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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90 年以来，日本高松丸龟町商店街开展了为期近 30 年的振兴营造，通过采用民

间主导、共同设计、以人为本等营造理念实施紧凑型商业空间整治，以及强化其公共物品属

性的城市设施更新，推动商业街治理主体与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成功实现了商业街区的活

化更新营造。其先行经验为我国中小城市传统商业街区的活化营造提供了一定借鉴。文章基

于对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振兴案例的深度剖析，结合对我国中小城市传统商业街区本土衰退特

征与更新困境的讨论，提出适合我国相应商业街区的活性化营造策略，包括社会成员主导的

自主共同开发，规划控制指标的弹性管控，政府财政引导下的社会资本投放，集约化导向下

的土地与空间治理，以及走向“以人为本”的城市公共物品营造。

Abstract: Since 1990, Takamatsu Marugamemachi shopping street in Japan has been carrying 
out a process of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for nearly 30 years. By adopting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s of folk-dominant, co-design and people-oriented, carrying out the renovation of compact 
commercial space and the renewal of urban facilities as public goods, it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mmercial district’s governance bodies and business models, so as 
to realize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mmercial district. This antecedent experience provides 
som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activation construction of commercial districts in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concept 
and content of the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akamatsu Marugamemachi shopping street, and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local dec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renewal dilemma of commercial 
distric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activate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mmercial district facing recession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should be realized 
under the concession of govern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secondly, the planning control indicators 
should be subject to flexible control; thirdly,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inves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finance; fourthly, the commercial and space should be governed with an intensive and 
compact orientation; and finally, the whole street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people-oriented” urban 
public good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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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一些中小城市，伴随着

城市内部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大都市

地区的集聚流动，以及城市新区建设、商

业模式迭代、消费结构转型等变革的综合

作用，其部分商业街区陷入空置、衰退

等发展困境 [1-2]。一方面，城市人口流失，

特别是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外

流，导致城市总体消费能力衰减，降低了

城市内部商业街区使用效率与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新城开发与郊区化，

尽管城市总体处于增长型发展过程中，但

由于城市政策供给与资本配置的不均衡特

征，部分城市商业街区的发展资源被严重

挤压，呈现城市总体增长下的局部衰退现

象 [3]。与此同时，传统商业街区单一、落

后的商业模式与营商环境无法满足新时代

城市居民多元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消费

需求，在互联网电商等新零售商业崛起的

挤压下，传统线下实体消费市场被削弱。

中小城市传统商业街区面临资本转移、经

济下滑、建筑空置、设施荒废等多维衰退

与收缩的时代趋势，例如伊春、鹤岗、铁

岭等收缩型中小城市均为此类典型 [4]。

同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的问题相

似，日本早在 1990 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

时期，围绕大都市极化、郊区化、老龄

化、少子化等产生的回波效应，诱发了中

小城市普遍出现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住

房闲置、空间破败等“过疏化”现象 [5-6]。

尤其是城市传统商业街区，在郊区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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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同类竞争下表现出弱市场、低效益与空洞化等问题，成

为综合反映城市多维衰退的最显著空间单元 [7]。为振兴衰退

的城市商业街区，日本政府大力鼓励地方机构和居民参与城

市商业街区活化更新，以刺激商业市场振兴 ；同时配套出台

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包括 1962 年出台《商店街①振兴委员会

法》②、2006年出台《中心城区活性化法》③，以及在札幌市、

宇都宫市、富山市等地实施的紧凑集约型都市规划战略，希

望能重新焕发城市内部商业活力 [8-9]。近 30 年来，随着城市

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的多方参与，日本在对应城

市商业街区衰退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如高松市丸

龟町商店街，因其成功振兴实践获得日本城市规划协会 ( 都

市计画学会 ) 的最高奖项——石川奖（学会赏·石川赏）。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谱系的重要成员，城市商业街区承载

着商业服务、公共交往、风貌展示等多种社会经济功能，是

城市内部经济生产与居民生活的重要空间场所。商业街区的

健康发展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探索商业街区更新与

活化路径成为现阶段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尽管中

日两国的城市商业街区在土地制度、开发模式、运营机制等

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日本的相关成功经验对于指导我国

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的活化更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先行探

索中所实施的紧凑城市战略、振兴组合模式、空间营造模式

等内容，在我国仍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引介

日本城市商业街区更新营造的成功案例，探索中小城市内部

衰退型商业街区的适应性发展路径，以期为我国中小城市商

业街区的振兴营造提供经验借鉴，从而增强商业街区面对衰

退与收缩的适应性发展能力，实现城市商业街区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1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概况及其衰退表征

1.1  案例概况
高松市位于日本四国岛东北岸，濒临濑户内海，是日本

香川县首府，四国地区的北部门户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连接本州岛与四国岛最主要的交通通道，2017 年全市

人口约 48 万人，是日本中核市④的典型代表（图 1）。“高松

丸龟町商店街”（Takamatsu Marugamemachi Shopping Street）

位于高松市主城区中央大道东部，距离日本铁路（JR: Japan 

Railways）高松站、高松筑港站等重大交通枢纽 1 km，距离

片原町站、瓦町站等城际铁路站点仅 500 m（图 2）。丸龟町

商店街纵跨七个街区，总长 670 m，是高松市最古老的商业街，

距今已有 400 余年历史。相传是 1588 年丰臣秀吉的家臣生

驹亲正在修筑高松城时，把当时丸龟城 ( 现在的香川县丸龟

市 ) 的商人迁至此地发展城下町⑤，逐渐形成长约 400 m 的

规模化商业街区，后被称为丸龟町商店街。

至 1970 年代，丸龟町商店街凭借规模化、多样化、特

色化的小商品业态迎合消费者的商业购物需求，发展成为高

松市最繁忙的中心商业街，并向外衍生形成兵库町商店街、

片原町商店街、南新町商店街等多条商业购物街道。1985 年，

丸龟町商店街入驻商家 150 余户，全年商业经营规模居日本

四国地区商店街首位。1988 年，丸龟町商店街举办开町 400
周年纪念盛典，这一时期日本经济进入泡沫鼎盛期，丸龟町

商店街的经营规模也达到顶峰，单日游客通行量达到 15 000
人。然而，至 1990 年代初，伴随着市场泡沫的破裂，高松

市丸龟町商店街迎来了人口外流、经济萧条、空间破败的衰

退发展阶段。

1.2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衰退表征
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伴随着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等可流动

生产要素向外部转移，城市物理空间往往会出现同步衰退现象，

① 商店街：日本以零售业态为主导的商业店铺密集分布的街区，类同于我国商业街。

② 《商店街振兴委员会法》：日文为《商店街振興組合法》，是为了确定必要的组织来统一管理以零售商业为主的商店街的建设、布局、运营、改

造等市场行为而制定的法律，最初制定于 1962 年。
③ 《中心城区活性化法》：2006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依据修订后的《城市规划法》《建筑标准法》，对《中心城区街区的整治改善和商业活性化整

体推进法》中关于中心城区再生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并更名为《中心城区活性化法》，详见参考文献 [16]。

④ 中核市：人口达 30 万人以上的中等核心型城市，是日本法律划定的城市等级中的第二层级，仅次于政令指定都市。
⑤ 城下町：以老城（领主居所）为中心，集聚大规模商业、贸易、交通、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新都市，多为区域经济中心。

图 1  日本香川县高松市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870420（日本倒幕四强藩地理位置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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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区位地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资料中“丸龟町街区刊物第 19期”（丸亀町 AVENUE PRESS volume. 19）绘制

包括工业生产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等的衰退 [10]。对于丸龟町商

店街，其衰退特征显著表现在经济、人口与空间三个维度。

1.2.1  经济维度：社会资本与消费需求的转移

一方面，郊区化投资热潮催动城市核心商业资本向郊区

的商业、住宅等不动产开发转移投放，导致商店街原有的社

会资本投递渠道被挤压，面临经营主体转移、撤资、退出的

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消费从商品供给主导向顾客

需求主导转移，传统小型零售“业种店”①无法满足顾客的

多元需求，导致商店街总体经济萧条 [11]。1988—2006 年间，

商店街总体销售额下降 36.9%，对商店街的年均投资额减少

近 40%，整体商业营收趋于负增长。

1.2.2  人口维度：商业人口迁出与留居人口老龄化

随着社会购买力下降，丸龟町商店街消费市场进入紧

缩期，消费购买群体显著减少。商店街经营环境恶化、失

业率上升、生活成本上涨，导致街区年轻人大量搬至郊区

居住，同时濑户大桥通车和私家车的普及加剧了本州地区

对高松市的虹吸效应，年轻人纷纷前往大阪、东京等特大

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仅剩老年人留守商店街。统计数据显

示，2006 年末丸龟町留居人口仅为 215 人，自 1988 年以

来居住人口减幅达 73%，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 

60%（图 3）。

1.2.3  空间维度：空间规模增长下的空置型收缩

此外，还有空间空置问题。与经济、人口维度的规模型

衰退不同，商店街的空间衰退现象表现为空间增长下的空置

型收缩 [11]。在经济泡沫破裂的刺激下，丸龟町商店街地价

下跌，商店经营业主开始大量租赁土地，以实现商业街区扩

张。1988—2006 年间，丸龟町商店街总建设规模增长 50%，

其中经营性商业空间增长 20%。然而，在经济下行、人口减

少的外部压力下，这种表现是一种空置型的假性增长现象，

其商店数量、商店从业人数、商业销售额均呈持续下降态势

（图 4）。

2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振兴模式：共同营造紧凑型
与公共化的商业街区

丸龟町商店街的衰退与收缩不仅导致商店街居民整体生

活水平下降，也传递至周边相关商店街，影响了整个高松市

的商业环境。为缓解衰退趋势，吸引居民回归，推动活力振

兴，丸龟町商店街开始了持续 20 余年的振兴项目，在各方

力量的积极参与下，成功实现了振兴。

① 业种店：日文为“業種店”，指商店街内居民商户自主经营、规模偏小、品种多样的小型零售商店，区别于外部资本运作、以满足多元化市场

需求为主导的大型百货、专卖类业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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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8—2007年丸龟町商店街发展指数变化（1988年指数为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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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8-2006 年丸龟町商店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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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振兴的营造历程
早在 1988 年商店街举办 400 周年庆祝活动时，业主们

已在担忧“是否能一直保持商店街的繁荣”。翌年商店街游

客数量与经济效益的衰减则促使业主们将振兴营造提上议

程。1990 年，依照日本《商店街振兴组合法》，丸龟町商店

街居民和业主自发成立振兴委员会（振兴组合），开始着手

丸龟町商店街振兴项目。综合来看，丸龟町商店街的振兴营

造大体经历了地权征收、政府协商和振兴开发三个阶段 [12-13]。

在不同阶段，振兴委员会针对所面临的不同课题进行有效应

对，以满足振兴营造的需要（表 1, 表 2）。

2.2  丸龟町商店街振兴营造内容
在完成地权征收与政府协商等工作后，振兴组合开始全

面着手商店街空间整治工作。振兴营造的工作重点是围绕紧

凑型城市规划战略开展空间集中整治与再开发，以及实施商

业街区公共设施的更新营造。

2.2.1  实施紧凑型空间整治与再开发

基于对日本其他府县商店街发展的综合调查，振兴委员

会发现 ：营造紧凑高效的外部空间环境，对于提升商店街经

济活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商店街原有空间存在大量土

地空置与低效利用情况，地域空间开发缺乏紧凑性。为此，

振兴委员会积极响应 2006 年日本政府所提出的紧凑城市规

表 1  丸龟町商店街振兴营造的不同阶段及其工作内容

振兴阶段 实施时间 工作目标 主要内容

地权征收

1990—1994 完成商店街全部土地所有权、土地财产

权的统一征收

依据日本《土地收用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土地法令，采取分类征收模式：（1）对商店

街居民采用地权入股形式征收土地；（2）对在商店街内租赁土地开发建设的商店业主，通

过设立专项事业费，采用统一收购模式征收土地财产权

政府协商

1994—2006 获取政府在土地遗产税上的权限退让，

以及对商业街更新改造的规划控制指标

的修改权限，增加土地开发价值

（1）通过与政府协商，获得 60 年期限内土地遗产税的减免，减轻商店街居民的巨额遗产税

缴纳压力；

（2）获得商业街区道路、市场、住宅、医院等各类城市设施建设的规划控制指标（具体包

括道路及建筑物位置、形态、用途等控制要素）的修改权限（详见表 2）

振兴开发

2006 至今 由政府启动金与振兴委员会自筹的专项

事业费作为资金池，实施商店街振兴营

造与引资开发工作

（1）全面启动丸龟町商店街商业空间集中治理工作，推动商业空间环境更新升级；

（2）全面开展引资工作：一方面支持商店街留存的经营实体进行商业再开发，包括空间整

治改造、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业态转型等；另一方面利用资金池吸引迁出的经营体回驻以

及外部社会资本的注入

注： 土地遗产税：日本《明治民法》中的“继承法”规定：子女在继承父母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时，需要按照一定的阶梯制税率缴纳遗产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和实地考察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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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规划控制指标修改前后对比

控制指标 修改前规定 修改后规定

道路空间控制 城市公共道路不可建设遮挡设施 街区道路可以建设拱廊、可移动绿化和景观小品

建筑物用途控制 建筑物使用性质不得变化 可以集中调整片区建筑物用途

建筑物位置控制 建筑物退让道路红线 2 m，且不得设置任何建筑类设施 建筑物退让道路红线 1.5 m，且可以设置临时桌椅等商业设施

建筑物形态控制
建筑密度小于 40% 建筑密度小于 80%

建筑容积率小于 3.0 建筑容积率小于 4.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和实地考察资料绘制

注：  图中 1—5 指代街区编号，左图 B—E 指代地块内商业建筑，为上住下商模式；右图 B、C 保留自营是指该街区由土地所有权拥有者保留自建

的商业建筑，X 是指由城市建设公司集体经营的商业建筑，D—O 是指集体住宅，其中 F—O 是指新增商户住宅。

图 5  丸龟町商店街紧凑型空间整治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绘制

表 3  丸龟町商店街商业空间整治与再开发建设内容

街区 建设时间 道路整治 设施整治 住户数 建设主题 建设内容

A（壱番街） 2006 年 道路硬化并拓宽至

11 m，布置可移动

绿化和休息小品

兴建拱顶广场，并重修拱廊 47 户 高端商业 个店更新，引入蒂芙尼（Tiffany）、麦丝玛拉

（MaxMara）等高端品牌

B（弐番街） 2009 年 建筑翻修，立面改造，室内更新，

公共设施配套建设

28 户 特色饮食 酒吧、咖啡厅、餐馆等

C（叁番街） 2009 年 42 户 美丽健康 疗养中心、诊所、美容院、药房等

G 2012 年 100 户 休闲住宿 购物中心、酒店、市场、浴场、影院等

D 2019 年 道路硬化拓宽，布

置可移动绿化及休

息小品

公共设施配套建设 三个街区总

计 283 户

文化艺术 艺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

E/F 开发集中式住宅，配套基础设施 家庭生活 家政服务中心、托儿所、家庭公寓、集体住宅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整理绘制

划战略，同步提出紧凑型商业空间整治计划 [14]。一方面，在

地权统一征收基础上，针对商店街空置土地与闲置商店进行

集中整治，实施商业店铺、居民住宅集中安置与集中开发，

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图 5）。另一方面，针对商店街不同

街区进行分阶段、多样化的街区道路整治和功能开发，主要

内容包括拱廊重建、路面翻修、个店更新、购物中心扩建、

公共设施开发等空间和设施整治行动（表 3）。在振兴委员

会主导下，丸龟町商店街已经完成 A（壱番街）、B（弐番街）、

C（叁番街）三个街区的更新营造，并即将实施后续四个街

区更新工作。

2.2.2  走向公共物品的城市设施更新

依据日本《城市规划法》（1990 年修订版）第二章相关

规定，城市设施是法定的城市规划及城市开发项目的重要内

容 [15]。而作为承载城市各类公共设施功能的重要实体空间，

商店街的更新营造成为城市设施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基于

以人为本的营造理念，丸龟町商店街在紧凑型空间整治的基

础上，推出了人性化的空间营造准则。针对高龄者、地权

人、游客等不同人群的空间使用需求，对商店街店铺、医院、

住宅、街道、广场、停车场等不同城市设施进行更新营造 

（表 4），包括多功能的街区广场（图 6）、新型商业医疗综

合体、便捷的自行车自助停车器、人性化的街道空间等。在

保障设施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强化商店街设施的公共物品属

性，推动商店街从半私密化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 [16]。

2.3  丸龟町商店街振兴营造成效

2.3.1  商店街走向“新增长时代”

总体来看，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振兴营造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7 年，丸龟町商店街街区人口

显著回流，实现 278 家商业店铺入驻，日均接待消费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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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丸龟町商店街城市设施建设内容

城市设施 营造前样式 设施营造策略 营造后设施建设样式

店铺
以传统小型零售商店

为主

从小型零售向大

型专卖转变

增加适应市民多种需求，增加大型专卖型店面，包括蒂芙尼、麦丝玛拉、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大型

专卖店

医院

营造前为空置的居民

住宅，无医院等公共

设施

新型商业医疗综

合体

采用商、医、住立体分层模式，其中：

（1）1~3 层为沿街商业，包括餐饮、零售等业态；

（2）4~5 层为小型诊疗所，可治疗日常疾病，如遇重大疾病，与大医院（县立香川中央医院、国立香川大

学附属医院）合作治疗；

（3）6~14 层为家庭病房（400 户），入居者 100% 为老龄人口，诊所医生入户巡诊，实现居家养老 / 病

街道

严格管控的街道界面，

满足交通通勤和消防

需要

营造人性化的街

道空间

在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实施街道整备，包括：

（1）建筑后退道路红线 1.5 m，预留非公共的街道空间；

（2）街道内布置可移动景观小品和室内绿化，提升街道景观品质，且便于购物者休憩

广场

营造前为道路交叉口，

仅具有交通通勤功能

面向公众的多功

能使用

为商店街营造了一个标志性公共空间，其特点在于：

（1）广场在保证紧急车辆通行的基础上，营造了开敞的停驻空间；

（2）社会民众可以租用广场开展任何活动，包括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活动

停车场

仅有一处室外停车场，

300 个车位，与百货

公司共用

增设停车场，推

进地下停车场建

设，包括自行车

停车

（1）在 C 街区（叁番街）东西两侧各建设一处停车场，共计 828 个车位，同时开始推进地下停车场建设，

以满足消费者及住户需求；

（2）修建 3 处自行车全自动地下停车场，入口设置于商店街内部，满足市民骑行消费时的驻车需求，共计

1 500 个车位

住宅

居住与商业空间混合 由“上住下商”

转向集中居住

将原有的独立式店铺进行统一改造：

（1）形成集中住宅（500 户），低成本公寓，便于基础设施配套；

（2）集中商业开发，扩大商业经营规模与经济密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14]整理绘制

达 23 000 余人，年销售营业额 350 亿日元（同期约合人民币

20.21亿元）。同时，商店街依托拱顶向南与南新町商店街连通，

从而形成全长 1.2 km、南北纵跨 18 个街区的拱顶商店街集群，

总体呈现出增长型发展趋势。进一步基于 1997—2017 年间每

五年期商店街发展指数的对比分析（图 7）发现：自 2008 年

丸龟町商店街空间整治行动开始，存在于商店街内的人口外

流、经济衰退、空间空置等现象已经全面终结，丸龟町商店

街整体经营状况已经超越 20 世纪鼎盛水平，商店街地价呈

指数级增长，标志着丸龟町商店街走向“新增长时代”。

2.3.2  地权分离下社会成员共赢

作为经营性商业空间，实现个人、集体与公共利益分配

最优与价值最大化是商业运营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丸龟町

商店街振兴项目所设定的预期目标。在活化振兴过程中，商

店街通过实施日本土地法令《借地借家法》于 1992 年修正

后所提出的“定期借地权”①，创新地提出新的土地运营方

案：在地权征收基础上，与街区居民（土地所有者）签订为

期 60 年的定期借地权契约，并委托城市建设公司统一经营

管理，从而实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提升土地价值 ；

在经营过程中，城市建设公司在保证土地经营合法化基础上，

以地费形式将土地经营盈利分配给地权人，以实现地权人入

股成本最低和土地价值回归。在地权分离模式下，商店街大

量削减了高额的土地征收费用，同时大幅降低了振兴成本，

最终实现振兴委员会、地权人（居民）、商店业主、地方政

图 6  丸龟町商店街街道及广场空间振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绘制

图 7  1997—2017 年间丸龟町商店街每五年期发展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12]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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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期借地权：日本借地权制度的一种，指在一定期限内向地权所有者租赁土地经营权的地权转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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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等全部参与成员达成了利益共赢的最优形态（图 8）。
具体来说，地权人（居民）不仅可以获得稳定的土地股

权分红，还能享受 60 年土地遗产税的减免。而随着土地使

用权的全部转让，振兴委员会、商店业主获得了土地使用的

合法性认同，从而保证了土地再开发的统一性与市场经营的

自主性。一方面，通过城市建设公司实现土地统一整理，并

进行公寓住宅、停车场、医院等城市公共设施开发，保证设

施选址、开发、运营不受土地所有者权限约束。另一方面，

采用街区整体规划设计形式，按照街区风貌统一化、经营模

式差异化、业态种类多元化的原则，实施街区整治与开发，

并按照自定标准进行商业经营及系统管理，避免出现传统的

散乱无序、缺乏统一规划的商业空间和同质竞争的商业业态

布局，从而改善商店街环境风貌，并提升商店街经济绩效。

商店业主则可以依托商业经营获得大量利润，并享受政府所

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红利。对于高松市地方政府而言，丸龟

町商店街的成功振兴重新激发了商店街及其周边街区的公共

活力，形成新的城市中心，不仅带动了周边土地价值的回升，

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回流，激发了城市活力。

2.4  丸龟町商店街的振兴营造逻辑
城市再生和再开发的演进逻辑，深刻地反映了地域发展

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了地域空间形态。总体来看，伴随着从

近代合理主义的演绎性思考到理性主义的归纳性思考的价值

转变 [14]，香川县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振兴营造者深度反思传

统空间更新方式的不足，围绕商业街区治理结构、空间建设

与商业模式等内容，适应性地提出了民间主导下的共同设计、

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等新型振兴逻辑（图 9），成功实现了

商业街的活化营造。

2.4.1  行为主体转型：从行政主导到民间主导

首先是完成从行政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行为主体转型。基

于对日本早期商业街区振兴的失败案例的调查显示，行政主

导下的无效开发成为共性规则。一方面行政主导下采用“多

数决定”原则①，无法实现所有相关利益者的统一认同，也

无法实现公众参与，从而进入振兴开发的“阿罗悖论”[18]。

另一方面，行政主体缺少管理职能与运营经验，只能通过完

全委托开发商运营以实现资本注入。而囿于开发商的市场利

益偏好，一旦短期投资回报率低于预期，极易出现规模性撤

资风险，诱发振兴失败危机。

为此，丸龟町商店街适应性地提出民间主导理念，由商

店街居民、业主和开发商等各类地权人自发成立商店街振兴

委员会，而后由委员会组织成立城市建设公司，将商店街开

发、建设、运营等相关管理事权下沉至民间公众群体，搭建

一个“政府牵头、委员会负责、业主自发参与”的全新街区

治理结构，创新地实行“全体一致协议”②，自下而上充分

调动商业街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从而规避行政主导的失效

陷阱 [19]。在民间主导模式下，商店街振兴委员会依据日本

《中心城区活性化法》，提出共同设计模式，即邀请城市规划、

商业、金融、流通、法务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与地权人、

振兴组合一同组成共同设计团队，进行专业化共同设计，并

自主经营管理，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商业需求，从而实现所

有成员利益的共同盈亏 [14,19]。

2.4.2  商业模式转型：从以利为本到以人为本

日本近代合理主义认为，城市建设应采用基于假定目标

导向的演绎性思考逻辑，以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命题指导空

间生产 [18]。在传统商店街建设中，往往选用商业收益等物

理性指标作为开发建设的终期目标，忽视了街区内部人的情

感与主观感受，从而偏离了城市内部复杂要素交叠的“半网

络”（semi-lattice）结构 [20]。而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单

纯的物理空间不再满足商业购物者的需求，人们开始追求人

① “多数决定”原则：指进行选举或通过议案时，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绳的原则。日本丸龟町商店街早期采用 2/3 决定标准，即超过 2/3 成员同
意即通过。

② “全体一致协议”：在丸龟町商店街的振兴过程中，所有决策必须获得全体参与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开展振兴营造建设。

图 8  丸龟町商店街全部社会成员利益共赢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9  丸龟町商店街振兴营造理念转型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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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场所感。为此，丸龟町商店街转变传统“以利为本”

的商业街区营造模式，采用理性主义的归纳性思考逻辑，按

照体验式空间生产路径，结合紧凑型城市建设需要，将政府、

业主、消费者等不同空间行为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应用于实体

空间再开发，采用城市公共物品的形态，营造一种以人为本

的商业空间，这不仅能够提升空间使用的满意度，也能显化

社会成员的“隐性知识”①，并反馈到再开发之中，形成围

绕空间使用者的商业空间再生产。

3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的活化营造策略——基
于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启示

3.1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的本土更新困境
讨论借鉴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振兴案例的经验，首先需要

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对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更新问题展

开本土化语境的讨论。近年来，为提升城市商业街区活力，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组织开展了大量适应性更新改造行

动。在既往实践中，多采用“文化保护型”“风貌改造型”“旅

游提升型”等营造理念，通过组织更新规划编制、挖掘历史

文化、提升配套设施、改造商业空间等手法，实施设施翻新、

立面整治、风貌修复等内容，以期实现传统商业街区的就地

活化，如宜宾走马街、河源太平街、韩城金城大街等 [21-23]。

然而，就实施效果来看，尽管部分商业街区被重新激活，成

为城市的公共中心，但仍有大量街区面临着活化失效的更新

困境，典型问题如商业街区更新实施进程受阻、更新完成后

企业入驻意愿低、市民消费意愿低、市民空间体验感差等。

究其原因主要源于治理结构、利益协调、资金供给、空间体

验与商业模式五个方面依旧存在内生机制障碍（表 5）。

3.2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振兴营造的镜鉴价值
对比中日两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更新的相关实践，发现

尽管两国在土地制度、城镇化水平以及衰退机制等特征上具

有一定差异，但现阶段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在商业空间形

态、商业发展模式、商业经营主体等特征上同 1990 年以前

的日本中小城市商业街区高度相似，并表现出类同的商业街

区衰退现象（表 6）。对于现阶段我国中小城市来说，商业街

区的衰退现象仍处于初期阶段，其衰退程度较低，相关社会

经济问题尚未凸显，与日本深度衰退阶段之间表现出约 40
年的发展“时差”（图 10）。正是这种“时差”的存在，为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借鉴日本商业街区振兴营造的成功经

验提供了可行路径。尤其是丸龟町商店街，其所实施的民间

① “隐性知识”：亚历山大（Alexander）在《城市并非树形》（A City Is not a Tree）里提出自然城市中存在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无名之物”，
意指城市里社会成员未公开表达的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沟通环境实现显性化。

表 5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既有更新困境梳理

更新问题 问题内在机制 典型案例

治理结构
依旧延续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更新模式，政府对于街区开发、建设相关规划控制指标与经营模式的管控过于刚性，

企业入驻意愿较低

韩城金城大街

利益协调 未能妥善处理街区居民、租户、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关系及其所有的空间产权问题 江门市长堤历史街区

资金供给 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供给，但由于城市财政力量薄弱，无法持续性支付商业街区的改造成本，而外部市场资本注入乏力 潮州市太平街义兴甲街区

空间体验 空间无序建设，铺张浪费，缺少统一规划，缺乏整体性、序列性、层次性与体验感 樟树市锦绣共和商业街

商业模式 仅完成街区风貌改造，但依旧延续传统商业业态，未能满足新时代多元化的购物需求与商业体验 景德镇市珠山中路步行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23]和实地调查成果绘制

表 6  中日两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发展比较

当前中国 1990年以前的日本 2015年以后的日本

城镇化水平 50%~65% 65%~75% 80%~95%

土地制度 土地公有制 土地私有制 地权分离，振兴委员会获得所有土地经营权

转型要求 传统经营受到互联网和电商的冲击 从小型零售业转向大型百货、专卖类商业 百货、专卖、小型零售等多元化实体经营

衰退机制 新城化的稀释、大都市极化的剥夺 郊区化、老龄化、少子化等综合作用 —

空间形态 小规模、直线型形态 小规模、带状、线型形态 紧凑型、网络型商业形态

商业模式 纯商业街区或“上住下商、前店后屋”模式 纯商业或者“居住 + 商业”模式 “居住 + 商业 + 公共服务”的复合型商业模式

经营主体
个体经营与企业经营共存 私有化、小规模、个体经营为主，部分由企

业经营

大型资本（如振兴委员会开发资金）主导的企业经营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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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共同设计、资本投放等更新制度，及其所达成的紧凑

型、公共化、人性化空间形态，对于应对当前我国中小城市

商业街区更新困境具有较高的现实借鉴价值。

3.3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振兴案例的经验启示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我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活

化营造的策略。

3.3.1  创新治理结构：社会成员主导的自主共同开发

首先是街区发展与治理结构的转型。丸龟町商店街所开

创的民间主导型振兴开发模式揭示由民间主导治理既可以规

避行政失效风险，也可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众参与，妥善处

理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关联，实现公众参与、商业开发、社

区营造的“帕累托最优”①。虽然我国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

制，商业街区土地再开发不存在面向居民的地权征收矛盾，

仅需完成居民与业主的个人财产权赔付。但是作为直接利益

相关者，居民、业主等社会成员理应享有商业街区振兴营造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参照日本关于城市开发必须设定恰当的市民“参与率”

的相关规定，振兴我国城市商业街区应建立由城市居民、企

业、投资者等社会成员主导的自组织开发主体，如商业开发

公司和商业合作社等，并建立自主协商、投票和开发机制，

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地方政府从侧面给予强有力的政策体

制支援，协助解决城市商业街区再开发中的利益矛盾，包括

经营权转让、门店收购、包租等商业开发行为。一方面，能

降低社会成员参与开发的成本，提升社会成员回归商业街区

开发的参与度，消除集体行动困境；另一方面，能够由公众

内部妥善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产权和经济利益矛盾，进

而为商业街区振兴营造良好的利益氛围。

3.3.2  实施弹性管控：商业街区更新改造的规划退让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案例揭示了适当修改规划控制指标

对于吸引企业入驻、增加企业投资意愿、提升商业街区价值

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政府监管、社会主导”的开发和治

理结构下，政府应进一步结合商业街区发展的实际诉求，适

当放宽对更新改造的控制要求，增加弹性空间，以满足商业

街区的振兴发展需求。具体到我国来说，在不违背《城乡规

划法》及相关法规条例所确定的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地方城

市政府对衰退型商业街区的开发应准许弹性调整，包括对开

发模式、开发强度、容积率、建筑形制等开发指标的调整，

从而降低商业街区振兴项目的企业准入门槛和更新成本。此

外，对于新入驻商业企业应配套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并完善

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供给，以保障企业入驻后短期经营效益达

到预期目标。

3.3.3  引导资本投放：以政府财政引导社会资本注入

地方市政府的制度退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社会资本

的投放，增加商业街区引资开发的可能。但由于社会资本的

利益偏好，往往对于投放市场保持谨慎态度，资本注入率不

高，商业街区振兴仍然举步维艰。丸龟町商店街在振兴初期，

通过振兴委员会与政府协商，成功获得政府的初期财政投入，

并以此招商引资，保障了振兴营造的资本需求。因此，基于

政府财政先行的资本投放规则或能成为引导社会资本投放，

保障社会资本回报效益的重要路径。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而

言，商业街区的开发资本主要源自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与社会

企业融资两类渠道。为此，在商业街区振兴营造项目中，政

府应先期投入资金用于商业街区内部设施改造等公共项目，

并配套相关财政以保障后期设施运营。在此基础上，以政府

财政为依托，成立振兴资金池，采用“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在激活商业

活力的同时，提供定量的就业岗位，以吸引部分外出劳动力

回流。

3.3.4  建设紧凑街区：集约化导向下土地与空间治理

近年来，为应对城市人地矛盾、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

问题 [24]，以“土地集约利用”“空间高效使用”为导向的“紧

凑城市规划”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尤其

是对于衰退型城市传统商业街区，实施土地与空间集约化治

理，提升土地与空间使用效率，建设紧凑型街区成为商业街

区活化振兴的重要路径。具体来看，首先，实施土地集中整理，

改变传统小规模、分散式布局形态，对空置用地、闲置建筑

进行统一改造，提升商业街区紧凑度，实现土地集约化开发。
图 10  中日两国收缩阶段差异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帕累托最优”：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是指一种能达到经济效率最佳的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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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多类型空间组合模式，对商业街区地下空间与地

上空间进行综合开发，实现商业街区空间混合利用，从而提

高空间使用效率 [25]。第三，实施街区地面环境整理，改善商

业街区的空间环境质量，包括街区的建筑立面、绿化景观、

停车场、设施小品，以及步行交通环境，从而营造“有温度”

的消费场所，提升社会成员的归属感与体验感。此外，商业

街区规模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因商业街区无序扩张

而导致土地浪费与商业消极现象。

3.3.5  创新商业模式：走向城市公共空间的产品更新

城市商业街区振兴营造的终期目标是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作为城市内部重要的公共空间，商业街区承载了大量的

城市社会交往活动，并成为展示城市生活特征的重要窗口。

为此，在紧凑型空间建设基础上，还应调整传统的唯经济效

益导向的商业模式，创建有别于传统线下实体消费的新时代

商业空间。一方面，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消费理念，

强化商业街区的时代感、信息化、科技感，增强线上线下联

动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商业街区的公共物品属

性，营造便捷、高效的商业消费环境。此外，随着儿童友好、

适老化等理念的推行，现代化的商业开发必须预判城市未来

商业形态的发展，通过创新营造老年商场、养老医院、儿童

商城等商业街区，推动商业街区向体验化、服务化、公共化、

社交化、无障碍化转型升级，以满足儿童、年轻人、老年人

等不同年龄层次消费人群的多元化需求。

4  结语

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互联网电子商业的冲击下，为适

应新时代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走向创新转型的商业街区活

化更新将成为中小城市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走向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时代趋势。日本城市商业街区振兴营造的成功经验为

我国中小城市创新街区更新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从

而规避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工作“陷阱”。然而，我

国中小城市商业街区类型多样，发展问题复杂，必须通过深

入客观认识不同街区衰退特征，才能进一步实施精准的判

断，并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成功实现商业街区的更新与振兴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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