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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非正规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关于如何通过政

策支持非正规经济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政策领域而很少涉及城市规划领域。在规划管控作为

限制和边缘化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核心手段的背景下，从空间规划角度重新理解非正规经济

尤为重要。文章首先通过数据阐述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种类和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然

后阐述当前针对非正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和理论所处立场的差异。第三部分通过案例，阐

述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正在通过政策和规划策略转型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

包括公共空间中的基础设施、家庭作坊，以及拾荒者组织。文章最后提出规划从业者面对

非正规经济时，需要改进规划方法，以及当前相关研究面临的挑战——在规划实践仍然以

管控为主的今天，应对非正规性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正日益脱节。

Abstract: The informal economy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urban economy in global south. 
Comparing with the field of economic policies, there are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how to support 
informal economy through policies nowadays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planning as the central tool to regulate and marginalize informal economy, reconsidering informal 
economy from the aspect of spatial planning is important. The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he scale, 
the categories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urban economy’s growth of informal economy through 
data. Second, series differential theories and policies towards informal economy are reviewed. In 
the third part, some cases in global south indicate that some cities provide the proper livelihood for 
the informal economy through transforming the urban policie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s in public spaces, home-based work and waste picker organ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planners need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method facing informal economy. 
The challenge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informal economy is increasing in case of 
regulation is still the main plan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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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大部

分工薪阶层依靠非正规经济生存。街道和

家庭店铺、车库看守、小规模裁缝铺、机

械维修、垃圾收集和分类、卖水和其他形

式的赚钱方式随处可见。尽管大多数非正

规就业都缺乏政府的管制并且被归类为

非法的，但是由于非正规就业占到了发展

中国家非农就业的一半以上，因此被认为

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这些经营活动量大面

广且持续性强，成为城市政策和规划的

一大挑战，因为它们经常被认为与“现

代的”和“世界级的”城市背道而驰。此

外，大多数关于如何支持非正规经济的研

究起源于经济政策领域，很少涉及城市规

划领域，因此处于政策发展的盲区。本

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

市，当规划管制和控制作为限制和边缘化

非正规经济的核心手段时，从城市和空间

规划角度来理解非正规经济十分重要。在

处理与城市其他活动的关系时，规划的 

实践者和理论家都认为，探索一种规划方

法来认识和支持非正规经济是很困难的，

但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的起点是彻底理解

为何不同的非正规就业者选择特定的工作

地点，他们如何利用空间，如何对空间与

基础设施施加影响，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增

加收入。

为了回答核心观点，我们需要厘清本

  著    甘欣悦  译    刘一瑶  校译



24  2019 Vol.34, No.2

本期主题 

文的讨论范围。我们将城市规划界定为一个学科和专业，关

注的是一种集体或社会的努力，旨在重新构想市镇、城市、

区域，并将这一构想转化为区域投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投

资、保护和减负措施，以及土地与空间使用管控的先决条件。

城市规划发生在国家、区域和地方机构层面。我们对非正规

经济政策转变的简要回顾（这些经济政策通常与空间规划保

持分离）并不包括能影响非正规经济的与社会保护相关的重

大政策（Lund & Srinivas, 2000; Srinivas, 2009, 2010）。
文章第一部分通过数据描述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

本质，以及影响其增长和表征的主要因素，如全球经济转

型。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经济已经导致一系列政策和理论

的出现，文章第二部分即关注这些政策和理论的变化。在

第三部分，文章探讨了在城市住宅和公共空间中识别和 

规划非正规就业所具有的含义，以及据此需要对规划理念进

行的根本改进。这一部分将通过非正规就业的成功案例进行

具体阐述。

1  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和贡献

在发展中国家所在区域，大多数非农就业人口都处于非

正规经济之中。尽管各区域之间有着显著差异（表 1），但

是在南亚地区，非正规就业很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凡尼克等（Vanek et al., 2014: 1）指出的，尽管区域

性预测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概数，但区域内的多样性往往被隐

藏。例如：相比于其他国家非正规就业在整个区域非农就业

人口中的占比（马里非正规就业人口占区域非农就业人口的

82%，坦桑尼亚占比 7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非

正规就业只占南非非农就业人口的一小部分（占南非非农就

业人口的 33%，占纳米比亚非农就业人口的 44%）。此外，

区域性预测还隐藏了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在六个区域的其中三个区域中，非正规就业是妇女非农就业

的重要来源。区别在于，在撒哈拉以南地区，这一占比最高，

相比于 61% 的男性处于非正规就业中，女性的这一比例达

到74%（Vanek et al., 2014: 2）。尽管此分析聚焦于发展中国家，

但非正规就业在发达国家也是一个持续增长的现象（Vanek 

et al., 2014:15-31）。

表 1  非正规就业在非农就业中的占比

区域 百分比 / %

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东和北非

拉美

中国（根据 6 座城市的统计）

82

65

66

45

51

33

资料来源：Vanek et al, 2014: 7

表 2  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层面占总就业的比例

国家 城市 年份

非正规就业

占总就业的

比例 / %
（总人数）

非正规就业

占总就业的

比例 / %
（女性）

非正规就业

占总就业的

比例 / %
（男性）

贝宁 科托努 2001—2003 83 89 73

布基纳

法索
瓦加杜古 2001—2003 81 87 77

中国

六个城市

（福州、广州、

上海、沈阳、

武 汉、 西

安）的均值

2010 32 36 30

科特

迪瓦
阿比让 2001—2003 79 90 70

印度

艾哈迈达巴

德、钦奈、

德里、加尔

各答、孟买、

普纳

2011—2012

85
66
71
85
80
58

86
62
61
87
85
57

85
67
73
85
78
59

马达加

斯加

安 塔 那 那

利佛
2007 64 69 61

马里 巴马科 2001—2003 83 92 76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015 49 50 49

尼日尔 尼亚美 2001—2003 77 84 74

秘鲁 利马 2014 55 60 51

塞内

加尔
达喀尔 2001—2003 80 88 74

多哥 洛美 2001—2003 83 90 76

越南
河内、胡志

明市

2007
2007

53
55

57
56

50
54

资料来源：http://weigo.org/dashboard/statistics

鉴于国家统计机构采取的劳动力数据调查的方法，城市

层面的劳动力市场预测非常少见。然而，“妇女非正规就业的

全球化和组织化”（WEIGO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sing and Organising）有多种数据来源，建立了城市层

面的预测（表 2），反映出城市之间的显著差异，同时强调了

非正规就业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以及其作为妇女就业来源的

重要性。这些数据反映了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尽管非正规就业者的个人收入通常较低，然而他们对当

地 GDP 的增长作出了累计的贡献。非正规就业对 GDP 贡献

的阐述反映了非正规就业在许多国家是经济的核心而不是边

缘（表 3）。
对非正规经济的理解掩盖了其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家

里工作的人、街头摊贩和拾荒者这三类就业群体与非正规经

济有着特别的联系。最近的研究进展在于量化这些不同的工

作种类（Vanek et al., 2012; ILO, 2013: 45-47）。这些就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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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反映了工作场所的多样性。与规划尤为相关的有两项：

住房作为工作场所数量倍增（因此违反了土地利用规划和建

筑规范），以及公共空间成为重要的工作场所（尽管在空间

规划当中并未被指定为工作场所）。

在经济学文献中，一直对非正规经济在总体经济发展

中（Elgin & Birinci, 2016），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Fallon & 

Lucas, 2002; Rogan, 2016; Verick, 2012）所扮演的角色争论不

休。全球政策研究网络“WIEGO”在发展中国家的 10 座城

市进行的全球经济衰退即时调研显示，在价格波动、产品和

服务需求的减少以及由于总需求收缩所引起的竞争加剧等方

面，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Horn， 

2009, 2010）。

2  非正规性 ：政策和理论的立场

2.1  非正规经济的理论起源和争论
城市非正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凯

斯·哈特（Keith Hart, 1973）通过对加纳（Ghana）城市贫

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分析，创造了“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这个术语，并反驳了认为这些“传统”活动将会被

工业化进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吸收从而消失的观点。哈特

的开拓性研究开启了该领域后续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

玛莎·陈（Chen, 2012: 4-6）总结了哈特的研究被融入

四个思想流派后关于非正规经济的学术和政策讨论。首先是

经过哈特论证，并随后被国际劳工组织（ILO）广泛推广的

“二元论”学派。二元论学派将经济的非正规领域看作边

缘活动（即和正规部门相区别以及不相关的活动），这些边

缘活动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收入和危机时期的安全网络。其

次是结构主义学派，这些来自于左派的评论（Moser, 1978; 

Portes et al., 1989）将非正规经济看作（大规模资本主义公

司）附属性的经济单元和劳动力，以减少投入和劳动力成

本，并提升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力。第三，由德索托（de 

Soto, 1989, 2000）提出的管制学派认为非正规部门是由“大

胆的”小微企业家组成，这些企业家选择用非正规的方式来

经营，以避免正式注册产生的成本、时间和精力。同时这些

企业家需要产权来将其资产转为受法律认可的资产。世界银

行的工作组（Perry et al., 2007）最近假定了产权学派的变种，

陈将其称为“意志主义”学派。这种观点认为非正规经济是

由那些自愿以非正规方式工作的非正规企业家组成的，作出

这种选择不是因为（避免）繁琐的规定，而是一种策略性的

选择。陈（Chen, 2012: 6）总结道，鉴于非正规经济的异质

性，每一种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也就是说每一个学派都讲

到了“非正规蛋糕”中的某个分支领域。但这些文献主要来

源于经济发展研究，与空间的关联很少，也没有明确的甚至

是含蓄的关于空间或城市的想象或描述。

受到非正规就业不会自动消失或正规化这一观念的启

发，在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划中，对非正规就业的规范化和正

规化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这一途径在国际劳工组织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国际劳工会议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并在其制

定的“建议”中号召所有成员国努力使“从非正规经济转向

正规经济”（ILO, 2015）。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对于非正规经济

的理解已经从本世纪初大规模的“避税者”转变为现在的弱

势就业者和经济单元，并需要保护和相应的政策以确保在基

于权利的正规化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这份建议强

调，在转变过程中，现存的生计（生活方式）应该受到保护

和提升，公共空间应该成为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场所，并配

置相应的规定来允许这些就业者获得对公共空间和自然资源

的使用权。正如下文所述，这种方法中潜在的语意不明出现

在最近的一些关于城市非正规性和以权利为基础的城市规划

方法的理论讨论中。

2.2  非正规性在城市和规划理论中的概念化
建立在发展研究领域之上的政策立场与来源于城市和

规划理论领域的非正规性的概念化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理论

家认为非正规性不是从正规性中分离出来的，而必须把非正

规性看作统领城市转型的组织逻辑或者是规范的系统（Roy, 

2005）；或者正如波特斯（Porters, 2011: 116）所言，非正规

性不是处在正规系统之外的，而是在正规的结构中产生的，

并且二者总是密切相关。因此，罗伊（Roy, 2009: 81）认为，

表 3  部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不包括农业）对 GDP 的贡献

撒哈拉以南非洲 对 GDP 贡献 1% 中东和北非 对 GDP 贡献 1% 亚洲 对 GDP 贡献 1%

贝宁（2000）

布基纳法索（2000）

喀麦隆（2003）

尼日尔（2009）

塞内加尔（2000）

多哥（2000）

61.8

36.2

46.3

51.5

48.8

56.4

阿尔及利亚（2003）

埃及（2008）

伊朗（2007）

突尼斯（2004）

巴勒斯坦（2007）

30.4

16.9

31.1

34.1

33.4

印度

拉美

哥伦比亚（2006）

危地马拉（2006）

洪都拉斯（2006）

委内瑞拉（2006）

46.3

32.2

34.0

18.1

16.3

资料来源：ILO, 20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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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身可以被视作非正规的实体，国家积极地利用非正规

性作为积累和实施权力的工具。她认为，对于规划者来说，

参与到非正规性尤为困难，“因为处理非正规性多少意味着

要面对规划机构产生出的非规划和不可规划（的东西）”

（Roy, 2005: 155-156）。
耶夫塔克（Yiftachel）也认为国家和规划与非正规性的

产生和存在牵扯颇深。因此，非正规性可以被看作政府的一

种战术和策略，以保持一种“非管制的”、政治上可以操控

的城市空间（Yiftachel, 2009: 89）。与罗伊观点相似，耶夫塔

克阐明了当非正规性的替代形式保持在不明确的灰色地带，

或是官方的“黑色地带”时，这样一种“当权者的非正规

性”经常是由国家批准的。城市规划不仅牵涉其中，还设计

出城市的“白色空间”，这种空间排斥了大多数的非正规地

区和人群，与此同时，规划话语不断谴责他们，认为其对城

市来说是混乱危险的（Yiftachel, 2009: 94）。
有了这些对城市非正规性中国家和规划角色的理解，人

们很难相信，政府能够赋予“国际劳工组织”这样的机构以

职责，制定保护性的规范并支持工人利用公共空间和资源的

权利。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些成功的例子，这些例

子表明认识到这些差距和成功的意义，并将其反馈到政策辩

论中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章节着重介绍这些成功的案例并且

指出了一些主要的概念转型，这些概念转型可以为新的和正

在制定的政策和规划提供更精准的方法。

3  对非正规就业者生存空间的支持 ：规划的普遍
缺失和部分地区的规划探索

3.1  当前城市规划对非正规就业的限制和管控
虽然城市规划的制度、管控和实践在全球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或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用和商业管控都

会通过某些方式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管制。在世界上那些地方

制度强大、资源充足的地区，政府更倾向于采用上述方式来

管控非正规经济。但是在快速发展和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

家，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度更有可能是多样的地方政治要素的

结果。正如林戴尔（Lindell, 2010）所说，一些政府采取限

制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对抗部分非正规劳动力，但在另一些时

候，政治家们又将非正规就业者看作有潜力的“投票银行”，

因此他们的存在得到当局的容忍，甚至是鼓励。

来自城市精英或是私有部门土地开发者的压力有时也导

致了城市规划被用于清除或削减非正规性。南非德班内城的

沃里克十字路口区（Warwick Junction）就是国家和开发者

共谋清除非正规性的一个例证。在后种族隔离时期伊始，由

地方机构所有并且位于主要交通换乘点的一片黄金地段被升

级以安置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者。在从种族隔离向民主制进

行政治转型的特殊时期，不断变动的官僚体制、政策和法律

让这些高度创新和扶贫的干预措施逃过一劫。到了 2000 年，

项目可以安置 6 000 个街道商贩（Dobson & Skinner, 2009）。
然而到了 2009 年，因为世界杯的举办，政治环境发生了部

分改变。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合起来打算将这片黄金地段发

展为购物中心，使得原先的市场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由非

正规商贩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法庭诉讼推迟了拆迁，但是非

正规贸易不能使城市中良好地段的区位资源得到最大利用的

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在那些规划法律经历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城市规划被

用来限制和管制非正规经济。例如：非洲和南亚许多曾经的

英属殖民地城市，采用当时英国的规划法律和城市空间模型。

土地利用法更关注城镇发展的秩序，单一功能的土地区划，

地块尺度和建筑材料的最小标准，汽车主导的效率型交通出

行——这些都试图建造一个符合现代英国城镇理想图景的城

市。此外，诸如田园城市、邻里单位和城市公园大道等一系

列概念被具体运用于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是为了实现没有任

何非正规经济的城镇。在许多这样的后殖民国家，即使非正

规就业者将自己的家和公共空间作为创造收入的场所，非正

规就业和居住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现象，但迄今为止，规划法

依然很难作出改变。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现在也用于支持“世界级城

市”和“全球城市”的建设雄心。随着房地产开发商对优质

区位的城市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新的城市规划正在涌现，

有望在如迪拜和新加坡等城市重建所谓的“全球城市图景”

（Bhan, 2014; Watson, 2014）。这些新愿景和规划的图表有着

高度的相似性 ：玻璃盒子一样的摩天大楼，园林草坪和公共

空间以及汽车导向的出行——都没有任何非正规性。在未来

的城市愿景中，非正规性的存在被认为是非现代的，全球城

市已经设法“清除”贫困、失业、拥挤和肮脏，这些都是非

正规的。但是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些新的规划是否可以从

根本上重新设想以适应非正规性，或者这是否超出了规划的

特有概念？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不同的规划，下面的案例支持

了这一想法。

“全球城市”的说法往往得到当地政界人士和商业利益

群体的强烈支持，他们希望获得直接利润或所谓的“象征性

权力”（Acuto, 2010）——一种将城市重要性传达给其他城

市精英和外国投资者的讲述方式。世界城市建设也通过国家

实践得到直接的支持 ：在班加罗尔，政府的主要业务已变为

土地投机，并且将居住在土地上的人赶走之后将土地用于私

人开发，高德曼（Goldman, 2011）将其称为“投机都市主

义”。正如巴恩（Bhan, 2014）所说，这些过程不仅仅是营利，

政府在大多数项目中的支持性参与表明了其对“半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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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治理形式的渴望。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对政治控制和秩序

的更高要求与建成环境中的这些品质相匹配。

显然，规划能够而且确实在非正规工作者创造生存环境

的能力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规划在这一方

面的角色是消极的、受到制约的，然而，认识到城市非正规

经济的重要性和持续性要求规划作出不同的响应。（我们）

需要从概念和实践两方面，重新认识规划在与非正规经济的

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规划中关于如何对待非正规性的一些

“常规的智慧”会受到质疑。

3.2  规划对城市公共空间中非正规就业的支持
非正规经济的行动者是否有权在公共空间工作？在墨西

哥、哥伦比亚和印度，宪法均赋予了人们工作权，法院判决

也肯定了在街道上工作的权利。2014 年 3 月，印度议会批

准了《生计保护和街头商贩规范法》（Protection of Livelihood 

and Regulation of Street Vending Act），为街头商贩提供法律

保护，并确认在指定空间进行街头售卖是一项基本权利。新

法还要求承认街头商贩为响应不断变化的当地需求而聚集的

“天然市场”。该法案是多年来活动家游说的结果，其中最

著名的是自雇妇女协会（SEWA）和全国街头商贩联盟。这

三个国家的法院判决本质上是采取监管的立场，对街道上的

经济活动采取既允许又限制的措施——监管控制（许可证、

划定空间等），往往大大限制了街道交易的可能性。在那些

认为街头商贩违法的普遍看法面前，这些法规对商贩权利的

巩固代表了一种进步，但还未形成一种立场，即工作是一种

权利，禁止街头交易是对这种权利的否定（Meneses-Reyes & 

Caballero-Juarez, 2014）。
布朗（Brown, 2015）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应该被视为一种

公共资源，为那些试图保障其收入的人开放。生计的权利保

障需要受到与住房一样多的认可，在非洲，许多地区需要在

民法和普通法传统基础上进行扩展，以适应这些权利的宽泛

定义。在对非洲的案例研究中，布朗表明，在没有宪法措施

的情况下，街头商贩的集体行动也可以为（使用）公共空间

的权利打开对话的空间，而强大的贸易组织在这里至关重要。

这些关于进入街道和公共场所工作的论点对城市规划具

有重要意义，因为通常通过这些渠道，可以调解相互冲突的

主张并制定监管措施的细节。需要使用公共空间的不仅仅是

街头商贩，也包括行人、车辆和娱乐活动，（因此）需要使

彼此之间互相适应。通常，土地使用分区规划是基于单一的

使用类别，这种模式假设商业和其他用途可以正式分配给特

定的地块。混合的、灵活的土地使用和不拘一格的管理手段

都是新近的观念，在规划方案中通常缺失。此外，街头商贩

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 ：他们的持久性程度、租用空间的支付

能力、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交易货物的性质，对空间的需求

和使用模式通常在一天、一周和一年内都起伏不断。因此需

要创新的规划方法以适应这种灵活性：例如与商贩共享空间

的步行路线，为人流和变动的流动摊贩创造空间的交通枢纽，

白天支持交通而在夜间成为市场的街道，等等。

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得以保障，就迫切需要例如自来水

和厕所等基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垃圾清除等服务。这些通常对

所有公共空间的使用者都有利。此外，还需要与工作相关的

基础设施。对于街头商贩来说，当务之急是不受风吹雨打的

顶棚，以及展示货物的桌子和储存设施（参见五个城市的

街头摊贩的访谈结果）（Roever, 2014）。在沃里克十字路口

（Warwick junction），当小商铺和供电到位后，商贩开展了

更加有利可图的和更有价值的经营活动，比如木制品加工、

缝纫、餐饮和电脑电话维修（Dobson & Skinner, 2009: 104）。
对于拾荒者而言，垃圾分类和储藏设施可以转变他们的工作

环境和增加收入（Dias, 2016; Dias & Samson, 2016）。

3.3  对非正规就业者生存空间的支持 ：规划实践案例

3.3.1  规划对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规就业的支持

支持生存环境的规划方法需要第二个概念转变， 即承认

住房也具有经济功能。全世界的贫困家庭通过在自己的房屋

中从事制造和商业活动，或是将其出租来获得收入。这一情

况在更加富裕的城市与社区中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但是单一

功能的分区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以及许多官方住宅政策，

都未能认识到住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仍然将住房中的经营

活动界定为违法行为，造成成本上涨和效率低下。

玛希拉住房信托基金（MHT）在印度四个州的贫民窟

改造工作有效地融入了住房的经济功能。住房信托基金由

SEWA 推动，它认识到其近 200 万的住房作为工作场所的数

量已经倍增。奥比诺（Obino, 2013: 4）指出，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住房改善与扩大经济生产力的愿望有关 ：对于居家工

作者来说，更好的住房和服务直接转化为更多的生产工作时

间，更容易获得水、更安全的库存设施和更好的设备。例如：

通电可以帮助人们使用电动缝纫机，而通水则加快了街上出

售的食品的生产速度。在对艾哈迈达巴德计划升级后的评估

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新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他们的

收入和就业模式（Rusling, 2010）。
研究还发现，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刺激住房投资，但这往

往还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这些机构要求更高的房产保有

权。正规贷款超出了非正规生活和工作群体的能力范围，但

玛希拉住房信托基金提出了“过渡期限”理念，可以确保在

10~15 年内不被驱逐。这反过来要求地方当局的合作和对城

市规划管控的检查，以确保住区不受到拆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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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规划对非正规经济、城市营养和健康的支持

通常认为，非正规的食物制作和售卖会威胁到（人们

的）健康，因此应该被清除，而规划则需要转变这种认识。

通过正确的扶持和管理，非正规经济能带来积极的健康效果。

城市食物安全的保障是全世界关注的核心，特别是在快

速发展和资源匮乏的城市中的贫困社区。非正规经济是贫困

人群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例如：2009 年对南亚 11 个城市

的调查发现，76% 的贫困城市家庭经历了多种形式的食物无

保障状况。虽然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结果有差异，但是调

查还是发现许多贫困家庭依靠非正规的来源获取食物，并且

当食物无保障的状况越来越多时，对非正规销售渠道的依赖

也越来越重。AFSUN 调查中大约 70% 的家庭通常从非正规

渠道采购食品……而 32% 的家庭几乎每天光顾非正规食品

店，59% 的家庭每周至少光顾一次（Cnush & Frayne,  2011: 

798）。随着超市在赞比亚卢萨卡的普及率提高，亚伯拉罕斯

（Abrahams, 2010）对不断变化的食品体系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发现尽管超市有所增多，但非正规食品店仍然保持韧性

和竞争力。

然而，规划和卫生法规经常使食品小贩难以在公共场所

或住宅区运营，这破坏了家庭获得廉价营养食品的机会。此

外，正如 2006 年发生在布兰太尔（马拉维）的案例，食品

供应商遭受大规模驱逐，然后“城市贫困区位被重置”，家

庭再也无法获得这些更便宜的供货渠道，并由此遭受着愈加

恶化的食品无保障状况。

在非正规商贩经营的公共场所和市场，市政当局提供

服务和设施以确保卫生的销售环境是一项关键任务。在德班

的沃里克十字路口，商贩和市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

精心设计的设施确保了卫生的环境。淋浴点的设计和位置可

以使他们将其用于洗澡、蔬菜清洁、烹饪和出租车洗涤。市

政府花费大量精力设计易于维护的厕所，并安置在分布于整

个市场的较小街区中。市场的清洁志愿者、间歇性的清洁喷

剂以及高压软管和雨水排水检查补充了市政废物清除工作

（Dobson & Skinner, 2009: 114-117）。

3.3.3  规划对城市拾荒者的支持

非正规经济对城市可持续性的贡献很少得到承认。它更

多地被视为环境的直接污染者，因而遭到规划、健康和环境

法规的压制。但非正规商贩通常在当地采购并减少使用有污

染的塑料包装，正如哥伦比亚已经证明的那样，采用非正规

回收方案，排放的温室气体要少得多（Sintana et al., 2015）。
在一些国家，拾荒者已经设法与政府进行谈判，以确保

融入市政回收计划。秘鲁和巴西都通过了支持拾荒者正规化

和鼓励合作的国家法律。秘鲁（2010）的法律引入了实现这

一目标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巴西的法律要求将拾荒者协会纳

入固体废物管理系统（Dias, 2011）。贝洛奥里藏特（巴西）、

波哥大（哥伦比亚）和浦那（印度）提供了成功整合拾荒者

的实例，迪亚斯（Dias, 2016: 379-382）详细介绍了不同的方

法。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有一些强大的拾荒者合作社，

通过游说获得了收集垃圾的权利（例如波哥大通过法院获得

废物的案例），并与地方当局签订了有保障的正式协议。在

贝罗奥里藏特市（巴西），理事会已经建立了分类和处理垃

圾的设施，这些设施由拾荒者合作社进行管理，并且近来因

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而获得了财政上的激励。在普纳（印度），

拾荒者合作社更像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根据商定的指

标挨家挨户收取用户费用。不过，委员会也提供设备、工作

空间和技术培训。在波哥大，作为对宪法法院裁决给予拾荒

者身份作为特别保护对象的回应，在 2012 年，市长建立了

清洁公司来替代私人经营，并且引入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

项目和拾荒者在垃圾收集、运输和循环回收方面进行合作。

2013 年，市一级拟定了费用支付方案，通过拾荒者提供服

务后获得的服务费向他们支付酬劳。

3.3.4  参与式规划过程的倡议

非正规就业者的需求与负责规划和管理非正规工作场所

和空间的市政官员所接受的专业知识和培训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鸿沟，即使在当局被说服或被加压而接纳了非正规经济的

情况下也是如此。规划官员很少了解非正规工作者的具体和

差异化的地点和服务要求，也不了解他们的活动如何匹配地

方、国家甚至国际价值链。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提

供了正式的市场基础设施，但是由于位置的错误和设计过度，

这些设施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使用（Bromley & Mackie, 2009; 

Donovan, 2008）。规划者和建筑师往往注重偏向于正规零售

部门要求的技能培训，而这些部门的要求与非正规商贩的要

求截然不同。因此，任何旨在支持非正规经济（无论是公共

空间还是家庭）的城市干预都必须涵盖广泛的谈判和参与式

的规划过程，并且专业人员愿意并能够考虑基础设施供应的

新形式以及建立新的或适时的规则来管理这些设施的使用和

服务。

支持性干预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动态。例如：在沃里克十

字路口，了解非正规经济的不同部分中具体的经济动态至关

重要。通过观察、咨询和许多一对一的讨论可以很明显地发

现，旨在提升传统医药商贩生存环境的干预措施不同于牛头

锅商贩所需的干预措施，而后者又与支持该地区经营的拾荒

者的措施不同。收集这些意见的过程要求市政工作人员在街

道上花费大量时间去观察经营特殊贸易的个体商贩，及其供

应商与消费者如何使用空间 ；一对一讨论前后的单线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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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商贩群体之间使用角色扮演或其他技术精心设计参与

过程（Dobson & Skinner, 2009）。规划者也需要了解价值链

的影响。例如：对于拾荒者而言，再生金属的价格是全球性

的，由中国和东方大企业的需求所决定。这（一认识）直接

影响经济生存的能力。

在这些案例中，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身为个体的非正规

就业者（特别是妇女）及其组织全面地参与干预过程。在这

里，可以认识到非正规就业者是有知识的且是合法的合作伙

伴。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规划者充当促进者而非无所不知

的专家。此外，这些案例表明了渐进式方法对于升级的重要

性，这一方法通过试点充分利用了实验的作用，而不是强调

最终状态和僵化的总体规划。

然而，核心问题是要在管控与包容性和支持性规划方法

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只要在公共空间（商贩、行人、空间

的社会用途）存在竞争和冲突，或者居家工作者对邻里带来

了负面影响，为了协调更广泛的公共影响，就需要签署协议。

这样的协议将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背景，无法作为所有地

方的规划方法模型。对非正规就业者来说，咨询方法和集体

行动的重要性在上文已有强调，这将使得协议（即使在冲突

情况下）发挥作用，并且在更广泛的公开探讨中得以加强。

对于规划者而言，一个重要的先驱（性思想）是，非正规经

济作为一种城市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是一种与支配其生存

的十分复杂的经济驱动因素相接触的意愿。

4  结论

本文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非正规经济构成了城市经济的主导因素。此外，并没有

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伴随着“现代化”经济，非正规就业

者会变得正规化，非正规性也会随之衰退。因此，非正规性

将有助于城市经济走向未来。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城市政策

和规划法规和实践仍然严重偏向对于非正规经济的控制和遏

制，这些实践与该领域的理论进步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脱

节。这些理论的进展指出了非正规性在城市政治经济中具有

高度嵌入的作用。然而，政策话语和实践确实（由于复杂的

原因）发生了（不均衡的）改变。本文强调了这些变化以及

关于非正规性受到挑战的关键的规划假设。规划者了解这些

活动的经济信息提供者的需要表明了城市空间规划者可以很

好地参与发展研究的辩论（讨论），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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