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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西欧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的多元探索

唐燕  范利
Tang Yan, Fan Li

在城市更新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关键任务和必由之路

后，学习和借鉴相关国际经验的诉求变得空前强烈。尽管将一个

国家的做法移植到另一个国家需要谨慎的甄别和深入的在地化思

考，但向我们一贯关注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取经”的期望

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突出。事实上，我国对城市更新相关国

际经验和具体案例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当前需求主要因我

国城市更新实践推进中的规则困境而引发，其关注点更多聚焦在

政策引导、更新运作和体制机制等领域上。与此顺应，文章以西

欧城市更新为对象，在概述二战后西欧城市更新开展动态的基础

上揭示西欧城市更新的主要特征和挑战，并聚焦本期专辑介绍的

德国城市更新的公共资助体系、荷兰城市更新的政策转型影响、

卢森堡城市更新的内外部关系以及瑞士城市更新的非正式规划路

径，从不同视角“窥豹一斑”地探讨西欧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供

给的多元路径①。

1  二战后西欧城市更新的发展动态与核心特征

1.1  经济大跃进后城市问题的涌现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经历了较长时段的经济蓬勃发展，创造和

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不仅让政府因丰厚的税收而具有更强的改善

公共服务和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也让社会个体能够获得更好的

工作岗位、享有更好的住宅和进行更多的消费，私人企业则在这

个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和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张。然而，1970 年

代的油价上涨、经济衰退、局部战争和民主意识上涨，打断了这

一看似没有代价的持续增长时代 [1] ：在经历了城市建设的大跃进

后，欧洲许多老旧城市地区开始面临经济基础的彻底重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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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更新成为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关键任务和必由之

路，因此学习和借鉴相关国际经验的意愿和诉求在当前空前强

烈。以西欧城市更新为研究对象，文章首先概述了二战后西欧城

市更新开展的基本动态，进而剖析了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供给的

重要意义及其在欧洲各国呈现出的多元化状态，最后聚焦德国城

市更新的公共资助体系、荷兰城市更新的政策转型影响、卢森堡

城市更新的内外部关系以及瑞士城市更新的非正式规划路径，窥

豹一斑地探讨了西欧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建设的策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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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工业如采矿业、炼钢业、纺织业在这一时期受到严重冲击，德国鲁尔区主要就是在 1970 年代开始进行工业转型。

工业的衰落或消失在城市中留下一片片棕地等待更新① ；逐

步老化的市政基础设施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来加以升级；经

济竞争和城镇化造成的环境问题亟待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应

对；住房问题和社会隔离始终存在而没能得以有效解决 ；城

市贫困和社区破裂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如关系疏远、种族紧张、犯罪涌现、婚姻破裂和精神疾病等。

与此同时，失业率的急剧上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资本生

产成本的加剧、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倒闭、人口下降和老龄化、

社会隔离等冲击，造成了国家和地方的政府财政压力以及公

共支出和公共服务的削减 [1]。

1.2  尊重现状的城市更新成为关键领域
针对欧洲城市面临的这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

会、空间和环境问题，以尊重现状为主的城市更新成为解决

困境的重要公共政策手段。1950 年代的战后重建主要是为

了解决住房紧张问题。德国是当时住房短缺最为严重的国家

之一，在 1936—1945 年间损失了大约 550 万套住宅，导致

每套住宅的平均居住人数从 1936 年的 3.6 人上升到了 1945
年的 6 人 [2]。然而，以大拆大建为特征的改造行动在许多地

区造成了负面影响 ：原有居民被排挤、小型有活力的商业

空间被毁坏、市民熟悉的周围环境和地标不断消失等。因此 

以简·雅克布于 1961 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

代表，人们在 1960 年代开始逐步反思现代主义导向下的建

筑与规划做法，追求更加人性化和更加有机的城市更新。英

国政府意识到拆除贫民窟及老旧住宅的成本越来越高，高楼

大厦并非最佳选择，并开始摈弃大规模拆除老旧住宅的做法，

代之以既有房屋改造及社区有机更新 [3]。同样在荷兰，由于

拆除老旧住区的资金不足和居民抗议，大规模拆除模式亦不

得不被放弃 [4]。

对历史遗产价值的关注也促进了城市更新这种思想与模

式的转变。1964 年发布的《威尼斯宪章》作为国际公认的

文物保护准则，呼吁对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进行积极的保护

和维修。1975 年的“欧洲历史遗产年”活动更是对整个欧

洲的城市发展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随着城市更新过

程越来越注重公共参与，需要耗费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高。

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外来移民较多的国家，来自前殖民地

的大量移民引发部分社会冲突，促使城市更新政策不得不更

加谨慎小心地处理“人”的问题。英国 1968 年推出的“都

市计划”（urban programme）即为应对社会冲突而实施的城

市行动方案，也被认为是英国城市更新政策的转折点 [5]。此

外，城市更新对城市交通的发展模式也进行了反思。随着环

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机动车成本的提高，大力增加车行道和

停车场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更加多样化的交通发展

策略被积极采用。

由此，1970 年代成为新思潮下的西欧城市更新制度奠

基时代，亦是从二战后大规模新城建设发展到重视既有城

区更新的转型时代。城市更新的政策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兴

起，成为城市更新实践开展的重要机制保障。政策发布上以

英国 1969 年颁布的《住房法》（Housing Act）为标志；荷兰

和德国紧随其后分别制定了旧城区房屋改造的相关措施 [6-7] ； 

法国也在 1970 年代颁布了名为“实施计划”（opérations 

programmée）的促进微更新项目的相关法律规定 [1]。

1.3  西欧城市更新的核心特征
综上所述，虽然城市更新是已有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的

组成内容，而非全新的工作领域，但近几十年的西欧城市更

新与过去有所不同，不再是简单的清除贫民窟或建设更多马

路与住宅，而是展现出了更多差异化的特征。

首先，西欧国家在变化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建成

区中的城市衰退和破败问题亟需解决，而仅仅依靠传统的拆

除重建并非切实合理的应对方案，尤其是人们对经济快速增

长付出的环境和空间代价日趋关注并转向支持可持续发展。

单纯的“拆旧建新”并不能必然解决城市涌现的各种社会经

济问题，对历史环境和既有建筑的保护利用成为诸多欧洲国

家和地区城市更新的重要关注点，如 1970 年代中期，德国

全国上下公开达成了对建筑遗产和历史风貌延续性加以保护

的共识 [8]。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指出“可持续发

展”是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发展的需

要”。1992 年，国际社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讨论实施可持续

发展的具体方法，通过了《21 世纪议程》这项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层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欧洲委员会在

1990 年出台的《城市环境绿皮书》指出，保护和改善现有城

区有助于全球环境保护，尤其是“强调高密度紧凑发展、土

地混合利用，减小对小汽车的依赖、发展公共交通，保护城

乡遗产，重新利用废弃地和建筑”等措施 [9]。这一文件为欧

洲此后的城市更新方向奠定了基石 [3]。

其次，“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管理是

推进城市更新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在越来越多地区

关注“多中心”均衡、简政放权和权力“分散”的欧洲，自

上而下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许多国家涌现，并逐步被纳入各国

的政策体系之中而得以制度化。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欧洲

国家实行土地私有，但在福利国家思想和法制体系的保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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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依然能够通过直接投资及法律规定等来对私有财产进行

有力的公共干预。例如：高税收制使得一些西欧国家拥有相

对强劲的财政实力对城市更新进行补贴，国家也可依法介入

私有财产领域来推行必要的强制性更新。

再次，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近半个世纪来欧洲

各国形成的城市更新计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共部门对

地方城市建设事务的干预有所减弱，私营企业的话语权逐渐增

强。21 世纪初，西欧城市更新参与的主体和融资途径出现分

化趋势。投机性房地产市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公共预算的高

负债率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投资疲软，使得为城市更新调动

新的财政资源在整个欧洲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更新仍然被

视为公共事务，但它不应再仅仅依赖国家，而是需要吸纳更

多的公共和私人资源。城市更新的调整方向之一是通过政策

和制度建设推进“非政府化”，即让市场和民间社会的行为者

参与到更新措施的构思、实施和监督中来。公共企业私有化

而产生的一些机构也成为城市更新重要的资金和行动参与者。

虽然市场力对城市更新的左右日趋强烈，但欧洲城市更

新的基本理念并未变动，各国的具体措施及实施路径在半个

世纪的实践中已经日趋成熟，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行动基本

成为普遍共识。欧洲各国及其城市纷纷认识到对建成环境的

改善与维护是一项长期且需坚持不懈的常态化工作，城市的

外部蔓延应当加以抑制，而既有城区的内部更新应当成为城

市建设采用的优先策略，以实现更加集约合理的土地利用——

与这种“紧凑城市”发展思路相匹配的是欧洲国家对于公共

交通建设的重视，这同小汽车主导的诸多美国城市有所差异。

2  西欧城市更新的主要挑战与机制应对

城市更新处置的是已建成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议题，是旨

在让经济失去活力的地方重新振兴，让用途衰退或受阻的场

所恢复功能，让排斥性区域重塑社会包容，以及让受损的生

态环境得以修复、建成空间品质得以综合提升的建设行为。

21 世纪初以来，西欧国家城市更新面临新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丰富的政策与制度供给来积极应对和处

理这些挑战。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不断重新审

视其城市政策，通过完善或出台新的城市更新法律法规等来

保障更新实践的落地。

2.1  城市更新的资金来源
城市更新实践离不开资金保障，涉及政府公共资金支持、

市场资本投入和居民出资等不同来源 [10]。在很多情况下，欧

洲的城市更新不只是为了改变某一项目所在地点的衰败状

态，而是要借由持续的努力来转变城市的整体形象、实现城

市战略地位与经济水平等的稳步提升 [11]。西欧国家除了主要

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城市更新外，国家通过公共资金支持保

障城市更新的项目开展和目标达成也成为广泛的行动。尽管

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危机反复发生，包括新冠疫情等，但在许

多欧洲国家，城市更新仍然是政府资助的重要领域。在法国，

“国家城市更新计划”（Programme National de Rénovation 

Urbaine）得到了社会经济促进住房联盟（Union d’Economie 

Sociale pour le Logement）的高度支持，该联盟从 1950 年代

以来负责征收房产税。仅在 2011 年，法国有高达 6.15 亿欧

元的房产税收被分配给国家城市更新计划 [12]。法国一些市镇

非常小，它们的市镇间协会和公共执行机构经常在城市更新

中扮演起开发机构的重要角色，国家代表在指导委员会的监

督下也会参与其中 [13]。由于良好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开发

机构可以在短时间内实施大型城市发展和改造项目，但它们

的有效性取决于各层级政府之间的良好协议①。意大利则在

2008 年引入了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基金系统，由国家控制的

意大利国有银行（CDP: 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管理②。除

CDP 向该基金捐款 10 亿欧元、意大利政府捐款 1.4 亿欧元外，

意大利五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将基金总资产增加到

了 20 亿欧元 [14]。这项国家基金与地区投资基金相连通，意

大利各地区和各城市政府、银行基金会、私营部门投资者等

均可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利用该基金的收益来投资当地的城

市更新和提高城市密度的建设项目 [15]。这些融资做法对法国

和意大利等国的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其依赖于政府对储蓄存

款和国有企业储备的控制。

2.2  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博弈
传统上，政府的政策干预及资金补贴是西欧国家城市

更新的重要基础。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将市场经济带向了一

个极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渐减弱。反映在城市更新

实践中，私人投资部门的话语权增强，政府对居民利益的保

护日渐式微。2008 年金融危机再度暴露了市场经济的弊端，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曾经大力呼吁终结市场垄断以及加强政

府干预 [16]，但这并未导致相关政策的彻底转向，或者折回新

自由主义之前的政府强干预时代。在很多国家，偏向政府干

预和偏向自由经济的不同政党处于长期的博弈中，从而将国

家对城市更新的干预和支持力度维持在一种动态平衡中。

总体上，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使得曾经在城市更新中步调

① 市长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公民的参与则往往有限。

② 意大利国有银行管理着意大利大部分的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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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西欧国家迈出了不同的步伐。西欧各国的政府干预有所

减弱，但程度有所不同。英国在撒切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推

行新自由主义，期望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经济发展，减弱政府

干预并对破产的企业少有救助。因此在城市更新领域，英国发

生了大量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荷兰的城市更新也

受到较大冲击，新政策更多支持倚靠市场力量来实施城市更新。

德国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包括各州政府、社会民主党、

绿党、工会运动和福利组织等，而没有追随这一策略 [17]，因

此迄今为止德国城市更新的政府干预依然较为明显。在偏向自

由经济的自由民主党于 2011 年参与执政后，德国曾经有过取

消城市更新国家补贴的议案，以便让德国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场

经济，但这一政治构想在不同政治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并未实现。

同样在法国，中央权力在下放的同时，城市更新依然保持了较

强的国家财政资助和政策干预力度。

2.3  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的平衡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地方政府逐步取代国

家在经济活动中起到更加主导的作用，带来“地域化”的经济

及城市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由此被重新调整，国家权力也在不

同程度上退出了地方城市事务 [18]。然而，在国家对地方影响

削弱的同时，全球组织、区域组织或者其他非官方力量，如联

合国、欧盟、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在地方城市事

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国家政策更具影

响力。如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较西北欧国家普遍薄

弱，但在并入欧盟后，欧盟资金使得南欧和东欧国家能有更多

的机会进行城市更新和文物保护，如西班牙和匈牙利 [19]。通

过资金带动项目，欧盟比起这些国家政府来，更加能够影响地

方事务的开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城市更新与城市

发展并非仅仅是城市内部事务，也可能具有强烈的外延性和外

部关联性。例如卢森堡和瑞士尽管疆土较小，但却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家，其首都卢森堡市和苏黎世是全球金融中心，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如柏林、维也纳等周边首都城市。

但全球化和地域化的发展趋势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随

着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许多欧洲国家或者重新

思考和再度审视其城市政策，或者进行了实质性的“去全球

化”改革，在流行病的迫使下加强国家社会干预。在此背景

下，“地方化”和“区域化”似乎成为未来发展趋势，而不

再是一度被认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重振内城及其周边

区域也成为欧洲城市更新的政策重点。

2.4  多元化的非正式规划日益增强
21 世纪初，非正式规划逐渐在欧洲规划界兴起，成为

与传统规划有所区别的新探索。西欧国家是世界上现代规划

学科及实践发展较早的国家。德国在 20 世纪初成为世界上

首先对城市开展功能区划的国家，其理论被引入英国并进一

步传到纽约，促进了美国区划的形成。与过去自上而下的规

划模式相比，非正式规划因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在某些规划

领域独具优势，例如针对比总体规划更大的空间范围开展的

远景规划以及聚焦小尺度的具体城市更新等。在城市更新领

域，非正式规划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自下而上地将利益相关者

组织起来，通过共建共治达到有效实施地块更新的目的。

城市更新的规划与传统规划方式不同，需要“量身定制”，

这也成为非正式规划介入的长处所在。在非正式规划中，规划

专家往往来自外部，而不是当地部门；非正式规划结束后，其

成果可以纳入地方规划体系中得以正式化，成为地方规划的一

部分。非正式规划的兴起同时回应了城市更新从单一主体到多

元主体的转变趋势：尽管地方市民在城市更新中受到的保护逐

渐变弱，但他们有着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力，会在与他们自身利

益紧密相关的城市更新中强烈发声。因此，市民社会是城市更

新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非正式规划能够有效地纳入地方

市民代表，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方面效果显著。

3  西欧四国的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探索

城市更新是空间焕新契机，也是问题处理和挑战应对行

动，这在中国或欧洲均是如此。在欧洲，城市更新并不存在

通用的“欧洲模式”。欧洲的国家及民族文化具有明显的地

区多样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更新政策和制度建设在一定共

性的基础上表现出诸多不同。欧洲各国存在的这种较强的内

部差异性并不让人意外，例如小国瑞士和大国德国的发展程

度和发展路径各有千秋，不同学者对其看法和评价亦存有差

异：对于瑞士人来说，德国的公共交通因不准时而表现糟糕，

但对美国人来说，德国的公共交通则非常优秀。但不管国家

差异如何，在欧洲能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 ：无论历史城区还

是一般街区，有名的旅游城市或不知名的小镇及乡村，私人

产业还是公共物业，欧洲的建成环境基本都得到了较好的翻

新及维护，城市更新在全国各地开展的程度和水平较为均衡，

片区差距相对较弱。

无论是提高中心区活力、再开发弃置地，还是盘活旧工

业区、重建城市码头、改善住房条件等，欧洲城市更新项目

的规模可能各不相同，涉及私人或公共土地以及政府、居民、

企业、租客等不同主体。城市更新项目运作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在逐步加剧，这使得欧洲国家城市更新政策和制度的供给

在层级、规模和复杂度上亦在提升。本专辑收录的德国、荷

兰、卢森堡、瑞士的城市更新政策或制度探索提供了多元化

的视角，来揭示西欧城市更新的政策做法和实践进展。德国

制度展示了国家公共资金引导城市更新的重要性；荷兰的政



13 2022 Vol.37, No.1国际城市规划

唐燕  范利    西欧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的多元探索

策演进揭示了来自新自主义的冲击影响；卢森堡表征了一个

欧洲小国应如何与周边国家进行联动，以实现外联性的城市

发展和更新行动；瑞士则提出了非正式的更新规划方法与战

略确定路径。这些探索立足的国情和背景有所差异，但覆盖

了我国城市更新当前关注度极高的资金来源、政策建构、片

区统筹和专项规划等议题，对我国城市更新的理论和实践发

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3.1  德国城市更新的公共资助体系
“提供”并“用好”公共资金是政府干预城市更新的重

要手段①。《国家资助引导下的德国城市更新》一文介绍了

德国的城市更新国家资助项目 [20]，该项目成立于 1971 年，

距今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②。资助项目以解决特定城市问题

为导向，据此提供的城市更新公共资助总费用会在联邦政府、

联邦州（16 个）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平均分摊，也即三级

政府各出三分之一。这种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资助联动，既

有助于推动更新指引的上下传导，也有助于实现责任、风险

和权利的各级政府共担：地方政府确定存在城市问题并需要

改造的地段，申请将其纳入年度更新资助计划 ；各州根据规

定的标准选择资助地段，具体更新措施包括物质空间改造升

级、社会措施等 ；联邦政府则扮演着超越地方权力的重要角

色，负责组织全国范围的城市更新实践 [20]。公共资金作为激

励可以撬动和引发大量私人投资——这些投资不仅仅用在实

体建筑和物质空间等的更新改造上，还会一定程度上用于支

持社会融合与社会平衡等措施的开展。

从时间维度来看，大多数城市地区的更新改造需要耗

费十多年时光来建设实施，这显然比当地政治家的任期更

长——因而德国的资助项目由国家引导，可以避免更新推进

受到地方政府换届的严重影响，并成功地促进了诸多城镇市

区的持续升级。得益于该资助项目的支持，德国前东德地区

的许多历史遗迹能够免于被拆除，原西德地区的雷根斯堡古

镇（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更是一个特别成

功的例子。

3.2  荷兰城市更新的政策转型影响
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变化③，会直接影响城市更新工作的

重心设定和市场等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21]。在欧洲，现代主义

思潮鼓动下的大拆大建造成的历史空间破坏、郊区化与旧城

衰败、社会网络解体等现象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到广泛

的批判与反思，强调社会、经济、生态、历史、文化等多维

度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逐渐上升为认识主流，诸多国家的城

市更新政策转向鼓励通过多方参与和综合手段来更新和改造

城市空间。

荷兰是欧洲国家中城市更新制度建设的典范，深深影响

了其他国家更新政策和制度的形成。但与德国等国家相比，

荷兰的更新政策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荷兰城市

更新政策回顾和述评》一文批判性地总结和评述了荷兰的城

市更新和住房政策变迁 [22]，并分析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荷兰城市更新的主要政策受福利国家

思想的影响，其特点可以归结为整合、社会凝聚力、片区干

预、促进社会融合，以及公众、市场和居民的多方参与 [22]。

但在最近十多年中，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更新政策（主导了

2010—2020 年）取代了荷兰过去以实现社会复兴和解决住房

问题等为导向的更新政策——其特点是促进和激励几乎所有

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在国家的鼓励下，由私人投资者和私人

开发商等主导的政策和市场化进程日趋重要，社会性政策正

在被不断压缩，因此研究呼吁国家应重新重视那些有助于促

进社会平衡的更新政策应用，考量在弱势城市社区推行社会

阶层混合的国家住房策略等，而不是放弃福利国家的概念引

导。研究也侧面证实了 ：国家的社会问题或许并不能完全通

过城市更新政策来彻底解决，不能期望城市更新政策可以充

分应对城市社区的社会问题。

3.3  卢森堡城市更新的内外部关系
城市应该内生发展还是外向扩展的“存量”与“增量”

策略选择在一些欧洲城市还存在讨论④。此外，由于城市的

经济足迹几乎总会延伸到城市边界之外，许多城市的发展理

① 我国普遍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使得大量更新项目特别是老旧小区等保障民生的更新项目，几乎都必须依靠政府主导和公共财政来加以实施。在

全球经济普遍下滑、房地产化的更新模式亟待变革的当下（避免大拆大建），如何减轻我国不同层级政府的负担和财政压力，借由公共资金支

持引发更多主体参与下的“资金共担”，以公共资助来干预、引导和推动综合更新目标的达成等需要持续摸索。

② 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制度给联邦州和城市政府等留下了高度的创造自由，这有利于当地制定多样化、基于实际需求的城市更新解决方

案。21 世纪初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欧洲的创新倾向相当低，许多国家资助计划被削减，还有些没能生效，而德国的城市更新资助项目却显示
出高度的连续性。

③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规划建设等面临全面转型，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在土

地资源瓶颈和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率先开展城市更新政策供给和制度建设的创新活动，但这些地方城市的更新政策探索并非一成不变，如

广州城市更新的核心政策自 2009 年以来，已经历了从放开市场到强化政府管控，再到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等诸多变革，也由此影响了
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动力变化。

④ 我国特殊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很多城市的现阶段城市建设是“扩张”与“更新”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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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需要在更大尺度的都市区或城市区域范围内进行实现，这

使得跨区域或行政边界的城市更新联合行动在欧洲国家时不

时出现。欧洲的城市相距普遍较近，城市和城市之间常常存

在重叠的功能地区，呈现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或区域城

镇体系——人们可以在一个地区生活，在另一个地区工作，

并在第三个地区购物 [23]。因此对于卢森堡这样的小国，一方

面需要处理好内部更新和外部扩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与邻近

政府（跨国）和其他伙伴开展合作，推行跨区域的更新策略

和日常行动成为其城市内生发展有效推进的重要举措。

卢森堡在欧洲国家中是个特例，它的发展显著受到周边

国家乃至全球的影响。在《卢森堡城市更新政策实施的内外

困境》[24] 一文中，作者指出卢森堡作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和劳动力市场，其运作深度依赖于国家以外的通勤者（每天

往返于卢森堡和它的邻近国家之间），这对国家的土地利用

和空间功能布局造成了巨大压力。卢森堡国土面积小且缺乏

可供发展的空间，向外扩张和向内转换都明显受到限制 [24]。

因此文章在概述卢森堡城市发展总体背景的基础上，首先探

讨了“内生发展”和“外部蔓延”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和艰

难抉择——由于经济发展是卢森堡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对

于城市建设应该进一步提高建成区的密度，还是去消耗非建

成区的土地，这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和争议。经济政策、

对住房的私人投资、外来资本等力量主导着卢森堡的城市建

设，因此卢森堡需要立足多部门、多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来

应对城市更新挑战，从整体发展角度入手平衡和制约内城更

新与外向蔓延的互动关系。卢森堡城市更新的关键行动领域

包括工业棕地改造、城市内部用地再利用及“填充式”内城

发展等。由于城市经济活动、工作人员的日常通勤等频繁跨

越国境（卢森堡与毗邻国家一同构成大区域的通勤中心），

地方社区与周边跨境地区的沟通、互动和协作对于卢森堡的

城市更新来说变得重要，需要通过城市更新让大都市地区的

人们广泛受益，并让他们为属于这个城市地区、可以为其作

出贡献而自豪。 

3.4  瑞士城市更新的非正式规划路径
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各个城市需要展示足够的竞争力来

吸引可持续、能创造财富的公司和有进取心的个人来到自己

的城市中。故而改变一个城市的前景常常首先取决于如何创

造出对有进取心和选择性的企业与个人具有吸引力的环境，

因此制定和实施城市更新战略使一个城市既具有空间吸引力

和特色，又能方便用户（个人和企业）行动变得至关重要 [11]。

当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可以

更好地获得成功。

与关乎城市更新的常规话题讨论不同，《以内城更新带

动的瑞士城市改造——非正式规划的视角》旨在描述一种特

别的方法 [25]，来处理如何对已建成的城市地区进行改造和推

行“致密化”（增加建设强度），从而保护非建成区免受新的

城市发展的冲击。文章首先介绍了瑞士城市更新的国家政策，

特别强调了“内城更新优先于城市蔓延”的这项法定化更新

决策，即相对于发展新城和新区，对既有城区进行更新在瑞

士享有城市建设的优先权。随后，文章阐述了用于城市转型

和填充性内城发展的“非正式”操作工具（试验性规划）和

以人为本的方法论，并给出了一个具体案例，即对瑞士最大

棕地阿提斯霍尔兹（Attisholz）地区进行的再开发，以揭示

“试验性规划”等非正式规划在更新实践可以起到的实质性

推动作用。瑞士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城市发展制度有很多近似

的地方，但由于瑞士为直接民主国家，民众的话语权相对更

大，这对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来说是极大挑战，而试验性规

划有助于推进各方共识的达成。

作者认为“试验性规划”等非正式规划作为对正式规划

的重要补充，在内城更新项目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只有在寻找到已知且明确任务的解决方案之后，正式规

划才会在内城更新的后期阶段被引入 [25]。“非正式规划”通

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头脑风暴式的策略探寻，为多方位

寻找适宜的城市更新战略和行动做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工作路

径。“试验性规划”方法或许能引发我国政府和规划从业者

的兴趣，但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相关法规加以量身定

制，同时离不开当地政治家、投资者等的参与和合作意愿。

4  结语

相比于传统的规划干预过程，人们已经注意到曾经主流

的城市规划手段似乎并不能完全胜任更新任务的管理，及时、

有效且具备针对性的更新政策和制度供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或至少缓解西方城市出现的相关社会经济问题。本专辑

并非针对西欧各国的比较研究，而是尝试从我国关注相对较

少但又极其重要的角度来解剖欧洲城市更新的政策和制度进

展，通过不同作者的视角去理解他们本国的城市更新机制。

专辑中每一篇文章的立意都独一无二，它们表征出了以下的

欧洲城市更新动态趋势。

首先，城市更新通常由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法律建设而全

面带动。西欧各国现行的城市更新制度主要奠基于1970年代，

以颁布法律或者实施国家资助制度（如德国）为标志。不论

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城市更新制度供给的顶层设

计必不可少，也即城市更新制度自上而下启动，从而带动省

级和地方级的实践。其次，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自

21 世纪初，城市更新的主体和融资方式有所改变，非政府部

门的角色力量逐渐增加，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城市更新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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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别强调（如荷兰），国家在地方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有

所削弱。然而，尽管城市更新的重心和融资方式在改变，对

居民的保护有所减弱，但是以保留现状为主的城市更新在欧

洲依然是常态和主流。最后，对于一些欧洲小国（如瑞士和

卢森堡）或小城镇来说，只有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或者区域整

体化的角度出发推进城市更新，才能制定出和实施好综合性

的城市发展策略。

感谢克劳兹 ·昆斯曼教授对专辑文章作出的思考和点评。

参考文献

[1] COUCH C, FRASER C, PERCY S, eds. Urban regeneration in Europe[M]. 
Oxford: Blackwell Science, 2003.

[2] POWER A. Hovels to high rise: state housing in Europe since 1850[M]. 
London: Routledge, 1993.

[3] COUCH C, SYKES O, COCKS M.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North West Europe[M] // LEARY M, McCARTHY J,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urban regener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33-44.

[4] STOUTEN P. Changing contexts in urban regeneration[M]. Amsterdam: 
Techne Press, 2010.

[5] TALLON A.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M]. London: Routledge, 2010.
[6] COUCH C. Urban renewal: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0.
[7] POWER A. Hovels to high rise: state housing in Europe since 1850[M]. 

London: Routledge,1993. 
[8] BMVB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 40 

Jahre Städtebauförderung[M]. Berlin: BMVBS, 2011: 30.
[9] CEC: Commission for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London: CEC, 1990.
[10] 唐燕 . 我国城市更新制度建设的关键维度与策略解析 [J]. 国际城市规

划 , 2022(1): 1-8 .
[11] CADELL C, FALK N, KING F. Regeneration in European cities: making 

connections[M].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08.
[12] ANRU: Agence Nationale pour la Rénovation Urbaine, ed. Paris: Rapport 

Annuel 2011[R]. 2011.
[13] COCQUIÈRE A, MACARIO M, ZITOUNI F. La création ou l’adaptation 

d’établissements publics spécialisés[M] // De l’urbanisme et de l’habitat Le 
Groupement de recherche sur les institutions et droit de l’aménagement, 
eds. Droit et politiques de renouvellement urbain. Paris: Cahier du Gridauh 
10, 2004: 35-49.

[14] MARCHETTINI S. Il fondo investimenti per l’abitare nel sistema integrato 
di fondi [EB/OL]. (2011-03)[2021-12-18]. http://www.cdpisgr.it/includes/
pdf/marchettini.pdf. 

[15] BIANCUCCI L. Housing Sociale. Edilizia Residenziale Sociale[EB/OL].
(2011)[2013-01-12]. http://de.slideshare.net/lucabiancucci/housing-sociale-
ottobre-2011. 

[16] SOUTHERN 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regeneration management: 
common themes and the making of value[M] // DIAMOND J, LIDDLE J, 
SOUTHERN A, et al, eds. Urban regenera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 New York and Oxon: Routledge, 2010: 227-243.

[17] BÖMER H. The changing economy and evolut 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ehe Ruhr, 1978-1998[M] // COUCH C, BÖMER 
H. ed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rban change and policy in the Ruhr and 
Merseyside, 1978-1998. London: Anglo-German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Society, 2001.

[18] BRENNER N.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CARPENTER J.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ase of “Europeanization”?[M] // LEARY M, McCARTHY J,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urban regener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38-147.

[20] 范利 , 乌尔·阿特克 . 国家资助引导下的德国城市更新 [J]. 国际城市规
划 , 2022(1): 16-21. DOI: 10.19830/j.upi.2021.240.

[21] 唐燕 , 杨东 , 祝贺 . 城市更新制度建设 : 广州、深圳、上海的比较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9.

[22] 萨科·穆斯特尔德 , 维姆 · 奥斯滕多夫 . 荷兰城市更新政策回顾和述
评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2(1): 22-28, 40. DOI: 10.19830/j.upi.2021.244.

[23] DAVOUDI S. Polycentricity i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from an analytical 
tool to a normative agend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8): 979-999.

[24] 马库斯·黑塞 . 卢森堡城市更新政策实施的内外困境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2(1): 30-34. DOI: 10.19830/j.upi.2021.243.

[25] 贝恩德·朔尔 . 以内城更新带动的瑞士城市改造 : 非正式规划的视角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2(1): 35-40. DOI: 10.19830/j.upi.2021.242.

（本文编辑：许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