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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强控与发展的平衡 
——空间规划央地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张佶  李亚洲  刘冠男  叶宸希
Zhang Ji, Li Yazhou, Liu Guannan, Ye Chenxi

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新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着力构建的背景下，学界和业界

对构建何种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和构想 [1-5] ；作为地市规划管理的工作重点，

地方空间规划的内容体系和重点问题也得到

不少关注 [6-7]。林坚和乔治洋从土地发展权的

角度，对央地的权力协调、统筹协作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分析 [8]。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

究仍偏重体系性的内容，侧重于对地方空间

规划编制内容的分析；从空间规划的空间治

理属性出发，研究如何将地方空间规划作为

地市的施政工具，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地方的

关系，使得中央对空间资源的管控得到满足

的同时助力地方谋求自身发展，则成为当前

地方空间规划研究中的短板。本文拟在讨论

空间规划央地协同治理内涵的基础上，分析

不同政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和区域在空

间规划央地协同治理方面的经验，特别选取

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城镇

开发边界和生态地区，以深入透视不同空间

规划体系下，央地政府如何通过中央集权和

地方分权，促使地区控制和开发的角力场达

到平衡状态，希望以此为我国地方空间规划

和治理提出方向性的建议。

1  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地区成为地方
空间规划中的央地博弈焦点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协调管理体系，空

间规划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平等的

协调，其最直接、最有效的实施手段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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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空间资源管治的直接手段，空间规划关注的一大重点即央地事权的平衡与共治，

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地区则成为平衡央地事权、集中体现央地“管控与发展”诉求的焦

点。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发展阶段、空间规划体系的巨大差异，不同国家央地平衡与共

治的前提、重点和举措各有不同。本文选取美国波特兰大都市区、荷兰兰斯塔德、英国

大伦敦地区为研究对象，探求在“地方主导”“央地协商共赢”“中央强控”这三种类型

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地区管控的主要做法。笔者认为，不管在中央

强控还是地方主导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央地双方都致力于通过“区域统筹”和“弹性机

制”等方式，在土地发展和规划事权上不断博弈，在中央强控与地方发展之间寻求最佳

平衡。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和生态地区保护，以及如何在保护中谋求地方发展提出建议。

Abstract: As a direct means of spati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major focus of spatial 
planning is the balance and co-governance of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his context, the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and ecological zones become the focal points for balancing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d focusing on the demands of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development stages, and planning 
systems, there are huge disparities in terms of the prerequisites, priorities, and measures for co-
governanc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aking Portland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USA, Randstad 
in the Netherlands, and Greater London in the UK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ood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 and ecological zones i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s respectively, which could be concluded as “local-led”, “moderated”, 
and “central-controlled” mod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in both central-controlled and local-
le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s,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committed 
to wrestling over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rough specific planning tools, such as “regional co-
ordination” and “flexible mechanism”, to find the best balance between the top-down strong 
regulation and bottom-up development demand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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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r China’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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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管制 [9]。空间管制本质上可被认为是土地发展权在空

间上的分配。不管在何种空间规划体系中，土地发展权的

分配始终是中央与地方博弈冲突的关键，也是地方空间规划

致力解决的问题 [10-12]。我国存在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一级

土地发展权隐含在上级政府对下级区域的建设许可中，二级

土地发展权隐含在政府对建设项目和用地的规划许可中。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态度倾向于严控，强调对生态地区的保护。1996 年开始，国

家出台了众多规章制度，以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开发行为，

两者进入“复杂博弈”阶段。1996—2010 年，国家共出台 14
项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对地方总体规划相关工作的约束，包

括《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总体规划审查

工作规则》等（图 1）；200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卫

星督查试点工作，对地方的生态用地、基本农田保护等进行

严格督查，范围涉及 27 个省（自治区）的 103 个城市；2017
年，住建部继续加大清查治理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的力度，

督察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所有城市，对一批严重损害公共

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违法情节严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典型

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与中央政府的强控相比，地方政府则一直在寻求更多的

发展空间，但这往往导致城镇开发边界的突破或对生态地区

的侵蚀。实际上，开发边界的确定确实是一大难题——边界

太小，易导致城市内过度开发或住房紧张等问题；边界太大，

又无法发挥其限制城市蔓延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不同层级政府将

对土地发展权再分配，规划编制本质上体现着央地协同治理

目标实现的过程。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的重点之一也是

在各个空间治理体系中实施放权，核心是减少地方政府“向

上协调”的成本，使得地方政府的“合治”行动主要在本级

政府展开 [13]。因此，央地协同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国家

自上而下管控资源要求的同时，实现地方自身的发展需求。

落实到空间上，央地协同治理的焦点则主要落在城镇开发边

界和生态地区上。开发边界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方针在地方

落实的具体体现，是地方政府实现精明管理、建设用地理性

增长的主要手段，其政策意图已经超出最初的设定，从早期

单纯地控制城市蔓延、保护耕地，转向兼有控制城市扩张、

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主动塑造美丽国土空间的综合作用 [14]。

而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在中央生态文明建设

的大战略方针下实现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成为一大问题，

也使得生态地区成为央地共治的另一焦点。

2  国际视角下的空间规划央地协同治理实践 ：三
个典型案例

关于国外城市增长边界（UGB: urban growth boundary）

和生态地区管控的研究已有很多 [15-17]，其中美国波特兰增长

边界、荷兰兰斯塔德绿心、英国大伦敦绿带，作为全球最早

被划定的增长边界、管控有效的区域大型绿地，在发展历程、

规划编制、组织管理等方面均是成功典范。同时这三个国家

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也具有代表性：美国是典型的联

邦制国家，空间规划维持高度的地方自治，中央政府或上级

政府的控制力度不强；英国的空间规划经历了从国家发展规

划引领到地方发展框架为主的转变 [18]，但上层规划的目标和

图 1  1996—2010 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约束地方总体规划的相关法规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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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仍对地方规划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而荷兰政权体系最根

本的特色就是引导性的集权管理和广泛的民主政治并行，国

家空间规划体系也反映了这一特征，强调横向与纵向的沟通

协商和共赢的原则 [19]。

反映在规划的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地区的管控上，三个

国家体现的央地关系特点尤为明显。美国以地方为主导，中

央或上级政府努力寻求对地方的统筹控制；英国的地方政府

在中央的强控下，且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增强对地区的弹

性管理；荷兰介于二者之间，搭建了多样化的央地协作平台，

以共同管理推动双赢。本文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试

图探讨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国家与地方在城镇开发边界和

生态地区的协同治理中采取了何种策略以兼顾中央与地方的

利益诉求，寻求管控与发展的平衡。

2.1  美国波特兰大都市区增长边界 ：地方拥有较大自主

弹性，州政府统筹管理

2.1.1  美国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州是联邦主体，具有很高的自治

地位和相对主权；州和中央政府均具有立法权，其中除了明

确授予国会立法管理的事务，其他事务都归属州法律管辖范

畴。与此类似，美国的规划管理权力也下移至州，以市、县

的地方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成果为主，其获批后成为法律文

件指导建设实施。

联邦政府虽然不直接对地方规划作内容约束，但仍然通

过财政政策和相关法案（如《住房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

案》）等，对州、市等地方规划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引导。

在州—县关系中承担相当于“中央”职能的州政府，在赋

权市、县之后也不会对下级放任不管，而是对州规划或区

域规划的编制（如《旧金山湾区 2040》）进行指导 [20]。总体

上，美国的空间规划仍以地方的高度自治为主，但上级政

府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表达自身的要求和对地方的控制。

2.1.2  波特兰增长边界管理中的央地关系

美国空间规划的央地关系在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中也有

所表现，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从 1970 年代起即进行城市增长

边界划定探索的俄勒冈州。在增长边界的划定管理中，联邦

中央政府并无相关的政策对其进行规定，主要由俄勒冈州政

府以法案形式，即参议院 1973 年通过的《第 100 号法案》

（Senate Bill 100）赋予 UGB 法定效力，明确各县、市政府

在总体规划和区划中划定 UGB 的职责，因此一定程度上州

政府承担了中央政府的作用（表 1）。
其中，俄勒冈州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边界划定较早，

管控效果较好。波特兰大都市区包括 24 个市和 3 个县的城

市部分，大都市区政府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事权，承担了

UGB 的规划编制、划定、管理和审批等主体职能。总体来说，

地方承担的作用较大。

2.1.3  地方主导的弹性管控 ：边界修订和多种调整机制并行，

适应地区发展

波特兰 UGB 从设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刚性的控制线。在

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UGB 的划定会根据不同的发展条件

和需要进行修订；除了较大的调整，规划修订还运用多样化

的弹性措施，对规划既定 UGB 进行调整，以应对城市开发

的不确定性和变化。

（1）UGB 规划修订

迄今波特兰 UGB 规划已经历三个阶段的修订。为了稳

定用地政策、保护农用地，该市在 1977 年首次划定了 UGB，

为增强规划弹性，此次 UGB 划定预留了 25% 的用地作为未

来发展用地，结果由于弹性过大导致无法有效控制城市低

效蔓延。第二阶段则采用了多情景模拟的方法来划定边界，

1994 年编制的《2040 年城市增长概念规划》（2040 Growth 

Concept）中讨论了不同增长情境下的发展模式，并糅合了

多个增长模式方案，最终调整了上版确定的 UGB 边界 [21]。

在第二阶段划定的基础上，第三阶段进一步明确了增长边界

未来可能扩张的重点战略方向，2008 年在增长边界外围划定

了城市储备地与乡村保留地作为新建项目优先选择地区，以

应对城市开发的不确定性。

（2）UGB 边界和规模的弹性调整

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拥有完善的调整机制，主要包括

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根据每六年一次的增长边界评估作出调

整；第二种是比较大面积的增长边界调整；第三种是小幅度

表 1  UGB划定中各级政府的事权关系

职责 俄勒冈州政府 波特兰大都市区 大都市区下辖县市

规划立法

通过《参议院第 100

号法案》确立 UGB

的法定效力

— —

UGB 划定

与规划编制

划定跨区域增长边

界

编制规定，划定增

长边界
—

规划审批

俄勒冈州土地保护

与发展委员会批准

UGB

区政府上报至州

土地保护与发展

委员会

—

规划调整 —

依据严格的法定

程序，区政府调

整并审批

—

规划落实 — —

将大都市区政府划

定、调整的 UGB 落

实到市、县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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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UGB弹性调整规则

要求 周期性调整
非周期性调整

大规模调整 小规模调整

审批机构 都市区理事会会议 都市区理事会会议 听证会

调整周期 六年 不定期 不定期

调整规模 不设上限，科学论证 超过 40 hm2 土地置换不超过 8 hm2，公共设施或者道路不超过 1 hm2

调整目标 维持城市增长边界的用地供应弹性 满足公共设施特殊需求 修整边界

的增长边界调整（表 2）。在 UGB 弹性调整的过程中，都市

区政府起到决定性作用——大规模调整主要由都市区理事会

审批，而小规模调整则需通过都会区政府主要执行官主持的

听证会同意。通过这三种途径，波特兰的城市增长边界每年

都在变化，自划定以来，已先后调整了 3 614 次，面积增加

了 113 km2。

UGB 的弹性调整并非适用于所有申请，如小规模调整

仅适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扩张，以及道路线位、

已出让用地的微小调整等。在保持弹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增长边界的权威性。

2.1.4  上级政府的管控努力 ：跨区域统筹边界及指标

俄勒冈州政府承担“中央”作用，除以法案形式赋予

UGB 法定效力外，还尝试以其他手段加强对增长边界的控

制，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跨区域增长边界的统筹划定。俄

勒冈的增长边界并不限定于单个行政区范围内，而是以城

市增长是否连绵为判别标准。若多个城镇呈连绵发展态势，

每个城镇的 UGB 需在上层规划中划定。以波特兰大都市区

为例，其增长边界的划定强调空间布局的完整性，范围已

超过其行政辖区（图 2），而突破行政区范围的地区将作为

今后城市化发展的优先考量区域。通过跨区域的边界划定，

州政府在最大力度保证地方自主权的基础上，仍能发挥市、

县利益协调部门的作用，统筹地方（尤其是边界地区）的

发展权。

2.2  荷兰兰斯塔德绿心 ：央地共建区域组织平台，达成

协商共赢

2.2.1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

荷兰的规划体系兼具政治制度分权和规划集权强控的特

点，注重空间协调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协商、

共赢原则也被历次规划所延续 [19]。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

化，荷兰空间规划中的央地关系仍有相应的变化或倾斜。与

注：红圈部分为超出行政边界的部分。

图 2  波特兰增长边界与行政边界对比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管辖范围与城市增
长边界对比示意图

波特兰大都市区

区位图

0   1    2         4        5 英里

位于大城市区管辖范围内，
但在城市增长边界外的区域

位于大城市区管辖范围外，
但在城市增长边界内的区域

同时位于大城市区管辖范围
和城市增长边界范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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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规划偏重中央意志的贯彻和延续不同，在欧元区经济发

展速度逐渐放缓后，荷兰的空间政策开始向自由市场发展导

向倾斜。尤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荷兰以政府开发为主

导进行了颠覆性的规划体系改革，不断弱化国家级结构性规

划的管制内容，放松对下级规划的约束，激发以市场为主体

的城市活力。

2.2.2  生态空间管理理念的转变：从“天然无损”到“开放综合”

兰斯塔德绿心是国际上公认的管控有效的巨型区域性公

共绿地的典型代表，其发展理念的演变和管控手段为央地协

调提供了较好的样本，印证了荷兰空间规划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互动和转变。

兰斯塔德地区是荷兰西部的城市集聚区，面积

11 000 km2，居住着荷兰约 40% 的人口（710 万人）①。在建

设开发集中的情况下，兰斯塔德地区仍然保存了 400 km2 的

“绿心”②（图 3）。

兰斯塔德于 1950 年代划定绿心之初就希望其天然无损，

因此自绿心概念提出以来，国家层面就通过国家结构性规

划和多项相关政策对其提出了保护策略。最初，荷兰政府

对绿心开展的“绝对保护”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以

求获得保留完整的区域公共开放空间；1960 年代后，在以

空间规划为导向的国土开发战略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先后

五次发布国家结构性规划，对兰斯塔德绿心实施保护，避

免其沦为短期利益的牺牲品，力图在区域内保留相对完整

的开敞空间 [15]。

但是面对地方增长的诉求，绿心已无法保持单一、封闭

的生态保育功能，政府对绿心的管控理念也经历了“严格保

护管控—引导向‘心外’疏散—有条件允许项目建设”三个

阶段。国家与地方在绿心保护上的理念经过长期磨合，已逐

渐达成共识，从坚持生态空间的天然无损、强管控、封闭单

一的功能，向开放的、综合功能的、提高绿地实际使用效率

的生态空间转变（表 3）。

2.2.3  生态空间管理中的央地协同共治措施

面对地方增长的诉求，“绿心”开始频频受到地方发展

的突破。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兰斯塔德地区搭建了面

向绿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区域协调框架，以此为载体协调央

地事权，以取得保护与开发的平衡。

（1）搭建央地共治的合作平台

荷兰第四次国家结构性规划将各城市的发展空间引导布

局在绿心之外，绿心内仍以保护为主，这与地方政府不断尝

试在绿心内招商的目标大相径庭，导致规划未能有效执行。

为此，荷兰政府于 2008 年开展地方政府空间规划体系改革，

建立中央与地方合作共赢的新机制。2008 年后，荷兰空间规

① 详见维基百科词条 Randstad，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ndstad。
② 详见维基百科词条 Groene Hart，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oene_Hart。

图 3  “绿心”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oene_Hart绘制

表 3  绿心保护历程

时间 绿心保护情况 国家层面保护 地方层面保护

1950 年代 绿心空间相对完整 提出绿心概念 —

1960 年代
人口增长、城市空间扩张，威胁绿心的完

整性

第一次、第二次国家结构性规划发布，提出疏散的理

念，引导人口向低密度地区疏散

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发展对空间的需求增加

1970 年代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穿越绿心 第三次国家结构性规划发布，以具体的规划开发替代

引导策略，提出 14 个城镇开发作为增长中心

绿心内的人口不断增加，绿心居民改善居住环

境的诉求强烈，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1980 年代
逐渐放弃了绿心天然无损的理想 第四次国家结构性规划发布，将居住中心项目布置在

绿心外，引导区域人口在其他地区集聚

绿心内的小城镇不断招商引资，吸引外来居民

1990 年代

无序的建设在引导中得到控制 第五次国家结构性规划发布，允许在绿心开展建设经

济效益较高的项目（旅游、生态）、重大基础设施（跨

区域的轨道交通），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地方经济发展诉求强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 [23-27]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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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由之前“国家—省—市”的逐级战略落实框架，转变为各

级政府平行构建的各自结构展望，并将各级政府利益整合为

一个规划框架。

在此规划框架下，荷兰开始成立区域性协调机构。经

过多次探索，目前由国家相关部委、省政府、环绕绿心的主

要城市及其市政部门的代表共同参与，建立了“绿心平台”

（Greenheart Platform）。在这一平台上，各省、市政策制定

者作为代表，共同参与协调并进行决策，有效发挥统一管理

的作用。

（2）平衡管控与开发，允许开发兼容度高的政府性项目

在区域合作平台的协调下，兰斯塔德绿心逐步由单一、

封闭功能转向开放、多元价值。政府始终严格控制绿心内的

商业和居住开发，但是开始逐渐鼓励在绿心内发展与生态保

护兼容的旅游、休闲服务业，甚至允许有条件地建设具有区

域重要性或高经济效益的政府项目。例如：荷兰政府于 1998
年建设了穿越绿心的高铁项目，但为了保护绿心的景观生态

价值，减少该项目对绿心的不良影响，穿越绿心部分采取了

下穿隧道的方式，保全了绿心的完整性。

（3）保证中央政府一定的统筹和刚性控制力度

虽然绿心功能已经越来越转向多元价值，允许建设多类

型项目，但中央政府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绿心地区

进行刚性控制：一是通过法律保障绿心的完整性，如国家

通过援引已有相关法律条文、编制国家结构性规划等国家

级政策，保护绿心不受侵蚀；二是出台一系列相应的政策

文件保护重点地区（如自然文化景观价值地区），进一步提

高绿心特殊的自然景观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三是后期即

使允许在绿心内进行建设，也需要对建设进行严格的论证

审核。

2.3  英国大伦敦绿带 ：中央刚性强控为主，地方寻求适

度弹性

2.3.1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

英国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发源地之一，其规划起源于工业

革命后政府对城市环境、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的公共干预。

二战后随着城市重建的需要，英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开始趋向

集权，国家层面的规划控制权增强，规划管理中的纵向集权

由此开端。尤其是 1940 年代—1960 年代，英国空间规划以

严格的开发管控为特征 [18,28]。但随着时代变化，1991 年英国

颁布《规划与赔偿法》（Planning and Compensation Act），取

消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法定规划的审批权，英国进入规划分权

时代。从 1970 年代—1990 年代开发管控略有放松的土地利

用规划，到 21 世纪多目标导向的空间规划阶段，英国地方

政府的权力逐步得到强化 [29]。

2.3.2  “大伦敦绿带”的规划管理 ：反映中央的强控意志

“绿带政策”是英国城市规划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规划体系中中央政府的强力意

志。经过多年调整，现大伦敦绿带宽度约 35 km，绿带覆盖

面积达 5 140 km2 ；绿带涉及大伦敦市及其周边的 7 个郡县， 

约 1.7 万 km2 土地面积 [30]（图 4）。
大伦敦绿带边界由区域政府和郡县政府共同划定：大伦

敦区域政府在结构性规划中对边界进行统筹划示，下一层

级的郡县政府编制的地方规划落实相应的管控要求，并划

定其具体边界。在绿带的日常监管上，中央政府负责区域

绿带的政策制定和边界的监督审查，并对绿带实行严格的

保护制度。

绿带边界在建立后很少经历大规模变动，绿带法规的刚

性管控内容以及社会各界对绿带的保护共识均决定了绿带边

界的长期稳定性。英国国家层面的规划纲领性文件《国家规

划政策框架》（NPPF）将绿带定义为“具有长久稳定性的开

敞国土空间”。依据国家规划法规，绿带一旦建立，其边界

变更的权力很大程度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中央政府可通过

抽审的方式驳回地方对绿带的开发审批，甚至裁定地方绿带

边界变更是否具有法定效力。据统计，1997—2000 年，全

英格兰绿带中平均每年只有 10 km2 的未开发土地转变为开

发建设用地，仅占绿带总面积的 0.06%；同时，绿带开发建

设者因不服地方规划限制而上诉到中央政府的案件，约 2/3
（65%）被驳回 [31]。

2.3.3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弹性举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地方经济普遍陷入低迷状态，

加之大伦敦地区住房用地供应不足，区域发展廊道的用地需

图 4  大伦敦地区绿带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30]绘制

Inner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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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日益增加，在这一形势下，为了积极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

满足日益增长的地方建设需求，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对地方放

权。中央对绿带的刚性管控策略逐渐转变为刚弹管控结合，

以多种方式合理引导绿带开发；地方政府则探索了多种弹性

举措，在保持绿带长期稳定的框架下，努力为本地发展寻求

空间。

（1）方式一：划定弹性地区，空间上留有调整余地

弹性地区是在绿带和建成区之间划定的储备性地区，在

保证其近期不被开发的前提下，下一轮总体规划评估可依据

未来形势对其作出灵活调整（图 5）。弹性地区政策虽然类似

绿带，但其实是平行于绿带政策的一种弹性管控手段，两者

法定地位、政策目的、调整机制有所不同但互为补充。绿带

受到国家法规的严格保护，论证调整难度较大；而弹性化的

地区政策是央地关系协调下地方层面的创新，在保持城镇边

缘乡村特性的同时，为城市未来战略性增长储备空间，且较

易通过规划评估。

（2）方式二：给予地方自主裁量权，部分地区可自主核

发规划许可

根据英国依个案审理的规划管理特点，只要满足必要性

论证要求，地方政府就可以核发绿带内的规划许可，中央

仅保留抽审的权利。一是在满足“特定情况”下，地方可

以在不修改绿带规划的前提下审批通过绿带内的规划许可，

该种“特定情况”并不加以详细定义，因此地方政府以碎片

化、渐进式的方式审批通过了绿带内的诸多项目。二是规

划许可通常允许绿带内存在农林矿业、绿色能源项目、交

通基础设施、户外游憩项目、公墓、社会住房、村镇存量

更新等不损害绿带开敞特性的相容性开发，以绿色开发代

替单纯保护。

（3）方式三：建立区域合作机制，适当转移建设任务

指标

为了满足重要的区域性战略廊道的发展需求，大伦敦市

政府与周边郡县政府成立了合作发展联盟，共同制定区域交

通基础设施规划，协商布局沿线的重点发展地区，并通过调

整相关绿带形态来契合未来廊道的建设；同时还规定相邻地

方政府有义务就跨境事务进行协调，地方有建设用地供给困

难时可转移一部分住房建设指标到相邻政府。

3  小结与讨论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具有明显的中央集权色彩，在具体的

管理手段上，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在行政权力

上收与下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间歇性交替模式间转变，

往往陷入收权后的“运动型”治理和放权后的“地方政府竞

争”的恶循环。归其原因，不管是“集权制”还是“地方主

义”，都是中央统一决策这一“泛化”治理下“央主地从”

政治体制的体现，并未真正形成“分权—合作制”下的“央

地共治”[33]。在边界和生态地区的管理上，则表现为中央的

“严防死守”（中央政府的卫星督查等）和地方的“见缝插

针”（地方想尽办法凑足保护用地规模）。如何打通二者之间

的权力边界，在规划权的分配中达到二者博弈的平衡，上述

三个典型案例给出了不同的合作方案与对策。三个城市的共

性在于：均能在其空间规划体系下寻求中央强控和地方发展

的平衡点，而由于其政体、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同城市也选

择了区域统筹、搭建合作平台、适当放开弹性空间等差异化

的手段。以上经验可为我国当前同类地区的规划管理提供一

定的借鉴。

3.1  央地协同治理的关键 ：就边界建立统一共识
根据中央政府控制力度和地方自主性的不同，央地协

同治理的实质是政府间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其核心

是利益 [34]。城市治理中的权利配置，不仅仅是政府向市场

放权，更重要的是在纵向上通过合理划分层级来界定政府

之间的权力，实现政府层级体系中的多中心治理。而央地

权力边界的明确则是改善府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如何在推

动地方分权、增强地方竞争力的同时加强中央调控能力，

以约束地方恶性竞争，是协调央地关系、促成央地共治的

关键所在 [35]。

国外城市在划定增长边界或生态绿地空间之初，大多抱

有保持单一无损的生态功能或者生态边界永久不变的美好愿

景，代表了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保护与管控理念。但在实际

注：  大伦敦绿带长期稳定，用以限制城市无序蔓延；而地方绿楔可灵

活调整，用以保持城镇环境的乡村特色。

图 5  哈罗新城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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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总是需要不断平衡协调生态边界与地方发展诉求，

单一生态功能和永久边界均难以保持。因此，各国纷纷转变

管控思维，从功能单一、边界永久的强管控思维转变为功能

多元、边界稳定的引导型管控思维。

事实上，城市边界和生态地区从来都不是为了划定而划

定，也并非为了永久而永久，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进而“让生活更美好”。永久不变的开发边界或单

一无损的生态保育地区无法真正实现。边界的“永久性”应

体现在其作为城市开敞空间和生态保护的功能性，以及划定

后的法律权威性上，但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保证其基本

功能的前提下，给予边界适当的弹性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

3.2  央地协同治理的手段 ：区域协调和弹性调整机制
与我国相似，国外城市增长边界或生态绿地空间的保护

控制也强调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权威地位，通过法律授权、政

府的强力督察和不定期抽审实现对上级地位的保障，同时在

边界和规模上保证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用地的相对稳定。中

央在强管控的大基调下，经过多年的上下博弈，也赋予了地

方多途径的弹性自主空间。最终，央地逐步在保护和发展问

题上达成一致，形成了良好的共治机制。央地协同治理的手

段包括以下三点。

3.2.1  设立区域协调机制，区域层面共同划定开发边界或生态

地区，统筹安排用地指标

我国城市一直都有城市内建设用地指标平移的实践做

法，以此协调多规，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但是区域内不同城

市之间的指标转移在实践上仍存在较多问题 [36-37]。上述三个

案例在区域层面的协调规划、管理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

经验。

一是设立区域协调机构。由国家、省、市政府和企业、

公众共同参与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

以区域组织为平台的多元参与制度。波特兰大都市区本身即

跨越了多个县市，地方性政府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且具有自治

章程和管理部门；兰斯塔德绿心平台由中央政府以及涉及的

70 多个行政区（省、市等）代表共同组成，通过共同协商决

策，负责绿心地区的管理；大伦敦绿带相关的地方政府间也

多有住房建设指标转移等合作机制。

二是在区域层面共同划定城市边界或生态地区。边界的

共同划定意味着建设用地指标的统筹安排，通过这种方法实

现区域内重点地区的优先发展。波特兰大都市区依据城市连

绵区而非行政辖区范围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大伦敦绿带涉及

大伦敦市及其周边七个郡县，允许跨行政辖区协商调整绿地

形态边界，以契合未来重要区域性发展廊道的建设。

3.2.2  设定弹性调整机制，一定条件下规模可调

上述三个案例在增长边界或生态地区管理上，均设置了

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机制。如波特兰大都市区每六年一次的

周期性评估，以及小规模地块的不定期调整；大伦敦绿带五

年一次的地方总体规划评估。调整规模的决定权、调整变更

的审批权部分归属中央政府，但仍由地方主导，并被纳入当

地的空间规划或法规体系，成为增长边界或生态地区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

3.2.3  既定规模下的“边界可调、功能可调”

在边界规模不变的条件下，边界范围和功能还可以进行

适度调整。如大伦敦绿带内部以“增减挂钩”为原则，在保

证绿带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置换腾挪对其边界进行调整，

从而保证用地更为合理。功能上，兰斯塔德绿心和大伦敦绿

带都逐步由单一、封闭功能转向开放、多元价值。地方政府

以正面清单的方式进行项目开发，只要项目满足必要性论证

要求，地方政府就有权核发规划许可，中央则保留抽审的权

力，以保障央地双方诉求的平衡。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审稿专家的严谨审查及建设性意见，对本文的完成及

深化提升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 .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变迁与重构 [J]. 自然
资源学报 , 2019(10): 2040-2050.

[2] 武廷海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城市规划初论 [J]. 城市规划 , 2019(8): 
9-17.

[3] 赵民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逻辑及运作策略探讨 [J]. 城市规划学
刊 , 2019(4): 8-15.

[4] 郝庆 . 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思考 [J]. 地理研究 , 
2018(10): 1938-1946.

[5] 赵广英 , 李晨 . 基于立法视角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思路研究 [J]. 城市规
划学刊 , 2018(5): 37-45.

[6] 沈洁 , 李娜 , 郑晓华 . 南京实践：从“多规合一”到市级空间规划体

系 [J]. 规划师 , 2018(10): 119-123.
[7] 张媛明 . 市—区府际事权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思考 [J]. 现代城市

研究 , 2019(12): 47-53.
[8] 林坚 , 乔治洋 . 博弈论视角下市县级“多规合一”研究 [J]. 中国土地科

学 , 2017, 31(5): 12-19.
[9] 林坚 , 许超诣 . 土地发展权、空间管制与规划协同 [J]. 城市规划 , 

2014(1): 26-34.
[10] 宣晓伟 .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

角 [J]. 区域经济评论 , 2019(2): 15-31.
[11] 袁奇峰 , 谭诗敏 , 李刚 , 等 . 空间规划：为何？何为？何去？ [J]. 规划师 , 

2018(7): 11-17, 25.
[12] 林坚 , 赵晔 .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兼论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 [J]. 2019(9): 20-23.
[13] 桑劲 , 董金柱 . “多规合一”导向的空间治理制度演进——理论、观察



90  2021 Vol.36, No.4

规划研究 

与展望 [J]. 城市规划 , 2018(4): 18-23.
[14] 张兵 , 林永新 , 刘宛 , 等 . 城镇开发边界与国家空间治理——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的思想基础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8(4): 16-23.
[15] 张衔春 , 龙迪 , 边防 . 兰斯塔德“绿心”保护：区域协调建构与空间

规划创新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5(5): 57-65.
[16] 袁琳 . 荷兰兰斯塔德“绿心战略”60 年发展中的争论与共识——兼论

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5(6): 50-56.
[17] 文萍 , 吕斌 , 赵鹏军 . 国外大城市绿带规划与实施效果——以伦敦、

东京、首尔为例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5( 增刊 1): 57-63.
[18] 周姝天 , 翟国方 , 施益军 . 英国空间规划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国

际城市规划 , 2017(4): 82-89. DOI: 10.22217/upi.2016.520.
[19] 周静 , 沈迟 .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及启示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7(3): 113-121. DOI: 10.22217/upi.2016.345.
[20] 蔡玉梅 , 高延利 , 张建平 , 等 . 美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及启示 [J]. 规

划师 , 2017(2): 28-34.
[21] Metro. Concepts for growth: report to council[R]. Portland: Metro 

Collection, 1994.
[22] Metro. 2040 growth concept[EB/OL]. (2014-12-19)[2020-06-26]. http://www.

oregonmetro.gov/2040-growth-concept.
[23]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Spatial Planning. First memorandum on spatial 

planning[R]. 1960.
[24]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Spatial Planning. Second memorandum on spatial 

planning[R]. 1966.
[25]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Spatial Planning. Third memorandum on spatial 

planning[R]. 1974.
[26]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Fourth 

memorandum on spatial planning[R]. 1988.
[27]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Fifth 

memorandum on spatial planning: making space, sharing space[R]. 2001.
[28] 张书海 , 王小羽 . 空间规划职能组织与权责分配——日本、英国、

荷兰的经验借鉴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0(3): 71-76. DOI: 10.19830/
j.upi.2018.323.

[29] 严雅琦 , 田莉 , 范晨璟 . 城乡边缘区的开发与保护：英国空间规划的

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J]. 上海城市规划 , 2019(8): 91-97.
[30] MACE A, BLANC F, GORDON I R, et al. A 21st century metropolitan 

green belt[R].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16.
[31] 贾俊 , 高晶 . 英国绿带政策的起源、发展和挑战 [J]. 中国园林 , 2005(3): 

69-72.
[32] Harlow Council. Harlow local development plan: green wedge review[R]. 

2014.
[33] 荀春兵 , 李荣 , 韩永超 , 等．“央地关系”改革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构建思考 [J]. 规划师 , 2020(10): 58-63.
[34] 边晓慧 , 张成福 . 府际关系与国家治理：功能、模型与改革思路 [J]. 中

国行政管理 , 2016(5): 14-18.
[35] 杨馥源 , 陈剩勇 , 张丙宣 . 城市政府改革与城市治理：发达国家的经

验与启示 [J]. 浙江社会科学 , 2010(8): 19-23, 126.
[36] 吴巍 . 跨区域的土地指标交易及风险分析——以鄂州市为例 [D]. 武汉 : 

华中农业大学 , 2016.
[37] 李新仓 , 阎其华 . 土地开发权转移框架下我国建设用地指标行政配置

的法律规制 [J]. 广东社会科学 , 2018(5): 229-236.

（本文编辑：顾春雪）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