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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Informal Public Space in Urban China: A Post-modern Critique of Spatial Formalization of 
Urban Street Vending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 
—— 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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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协调现代性 / 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矛盾是 21 世纪城市规划面临的一个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治理的性质和矛盾，提

出“合理正规化”的问题。研究认为，疏导区是一种基于空间操作的正规化机制，它以空间固定为基础，通过施加一套源于正规经济的管理措施

来改造和管控非正规性。然而，疏导区的“正规本位主义”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嵌入现实实践的自然特性和优势，使其面临潜在的可持续性危机。

这个危机隐含于疏导区四个正规化要素与流动摊贩特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区位固定与流动性、租金缴纳与低成本、合同约束与灵活性、产品管

制与自主性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广州案例表明了协调既定的现代空间秩序与非正规的公共空间使用之关系的复杂性，带来的启示是对非正规的规

划响应不应只是简单地将源于正规经济的既定规范施加于非正规，而应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规律。这或许需要规划师突破现代规划

框架，发展应对流动性、灵活性等表征后现代性特征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Abstract: Coordin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dernity/formality and informality is one of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urban plan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opens up the question of what might be good formalization by 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permitted-vending-place (shudaoqu) 
policy in Guangzhou, a permissive approach that seeks to regulate street vendors by positioning them in designated places. It is argued that shudaoqu is a space-
based formalization strategy given that it seeks to reform and regulate informalities by immobilizing them in bounded spaces, in which a set of regulation derived 
from formalities are implemented. However, this formalization project manifests an ideology of ‘formalomophism’, which tends to neglect the naturalness and 
advantages of informal economies, and which renders the project facing a potential risk of unsustainability. The risk is caused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ur strategies of formalizing and attributes of informal vending, evidenced by tensions between locational immobility and mobility, rental payment and low 
cost, contract constraints and flexibility, and product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The Guangzhou case indicat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iven 
order of modern urban spaces and the informal use of public spaces by street vendors. It suggests that planning responses to urban informalities do not simply 
mean the imposition of existing sets of form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on them, but should involve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that meet their needs and suit their 
circumstances. It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urban planners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modern planning framework and develop plann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responding to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an emerging post-moder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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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最引人注目的

特征之一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扩张 [1-3]。由于城市化进程与工

业化发展的不协调，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城转移

过程中并未从农业部门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而是进入政府管

制之外的非正规部门 [4-5]。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

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向灵活积累模式转变，非

正规经济作为经济重组的结构性产物得以快速增长。据估计，

全世界有 18 亿人口从事各式各样的非正规经济活动，产生

了 10 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 [6]，其中，中国的城市非正规就

业者约有 1.14 亿 [7]。非正规经济已不是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

为的只是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而是根源于当代资本主

义经济社会体制的现象 [8-9]。联合国人居组织因此在 2009 年

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报告中，将非正规性与贫困、气候变化、

资源耗竭、快速城市化一起列为 21 世纪城市面临的重大挑

战，彰显了该议题在城市规划和治理领域的重要性 [10]。

本文聚焦流动摊贩这一全球性非正规问题 [11]，从广州的

实践反思现代城市非正规空间治理的问题。流动摊贩是城市

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

报告，在发展中国家中，摊贩数量占非农劳动力的比重最高

达 9%，最低为 1%[12]。在中国，根据已有研究的估计，城市

摊贩数量占城市就业总数的比重为 5.2%，占城市非正规就

业总数的比重为 15.9%[13]。流动摊贩群体的增长形塑着城市

空间，它们分布于城市人行道、人行天桥、集贸市场、火车

站广场、地铁站口、会展中心等各类人流通行和集散的公共

空间，成为现代都市的一道风景线。

流动摊贩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生计手段，但同时又对城市

空间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两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

争议使之成为学界和媒体持续关注的对象。但现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排斥性政策的批判，重点关注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

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对摊贩产生的空间排斥影响 [14-18]。相比之

下，积极的规划响应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为此，本文转向包

容性政策研究，通过分析一项支持和认可非正规经济的政策

面临的矛盾，引发“合理正规化”的思考。首先将广州实践

置于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和流动摊贩规划应对的相关理论视角

下，进而对广州由取缔转向疏导的政策转变、疏导模式和实

施效果展开分析，目的是揭示疏导区治理模式的性质和局限

性，以期为城市非正规的规划响应提供启示。

1  非正规公共空间、流动摊贩与正规化

由于处于法律法规边缘，非正规就业者常常通过挪用各

类公共空间来保障其生存，从而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形成异

常空间——有人称之为“缝隙空间”[19]，包括贫民窟、城中

村以及由各类非正规经济活动形塑的空间。我们可以将由流

动摊贩、摩的司机、三轮车搬运、废品回收、拾荒者等依靠

挪用公共空间获得生存的非正规经济所形塑的空间称为非正

规公共空间，其特点是因被违法挪用而形成 , 因使用者流动

而变化，具有公开性、临时性和易变性①。换言之，在既定

城市空间系统中，公共空间的非正规性不源于空间本身，而

产生于使用者（如流动摊贩）对既定空间使用规定的违反。

如同非正规经济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管制而产生，非正规公

共空间是空间使用者违反城市规划确立的空间管制而形成。

因此，非正规公共空间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既定空间功能

使用管制与现实空间使用实践之间的矛盾，或者用列斐伏尔

的空间生产理论话语来表述，是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在

空间实践中的矛盾 [20]。对该矛盾的根源和解决方案的理解，

可识别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视角，它们反映了对国

家权力与非正规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1.1  现代主义视角
现代主义视角认为任何违反既定城市规划所确立的公共

空间使用管制的行为是违法的，理应被禁止和取缔 [21]。流动

摊贩占用人行道、天桥、广场、地铁站口等公共空间是一种

越界行为 [22]，因为这些空间是规划为人流通行和集散之用，

而非商业经营用地。流动摊贩不仅违反空间功能规制，而且

妨碍原有功能（阻碍通行、造成拥堵），扰乱空间秩序。因此，

从城市规划角度看，以流动摊贩为表现的非正规空间是社会

活动与其应在位置的“错位”[23-24]，因为依照现代城市功能

分区理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位置，否则就会被视为

乱象——想象在地上的垃圾为乱，而在垃圾桶的垃圾则不为

乱。流动摊贩不仅是空间上的错位，其流动性也挑战了现代

城市规划要求的空间定位。由于国家统治建立在人口及其活

动的地理定址基础上，统治阶层总是竭力减少流动性 , 增加

固定性，以增强社会的可见性和可控性 [25-26]。这是为什么正

规经济活动必须具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原因。城市规划是统治

阶层增强其国家统治能力的一种空间策略。总之，从现代主

义视角来看，流动摊贩不符合现代国家统治和城市管理的内

在要求，需要得到整治和改造 [27]。

一种简单的整治措施是取缔，直接消灭流动摊贩，维

护原有空间管制，但由于导致冲突事件频发，故逐渐被弱化

或弃用 [28-29]。另一种是积极的正规化治理，最常见的措施是

将流动摊贩转移和固定至某个划定的地方，或就地暂时改变

① 区别于小作坊、血汗工厂、无证个体经营等室内非正规经济的隐蔽性和场所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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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块公共空间的使用功能，允许流动摊贩定时定点经营。两

种正规化措施都体现了现代主义视角对非正规公共空间问题

的理解，因为它们强调流动摊贩必须固定于某个划定边界的

空间单元，以使它们位于“合适的位置”，不再错位和流动。

空间定址是经济管制的前提，因此流动摊贩一旦得到定址化，

用于正规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和管理措施便可得到应用，包括

身份登记，合同签订，租金缴纳，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与

监督等 [21]。这种基于空间划定的正规化被普遍用于城市流动

摊贩的治理，包括广州 [30]、香港 [31] 以及印度的布巴内斯瓦

尔 [32]、印尼的梭罗 [33]、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34]、哥伦比亚的

波哥大 [35] 等亚非拉城市。相比取缔，空间正规化为摊贩提

供了生计出路和安全保障，被认为是国家促进社会公正、建

设包容性城市的表现。

1.2  后现代主义视角
然而，这种基于现代主义的观点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批评。

从后现代主义来看，空间正规化体现了以正规经济为参照来

对待非正规经济的“正规本位主义”（formalomorphism）意

识 [27]，强调以稳定、规范的正规性来改造流动、灵活的非正

规性，忽视了非正规性自身的特征和优势 ；认为以空间划定

治理摊贩是政府为了把“异常”群体从城市中心区转移至边

缘区的策略，体现了鲍曼笔下的“园丁式国家”，后者像把

无用的杂草清除出花园一样将非正规清除出城市中心 [36]。空

间正规化并不是单纯的支持，而体现了以限制和控制为目的

的“集中营”管控 [37]。因此，为了保护或降低表征现代化的

城市中心免受非正规摊贩的影响，许多摆卖区被划在城市边

缘区或城中村内部。基于福柯的治理术理论，后现代主义者

进一步解构了空间正规化的逻辑，认为允许摆卖区的本质是

规训空间，如同学校、工厂、监狱一样，通过将流动摊贩限

定于特定空间来达到将他们改造成为遵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

的正规经济主体的目的 [37]。这种出于规训目的的空间策略抑

制或扼杀了流动摊贩的优势（如灵活性、低成本），给其生

计带来了不良后果 [38-39]。总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空间

正规化体现了国家试图清除一切非现代和非正规的现代化努

力，是国家使用空间策略建立一个可见的、易控的社会的总

体性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公共空间的非正规性不是因为使

用者违反既定空间管制，而是源于国家利用城市规划的手段

非法化某些不合现代化要求的空间使用者（如流动摊贩）。

后现代主义为分析和评判当前被广泛采纳的流动摊贩疏

导区政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后现代批判的目的不是否定空

间许可的意义，而是反思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理念和方式问

题。它主张正规化不是简单地套用用于正规经济管制的规范，

而应充分考虑非正规经济自身的特性和运作规律，采取“合

适的管制”[40]。这意味着对流动摊贩治理的研究需要考察当

前疏导政策的实践模式及其与摊贩非正规经济特性和需求之

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模式和效应，本

文表明，一种正规化模式是否合适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尊

重或切合了被正规化对象的自然特性。同时，通过揭示主要

的正规化要素（如区位设置、缴纳租金、签订合同等）对流

动摊贩的影响，为提出更加细腻的规划响应提供启示。

2  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设置背景和治理原则

2.1  疏导区设置背景
流动摊贩虽属个体经济，但其公共空间占有性使它始终

作为一个空间问题在城市管理范畴内来处理。1990 年代开

始，广州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全球城市竞争力，大力提

升城市形象和改善城市环境，发起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全国文明城市”两项主要的城市环境美化运动。在这种

政策环境下，街头摊贩被视为“六乱”和“脏乱差”的代表

遭到零容忍的清除。高压的取缔政策虽然带来短期的成效，

但始终未达到根除摊贩的目标，反而引发持续不断的街头冲

突和群体事件，因此在 2000 年代末，关于将摊贩纳入城市

管理的呼声日益增大。

2010 年广州提出摊贩疏导区治理新政的意义可从当时

取缔政策面临的多重问题来理解。这些问题包括：（1）取缔

政策实施的不可行性，有限的城管执法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

近 30 万走街串巷的摊贩，后者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几乎粉碎

了程序化的城市日常管理；（2）战略上不符合和谐社会建设

的政治环境，取缔不仅否定底层群体的民生，而且造成社会

冲突，与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平衡的战略不一致 ；

（3）2010 年广州举办亚运会的历史性因素，当局希望向国

际社会展示一个繁荣有序的现代化都市，但又不希望因驱逐

摊贩造成冲突事件，影响广州开放包容的友好形象。简言之，

疏导区政策具有政治上和管理上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给流

动摊贩提供就业和生计出路，平衡城市形象与民生需求 ；另

一方面是通过空间划定策略实现更有效的空间管控。

2.2  疏导区治理原则
疏导区实施的技术原理包括疏导区的作用定位、区位布

局和场地管控。首先，疏导区是“疏堵结合”政策的一部分，

目的是通过充分利用全市既有的闲置公共空间来吸纳或分流

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流动摊贩，与大禹通过利用现存河网、

疏通河道，通过疏导（而非围堵）洪水达到治水目的的做法

异曲同工。“允许摆卖区”在广州被称为“疏导区”正是源

于它在摊贩治理工程中的疏解和分流作用。正如广州城管委

的一份简报所指出的，“管理流动摊贩好比‘大禹治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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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疏导并加以规范管理才会起到作用，过度的堵和禁不符

合事物发展的规律”[41]。

其次，疏导区的疏解作用决定了其区位不能位于繁华的

中心区，不能影响既定的空间、社会和经济秩序。《广州市流

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疏导区的设置必须满

足以下条件：不影响交通秩序和防火安全 , 不影响市容环境

卫生 , 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 摆卖物品不与周边固定商户

销售的商品类同。疏导区的区位限制透露了市政当局维护城

市中心区形象和秩序的主要目的，成为疏导区有效吸纳流动

摊贩的一个制约因素，因为它限制了疏导区的规模和吸引力。

第三，疏导点位置确定之后，一系列用于正规经济的

管理措施便开始实行，主要包括：（1）身份证登记，以便管

理者掌握人口信息；（2）发放摆卖证，要求摆卖者挂牌经

营，摆卖证包括摆卖者姓名与照片、摆卖地点、摆卖类型、

摊位编号、联系电话等，便于接受管理者和消费者的监督； 

（3）违规行为记录，无不良记录者可办理续期，违规行为

严重者则被取消摆卖资格，同时教育其更新就业观念，尽快

寻找其他就业机会 ；（4）签订档口租用合同、缴纳场地租金

（用于维护、卫生保洁、管理人员工资等）；（5）定点定位

定时经营，所有疏导区摆卖者必须在划有黄色界线的单个空

间单元内经营，不得越界经营，不得在规定时间以外经营。

可见，通过在场地尺度上建立个体信息、经济活动和空间位

置的对应关系，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和

调控。然而，这些用于正规经济的管控技术未必完全适用于

以灵活和流动等为特征的非正规经济，成为制约疏导区效应

的另一制度性根源。

下文将在总结疏导区布局和类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疏

导区治理与流动摊贩特性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疏导区效果。相

关数据主要基于 2014年 10月—2015年 3月完成的实地调研。

根据对广州疏导区的分类（见下文），选取四个不同类型的

疏导区进行实地调查，对疏导区管理人员、区内共 88 名摊

贩贩卖者（占所选疏导区摊贩总数 43%）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疏导区的区位环境、经营和管理情况

以及摊贩的需求及其对疏导区的评价。部分数据还利用了作

者于 2011—2012 年开展的对广州市 200 名非正规流动摊贩

贩卖者的调查结果。

3  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布局和类型

3.1  疏导区布局
截至 2015 年 3 月，广州共建有 147 个流动摊贩疏导 

区①，提供了 10 760 个摊位，平均每个疏导区的摊位数为

73 个、面积为 822 m2。从空间布局看，疏导区集中分布于

海珠区和番禺区（图 1），两区疏导区约占全市疏导区总数

的 53%，提供了全市近一半的摊位数（表 1）。这与两区的

可用公共空间资源多、靠近中心区、摊贩疏导需求大有关；而

天河、越秀、荔湾等中心区虽然疏导需求也大，但可用于

疏导摊贩的公共空间资源极其有限，因此不仅摊位数较少，

而且每个摊位的平均面积也小。换言之，分区尺度的疏导

区空间布局与摊贩疏导需求量和公共空间资源可用量有关

系。在社区尺度上，疏导区的区位主要包括旧城社区、商

业区内部和附近、城中村以及广场、地铁站口等各种交通

空间。

图 1  广州市流动商贩疏导区的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疏导区数据整理绘制

① 2016 年后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网站不再公布流动商贩疏导区数据。

表 1  广州市各区流动商贩疏导区建设概况（截至 2015 年 3 月）

属区
疏导区 摊位 占地面积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面积 / m2 占比 / %

海珠区 58 39.5 2 240 20.8 22 901 18.9

番禺区 20 13.6 3 053 28.4 36 169 29.9

天河区 14 9.5 485 4.5 6 386 5.3

荔湾区 11 7.5 753 7.0 6 515 5.4

越秀区 10 6.8 607 5.6 2 830 2.3

白云区 9 6.1 1 085 10.1 7 268 6.0

黄埔区 7 4.8 376 3.5 3 120 2.6

南沙区 6 4.1 322 3.0 3 870 3.2

花都区 6 4.1 1 305 12.1 24 500 20.3

增城区 5 3.4 464 4.3 6 502 5.4

萝岗区 1 0.7 70 0.7 800 0.7

总计 147 100.0 10 760 100.0 120 860 10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疏导区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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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疏导区类型
对疏导区的区位和消费市场进行分析，结合广州城市空

间结构特点，发现疏导区基本包括四种类型，即交通空间型、

城市社区型、城中村型和商区依托型。其中，设置于地铁站

点、车站周边、广场等人行通道或集散点的交通空间型疏导

区最多，占 38.1%；其次是位于城市社区内街小巷的疏导区，

占 29.9% ；第三是位于城中村（包括城边村）的疏导区；最

后是位于商业广场内部或旁边的疏导区（表 2）。
虽然疏导区因所在环境的差异呈现多样化的空间形态，

但总体上在规划设置和功能方面仍表现出可识别的一般特征

（图 2, 表 3）。交通空间型疏导区，一般设置在交通站点周

边人行通道的两侧，如黄村地铁口疏导区设置在 B 入口前面

空地的两侧，产品以食品小吃为主，服务于流动的、每天上

下班的消费者。城市社区型疏导区，一般设置在社区内部的

街道，常常靠近社区市场，如南华西街龙导尾疏导区设置在

龙岛尾菜市场周围，产品以蔬菜、水果、日用品为主，服务

本地社区居民。城中村型疏导区一般设置在村内部或村与城

市的交界区，如康乐村疏导区设置在村通往新港路的出口处，

产品以低档服装、食品和电子产品为主，主要服务住在城中

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商区依托型疏导区一般依托某个专业商

贸市场或商业广场设置，如萧岗疏导区设置在新市街萧岗商

贸市场入口通道中间，产品与所依托的商贸市场紧密相关，

以电子产品和服装为主，这类疏导区实际上已成为该市场的

一部分，与市场共享消费者。这些特征表明，尽管区位和空

间形态千差万别，疏导区设置的一个共同点是服务其所在地

的特定市场。

表 2  广州流动商贩疏导区的模式

疏导区模式 交通空间型 城市社区型 城中村型 商区依托型 合计

数量 / 个 56 44 33 14 147

比例 / % 38.1 29.9 22.5 9.5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疏导区数据整理

表 3  不同疏导区类型的特点

案例疏导区 类型 规定时间 产品特征 消费者特点

黄村

地铁站口
交通空间型 06:00—19:00 小吃、熟食

通勤人员（以服务

上班族为主）

龙导尾 城市社区型 06:00—20:00 果蔬、日用品 本地社区居民

康乐村 城中村型 19:00—03:00
低档服装、电子

产品
外来务工人员

萧岗 商区依托型 10:00—23:00 服装、电子产品
与所依托商贸市场

共享消费者

图 2  四个案例疏导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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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的效果及其原因分析

4.1  疏导区的效果
疏导区的效果是指它吸引流动摊贩入区，并满足他们获

取收益的能力，可用经营满意度和流动摊贩入区率来衡量。

根据广州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总体上，疏导区

内的摊贩对其经营状况的满意度偏低，认为经营状况“还

好”的比例占比不到 1/3，认为“一般”的占 39%，认为“不

好”和“很差”的分别占 21% 和 10% ①。我们的案例调查

结果与这份报告基本一致，表示“满意”的经营者比重在

13.3%~35.4%，平均占比为 23%（表 4）。在不同疏导区，摊

贩的满意度有所差异，这与疏导区的地理位置、租金费用、

经营业态以及摊贩个体的预期等有关系。上述报告没有评估

入区的经营者类型，我们的调查显示，入区经营者为流动摊

贩的比重在 4.8%~46.7%。这表明，虽然疏导区的摊位均全

部出租，但吸纳流动摊贩入驻的能力较弱，因为大部分经营

者并非政策预期收编的流动摊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疏

导区较低的流动摊贩吸纳率和经营满意度？下文从疏导区治

理对非正规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解释，即通过分析四个主要

的正规化要素（即区位固定、缴纳租金、合同约束、产品管

制）与流动摊贩经济特性（流动性、低成本、灵活性、自主

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来阐释疏导区效果和局限性。

4.2  疏导区治理与流动摊贩特性的矛盾

4.2.1  区位固定与流动性

作为疏导区治理的核心，固定地点经营虽然再造了公共

空间秩序并方便了管理，但同时损害了作为流动摊贩之本性

的流动性特征。摊贩流动性看似规避执法力量的策略，但本

质上是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其功能表现在

两方面。

第一，流动性使摊贩能够根据现代都市人的日常作息活

动变换摆卖地，以扩大市场规模，增加销售收入。一个既定

的摆卖点，其消费者数量和偏好也是既定的，摊贩通过流动

可以使其产品接近更大的消费市场。相反，疏导区摊贩每天

的销售量基本被限定，而且在人流非高峰期大量的经营时间

实际上处于浪费状态，因为他 / 她本可以通过经营点转移而

提升销量。调查发现，一些摊贩为了增加销量和收入会选择

在人流非高峰期时进行非正规的流动摆卖。

第二，流动性使摊贩能够寻找和接近对其产品有需求的

特定消费者。某些产品，如玩具、饰品、爆米花、甘蔗汁、

烤红薯等非日用品，不适合在市场规模有限的固定地点长期

摆卖，贩卖这些产品的摊贩需要依靠持续的流动来找到对产

品有需求的“合适消费者”。例如：一个玩具摊贩指出，在

特定的地方想买玩具的顾客数量有限，因此在那个地方卖两

三天之后需求就会下降，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寻找和刺激

新的消费需求；而且玩具不宜在社区卖，因为需求少，而宜

在火车站、汽车站、会展中心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卖。可见，

流动摊贩选择不同的摆卖地点不完全是为了躲避城管，更是

为了寻找新的市场。类似的案例是爆米花，它不是每个人都

会购买的零食，贩卖者只有通过不断的流动才能找到有需求

的消费者。因此，这类摊贩“天生”不适合疏导区，他们对

流动性的要求使其与疏导区存在内在的矛盾关系。

4.2.2  租金缴纳与低成本

低成本是流动摊贩经济的主要特征，不仅使流动摊贩具

有易进入性，而且使从业者相比正规商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

从公平角度讲，缴纳租金是合理的，因为流动摊贩使用了公

共空间资源，并从中赚取了经济收入。然而，收取租金产生

了两个消极结果，削弱了疏导区的社会正义价值。第一，租

金将经济能力差的流动摊贩排除在外，特别是在区位较好、

人流量大的疏导区，如萧岗、康乐村，大部分入住者并非流

动摊贩，而是个体工商户、打工者等具有一定经济积累的群

体（表 4）。这意味着疏导区档口出租率高不一定说明疏导

区效果好，如果大部分入区者不是流动摊贩，那么疏导区无

异于利用公共资源扩展了沿街商铺空间，满足了有经济能力

者的需求。

第二，租金在商业化的压力下不断上涨，致使摊贩盈

利空间缩小。强调疏导区的社会正义并非要取消租金，关键

问题在于租金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支付租金能否带来满意

的收入。图 3 显示了四个疏导区经营者的租金评价情况，虽

然黄村地铁站口疏导区的月租金最高，达到 3 600 元，但大

部分摊贩认为租金合理，原因是他们获得的收入也高。与此

表 4  案例疏导区流动商贩的入区率和满意度

疏导区
入区人员

总数 / 个

入区者类型 / % 入区者满意度 / %

流动商贩 其他人员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黄村地铁站 23 46.7 53.3 13.3 86.7   0.0

萧岗市场 41   4.8 95.2 23.8 66.7   9.5

龙导尾 65 32.3 67.7 35.4 58.1   6.5

康乐村 53   9.5 90.5 19.0 66.7 14.3

注 ：		入区者类型按照受访者上一份工作进行划分，流动商贩入区率等

于前一份工作为流动商贩的人员除以总入区者数 ；其他人员主要

是上一份工作是店铺经营者、打工等人员。

① 参见由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广州市流动商贩疏导管理评价及今后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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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虽然萧岗市场的月租金为 1 500~ 2 000 元，但大部分

摊贩仍认为租金太高，普遍反映“每月都是在为租金干活”。

调查发现，萧岗疏导区在 2011 年建立时月租金为 750 元，

此后不断上涨，最高达到 2 000 元。类似现象也发生于其他

疏导区，如康乐村的月租金由 700 元涨至 1 200~1 500 元，

龙导尾的月租金由 300~500 元涨至 600~800 元。虽然疏导区

租金仍比周边的店铺低，但租金上涨不断削弱非正规经济的

低成本优势，使经营者承受日益增大的生存压力。商业化无

疑加剧了疏导区租金缴纳制度与流动摊贩低成本特性之间的

紧张关系，成为影响疏导区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4.2.3  合同约束与灵活性

疏导区摊贩不仅需要交纳租金，而且需要签订档口租赁

合同。每个疏导区的租赁期限不一，但都要求预交 1~2 个月

的租金作为押金，如果要退租，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在萧

岗市场疏导区，合同约束力更大，租赁期限要求为 3 年，且

只能到合同到期后才能退租，导致转租现象大量出现，推动

了实际租金的上涨，因为转租人总是以更高价格租给承租人。

这种常用于约束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合同制度扼杀了流动摊

贩经济的灵活性特点，即消除了流动摊贩作为一种人们可根

据实际需要随时选择进入和退出之就业的非正规性，从而影

响了疏导区的吸引力，包括两方面。

第一，合同约束增加了进入疏导区的经营风险，因为它

不能使经营效益差的经营者立即退出，致使许多摊贩因担心

亏本而不敢进入疏导区。

第二，它直接排斥了某些以间断性的方式从事摊贩的群

体，他们包括 [9] ：（1）季节性摊贩，包括农民和牧民，前者

在农忙时期在家务农，在非农忙时期进城做摊贩以补充微薄

的农田收入，后者主要是藏民，他们因冬季家乡寒冷而到广

州等南方城市做摊贩赚点收入，到夏季时就返回；（2）兼职

摊贩，许多在城市低端服务业部门（如餐馆、服装店）工作

的低收入工薪阶层会在每天下班时间或周末从事摊贩，以维

持家庭生计 ；（3）个体经营者，主要是服装店店主，他们为

了及时把当季的衣服卖掉，会在每天下午或傍晚出来摆地摊，

以增加出货量和出货速度。可见，具有合同约束的疏导区不

适合这些以非稳定方式从事流动摊贩的群体。

4.2.4  产品管制与自主性

疏导区对产品类型的管制忽视了流动摊贩选择产品的规

则。产品类型规定虽然有利于避免与正规商业的竞争和维护

城市景观，但损害了摊贩根据市场需求特点选择产品的自主

性，制约了疏导区的吸引力。人为地规定产品类型使摊贩无

法根据疏导区周边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来选择产品，如

萧岗市场规定不准经营食品类产品，龙导尾市场规定不准经

营油煎炸熟食品，康乐村规定只能经营日用百货产品，导致

同类产品在某一疏导区过度集聚和竞争，而其他类产品虽然

有需求，却处于供给缺乏的状态，结果是疏导区周边的流动

摊贩满足了这部分“被禁止供给”的需求。换言之，正规化

使疏导区面临产品供给不能或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的内在

弊端。如果疏导区规定的产品正好与其所处地点的市场需求

吻合，那么其成效相对较好，如黄村地铁站口疏导区主要经

营熟食类产品，很好地满足了每日通勤上班族的餐饮需求 ；

但如果所规定产品与市场需求吻合度较低，那么这不仅使经

营者面临激烈竞争和收入下降，而且会给非正规摊贩提供发

展的空间。

然而，这并非主张取消任何产品管制，关键问题在于管

制如何被确定。当前疏导区产品管制主要从缓解与正规经营

者的矛盾、减少对市容市貌和居民生活秩序的影响来考虑，

体现的是政府通过疏导区设置达到管控摊贩的目的。在疏导

区政策中，流动摊贩仍然是被作为治理的异常对象，而不是

正常的市场经济主体来对待，与政府为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

实施的管理有本质区别。这也表明疏导区并未从法律层面授

予流动摊贩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出于社会和空间治理的目的

赋予他们有限的行政许可。由于摊贩选择产品的市场行为受

限，疏导区实际上成为一个被限定的“计划经济区”。

5  结论

基于空间划定的疏导区治理模式体现了以正规经济为参

照系对待非正规经济的“正规本位主义”意识 ，强调以固

定、规范的正规性来改造流动、灵活的非正规性。通过将流

动摊贩固定于具有明确位置的空间，疏导区有助于维护公共

空间秩序，达到对城市流动性和非正规性的有效管控，因此

它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可见的、易控的社会总体工程的一

部分。疏导区不仅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思想，图 3  疏导区经营者对档口租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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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流动摊贩应像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一样被布局于应在的空

间，而且体现了一种基于空间操作的正规化机制，因为它以

空间固定为基础，实施了一套被用于现代经济的管理措施来

改造非正规性。这种正规化机制体现了地理定址在国家治理

社会中的基础作用。

毋庸置疑，疏导区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经营场

所和较为舒适的物理环境，改善了周边的空间秩序，相比取

缔，它是积极的城市规划响应，是迈向包容性城市的一步。

然而，疏导区的“正规本位主义”使其面临潜在的可持续性

危机，它忽视了流动摊贩嵌入现实实践的特性，抑制或扼杀

了对其生存具有正面意义的优势。这个危机隐含于疏导区四

个正规化要素与流动摊贩属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区位

固定与流动性、租金缴纳与低成本、合同约束与灵活性、产

品管制与自主性四个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个矛盾表明了协调

现代公共空间秩序与非正规公共空间使用之关系的复杂性和

难度。如何协调同步增长的现代性 / 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

的矛盾是 21 世纪包容性城市建设和规划面临的一个挑战。

广州疏导区实践对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地应对非正规性有

何启示？福柯在总结经济过程和人口的治理术时提出了善治

理念，其基本原理就是尊重被治理对象的自然过程或属性，

或者至少将它们纳入考虑，使其得以运转 [42]。著名人类学家

斯科特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关于现代主义发展如何带来灾难

性后果的著作中同样强调这种治理思想，他将自然过程或嵌

入现实世界的实践知识称为米提斯（mētis），指出许多发展

规划的失败源于对米提斯的无知或忽视 [25]。广州疏导区面临

的矛盾根本上是因为忽视了流动摊贩经济领域的米提斯，它

给我们的启示是 ：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政策响应，不应只是简

单地将源于正规经济的既定规范和规则施加于非正规，而

需要采取一种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运作规律的

“合适的正规化”理念，它是一种更加精细的规划思路。这

或许需要规划师突破现代性的规划框架，发展出应对非正规

性、流动性、灵活性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在本专辑，穆西贾和卢卡图 - 塞德里斯（Mukhija & 

Loukaitou-Sideris）对如何响应城市非正规性提出了若干指引 [43]。

在此，我们强调规划响应应该避免从基于正规经济的规划管

理思路出发，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来对待非正规性。以流动摊

贩治理为例，本文认为：第一，规划管理不必须强调经营场

址固定。可适当放开区位管制，给予摊贩在一定区域范围、

一定时间段内流动的许可。例如：在街道或社区尺度范围内，

在不影响正常秩序的条件下，允许摊贩根据人流量变化改变

摆摊位置。可借鉴交通运输领域的驾驶人记分管理，给予每

个摊贩一定的分值，对违反流动规定的进行扣分，分值扣完，

收回其摆摊执照，并在接受教育和培训后才能取回执照。第

二，不必要以市场化的方式确立所有疏导区的租金。不同的

区位意味着不同的盈利空间，需要根据摊贩盈利能力来确定

租金。要避免租金全面走向市场化，在某些情况下疏导区应

具有公共政策的扶持性。第三，不必强调长期、稳定的场址

租赁合同制。可建立灵活的租赁模式，设置按天、月、年计

的摊位出租方式，满足不同摊贩群体的需求。此外，可借鉴

欧洲国家的做法，通过不定期举行跳蚤市场，满足一部分人

不定期从事摆摊的需求。第四，在考虑与正规商户公平竞争

的条件下，不必对业态做过多规划，尽量交由市场自然调

节，规划需要做的是建立摊贩与居民需求之间的联结机制。

总之，规划师应当从非正规的特性出发，通过创造性地利

用、重组和革新已有规划方法，形成一套能够有效地响应流

动性、灵活性、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等非正规特征的规划管理 

方案。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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