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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是各类规划的基本对象，土地利用是各类规划的核心内容。土地管理制度直接决定城乡建设用地供给、

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增值分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影响规划的发展理念与编制实施。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具有多类型、多部门管理的特点，

伴随土地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偿划拨与计划分配，到改革开放后转向有偿使用制度，引入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了国土规划、城乡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等多类型规划格局，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构建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探索。而规划的演变则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过程中，从国家直接支配土地，到“两权分离”下的地方土地发展权管理，再到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央—地方两级土地发展权分级管理，进而到当

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两级土地发展权归口管理的历程。本文在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基础上，探析中国特色土地

管理制度的改革变迁及其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针对土地利用规划关注点的更替，阐释我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演进路径，解析“建设管理—

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生态管理”这一关注重点渐次演化以及相应的职能逐步叠合的过程。

Abstract: As the carrier of all living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land is the basic object and land use i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a variety of planning. Land 
management system directly determines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issues such as the supply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the land use efficiency, the allocation 
of land value appreci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nfluences the philosophy a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In China, there are diverse plans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managed by multiple agencies. In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land was allocated by plans with no charg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aid use of land and land market was introduced, followed up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including territorial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Recently, exploration of building a unified territorial/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s undergoing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 manifests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from direct control of 
land by the state, to the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development rights under the separation of land ownership and use rights, to the central-local two-layer 
management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protect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ll the way to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unde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past 70 yea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s of th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acts on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evolution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and interprets the transition of planning focu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asset management—resource 
management—ecology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streamlining process of government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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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源泉，是人类生活、生产

等一切活动的载体。土地利用是人们根据土地资源固有属性

和功能特征，对其进行开发、使用、改善和保护等活动的总

称，也是对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利用方式、利用程度和利

用效果的总称 [1]。在土地利用以及管理中，规划可以被理解

为实现未来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过程与途径，是一种政治行为

实施过程、综合协调过程、理性思维过程、调解过程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 [2]。在我国，对城乡土地利用影响最大的规划包

括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国土规划。因此，本文将主要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三种规划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土地

管理制度的变革，阐释现代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变路径与

内在逻辑。

1  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

1.1  1949—1977 年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土地计划性

供给
新中国建立之初，城市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1950 年

《土地改革法》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极大地解放了农

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1956 年

城市土地全面国有化。城市建设总局扩大为城市建设部，统

一管理全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在土地利用总局的

基础上成立农垦部，主管全国所有荒地和国有农场的建设工

作。自此，开始了城乡土地分割、用地部门分散的管理体制。

国有土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无期、无偿、无条件使用，导致

城市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国务院于 1956 年和

1958 年连续发文纠正和防止国家建设征地中的浪费现象，但

在“大跃进”中，又出现了基本建设遍地开花的局面。1960
年国家限制城市土地的增加，城市用地不断趋紧。在这个时

期，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都历经起伏。

（1）城市规划的初创、波动与停滞。“一五”计划时期，

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进入了第一个

“春天”。城市土地利用包含在城市规划中，主要进行重大

项目选址和为工业生产提供配套用地和设施，开展了西安、

兰州、太原等八大重点工业城市的规划编制。此后，在强烈

的政治形势下，城市规划领域也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规划时期”，先后于 1958 年和 1960 年两次召开全国城

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加快规划编制和修订，并以工业布局、

农业作业分区和居民点布局为工作重点 [3]。1960 年开始“三

年不搞城市规划”，规划工作进入波动期。“三线建设”坚持

“不建集中城市”方针，自创了大庆新型工矿区和攀枝花山

地城市等规划模式。同时，地域生产综合体得以推广，兴建

了一批单位大院等综合居住区，但存在用地布局混乱、功能

交错等问题。此后的 10 年动荡时期，规划工作基本处于停

滞状态。

（2）土地利用规划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重工业化发展方针要求“以农养工”，为工业崛

起积累基础，土地利用规划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重点，主

要内容包括 ：农村居民点和经营中心的选址，农村各种农业

生产用地的配置，农村交通网、水渠网的配置，各种农业生

产用地的内部规划。1954 年起，黑龙江、新疆、海南等地

相继开展了国有农场的土地利用规划工作 [4]，为社会主义农

业企业创造了适宜的土地组织条件 [5]。1956 年、1957 年农

业部两次发通知要求农业合作社开展土地规划工作，消除不

合理的土地利用现象。同时，为了适应全国移民垦荒的要求

而开展的移民新村土地规划，对生产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

作用。1958—1962 年间，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要求，

全国广泛开展了人民公社土地规划工作，主要任务是适应新

的劳动组织和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 [4,6]。“三五”时期，积

极开展土地规划试点工作，查清土地资源，为实现农村技术

改革提供适宜的土地条件；1964 年“农业学大寨”及其后

的发展，开展了山水林田路村的农村地区综合规划。

1.2  1978—1997 年 ：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与城市土地有

偿使用改革
1978 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广，极大地

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

城市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1979 年，《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对外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费。

1981 年深圳特区首先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并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拉开了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982 年宪

法修订明确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1986 年《土地管理法》颁布，相应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

标志着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由单一行政管理转向由行政、法

律、经济等相结合的综合管理的新阶段。1987 年，国务院

批准确定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福州进行土

地使用改革试点，改变以往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

使用制度。深圳市率先以协议、公开招标和公开拍卖的方式，

出让了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付诸实

践。1988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

法律的规定转让”。随即，全国人大对《土地管理法》进行

了第一次修正，提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并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7]。

1990 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城

镇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划拨等作了

明确规定。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为土地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充分、具体的法律依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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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规划率先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城市规划

率先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1978 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

国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停滞多

年的城市规划工作重新恢复开展。1980 年，召开全国城市

规划工作会议，提出各城市都要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1990 年《城市规划法》正式施行，要求城市总

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相协调 ；确立了规

划管理“一书两证”制度，通过对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开发建

设项目的审批来控制项目用地面积、性质、开发强度和其他

规划技术指标 [9]。结合城市建设用地出让和转让工作，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雏形开始出现，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指标控制以

使规划实施适应土地出让行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地块边

界、用地分类、开发强度、利益相关者等一系列问题 [10]，是

与土地利用结合最紧密的城市规划类型。城市规划领域对城

市建设用地标准规范的制定也作出了大量探索。1990 年完

成我国城市规划技术规范体系中的第一项重要文件——《城

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编制工作，该国家标准

成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确定用地规划最常采用的方法 [11]。

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后，居住区开始大量建设，

为适应土地有偿使用的指导要求，保证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

小区详细规划逐步得到推广 [12]。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初步形成。经济发展、城乡建设、

招商引资等工作都把土地作为主要激励因素，导致大量耕地

被占用。1981 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分别制定全国和各省、县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3]。1982 年，中央把“十分珍惜和合

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确定为基本国策。1986 年，

国家颁布了第一部《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要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应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

试图改变以往分散、低效的土地管理方式。1987 年颁发的

《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通知》，将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划分为全国、省、市三个层次，并于同年开始尝试编制全

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3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

要（1987—2000 年）》获得国务院批准。到 1996 年底，我

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完成了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编制工作，确立了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工作程序和方

法体系，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也普遍开展。1997
年，以“保护耕地为重点、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为指导思想，

开始了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14]。

（3）国土规划大范围试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开

发利用的经验教训，我国于 1981 年开始全面部署和开展国

土规划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第 97 次会议提出“搞好我国

的国土整治”“要搞立法，搞规划”。随后，《关于开展国土

整治工作的报告》首次界定了国土整治的内涵，包括对国土

资源乃至整个国土环境进行考察、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

1982 年，以区域规划为基础，在京津唐、湖北宜昌等 10 多

个地区开展地区性国土规划试点 [15]。1987 年，《国土规划编

制办法》提出，国土规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地区优势和特点，

从总体上协调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的关系，促进地

域经济的综合发展，主要内容包括 ：确定地区自然资源开发

规模和经济发展方向，统筹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合

理安排人口、生产和城镇布局，保护整治环境等 [16]。1990
年完成编制《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但由于缺乏

明确的实施手段等各种原因，未获国务院批准，导致后续的

相关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1.3  1998—2007 年 ：严格保护耕地国策确立时期与土

地用途管制实施
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通过，首次以法律形式明

确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珍惜、合理利用

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行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等内容，正式确立了以用途管制为核心的新

型土地管理制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6 年

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

系列文件，要求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通过划

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功能区，

控制国土开发强度，加强政策协调和引导功能。

（1）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加强。1990 年代，城市开

发建设以资源消耗为代价，导致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屡遭

破坏。鉴于这种形势，199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发挥城市规划对

城市土地及空间资源的调控作用”，中央政府将控制建设用

地扩张和有效规范城市建设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17]。

为此，建设部相继出台《近期建设规划工作暂行办法》《城

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先后制定了城市绿线、紫线、

黄线、蓝线管理办法，确立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管

理模式，形成了“三区四线”空间管制手段。2006 年修订

生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强调了城市规划地位和作用

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作为法定规划的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

性详细规划，已成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的重要公共

政策之一”[18]。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确立。1999年，修订后的《土

地管理法》开始实施，立法也确定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同

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
年）》；到 2000 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从国家到乡镇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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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划，并开始正式实施。由此，建立了自上而下逐级控制、

以土地供给制约引导需求、以耕地保护为基本出发点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体系。200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

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正

式启动。此轮规划以加强土地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坚守耕

地红线、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

生态为主要目的 [19]，跳出就土地论土地的局限，注重土地与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

（3）国土规划职能调整。1998 年，国家机构改革，国

土规划职能转入新成立的国土资源部，其定位、功能、内容

等也需要进行新的探索。2001 年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国

土规划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重新启动了国土规划试

点，相继完成深圳、天津、广东等多地的国土规划编制工作，

创新性地提出以国土资源配置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管控为核

心抓手的国土规划理念 [20]。

（4）地方开展“多规合一”试验探索。针对规划种类繁

多、管制手段各异、空间冲突频现的局面，全国各地开展了

多规合一试验。2003 年，广西钦州首先提出了“三规合一”，

开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统

筹试点实践。2006 年，浙江省按照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两规衔接”的要求开展各县市的规划编制实施工作，

综合协调城乡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活动 [21]。此后，各地从规

划编制和管理的协调、职能机构整合等方面，相继开展了多

规统筹探索。上海市合并了国土和规划部门，以土地利用规

划编制为契机，推进与城市规划的“两规合一”。重庆市开

展“四规叠合”工作，除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外，

将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纳入规划协调的范畴。广州市全面启动

“三规合一”工作，探索在不打破部门行政架构的条件下实

现“一张图”管控。

1.4  2008 年至今 ：城乡土地规划管理体制变革时期与

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1）城乡规划区域化、城乡一体化。随着经济体制和社

会背景的变化，以往规范城乡规划建设的《城市规划法》和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难以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

时代精神。2008 年 1 月 1 日，酝酿 10 年的《城乡规划法》

正式实施，确立了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

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不仅指导城市健康合理发展，

也能规范农村地区的建设行为 [22]。2008 年《城乡规划法》

的实施为城市规划带来了新变革。首先，明确将“城乡规划

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作为城乡规划部门行政责任的主要范

围。其次，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化管理的思想，更加重视各级

各类城镇的空间关系，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

展的必然要求 [23]。在“一书两证”的基础上增加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改变了以往城市规划无法触及农村建设、农村地区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的状态。最后，强化了城乡规划的公共政

策属性，更加注重对规划相关利益主体的权责划分及其关系

明晰 [24]。

（2）土地利用规划强化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土地管理

法》明确规定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

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突出了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引导作用，也是对土地利用规划中

农村土地规划管理的强大支持和实现耕地保护的法律补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逐步

由保护耕地转向注重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2008 年，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提出将土地用途管制的思路进一步延

展到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的管制上，通过“落实城乡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制度”，划定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止建设

边界，形成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

建设区四类空间管制区。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采取指

标管理、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调控手段，通过年

度计划、农转用制度、项目预审、督查执法来保障实施，尤

其强调耕地、基本农田、建设用地规模“三线”规模控制和

基本农田边界、城乡建设用地边界“两界”空间控制。

（3）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出台。2011 年，第二轮《全国

国土规划纲要（2011—2030 年）》开始编制。在新形势、新

体制下，国土规划的着眼点从以生产力布局为主转向以资

源合理开发保护为主。2017 年获批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提出，国土规划“对国土空间开发、资

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和保障体系建设等作出总体部署

与统筹安排，对涉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整治的各类活动

具有指导和管控作用，对相关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具有引领和

协调作用，是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25]。目前的国

土规划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是实现我国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优化的顶层性的空间综合规划。

（4）“多规合一”国家试点推行，国家决定统一构建空

间规划体系。继 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后，中央

多次强调推进“多规合一”。2014 年《关于开展市县“多规

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全国 28 个试点市县列入试点名

单，分部门探索多种空间规划的融合。不同牵头部门的试点

表现出不同的多规协同模式：住建部门负责的试点依托城乡

总体规划，充分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城乡全域空

间管控体系 ；国土部门负责的试点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底

盘，立足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落实，编制全域国土空间规



27 2019 Vol.34, No.4国际城市规划

林坚  赵冰  刘诗毅    土地管理制度视角下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

划；由发改委、环保部门负责的试点，主张以经济社会五年

规划统领其他单项规划。基于市县“多规合一”的试点经验，

2016 年中央深改办开始部署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海南和宁

夏率先开展了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2016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要求“一张蓝图干到底”，推进城市总体规划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两图合一”。2018 年，为了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组建自然资源部，履行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等职责。

2  中国土地管理制度变革及其对城乡土地利用规
划的影响

在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变迁与土地管理制度的变

革密不可分。一方面，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促进了相

关规划理念的进步，并成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的重要内容，

为各项土地开发利用建设活动的科学合理安排与规划管理奠

定了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相关规划也为土地管理制度的改

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撑。

2.1  城市土地无偿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除在最初几年征收地产税之外，长期实

行城市土地无偿使用。1956 年《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

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规定城市土地由政府无偿划拨

供给，且不必再缴纳土地使用税，形成了使用期限无限制、土

地无偿获取和使用、土地物权无流动的“三无”土地使用制度，

体现出鲜明的计划配置特征 [8]。受苏联模式影响，农业和工业

生产用地的选址和布局都已在发展计划中确定，土地利用规划

表现为经济计划的空间落实，加强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计

划性与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发展生产的保障作用。

国家直接控制土地，防止投机买卖，虽然可以充分保证社会主

义建设初期各项事业发展的用地需要，却忽视了市场机制在土

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一些弊端。一是土地利用率低下，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各部门各行业都向大城市集中，直接导致

了城市的盲目发展和建设的无序扩张 [26]，城市建设布局零乱、

结构松散，而农村居民点缺乏规划、蚕食耕地 [27]。二是国家

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体现，国家对土地的收益权和处

分权被严重削弱，建设资金来源没有保证，严重制约了城市

发展。三是土地使用者不能开展平等的用地竞争，土地无法

优化利用，生产单位通过行政划拨手段易于圈占土地，导致

生产用地比重过大、居住用地紧缺的不协调现象，而对于交

通运输等城市发展的必需用地却又重视不够、预留不足 [28]。

2.2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提高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

使用效率，对城市发展政策和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的调整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11]。城市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土地效益分析确定

用地功能格局和开发强度，利用价格杠杆引导投资区位选择，

配置用地指标，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土地优化配置 [12]。

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的逐步建立，催生了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实践应用。传统详细规划以指标控制和建筑形态设

计为导向，已经无法适应市场开发和建设管理的要求。结合

城市建设用地出让和转让工作，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雏形开始

出现 [29]，大大加强了城市规划的操作性和政策性，并成为实

现土地有偿使用的重要手段 [30]。然而，大量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编制是以满足招商引资需要为目的，被认为是城市盲目扩

张的工具 [29]。

由于城市土地有偿使用，位于城市核心区的旧城区投资

潜力凸显，旧城改造成为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城市土地

市场化以及住房改革之后，居民住房由传统的国家统建向

商品型转变，更多地开始考虑居住环境、人们的居住行为

等因素，促进了新型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和居住用地的空间

布局优化 [17]。

2.3  土地用途管制确立
1998 年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正式确立了我国以用

途管制为核心的新型土地管理制度。旧的《土地管理法》没

有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缺乏可操

作性 [19]，未能有效应对城市规划中存在的盲目划定建设用地

和各类开发区、滥占乱用耕地等问题。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

明确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规划成果必须满足土地用途管制的各项

要求，并对土地用途管制行为过程实行动态监测 [31]。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的确立，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

效力，对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发挥

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我国土地管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32]。不

可否认，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土地资源利用采取了自

上而下的计划配置方式。由于中央和上级政府难以准确掌握

地方和下级政府的土地利用情况和用地需求，加上层层分解

中的利益因素，最后落实到地方的用地指标与实际需要差异

很大 [33]，往往导致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降低，

影响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2.4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探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土地用途管制范围不全面、

方式不系统、政策不协调等问题凸显。2013 年《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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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空间规划

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统一行使

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实行“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这标志着用途管制从平面的土地正式走

向立体的空间，从割裂的单要素管制迈向“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的综合管制，从耕地和林地保护迈向生态空间管

制 [34]。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

体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划职能都归属到自然资源部，体现了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空

间规划逐级规定各类空间的管制边界、用途和使用条件，监

督各类所有者和使用者严格按照规划所确定的用途和使用条

件来利用国土空间，以保证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

配置 [10]。其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

3  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演进的路径阐释

我国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管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

偿划拨与计划分配，到改革开放后转向有偿使用、引入土地

市场，再到进入 21 世纪开始注重土地资源综合效益，强化

土地用途管制，直至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确立，逐步形成了包含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等内容的规划体系，并走向多规融

合的空间规划探索阶段。规划管理关注重点经历了“建设管

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生态管理”的演化路径，随着建

设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生态管理逐次叠加，城乡土

地利用规划的公共政策职能得到不断强化，体现了社会主义

土地公有制的不断完善。在这期间，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从国家直接支配土地，到“两权分离”，再到发展权管理，

是一个治理体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

3.1  关注建设管理，属于国民经济建设管理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属于国家直接支配土地利用的阶段，

此时的土地仅仅被看作经济活动的载体，服从于国民经济统

一计划管理的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利用的规划工

作侧重建设管理，城市规划主要辅助发展计划落实生产空间

建设，土地利用规划则以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和为农业生产提

供良好设施基础为主 [35]，体现了明显的工程技术属性，资源

合理利用和保护的意识还十分淡薄。

“一五”时期城市规划的全面启动，主要出于配合工业

化建设的实际需要。1958 年后，依据党的方针和政策以及

国民经济计划来进行城市建设规划，以保证工农业生产活动

及其发展 [36]。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期间，土地利

用规划工作主要侧重于农业土地的勘测和规划设计实施，为

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造土地条件 [37]。《人民日报》评

论指出，“土地利用规划工作是合理利用土地，挖掘土地生

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增产增收的一项重要措施”[38]。

1960 年代的土地规划侧重于加强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

的计划性与合理性，保证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四化”[39]。

3.2  关注资产管理，隐性的土地发展权管理开始出现
改革开放后，为解决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国家实

行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即国家退出对土地利用的

直接支配，通过发挥土地的资产属性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鼓励市场主体对土地的投资，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两权分

离”改革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土地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

二是土地利用的权力让渡给市场主体。在“两权分离”的背

景下，保护投资主体的权益、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因此

国家高度强调土地的资产属性，强调对土地产权的保护和土

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土地资源资产化管理，构建并逐步完善了土地资产管理

体制 [40]，增加了城市土地的流动性，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

效配置 [9]，也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理念产生了重大影

响。在资产管理的驱动下，城市政府通过城市规划“一书

两证”对市场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规制，产生了土地

发展权的管理。但与此同时，在城市政府争夺土地资产权

利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又成为城市快速扩张甚至是盲目扩

张的工具 [29]，导致耕地资源大量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为此，国家在 1986 年成立土地管理局，颁布《土地管理法》，

试图通过统一管理城乡土地、重建土地利用计划来对城市

政府的土地管理权力进行干预。只是这一时期对土地资产

属性的强调仍然超过对资源属性的强调，反映在 1994 年国

务院批准的国家土地管理局三定方案中，规定其职能是“从

侧重土地资源转为资源和资产并重管理”“充分发挥土地资

产的效益”[41]。

3.3  关注资源管理，构建独特的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
进入 20 世纪末，耕地资源减少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引起国家前所未有的关切。为此国家组建了国土资源部和国

家环保总局，在土地利用问题上高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在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土地的资源属性得到

凸显。1998 年《土地管理法》要求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

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必须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从立法角度表明我国土地资源

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 [19]。

1998 年《土地管理法》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土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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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管制制度。该制度将地方政府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权力

上收到中央和省级，同时建立起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农用地转用审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土地执法监察、土地督察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对

地方的土地利用实行逐级监管。国家强调“调控新增建设

用地总量的权力和责任在中央，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权力

和利益在地方”，从而产生了对土地发展权的两级管理体系。

其中，一级土地发展权体现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

府对下级区域的建设用地许可，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实施 ；二级土地发展权则体现为地方

政府对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划许可，其使用是地方政府将从

上级获得的建设许可权进一步配置给个人、集体和单位的

过程，主要依赖城乡规划的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等制度，配合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等来实施 [42]。因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集中体现了国家对一级土地发展权的管

理，城乡规划则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二级土地发展权的管理，

两个规划共同构成了我国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

理的土地管理体系。

3.4  关注生态管理，走向两级土地发展权统一归口管理
21世纪以来，各类规划都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

城市规划的指导理念向精明增长、紧凑发展和混合用地转型，

并把“生态”和“宜居”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优先保

护自然生态敏感地区 [17]。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为加强

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而划定的“三界四区”，实际上

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确定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43]。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按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护

生态环境的思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 [44]。源于环境保护

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是重要生态服务区、生态脆弱敏感区

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红线，也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关

键举措。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生态文

明的重要阶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

为协调各类规划之间的冲突，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

落地，中央大力推动“多规合一”，推动土地用途管制转向

全域全类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管制产生的一级

土地发展权是源于对建设用地这一“要素”型国土空间的管

理，而其实施对象是带有“区域”型国土空间特点的各级行

政单元，管控要素也由以建设用地为主转向山水田林湖草全

覆盖管制。在此背景下，2018 年国家组建自然资源部，负

责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统一管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

划，实现了对两级土地发展权的统一归口管理 ：一级土地发

展权管理是在宏观层面上带有国家意志的约束性管理，二级

土地发展权管理更多的是在微观层面上协调供需，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 [45]。在空间规划改革过程中，二级土地发展

权管理要接受一级土地发展权管理的控制和引导。如何在规

划期内对各级行政单元合理划分控制指标规模，通过博弈机

制在不同级别行政区或同一区域中各行政区之间理性地分配

土地发展权，引导国土空间资源有效配置，值得进一步深入

思考。

4  结语

本文以 1978 年改革开放、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2008 年《城乡规划法》实施作为时间节点，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演进分为四个阶段，详细回顾了

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重大政策和事件，探析了土地管理制度

改革对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

国的土地管理制度经历了初期无偿划拨与计划分配，改革开

放后确立有偿使用制度、引入土地市场，进入 21 世纪确立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保护耕地，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转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改革变迁。伴随土地管理制度的改

革，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由最初为生产建设服务为主，到逐步

关注土地的经济效益和资产管理，再到发挥规划的宏观调控

作用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综合管理，进而到生态文明建设时期

强调对土地的生态功能管理。而规划的演变则体现了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国家直接支配土地，到“两权分

离”下的地方土地发展权管理，再到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央—

地方两级土地发展权分级管理，进而到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两级土地发展权归口管理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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