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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ing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Plans in England: the Case of Greater London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探析 —— 以大伦敦地区为例

沈尧  徐怡怡  罗伟斌  杨滔
Shen Yao, Xu Yiyi, Law Stephen, Yang Tao

引言

2011 年英国颁布了《地方主义法》（Localism Act 2011），
正式宣告英国空间规划体系进入新时期：区域空间战略被撤

销，邻里规划启动，规划程序被大幅简化，规划审批权限全

面下放以赋能本地社区机构，提升社区居民作为决策主体的

地位 [1]。因此，邻里规划作为地方主义的一种体现，是脱胎

于社区的地方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协同考虑。时任英

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一方面消除传统规划应变能力

与效率低下等弊端 ；另一方面释放经济潜能，扭转日益衰

退的国内经济形势。这一规划改革暗示英国城乡规划体系

进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规划协同的双向治理时期，重视二

者间传导和反馈形成的互动机制，以保证规划的时效性与 

绩效。

在当前的英国规划体系中，邻里赋能成为其最重要的特

点。社区治理不再是通常规划传导体系的末梢，而是自下而

上规划的起点。因此，邻里作为多个社区单元自发组织形成

的社区群，是社区居民表达共同诉求的空间单元，成为传统

城市空间体系之外的一种新的治理单元，其对应的邻里论坛

（neighbourhood forum）则成为新的参与主体——这改变了

英国传统社区治理的边界和精度。邻里发展规划因此成为了

解英国规划体系变革的重要视角，也是理解其社区治理变革

的重要途径。

在邻里发展规划提出近 10 年之际，笔者试图回顾既往

邻里发展规划编制实施的历程，并以大伦敦区内邻里发展规

划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批判性地解读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特点、经验与教训。本文

采用“回顾—特征解析—案例分析—讨论”的结构，首先回

顾邻里发展规划的背景、内容与特点 ；通过逻辑回归和判别

分析分别解析大伦敦地区邻里发展规划开展情况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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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地方主义法》，其出台宣告了区域空间战

略的废除，邻里发展规划作为新的规划层次被引入，社区邻里成为重要

的治理单元和主体。这一规划改革意味着英国城乡规划体系从自上而下

单向治理模式演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双向治理模式，进而形

成了不同层级间的传导和反馈互动机制。本文首先回顾英国邻里发展规

划的背景、演变与特征，对大伦敦区域邻里发展规划开展现状的空间分

布差异及其影响因子进行定量测度，就典型地区的规划制定与实施特征

进行对比研究，并梳理当前英国社区发展规划的得失，总结英国特大城

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及其对我国相关规划与建设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The Localism Act 2011 demonstrates a shift from regional plans 
and structure plans towards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plans (NDPs) as 
a new planning layer where neighbours are increasingly essential unties for 
local governance. This shift demonstrates dual objectives: centralising power 
to promote mor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devolving other powers 
down to the local,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aims characterising 
of the UK’s current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drop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NDP was born and how it has been employed in refined 
neighbourhoods within Londo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demonstrating 
the varying features of NDPs across spaces and cases. It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nitial approaches to NDPs as a planning tool for any emerging 
communities in modern megacities a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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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因子，介绍并对比两个典型地区的邻里发展规划内

容和实施效果差异 ；最后讨论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得失，以

及对我国特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借鉴意义。

1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回顾

1.1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演进与邻里发展规划的诞生
英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在历史上经过数次改革，反映出对

应规划思潮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图1）。受地方主义思潮影响，

历史上的英国空间规划体系演变呈现出“向上简化、向下放

权”的典型趋势 [1-3]。2003 年以前英国的规划体系主要延续

1968 年《城乡规划法》制定以来所建立的二级（two-tier）

法定规划体系，即分别基于郡（county）与区（district）的

上级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管理体系，形成了郡尺度的“结构

规划”和区尺度的“地方规划”，并只针对若干大都市区独

立编制单一发展规划，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逐级传导的规划

体系，偏重于城市规划开发的控制，明确了城市规划的公

共政策属性 [4]。随着《规划与补偿法》与《规划和强制收购

法》的颁布，英国规划体系在 2004 年迎来改革 ：一方面将

规划权力更多地从郡下放到区，形成了更具开放性的地方规

划发展框架，强调社区参与；另一方面以“区域空间战略”

代替“区域规划指引”，赋予前者法定规划地位，以此强调

区域合作并更好地承接和落实“规划政策声明”的愿景。这

一时期英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呈现规划权限的上移与下放，并

试图以二者的协调机制来解决此前各层规划过于重叠而缺

乏灵活性的问题 [5]。2011 年随着《地方主义法》颁布，英

国政府继续简化国家规划政策，取消了原法定的“区域空间

战略”，鼓励建立“地方企业协作区”（LEPs: 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并进一步下放规划与财政权限至邻里单元，

更加强调规划的地方性与自治性，构建自下而上的规划模式，

与自上而下的支持形成一种双向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也被认

为能够鼓励规划创新，以反哺僵化的中心化规划体系，以一

种“大社会”（big society）的形式培养每一个公民的规划认

知，提升规划的决策水平 [6-7]。

1.2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内容
邻里发展规划作为地方主义思潮在英国空间规划体系改

革中的具体体现，是现行法定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创新层级。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是直接赋予多个社区为其共享的邻里拟定

发展目标与路径的规划形式。因此，邻里发展规划被称作

“由社区自行拟定的、为邻里发展服务的规划”[8]。邻里发

展规划一般包括邻里发展规划（neighbourhood plan）、邻里

发展决议（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orders）和社区建设权

决议 （community right to build orders）三部分。邻里发展规

划一般由邻里论坛（也可以通过已经建立的教区或者镇议会 

[parish or town council] 和社区组织）领导，是公众参与的重

要手段。在邻里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居民将通过公投的

形式决定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居住、工作、购物等功能的

发展区划 ；决定相关房地产开发的建筑设计要求以及相关基

础设施配套；确定建设的控制性条款，如房屋高度、公共空

间比例等。邻里发展规划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种规划参与机

制以确定最符合邻里需要的发展规划，并通过制定战略需求

与优先发展目标进行邻里整合。

邻里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虽然会根据不同邻里具体需求

而有所不同，但根据既有发布的规划文本目录大致可以总结

为 10 部分，一般包括 ：引言、发展目标、邻里现状、社区

参与总结、公共绿地空间、发展区划、规划政策、实施导则、

基础设施、其他事项。其中规划政策将就主要专项政策进行

分解，一般包括以下专项：就业、商业中心、住房、建筑与

城市设计、历史遗产、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以及

非规划事项 [9]。

图 1  英国规划体系的演进

2003 年以前 2004 年 2011 年以后

国家

区域

郡

区

社区

控制性 协调性 对冲性

《城乡规划法》 《规划与补偿法》 《规划和强制收购法》 《地方主义法》 《发展和基础设施法》

国家规划政策指导要点 规划政策声明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区域规划指引 伦敦规划 区域空间战略 伦敦规划 地方企业协作区 伦敦规划

结构规划

地方规划

村庄评估与规划 村庄评估与规划 邻里发展规划

单一发展规划

地方规划发展框架 地方发展框架（单一发展区与
伦敦自治市） （发展规划文件、社区参与声明、补充规划等） （发展规划文件、社区参与声明、补充规划等）



14  2021 Vol.36, No.6

本期主题 

邻里发展规划的编制形式暂时没有官方规定，但编制内

容必须以当地的土地开发和土地使用为核心。邻里发展规划

需要与地方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可在地方规划的基础上有所

添加，但不能与其相抵触。2011 年《地方主义法》对邻里发

展规划的执行增加了制约条件要求邻里发展规划或邻里发展

指令应当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予以生效：（1）须符合《国家规

划政策框架》；（2）须符合地方规划当局制定的更广泛区域

的战略愿景，以及其他法律要求；（3）当地公众能够对邻里

发展规划的编制进行公民投票，其编制内容须得到大多数投

票者的同意 [10-11]。

1.3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主要特点

1.3.1  以双向互动为治理机制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不是单纯为某一或若干社区治理服务

的专项规划，而是国家规划的最基础的、新的单元规划，自

下而上地与国家规划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形成一种双向反馈的

治理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互动，即将规划权限

向空间体系的两头分散。另外，将规划权限下放至邻里，是

对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的一种风险分担——将整体决策的风

险分摊至邻里，可以充分降低单一规划决策和目标所带来的

各种风险，增加规划系统的稳健性。随着规划权限的下放，

邻里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审批过程被充分压缩，使得规划编制

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自我纠偏，并反馈至上层和国家规划层

面。这也促成了一种规划反馈时间上的互动，以降低因规划

决策滞后而带来的风险。因此，英国邻里发展规划并不是只

面向社区的规划，而是规划体系的基础单元，是规划体系传

导中的重要环节，是落实、反馈和风险分担自上而下规划指

引的重要步骤。

1.3.2  以邻里为新的治理边界

在现行英国空间规划体系中，邻里正式成为国家空间规

划的新单元，也是自下而上规划系统的起点。一直以来，英

国政府都非常注重治理单元与人口普查单元的对应关系，在

核定各级单元时通常会注重尽量保证治理单元内的人口属性

的相对一致性以及治理对象在空间上的相对一致性。然而，

这一空间统计口径往往难以兼顾事权主体、利益主体的空间

分布，影响规划实施绩效。因此，邻里发展规划十分鼓励社

区的再划定，并强调社区作为公众参与和协调地方资源的空

间单元 [12]。换句话说，如何划定有效的邻里边界意义重大，

是治理地方性的集中体现，是地方主义在规划体系中的映射。

与通过行政边界强调事权的方式不同，邻里发展规划的边界

更强调地区的、多主体的团结、协调与分享能力，而不是一

个简单的空间概念。因此，划定邻里边界的同时须确定参与

主体，以保证规划落实的相关主体在规划制定初期就被统筹

考虑 [13]。通过邻里边界的划定，邻里发展规划得以在空间统

计区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空间需求，并能够在必

要时重启新一轮邻里发展规划，确定新的、更加有效的治理

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邻里发展规划中对于社区的理解是灵

活的，以邻里的治理效能最优为划定依据，也是英国邻里发

展规划的重要特征之一。

1.3.3  以邻里论坛为主要组织形式

邻里论坛作为邻里的组织形式，是邻里发展规划的决策

主体。邻里论坛需要有足够选民进行投票并符合邻里论坛的

合法性要求，因此邻里发展规划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坚持邻里

论坛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14]。邻里论坛可以是现存的教区或者

镇一级的小型议会，但需要增加顾问团体以保证各社会团体

拥有平等的裁量权。一般而言，一个合法的邻里论坛的建立

需要综合考虑各项重要因素，涵盖邻里边界划定、目标，社

会公平、隶属关系、权责制度、冲突裁决、金融财政、退出

机制等各方面（表 1），反映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邻里论坛应保证其有广泛的代表性。邻里论坛参

与主体必须来自重划邻里的各个地方，并通过席位、投票权占

比、隶属关系、冲突仲裁等事项的确定，保证不同利益集团的

相对平衡。其次，邻里论坛需要保证对邻里发展议题的敏感性、

对应性与时效性，即在邻里论坛运行过程中需要保证对邻里

发展中亟待解决的议题有针对性，并制定邻里论坛的暂停、重

启、改选等机制以保证邻里论坛规划裁定权的权威性。再次，

邻里论坛还需承担部分规划教育的职能，通过组织培训和会议 

保证邻里论坛对于需要解决的规划议题具有必要的专业性。

邻里论坛通常包含两种主体：一种是非合作性的

（unincorporated）的，一般是主要由个体组成的无限责任团

体，无法配置资产；另一种是合作性（incorporated）的，主

要由有限责任主体组成，通常在邻里范围内有资源配置能力，

能够通过合约的签订构建起主体间的正式联系。邻里论坛应

将二者结合，充分利用合作组织关系，通过契约形式落实地

方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主体责任 [15]。

1.3.4  以土地开发与住房提案审批为主要抓手

1990 年之前英国政府通过《城乡规划法》对土地开发

权进行了国有化，设立了土地开发金，而后通过规划义务

（planning obligation）制度进行了适度放松 [16]。在邻里发展

规划中，土地审批和住宅提案成为邻里论坛讨论的重要议题。

社区基础设施税（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levy）成为主要开

发调控指标，使得土地开发能够尽早获知税率，缩短协商时

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基础设施税完全由邻里自行征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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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邻里论坛的组成机制

组成机制 目的 潜在条款

论坛名称 保证邻里论坛的识别性 将对应的“邻里发展规划”加入邻里论坛官方名称

邻里边界 定义邻里发展规划的边界以及邻里论坛成员来自的区域 保证邻里边界以及相关成员的空间归属

目标 明确邻里论坛成立与运行所对应的目标 目标应不仅包含社会、经济与环境福祉，还应包含制定邻里发展规划、影响地方决

策、培养市民性、保证规划透明性、增加社区凝聚力

社会公平声明 规范邻里论坛成员合法性，防止对于特定群体的歧视 保证邻里论坛在性别、年龄、种族等方面的多样性 ；并保证相关群体在邻里论坛工

作中获得权利保障

隶属关系声明 声明邻里范围内不同组织之间的官方联系 声明不同政治、宗教、商业等团体之间的联系规则

权责划定 确立面向目标的邻里论坛的各项权责 确定如何开展咨询、研究、培训、合作、雇佣等事项

论坛会议制度 明确如何加入邻里论坛并成为成员的机制 明确邻里论坛的准入机制以及认证方法和流程

投票权 确立公投资格、流程 明确需要投票表决的具体议题

利益冲突申明 建立冲突处理的机制和流程 建立利益声明机制，并明确利益声明权益所代表的投票权比重

冲突解决

（最终裁定权）

建立冲突裁决机制 明确简明的流程并明确最终裁量权行使的形式

委员会 明确委员会的日常管理流程 明确如何产生常委会和决策委员，明确委员会的环节选举机制，并对委员会的席位

进行限制

会议 确定各类型、各层级会议的组织方式 确定各种会议的标准以及非官方成员的增席标准

金融支持 明确如何使用地方财政 确定官方账户以及邻里论坛成员的会费制度

规划拟定 确立邻里论坛进行规划审批的规则和关键权限施行的流程 —

论坛重组方案 确保邻里论坛的组织与当前的邻里发展规划问题是匹配的

且与时俱进的

确定邻里论坛重组的启动、施行和决定流程

退出机制 明确邻里论坛的解散场景和机制 确定在邻里发展规划编制进入实施阶段后邻里论坛的未来发展模式

支配，以确保其能够尽快投入区域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使社区各个主体能够分享土地开发利益 [17]。

土地审批与住房提案审批不仅是邻里发展规划中的重要

抓手，相关过程的参与也使人们开始默许空间自由主义，支

持住房增长，催生了一些邻里区域内房产开发的新特征 [18]。

比如：邻里发展论坛通常更加倾向于选择中小型房产开发企

业，发展可负担、定制化的住宅而非由大型房产公司所主导

的大型标准化住宅。邻里发展论坛也通常更加支持相对紧凑

的开发方案，强调在已经开发的区域进行再开发，从而避免

侵占大型的公共空间。将土地开发下放至邻里、将公众参与

前置，通常能够保证直观可见的公众利益得以落实，也避免

了传统整体开发过程中公众参与的负面评价。

2  大伦敦地区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的地区差异与成因

2.1  大伦敦区的地方发展规划概述
至 2019 年，大伦敦地区已经有 114 个选区（ward）开

展了邻里发展规划，约占大伦敦区内选区数量的 1/6。图

2 记录了各个邻里发展规划的开展进程及其空间分布。邻

里发展规划编制的区域图示大部分与中尺度人口普查单元

（MSOA: Middle Layer Super Output Areas）接近，其中每

个 MSOA 中约包含 1.5 万人，约 600 户。大伦敦地区邻里

发展规划开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首先，西伦敦地

区的邻里发展规划的开展进度比东伦敦地区快。其次，虽

然大部分实行邻里发展规划的地区都与行政边界特别是镇

（borough）的边界吻合，但也存在非常多的邻里发展规划

编制单元突破了既有行政边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 MSOA

尺度上时常发生，说明邻里发展规划在地方层面存在较大的

自由度，而如何定义和形成对应的规划边界，一定程度上不

受行政辖区或者空间统计区的限制。

2.2  邻里发展规划是否编制的区域差异与成因

2.2.1  逻辑回归

为探究邻里发展规划编制开展的影响因素，下文以大伦

敦区 623 个选区为统计单元，利用 ArcGIS 统计选区内邻里发

展规划区的面积占比，由于邻里发展规划编制的范围在局部

存在跨越行政区划的情况，因此将占比大于 20% 的选区编制

进度类别计为 1（忽略邻里开发的具体阶段），其余为 0，以

此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逻辑回归模型。本文涉及三种变量，

即区位与社会经济、种族与宗教以及职业与学历（见文后附

表），这三种变量被认为是公众参与进程中影响社会资本的

要素 [19]。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结果，但受

对应尺度的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文暂时只考虑这三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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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数据均来自 2011 年的全英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设定了

三种模型，以探究各类子变量对是否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编制

的影响程度：模型 1 只考虑区位与社会经济程度的空间差异；

模型 2 加入种族与宗教因子的影响；模型 3 则在模型 2 的基

础上进一步考虑职业与学历中的各项因子。

逻辑回归的结果表明，选区的区位（至伦敦中央商务区

的距离）、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总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少

数族裔数量对于该选区是否编制邻里发展规划有显著影响，

而居民的宗教、职业和学历等特征对是否编制邻里发展规划

的影响并不显著（表 2）。具体而言，越靠近市中心的选区会

更容易意识到编制邻里发展规划的必要性，这一规律在三个

模型中都十分显著，说明城市空间结构对于邻里发展规划的

编制时序有重要影响。另一个绝对显著的自变量是总家庭可

支配收入，即在同样的区位条件下，总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

的选区越早开始编制邻里发展规划。此外，其他族裔的人数，

对于是否进行邻里发展规划也有正向影响——少数族裔较多

的选区通常更具有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的条件。职业与学历因

子与其他要素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在模型 3 中全部被剔除。

大伦敦区邻里发展规划开展与否的空间差异初步表明，

虽然邻里发展规划编制的初衷之一是鼓励社区自发地参与制

定自身的发展规划，但是统计结果表明这种自发参与背后具

有绅士化特征 ：位于城市中心的高收入选区更早意识到开展

邻里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由少数族裔主导的教区

也会更加容易形成邻里论坛，并更早编制邻里发展规划。这

表明邻里发展规划作为本地化的一种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

地区间社会经济差异的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本地化这一策略

的社会公平性。

2.2.2  判别分析

本文将 2019 年以前各个选区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的阶段

分为四类，即未编制、编制中（未提交）、规划审核、规划

已实施。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能够在多

图 2  大伦敦区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的分布情况

表 2  邻里发展规划是否开展的逻辑回归结果（选区尺度）

类型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区位

与社

会经

济

与CBD距离 -0.923*** 0.397 -0.886*** 0.412 -0.745*** 0.475

工作岗位数 0.072 1.075 0.073 1.076 0.069 1.071

总家庭可支

配收入

0.430*** 1.537 0.281* 1.325 0.264* 1.302

种族

亚洲族裔 — — -0.202 0.817 — —

非洲族裔 — — -0.064 0.938 -0.088 0.916

其他族裔 — — 0.352** 1.422 0.410** 1.507

宗教

佛教 — — — — 0.109 1.115

印度教 — — — — -0.246 0.782

犹太教 — — — — -0.099 0.905

伊斯兰教 — — — — -0.089 0.915

锡克教 — — — — -0.359 0.699

其他宗教 — — — — 0.029 1.030

伪 R2 0.236 0.258 0.267

注：被剔除的变量 VIF 大于 10 （*** ：p<0.01; **: p<0.05; *: p<0.1）；职业
和学历因子与其他要素存在多重公共线性，在模型 3 中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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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选区尺度）

解释变量
函数 1（区位与主要
宗教聚集度）

函数 2（佛教与伊
斯兰教众聚集度）

函数 3（就业
聚集度）

与 CBD 距离  0.535  0.218 -0.142

工作岗位数 -0.141  0.159  0.674

家庭总支配收入 -0.303 -0.129  0.137

非洲族裔  0.176 -0.049 -0.236

其他族裔 -0.445 -0.682 -0.310

佛教 -0.114  1.025 -0.084

印度教  0.240 -0.314  0.398

犹太教  0.211  0.292  0.211

伊斯兰教  0.098  0.644 -0.434

锡克教  0.070 -0.024  0.039

其他宗教 -0.062  0.032 -0.193

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区别大伦敦区邻里发展规划的进程，本文

采用了判别分析。判别分析的输入包含前文逻辑回归的各项

自变量以及邻里发展规划的四阶段分类。区位与社会经济、

种族与宗教两类变量在判别分析时被合并成三类复合函数

（表 3）。三个判别函数能够将大伦敦区分为反映邻里发展

规划编制进度的四类地区，准确率为 62.5%。其中函数 1 与

区位要素正相关，与其他族裔（-0.445）和家庭总收入水平

（-0.303）因子呈负相关，可以被定义为“区位与主要宗教

聚集度”；函数 2 则与佛教徒数量（+1.025）、伊斯兰教众数

量（+0.644）相关，可以被定义为“佛教与伊斯兰教众聚集

度”；函数 3 主要与就业数量相关（+0.674），可以被定义为

“就业聚集度”，其与若干主要宗教，如伊斯兰教教众数量

（-0.434）呈负相关。这三个判别函数表明城市土地利用结

构和族裔族群对于邻里发展规划的推进有明显影响，呈现复

杂的复合效应。

注：0 表示未实行邻里发展规划；1 表示正在编制邻里发展规划；2 表示邻里发展规划审批中；3 表示邻里发展规划已实行。
图 3  基于判别函数的散点图矩阵（选区尺度）

为了进一步理解判别函数是如何作用于邻里发展规划

的不同阶段划分结果，本文记录了每两个判别函数为坐标轴

的判别分类散点图（图 3）。显而易见，各个组别可以被三

个判别函数描述，但是各个判别函数对于区分不同组别则有

不同的意义。区位与主要宗教聚集度（函数 1）主要用于区

别组 0 与其他组别 ；佛教与伊斯兰教众聚集度（函数 2）则

可以区别组 2 与其他组别。从时序上看，佛教与伊斯兰教区

都较早地意识到并能够顺利推进邻里发展规划的进程。就业

聚集度则可以区分组 3 与其他组别，表明了经济发达地区在

邻里发展规划编制上的先行作用。虽然判别结果表明仍有潜

在的因子会进一步影响邻里发展规划的进程，当前的因子已

较为清晰地表明大伦敦地区较早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编制的首

先是经济发达地区，其次是某些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教区，再

次是区位较好且被其他宗教主导的教区或者选区。这充分说

明对于邻里发展规划的响应能力存在显著的地点差异，并主

要由在地的社会关系程度决定。通常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主要

宗教主导的教区，都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邻里治理主体甚至

是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存在会帮助该地区更快地形成规划认

同，及时有效地与上级政府机构对接，同时促进本地规划的 

进程。

3  大伦敦地区邻里发展规划案例分析——女王公
园和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

3.1  邻里论坛
本文选择女王公园（Queen’ s Park）和斯特拉福德及西

汉姆（Strafford and West Ham）邻里论坛作为对比案例，它

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典型的邻里论坛形式。前者是最早编制邻

里发展规划的社区之一，亦是伦敦唯一的教区，拥有既有的

邻里论坛主体 ；后者于 2017 年完成邻里发展规划组建，并

3 3 5

2 2 4

0 0 0
1 1 1
2 2 2
3 3 3
组质心 组质心 组质心

1 1 3

0 0 2

1

0

-1 -1

-1

函
数

1

函
数

1

函
数

2

函数 2 函数 3 函数 3

-2 -2

-2

-3 -3

-3

-4 -4

-5 -5
-4 -4-3 -3 -3-2 -2 -2-1 -1 -10 0 01 1 12 2 23 3 34 4 45

0 组 0 组

0 组

3 组 3 组

3 组

2 组 2 组

2 组

1 组 1 组

1 组



18  2021 Vol.36, No.6

本期主题 

提交了邻里发展规划，拥有新划定的邻里边界和近期组建的

邻里论坛。从区位角度看，它们分别位于城市中心高度发达

地区和城市近郊的快速发展区，拥有不同的社会族群组成

（图 4）。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助于扩展前文对于整体布局

影响因子定量分析的成果，进一步总结邻里发展规划开展现

状的特征。

3.1.1  女王公园邻里论坛

女王公园邻里位于威斯敏斯特城西北部，其边界与选

区边界完全对应。其中含有一处重要历史保护街区以及两处

重点开放空间。女王公园邻里是伦敦区域内唯一一个城市教

区，拥有教区议会，并在此基础上于 2014 年建立了社区议会。

社区议会对该邻里内征收额外的议会税（council tax），部分

用于支持邻里发展规划的编制。

女王公园邻里发展规划是英国最早开始编制的邻里发展

规划之一。规划旨在应对诸多挑战 ：沿哈罗路主街的商业衰

败；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邻里内运动和休闲设施年久

失修，居民不得不使用紧邻的布伦特（Brent）郡的相关设施

等。虽然该地区允许高密度开发，但开发用地仍旧紧缺。另

外，部分邻里成员尚缺乏专业的邻里发展规划知识，但为了

尽可能保持原社区议会与各方主体的密切联系，邻里论坛保

留了大部分原社区议会的成员架构，规划于 2011 年开始编

制并已经实施，随后部分规划被修改后体现于威斯敏斯特地

方进程规划中并于 2019 年上报审批。

3.1.2  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

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发展规划于 2017 年上报纽汉

（Newham）地方政府。该地区是多种族混居区，且相对贫困。

较之女王公园邻里，该邻里范围较大且近期重新被划定，包

括斯特拉福德镇中心、斯特拉福德公园和西汉姆的大部分地

区。新划定的邻里边界中的建成环境特色众多，既有历史建

筑也有工业遗存。由于紧邻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会址，该地

区也被认为是城市更新与开发的重点区域。因此，斯特拉福

德及西汉姆邻里发展规划的宗旨是指导高质量的土地开发与

城市更新。

新组建的邻里论坛由有充分邻里发展规划编制经验的主

席（如专业编制机构的规划师或原审批机构决策者）带领，

着力推进新邻里发展边界的形成。在此过程中，邻里论坛曾

提出多种边界划定方式，并通过组织社会活动、增加相邻邻

里的认同感而形成最后报批的邻里范围。此外，邻里论坛还

图 4  女王公园和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区位与边界

女王公园邻里规划范围 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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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以学校为载体探索新模式，以确保论坛成员结构能反映

多族群的人口结构等，即通过在当地学校中设立相关课程，

使得不同阶层的年轻人口尽早了解邻里发展规划并增强他们

及其家庭的参与意愿。邻里论坛而后组织学校、本地居民和

非营利性建筑实践团体参与规划编制，以保证各族群的意见

能够交流并通过图纸进行充分表达。

3.2  邻里发展规划所面对的挑战

3.2.1  资金短缺

资金支持是邻里论坛得以充分调动相关资源的前提条

件。女王公园邻里论坛主要依赖社区议会的税收预算以及大

伦敦区内的专项资金补助，使得邻里发展规划的资金支持较

为充裕。而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则不得不开源节流：

一方面，后者需积极开拓资金渠道，积极联系各资助团体；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各种规划展览，并通过学校等主体开展

规划教育与沟通，以节省专业顾问的开支。

3.2.2  专业知识缺乏

理性的规划决策必须依赖一个有充分专业知识的决策主

体。为保证邻里发展规划的效果，女王公园邻里论坛采用实

证驱动的发展模式（EDD: Evidence-Driven Development），通

过稳定的资金支持并雇佣了专业规划编制与政策编写机构。

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则更多地通过规划讨论的主题

活动来进行规划咨询活动，并号召专业机构参与。

3.2.3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

女王公园邻里论坛虽然设计了多样的公众参与方式，但

人们参与邻里发展规划编制的意愿仍然不高，居民更倾向于

参与更加具体的议题讨论。而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

则抓住本地高中学校学生的参与意愿，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基

于家庭代际联系为媒介的创新公众参与方式，增加民众的参

与热情。

3.3  邻里发展规划的影响

3.3.1  近期发展

邻里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证近期发展符合当下

邻里发展需求，然而这一成效也不得不受到规划衔接的影响。

这一点在女王公园邻里发展规划中十分明显。由于近期发展

规划仍旧遵守过去已经批准的上位规划而无法响应当下的居

民需求，因此规划改革期前后的不同规划产生的冲突一定程

度上耽误了近期发展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斯特拉福德及西汉

姆邻里发展规划则另辟蹊径。由于地处奥林匹克公园附近，

原定的大规模城市更新的方案仍在执行，邻里论坛则转而保

护来之不易的绿地景观，倡导紧凑开发，因此邻里论坛的规

划协调能力是近期发展计划的重要影响因素。

3.3.2  社会收益

邻里论坛是邻里间的新的组织方式，有助于提高社会凝

聚力。女王公园邻里论坛依托其教区议会形成了团结更多社

会阶层的社区领导机构，并通过对于邻里发展规划从编制

到实施的全周期监管，增强了社区的社会凝聚力。而通过

各种创新的公众参与方式，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

则试图在重新划定的邻里中梳理一种跨族裔的知识共享模

式，并试图通过规划的落实来强化邻里感，增强社会和社

区认同。另一方面，这些邻里发展规划的编制会影响同一

选区的其他邻里，因此利益相关邻里需尽快开展相关规划，

尽量保证各种社会收益。

3.3.3  本地关系

在邻里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区级事务机构与邻里论

坛的互动增加，前者不仅是邻里发展规划的审核机构之一也

是赋权机构。因此，二者之间的监管关系变成了一种协作关

系。女王公园邻里论坛不仅参与本邻里的发展规划编制，也

作为一种参与机构参与区一级的地方规划的修编，使得邻里

发展的诉求在上位规划中得到反映。但是与当地主管部门构

建合作关系也并非十分容易。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

是当地区级政府辖区内的第一个邻里论坛，由于缺乏经验，

相关沟通时常变成责任的推诿，即使双方都对邻里发展规划

持有积极态度。

4  结语

英国的邻里发展规划作为一种规划创新，不仅是社区治

理的新形式，也是改革后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规划与关键环

节。邻里重划形成的新的治理单元，体现了重视权利主体与

空间边界的对应性、权利主体构成的公平性以及权利主体的

规划资源协调能力的最大化等原则。通过将土地审批和财政

权交付地方，邻里的自治性也获得充分保证，与中心化的规

划体系形成一种互动机制，旨在降低空间规划层级间的协调

成本。

但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开展过程也绝非完美。从空间上

看，开展邻里发展规划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表明地方

对于规划编制的响应能力仍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发现，经

济发达地区与少数族裔聚集区通常会有更加明确的规划诉

求，促使其更早地开始推进邻里发展规划。影响编制进度的

三种因素分别是区位、特定宗教与就业密集程度。就业聚集

区对于邻里发展规划的响应最快；其次是特定族裔的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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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徒的聚集区，这一方面反映出不同邻

里特定对于规划的意愿不同，另一方面则提醒需要警惕特定

区域的邻里发展规划可能存在某种异化的风险。

女王公园和斯特拉福德及西汉姆邻里论坛的案例对比

分析表明，邻里论坛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运行方式上存在

明显差异。有充分的资金支持且有既有教会社团的邻里通

常更容易协调外部力量，与当地政府合作更紧密，但是难

免也有决策异化的风险。而资金支持较少的地区则需要主

动谋求规划创新以压缩成本，如利用学校等既有的紧密社

会网络等。但由于缺乏规划知识，与当地政府沟通协作不畅，

规划审批过程中的推诿容易使得邻里发展规划裹足不前。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被认为可以充分调用基层力量，释放

规划和社会发展活力，提供了一种大城市的治理路径。其中

不乏可以借鉴的经验。（1）以土地开发等审批为抓手，加快

规划响应速度，预防过度开发。（2）鼓励邻里社区的边界重

划并要求规划边界能够反映一致的需求与行动力，可提供一

种对于社区空间理解的新方式。跨区邻里柔化了事权边界，

促进了空间协同发展，成为邻里发展赋能的新手段。（3）邻

里论坛不仅包含规划审批，还可用于邻里财政支付和签订义

务合同，保证规划实施期内规划主体的责任履行。（4）创新

使用各类规划机构要素（如学校）开展公众参与，可弥补公

众参与程度较低的各种问题。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中遇到的问题，也为我国超大城市

社区治理提供如下警示。（1）避免过度的空间异化，保证治

理能力的空间公平。可通过增加政府协调统筹能力，保证社

区治理的空间差异在可接受范围内，避免空间不公平和规划

成效的巨大分异。（2）鼓励公众参与，提供专业性支持。应

鼓励设定社区代表性社团参与规划决策，以及专业规划机构

对社区论坛进行各项培训，减少不同社区因规划专业能力差

异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如当前我国有些城市推进的社区规

划师制度，可以保证地方获得较为全面的规划支持和服务。 

（3）避免规划异化，保证规划成果的公平分配。得益于制

度优势，我国的规划通常能够广泛响应不同人民群众群体的

需求，但仍需注意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关注并开展规划评估，

保证规划受益的公平性。（4）加强上下位规划衔接，提升社

区治理响应能力。应明确社区治理可在上位规划中可承担的

规划要素，并将治理需求适当前置，使社区治理成为上位规

划编制的需求感知器和重要抓手。

本文分别从空间规划体系角度大伦敦区和个案分析角

度，对英国邻里发展规划开展多维度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

英国邻里发展规划的问题，也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囿于数据限制，本文的定量分析基于选区尺度，并人为设定

了相关阈值，模型的结果稳定性也许会受到影响。未来研究

中可基于更加精细的数据对此进一步验证。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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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描述性统计（选区尺度）

类别 变量 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区位 dist2CBD 选区至伦敦 CBD 的距离 / km 0.000 26.509 11.565 5.758

人口 Population 总居住人口 5 300 26 700 13 819.50 2 910.851

就业 NumJobs 总就业岗位数 / 个 500 392 400 7 563.72 22 016.075

经济
GDHI 总家庭可支配收入 / 英镑 1 673 14 033 8 180.69 2 452.371

GDHI_ph 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 / 英镑 17 299 192 165 30 450.55 14 396.082

种族

White 白人种族居民数量 841 14 593 7 829.12 2 392.106

Mixed 混合种族居民数量 121 1 630 648.05 277.874

Asian 亚洲（含亚裔）种族居民数量 64 11 890 2 422.73 2 234.119

Black 非洲、加勒比（含非、加裔）种族居民数量 43 8 442 1 734.31 1 516.246

Other_Ethnic 其他种族居民数量 17 2 333 449.43 339.670

宗教

Buddhist 佛教众数量 11 640 131.19 79.889

Hindu 印度教众数量 19 6 644 659.99 927.800

Jewish 犹太教众数量 1 6 975 238.22 694.787

Muslim 穆斯林教众数量 29 7 916 1 620.04 1 452.823

Sikh 锡克教众数量 4 5 747 202.17 537.782

Other_Religion 其他教众数量 13 914 76.83 73.491

NoReligion 无宗教者数量 255 6 054 2 711.60 1 093.920

职业

Occupation1 经理、董事和高级主管数量 219 2 351 744.11 302.928

Occupation2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344 4 455 1 438.47 613.584

Occupation3 副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304 3 145 1 042.31 446.732

Occupation4 行政和秘书人员数量 270 1 416 747.24 207.319

Occupation5 技工人员数量 91 1 165 532.93 203.269

Occupation6 照护、休闲等服务人员数量 128 1 007 502.50 153.505

Occupation7 销售和客户服务人员数量 94 1 244 479.10 178.975

Occupation8 加工与器械操作人员数量 27 994 302.88 152.587

Occupation9 初级人员数量 100 1 579 614.38 309.882

学历

LN 无学历人员数量 295 3 942 1 843.36 671.045

L0 学徒培训学历人员数量 27 478 172.47 91.493

L1 1 级学历人员数量 221 2 243 1 124.85 397.749

L2 2 级学历人员数量 410 2 350 1 242.13 367.089

L3 3 级学历人员数量 462 2 997 1 097.51 285.912

L4 4 级学历人员数量 991 11 146 3 955.96 1 524.439

注：“描述”一栏中，无标注的单位为“人”。

（本文编辑：许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