系的完整和完善，而这种完整和完善则充分体现了“路

径依赖”的特征，建设规划的思维方式与内容始终占据着

主导性的地位，发展规划和规制规划的引入看上去丰富了我

国城市规划体系的范式类型，但其根本上仍是在强化建设规

划的实质，并且在建设思维下扩大了管控的范围，出现了许

多认识和措施上的错位。在认识到既有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寻求改进和突破的诸多尝试中，无论是发自城市政府求变

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还是源起于中央政府要求的“多规合

一”，都曾经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段时间，广大

的城市规划工作者积极地参与其中，但最终总是由于各种原

因，起到弱化城市规划综合协调空间的作用，强化城市规划

就是建设规划观念的起因，从而置城市规划于无所适从且背

离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趋势的境地。也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规划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观念的改变是

最为重要的，如果仍然无法突破建设规划的藩篱 [28]，从本质

上反思城市规划的内涵及其构成，那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组

成部分和集中反映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就难以实

现其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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