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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公交导向开发的规划与政策 ：深圳与西雅图的对比

引言

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导向开发

（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规划和建设成为高密度城市发展的重

要方向。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城镇

化与机动化进程呈现不断加速的趋势。

2000—2019 年间，全国城镇化率由

36.22% 增长到 60.60%。高速城镇化使

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再加上机动化的

快速发展，对城市交通尤其是公共交通

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2018 年底，我

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和机动车驾驶人数

分别达到 2.32 亿辆和 4.10 亿人 [1]，共计

35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

北京、深圳等特大城市更是超过 200 万

辆 [2]。人口空间集聚和小汽车的快速增

长使得交通拥堵成为发展可持续交通

的首要问题。在有限的建设用地和生

态约束下，公交优先与 TOD 成为城市

空间开发的重要战略 [3]。针对用地紧张、

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生态质量下降

等问题，应对小汽车快速增长和交通

问题的挑战，我国自 2005 年以来广泛

实施“公交都市”（Transit Metropolis）

战略，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促进站点

沿线土地综合开发。2019 年 9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强调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以及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截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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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我国共有 35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和里

程分别为 185 条和 5 761 km[4]。TOD 模式能有效增加快速公

交服务的供给，满足城市可达性和机动性的需求，并引导站

点周边或沿线土地优化开发。TOD 规划和实施正被不断纳

入城市交通规划和空间开发策略中。

不同城市或区域所采取的 TOD 策略存在较大差异。社

会经济发展阶段、居民出行模式及交通规划体制等均会影响

TOD 实施效果。总体上，TOD 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有赖

于：（1）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土地发展市场；（2）开发密度和

停车管理等支撑性公共政策；（3）城市交通拥堵情况 [5]。在

TOD 融资层面，将由轨道交通带来的土地溢价回收至公交

部门，是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融资的重要方式 [6]。通常

来说，溢价回收的成功实施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7]，主要包

括：（1）有利于溢价回收的“空间—制度”环境；（2）利益

相关者的支持；（3）政策制度的调整能力；（4）轨道交通的

溢价规模；（5）水平和垂直的分配公平。由于税收和财政体

制约束，以溢价回收来缓解我国轨道交通融资负担仍处于起

步阶段 [8]，轨道交通融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现有制度、

政策和文化的约束 [9]。在美国，土地税收（land value taxes）、

特殊评估区（special assessment district）、税收增额融资（tax 

increment financing）、联合开发（joint development）、用地发

展权转移（land sales/lease）等融资工具已得到实践应用 [10-13]。

溢价回收作为实现 TOD 可持续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的

实施仍需要相关制度优化。

近年来，人文—经济地理和城乡规划学在城市化和空间

发展领域的研究逐渐成熟，对城市“制度—经济—社会”等

转型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功能重组机制的理解不断加深 [14]。

深入理解 TOD 的融资、规划和政策等制定机制是评估 TOD

实施效果的前提。深圳和西雅图作为等级相近的全球城市

（World City）①，近年来一直加强公共交通投资与公交都

市建设。因此，以这两个城市的 TOD 政策为比较对象，探

讨不同空间和体制背景下 TOD 在发展理念、融资结构、物

质形态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公交都市建设的内涵

和优化路径。城市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居民的出行模式，以及相伴随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发展任

务 [15]。尽管中美城市在人口规模和密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伴随而来的城市交通发展任务也有显著差别，如中国高密度

城市交通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交通拥堵和提升交通运行效率，

而欧美城市交通问题集中在交通优先及其社会公平等方面，

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中美两个典型城市 TOD 融资政

策、规划制定和策略实施等体制层面的差异。厘清西雅图政

策体制在中国的适用性，也能对我国城市的公交优先和公交

都市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

1  TOD 的开发优势和策略

合理限制小汽车数量、优先发展公交、提倡非机动交通，

均有利于提升城市整体交通绩效 [16]。TOD 模式是以城市公

共交通枢纽为核心的高强度土地利用模式，具有高密度、高

混合性、多样性等特征 [17-18]，成为应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和健康问题的重要策略 [19]。尤其是轨道交通主导的 TOD 具

有绿色、低碳、经济等综合优势，有利于居民活动和城市功

能在站点周边的集聚，引导土地开发和提升土地价值 [20]，塑

造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21-22]。构

建 TOD 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尺度的内容，也涉及城

市区域交通可达性、公交站点距离、土地利用密度、多用途

功能开发、多尺度规划、交通需求管理、交通融资体制等内

涵 [23-24]。美国 TOD 研究中心总结了 TOD 的综合优势，包括：

（1）减少机动车出行以减少道路拥堵、空气污染和碳排放；

（2）构建适宜步行的社区；（3）提升轨道交通客流量，降

低运营亏损；（4）轨道交通投资带来周边住房升值；（5）增

加就业机会的可达性；（6）增加出行选择机会，降低小汽车

依赖 [25]。TOD 的建设规划体现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如站点

周边、交通走廊和区域型发展。在具体规划过程和方案实施

上，划定公交先导区（transit zone）通常是首要步骤。例如：

芝加哥地区 TOD 规划包含 5 个步骤 [26] ：（1）划定 TOD 区

域；（2）预留可支付住房；（3）匹配就业机会与轨道交通； 

（4）为小汽车拥有者提供可替代的公交选择；（5）优先考

虑发展 TOD 的私有部门。TOD 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发

展战略和多部门主体的深入合作（图 1）。

① 依据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于 2016 年颁布的世界城市分类，深圳全球城市等级为 Beta，西雅图全球城市

等级为 Beta-，详见 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16t.html。

图 1  TOD 战略的多尺度特征和多部门协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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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有效的 TOD 策略需要在不同空间尺度的交通规划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开发中得到体现，尤其需借助轨道交通建

设契机，实现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27-28]。目前，TOD 的概

念内涵、规划设计导则、基于可达性的空间测度及其空间绩

效等已经受到广泛关注 [29]，但关于 TOD 空间开发机理的关

注仍较为缺乏 [22]，尤其缺乏不同空间和制度下的综合比较研

究。中美城市在空间发展、交通出行、城市发展政策、交通

投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的“空间—制度”背景可

能使得公交融资、TOD 规划与管理、站点周边及沿线用地

格局呈现差别。以深圳和西雅图为例，TOD 规划管理体制

存在哪些差异？落实到 TOD 发展理念、融资结构和物质形

态规划等方面，又呈现出哪些差别？导致这些差异的影响因

素是什么？与美国大都市相比，我国城市普遍呈现出更高的

开发密度，可能更适合发展低成本、高频率的公共交通，并

推进站点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如此也有助于提供非机动

交通所需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但这些效果的实现有赖于规

划范式和政策制定的优化。基于此，西雅图轨道交通建设与

TOD 实施或许能为中国城市建设公交都市提供一些参考。

2  研究框架

为了应对日益多样化的城市交通问题，协调交通与土地

利用发展的需求日益增加。1990 年代以来，以公共交通推动

土地综合开发的模式受到广泛认可，并逐渐被纳入各级政府

的空间发展战略和交通政策。在各个地区的规划实践中，尽

管 TOD 战略目标类似，如鼓励公交优先、提升公交系统竞

争力等，实现路径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新加坡通过限制

小汽车牌照、日本通过大规模投资轨道交通、美国城市通过

较大规模的公交补贴，来实现公交优先发展。公交优先的实

施效果需根植于不同的空间和政策框架。理解不同“空间—

制度”特征的城市推行公交优先和 TOD 的差异，能更好地

把握成功实施 TOD 的关键要素和环节。

中美城市在开发密度、财税体制和行政区制度等方面呈

现较大差别，但它们都在积极探索公交导向的发展机制。作

为我国首批部市合作“公交都市”的示范城市，深圳市一直

在推动多模式公交系统的建设，包括大规模轨道交通投资和

沿线土地开发、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与管理、小汽车限购政策

实施、互联网公交供给等，并出台了《深圳市创建国家“公

交都市”五年实施方案》。西雅图作为美国西海岸的核心城

市之一，近年来人口和经济增长幅度较大，对大容量、快速

的公共交通需求不断增加。与美国多数城市相比，西雅图是

较为典型的公交友好型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发达，公交

和非机动交通的分担率超过 20%[30]。尽管深圳市与西雅图市

在人口规模和密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通过两个城市的

对比，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理解中美城市推行 TOD 策略

的差异，尤其是 TOD 发展理念、融资结构、物质形态方面

的差异，为理解不同空间和制度框架下的公交优先发展提供

重要窗口。

3  深圳和西雅图轨道交通规划发展概况

3.1  深圳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是珠三角的核心城市

之一。深圳市土地面积为 1 997 km2，截至 2018 年末，常住

人口约为 1 303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 2.42 万亿元 [31]。当前，

深圳市已形成“带状”的多中心空间增长格局，随着人口、

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空间移动说”带来的交通需求的不断增

加，轨道交通成为应对交通需求持续增长、引导土地开发、

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深圳地铁一期工程于 1999 年开

始建设，2004年12月开通运营；二期工程于2011年开通运营；

2012 年以来，深圳正在开展地铁三期工程建设，地铁 7 号线、

9 号线、11 号线已于 2016 年开通运营。据统计，深圳地铁

2016 年总客运量达 10.93 亿人次，线网日均客运量达 298.66
万人次，全年实现客运收入 25.2 亿元，轨道交通的公交分担

率为 42%[32]。2017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深圳市城市

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7—2022 年）》，深圳将建设 6
号线支线、12 号线、13 号线、14 号线、16 号线等 5 个项目 [33] 

（图 2）。根据该规划，至 2020 年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将

由 16 条线路组成，至 2025 年深圳市公交出行比例将超过

65%，其中轨道交通占公交出行总量将超过 45%。

3.2  西雅图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西雅图市位于华盛顿州的金县，陆地面积为 217.2 km2，

城市人口为 70.4 万人，人口密度约为 3 242 人 / 平方公里 [34]。

作为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城市，西雅图正在积极开展轨

道交通投资，以多样化的政策引导 TOD 的有效实施。在西

图 2  深圳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线路图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7—2022年）调整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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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图轨道交通的构成上，从属于普吉特海湾运输署（Puget 

Sound Transit）的西雅图轻轨系统（Link Light Rail）和塔

科马线（Tacoma Link）均已开通运营。西雅图轻轨与金县

公交（King County Metro）签署了运营与维修合同。其中，

（1）西雅图轻轨系统于 2009 年投入运营，运营线路为角湖

站—华盛顿大学站的轻轨线路，共设置 14 个站点，票价为 

2.25~3.25 美元，连接西雅图塔科马机场、西雅图城区和大学

区，线路运营间隔为 6 分钟、10 分钟或 15 分钟，主要取决

于工作日和假期的差异；（2）塔科马线于 2003 年投入运营，

运营里程为 2.57 km，共设置 6 个站点，主要覆盖塔科马中

心区。由于塔科马商务提升区（Tacoma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的设置，目前塔科马线为免费运营 [35]。此外，西雅图

还运营了现代有轨电车。这些轨道交通的投资建设，将西雅

图的机场、市郊和市区连接在一起，减少了西雅图市中心车

辆流量；且轨道交通的投资能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成为

引导城市土地开发的重要计划之一。

4  深圳与西雅图轨道交通和土地开发差异

4.1  TOD 发展理念差异
从深圳和西雅图 TOD 战略和支撑政策来看，两个城市

都注重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开发、经济增长和环境效应的引

导。例如：两个城市都希望借助 TOD 的契机，以更加便捷、

舒适的公交供给来重塑居民的出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对小汽车的替代。近年来，城市交通及其衍生的公平问题日

益受到重视 [36]。两个城市 TOD 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差别是

西雅图市更加注重低收入群体的交通和住房需求。一方面，

制定注重多元化、多样性的发展目标和交通优惠措施，满足

不同群体的交通可达性和机动性需求。在西雅图，满足条件

的低收入群体能申请公交优惠卡①，单次出行费用约为 1.5
美元，与常规费用（2.5 美元）相比能优惠 40%～ 50%。另

一方面，坚持注重空间开发与社会群体差异性的融合，在轨

道交通站点周边实施保障房建设计划（图 3）。低收入社会群

体对价格的敏感度往往较高，在有限经济收入的约束下，对

城市公交系统的依赖性也更大 [37]。交通可达性和机动性的改

善往往会刺激房地产价格增长，对一些社会群体来说，则需

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在 TOD 规划建设产生交通绩效的同时，

也需要兼顾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支付性。构建更加公平的、

适合不同收入阶层的 TOD 模式成为西雅图公共交通优先的

重要议题。目前深圳 TOD 和公交都市实践仍缺乏对这种社

会公平性的足够重视。虽然对长距离公交出行、公交—地铁

换乘，以及学生和老年群体具有价格优惠措施，但缺乏针对

低收入群体的优惠政策。此外，虽然深圳市也鼓励在地铁沿

线建设保障性住房，但一些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仍位于偏

远地区。我国城市建成环境密度和社会阶层分异程度均较高，

处理好公交建设、土地开发与社会公平性的关系尤其重要。

4.2  TOD 融资结构差异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高额的财政支撑。尤其对中小城市而

言，考虑到轨道交通建设、路权获取成本、运营亏损等综合

影响，公交融资的负担愈加严峻。在我国，随着路权、劳动

力和运营等成本增加，轨道交通平均建设成本达 5~7 亿元 /

公里。再加上某些地区存在轨道交通与建设用地、人口规模

呈现空间不匹配的情况 [39]，会进一步加剧运营亏损。如何采

取更有效的融资是轨道交通建设的重要问题。在轨道交通投

资中，我国城市政府通常需要承担 40%~50% 的资本金，剩

余融资则以银行贷款、债券等来实现。近年来，我国相关城

市已经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土地开发策略以支持轨道融资。

例如：在贵阳，经营性建设用地需按 50 元 / 平方米的标准

计提轨道交通建设专项资金，且未出让土地可作为轨道建设

项目偿债源；在武汉，临近轨道交通站点 200 m 范围内的

换乘站和一般站可分别增加 50% 和 30% 的容积率，而距站

点 400 m 范围内的土地开发可增加 20% 的容积率；在广州，

2013 年地铁公司在站点周边进行土地开发和出租带来的收

益达 26 亿元。

在深圳，TOD 进程中轨道交通融资呈现了多种形态和

① 公交优惠卡申请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人口数量和家庭年收入来确定：以个人为单位，年收入≤ 24 120 美元；若家庭人数为 2 人，年收入≤ 
32 480 美元，具体参见 : http://www.seattle.gov/transit/orca-lift。

图 3  西雅图市 TOD 不同站点的规划与发展重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8]绘制

图例

图例

实施策略

新增开发需配建保障住房

新增开发无需配建保障住房
轨道交通（运营）

轨道交通（规划）

快速公交（运营）

快速公交（规划）

通勤铁路

保护与增长

拓展住房选择

提高可达性

转型与多样化

刺激需求

建立城市区

提升社区治理

保育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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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包括政府财政融资、银行贷款、公私合营、轨道 + 土

地联合开发等形式。例如：在深圳地铁一期工程中，主要采

取政府直接财政主导（约占 70%）的一元化投资模式；在

二期工程中，主要采用二元化投资模式，其中政府财政负责

50% 的资本金，剩余部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债券等融资，

并开始探索基于特定条件“招拍挂”的“地铁 + 物业”联合

开发模式，即将部分土地溢价返还用于地铁建设成本；在三

期工程中，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尤其是政府将地

铁沿线上盖用地采取作价出资的模式，强化“地铁 + 物业”

联合开发，提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效率。

美国轨道交通融资通常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燃油

税，以及地方政府的消费税。例如：2016 年 12 月，联邦政

府签署协议，允许向海湾运输署提供 19.9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用于建造约 20 英里（约 32 km）的轻轨延伸线。在西雅图，

海湾运输署提供公交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当地消费税、房地

产税和机动车辆消费税，由金县、皮尔斯县和斯诺霍米什县

的征税区按相应的比例征税。例如：2017 年财政预算指出，

海湾运输署的预算收入为 16 亿美元，其中消费税、使用税、

机动车消费税和财产税占其中的 85.2%，其余来自票箱收入

（约 0.88 亿美元，占比 5.5%）和其他收入（约 1.485 亿美元，

占比 9.28%）[40]。此外，由于轨道交通投资能增加一些地块

的交通可达性，从而带来不同程度的增值效应，这种轨道交

通对用地的资本化影响被广泛关注。基于此，西雅图也积极

采用溢价回收工具实现公交系统的多元化融资。在西雅图南

联合湖有轨电车项目中，2005 年提议设立一个特殊评估区，

该区内 98% 的不动产拥有者同意缴纳税费来缓解有轨电车

融资负担，共提供了超过 50% 的建设成本 [41]。

4.3  TOD 物质形态差异
了解深圳市与西雅图市的物质形态差异有助于理解中美

城市规划相关规定的差别，主要反映在用地容积率和混合度

等方面。无论是用地容积率还是混合度，深圳市现状和规划

都远远高于西雅图市。人口密度的差别是导致容积率、混合

度及其他物质空间形态差别的重要原因。在深圳，根据《深

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 年局部修订稿）》，深圳市

实施五类（密度一区—五区）城市建设用地密度分区制度 

（图 4），地块容积率由基础容积、转移容积、奖励容积构

成，其中基础容积可在基准容积率的基础上（表 1），结合

地块规模（A1）、周边道路（A2）和地铁站点（A3）等情况

实行容积率修正①。例如：针对靠近地铁站点的居住、商业

服务业、新型产业、物流等功能的地块，结合与地铁站点的

距离（共分为 0~200 m 和 200~500 m 两个等级），地铁站点 

（A3）的修正系数分别为 0.3、0.5、0.7②。
西雅图市规划与发展局为了提高用地密度，于 2014 年

颁布了最小密度管理（minimum density regulation）来提高

商业地区的容积率 [42]。最小密度管理的实施是为了促进行人

导向的商业区发展，通过高密度和功能混合性的用地开发来

鼓励居民使用公交和非机动交通。西雅图对商业区 TOD 的

核心指标进行了规定 [42]。主要包括：（1）至少保留 30% 的

绿地面积；（2）5% 的建筑面积应为户外空间；（3）停车管

理方面，根据土地使用进行管理，低于 1 500 平方英尺（约

140 m2）的商业不需要安排停车位；（4）高度管理方面，根

据开发类型的不同，建筑高度存在差异，通常实施 30～ 160
英尺（约 9.1~48.8 m）的高度管理；（5）容积率管理方面，

根据不同用地功能的混合性特征，对轨道交通站点内外土地

开发的最高强度进行控制，并规定不同高度限制区的最小容

积率，以满足较高密度发展的目标（表 2）。

① 基础容积率＝基准容积率×（1-A1）×（1+A2）×（1+A3）×S，其中 A1 为地块规模修正系数；A2 为周边道路修正系数；A3 为地铁站点修正系数；

S 为地块面积。

② 具体计算公式参见《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 年局部修订稿）》。

表 1  深圳市各类用地的基准容积率规定

密度分区

居住用地
商业服

务业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基准容

积率

容积率

上限

新型

产业

普通

工业

物流

用地

仓储

用地

密度一区 3.2 6.0 5.4 4.0 3.5 4.0 3.5

密度二区 3.2 6.0 4.5 4.0 3.5 4.0 3.5

密度三区 3.2 6.0 4.0 4.0 3.5 4.0 3.5

密度四区 2.5 4.0 2.5 2.5 2.0 2.5 2.0

密度五区 1.5 2.5 2.0 2.0 1.5 2.0 1.5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年局部修订稿）》

图 4  深圳市城市规划用地密度分区指引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年局部修订稿）》

图例 密度一区 密度二区 密度三区 密度四区 密度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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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结
深圳市与西雅图市的 TOD 政策和实施呈现了明显的差

别（表 3）。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美城市轨道交通投资

和土地开发顶层机制的差异决定了 TOD 的政策制定与实施

路径。深圳市 TOD 强调多尺度规划的重要性，并且制定了

相应的实施机制和评估机制。美国在 1962 年设立了都市区

交通规划机构 [43]，若干个功能联系紧密的城市形成大都市

区在都市区交通规划机构的作用下，制定战略性区域交通规

划，并申请联邦政府公路基金，进行公共交通投资和建设；

而在土地规划开发与物业税征收上，地方政府拥有管理权

限。例如 : 海湾运输署负责轨道交通投资和运营，西雅图市

政府拥有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规划和管理权限，使得在推

进 TOD 时涉及多个政府、组织、社区的利益协调。西雅图

市的 TOD 规划形成了“规划编制—方案评估—建设实施—

效果评估”等多个流程，主要包括：（1）多模式规划的空间

和政策叠加；（2）识别街道发展目的；（3）发展可替代的规

划方案；（4）评估可替代方案的有效性；（5）确定规划方案，

进行设计、建设和维护；（6）对规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

估、报告和公示。并且，在交通规划的实施中，注重非机动

交通和公交的作用，最终确定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网络、自

行车交通和步行交通优先投资区 [44]。进一步地，西雅图在公

交融资或土地溢价回收决策时采取严格的投票程序，提升公

众参与程度。例如：2016 年 11 月西雅图 55% 的选民同意了

海湾运输署“三号议案”（ST3 Proposal）中拟增建的轨道交

通网络。在中国，地方政府均拥有公共交通投资与土地开发

管理权限，TOD 仅是同一政府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协调，并

基于土地导向开发的站点选址逻辑，以获得较高的土地财政

收益，忽视了公众利益的表达。例如：深圳市在推进轨道站

点选址时，将一些站点绕过人口密集社区而置于待开发地区，

以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忽视了社区公交可达性需求及其对

社会公平的影响 [45]。

5  结论与讨论

TOD 正成为国内外大都市交通投资与空间开发的重要

方向。深圳市与西雅图市在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产业结构、

轨道交通供给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制定城市不同尺度的 TOD 策略时，需要根植于本地化的

空间和政策框架，并可适当借鉴其他地区的规划经验。以深

圳市和西雅图市 TOD 政策为案例，探讨不同空间和体制背

景下 TOD 发展理念、融资结构和物质形态等方面的异同，

能为我国公交优先和 TOD 提供一定的建议。与深圳市相比，

西雅图 TOD 政策制定与实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主要包括：

（1）注重轨道交通与低收入社区的融合，通过政府补贴或

市场参与的形式，鼓励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配置保障性住

房，通过提升公交可达性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发展机会；

（2）注重基于“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推进轨道交通

的多渠道融资；（3）在 TOD 规划、融资及实施的各个环节，

注重多元利益群体的深度参与，以提升方案的可实施性。

公共交通周边往往集聚着更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能支

撑公共交通运营所需的最小客流量，并提升公共交通对周边

用地价值和密度的引导。在 TOD 政策框架下，靠近公共交

通设施的住房需求会明显增加，且一定比例的新增需求来自

中低收入群体。在美国，靠近轨道交通的新增住房需求中，

约有 40% 来自低收入群体 [46]。公共交通可达性的提升会带

来可观的土地溢价，这表明 TOD 规划建设可能会降低一些

群体对地铁站点周边住房的可支付性。因此在 TOD 规划建

设产生交通继效的同时，也需兼顾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支付

性。西雅图市的 TOD 政策对中国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首先，应适当增加我国城市 TOD 区域周边可支付住房的建

设比例。目前我国正在大规模规划和建设保障性住房，以缓

解城市居民的住房压力。然而，一些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位

于城市边缘区，导致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分离，并与公共交通

系统缺乏有机联系，这会降低这些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了应

对这些问题，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增加公交站点周边保障性住

房、廉租房的建设比例，可行的措施包括给予一定的土地开

发密度奖励，以站点周边的土地出让收入来补贴低收入群体

等。其次，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的融资渠道，建立多样化融

资体制来降低轨道交通的财政负担，间接降低轨道交通的使

用成本。例如：采取可行的溢价回收工具（如联合开发、土

表 2  西雅图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开发最小密度管理

高度限制区
30英尺
（9.1 m）

40英尺
（12.2 m）

65英尺
（19.8 m）

85英尺
（25.9 m）

125英尺
（38.1 m）

160英尺
（48.8 m）

站点外

部区最

高密度

单一土地使

用区

2.25 3 4.25 4.5 5 5

混合土地使

用区

2.5 3.25 4.75 6 6 7

站点内部区最高密度 3 4 5.75 6 6 7

建议最小容积率 1.5 1.5 2.0 2.0 2.5 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2]绘制

表 3  深圳市与西雅图市 TOD差异对比

发展理念 融资结构 物质形态

深圳

缓解交通问题；提升公

交竞争力；引导土地开

发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银行贷

款、发放债券；土地开发收益；

票箱收入等

功能分区；

高密度、混

合性开发

西雅图

缓解交通和环境问题；

降低小汽车出行；引导

土地开发；强调公平性

联邦公路基金；联邦政府贷

款；消费税、房地产税等；

土地溢价回收；票箱收入等

功能分区；

密度、混合

度较低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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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收、特殊评估区等）将公共交通带来的土地溢价回收至

公共交通投资和运营部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供

给，提升公共交通发展的社会公平性。再次，提升轨道交通

融资与土地开发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尤其加强政府体制和

市场行为的互动，以提升 TOD 和公交都市建设的效果。

总之，不同“空间—制度”下 TOD 呈现出复杂的作用

机制和实施效果，本研究能反映中美城市公交投资与土地开

发的一些差异，但关于中美公交优先和 TOD 的对比研究仍

需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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