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88~201 

商务印书馆 2012 

世界城市破解城市问题的规划探索 

石 崧 

 

The Research on World City’s Urban Planning to Resolve the Urban Problem 

SHI Song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If we take a deep look in the history of urban research, solving the city problems is 

the source of changing urb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t is permanent goal to find the 

way out of city problems by different paradigms, such as problem-orientation, 

methodology-orientation and value-orientation in the last decades. The world cities show the 

world their unique paths of reaching this target. This paper documents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s by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cities, like London, New York, Tokyo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s and new version of city plans published in 2011, the 

metropolitans seem to find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city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be important 

lessons learned for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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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剖析现代城市规划不断演进的发展历程发现，破解城市问题，是推动现代城市

规划理论和实践演进的源动力所在。尽管经历了问题导向-路径导向-价值导向的多次范式转

型，但是城市规划破解城市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未改变过。而世界城市因其规模和功能的特

殊性，其城市规划工作在破解城市问题的诸多尝试也更具代表性和示范性。本文回顾了过去

30 多年里，以伦敦、纽约、东京、香港为代表的一批世界城市为了破解城市转型时期的各

类城市问题而开展了一系列规划实践，重新解读了城市规划的作用和工作导向。文章的最后

对 2011 年发布的世界城市新一轮战略规划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从中发现一些最新的规划动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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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随着近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于人口、产业、交通过度集中而产生种种弊病，这

类城市问题因严重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行而被称之为“城市病”。城市的规模越大、功能越

综合，所面临的问题也越复杂。因此，位于世界城市网络顶端的一批世界城市所面临各类

城市问题的挑战也越大。在此背景下，城市规划成为世界城市政府应对和破解城市问题的

重要工具。立足于分析城市问题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本文以世界城市作切入点，先从历史

视角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渊薮，进而聚焦世界城市为适应转型发展而开展的城市规划探索，

并介绍其最新的规划动态，从而揭示出城市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和未来导向。 

 

2  破解城市问题：推动现代城市规划演进的源动力 

城市规划的实践贯穿了城市文明的始终，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真正意

义上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其起源则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

多城市问题的关注。欧美国家经历了 19 世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后，城市迅速扩展和蔓延大

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驾驭能力，直接导致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大量的城市问题，

包括城市拥挤、公共设施极度匮乏、卫生状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环境污染、

缺乏公共空间等。尤其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蔓延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霍乱，给城市社会乃

至整个经济制度的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甚至直接影响到生产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在

这一背景下，出现了问题导向的城市规划实践探索。最具代表性的是源自英国的公共卫生

运动和公园运动。1848 年和 1890 年，为了解决日趋恶劣的环境卫生问题和工人住房问题，

英国先后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和《工人阶级住宅法》，规定了地方当局对污水排放、垃圾

堆集、供水、道路等方面应负的责任，明确提出了给排水、道路、房屋日照、室内日照等

旧住宅改造的标准，这为城市规划法规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可以说，作为政府工作

的城市规划是由公共卫生和住房政策发展而来的（巴里·卡林沃思，文森特·纳丁，

2011）。 

环境卫生问题的改善和工人住宅标准的出台有效地缓解了之前困扰城市的一系列问

题，但其另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使得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行政

辖区不断扩大。以伦敦为例，19 世纪前 50 年，伦敦人口仅从 210 万增长至 270 万人，但到

了 1901 年，伦敦人口规模已达到 652 万人。这时，原有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措施

和技术方法已无法适应发展的要求，于是以城市发展路径为导向的城市规划理论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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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田园城市”理论为标志，现代城市规划将城市视为系统的整体，综合性地运用规

划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问题，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建筑运动向规划理论探索的跨越，从

价值论层面实现了从为统治阶层服务向为广大社会阶层服务的转变，并逐渐形成了分散和

集中的两种理论趋势（彼得·霍尔，2008）。 

在经历了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的特定历史阶段，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开始发生

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动荡，种族和阶层的冲突、经济衰退、旧城衰败、生态危机等问题开始

爆发性出现。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城市规划者开始反思既有的规划理性是否符合发

展的实际，开始了新的探索。而所有的变革聚焦在 1977 年国际建协在秘鲁的马丘比丘召开

的会议上，《马丘比丘宪章》对《雅典宪章》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提出更重视城市规

划的过程，更多地从人本角度来思考城市的发展，不应为了清晰的功能分区而牺牲城市的

活力。这也体现了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从功能理性向多元融合的转折。如果从破解城市问

题的视角来审视，可以说这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型，即从路径导向的理论

构建转向价值导向的理论探索。破解城市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是否秉持核心的价值理

念。多元融合成为这一阶段理论发展的核心特征，人本主义、社会公正、场所价值、绿色

生态、全球竞争等五个核心价值相互交织，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 

纵观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城市规划更多是为了解决当时阶段出现的特

定城市化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探索。可以说，破解城市问题，是推动现代城

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演进的源动力所在。而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以伦敦、纽约、东京、香港

为代表的一批世界城市为了破解城市转型时期的各类城市问题，开展了一系列从战略规划

到实施规划的探索和实践。 

 

3  适应城市转型：过去 30 年间世界城市的规划策略评述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的有益探索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伴随着欧美城市

的发展转型而逐步成为政府主动配置土地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空间资源以调整社会经济活

动的重要公共政策。事实上，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

“滞涨”，经济步入衰退期，并伴随深刻的社会变革。1973-1974 年的石油危机又进一步恶

化了社会经济的状况。如纽约 1975 年的城市危机使城市政府濒临破产。这时，位于亚洲的

东京和香港，在战后步入长达 20 年的工业化推动的快速成长期后，也开始经历发展的阵痛

期。这一时期全球的经济衰退意味着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式微，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

的执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成为近 30 年来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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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世界城市恰恰是在这一轮发展中完成其城市的重大转型。纽约和伦敦作为引导全球化

发展的引擎城市，迅速完成了经济复苏的过程，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其全球城市的

地位。东京和香港则是在这一轮发展中通过积极推进服务业的成长，完成其产业结构的转

型，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如何在复杂的转型背景下践行

规划理论、破解城市问题，值得我们探索。 

 

3.1  世界城市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的作用 

总体而言，城市转型成功与否受到复杂而深刻的各类内外部因素的作用。城市规划作

为城市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更多地以自身的努力来塑造良好的建成环境以增进城市的吸

引力，从而促进和推动城市转型，而非引领城市转型。具体来说，城市转型中规划的作用

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3.1.1  制订城市总体战略规划以应对全球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竞争日趋激烈。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总体空间发展战

略对于城市政府应对全球竞争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通过制定空间战略可以明确城市建

设的重心与重点地区（如香港 1980 年代《全港发展策略》的“回归港口”，以及大伦敦规

划划定机遇区、强化区和复兴区）；其次，有利于稳定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战略性基础

设施配置的工作步骤（如香港“以少谋多”空间战略，以及纽约规划中对于水、交通、能源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部署）；最后，空间战略的制定过程也有助于宣传城市政府的施政理

念，达到统一认识、形成合力的目的（如伦敦和香港在战略规划层面导入策略性环评、公众

参与和部门征询）。 

正是因为总体层面的空间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城市的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工

作。香港和东京都是从战后就开始长期编制城市总体战略规划。崇尚自由主义的英美，无

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总体层面的战略规划。伦敦在 1980 年代后经历了

长达 15 年的战略规划“真空期”，纽约虽然在历史上有三轮大都市区规划，但都是区域规

划协会而非城市政府主持编制。但进入 21 世纪后，伦敦和纽约市政府越来越重视总体战略

规划编制。1999 年颁布的《大伦敦政府法》明确规定伦敦市长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制定战

略规划，按照该法规要求，两任市长利文斯通和约翰逊在上任伊始的首要工作就是出台代

表各自施政理念的大伦敦规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于 2007 年出台了首个纽约市规划——

《更绿色、更美好的纽约》。他在序言中直言：“现在是为纽约担负起从长计议的责任的时

候了。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留下的城市，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把握现在，做出果断的决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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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策贯彻落实到底”。 

3.1.2  推进重点地区规划编制以提升城区品质 

在城市总体战略规划指引下，市区重建作为城市转型时期规划聚焦的重点策略，有赖

于重点地区规划编制。这类重点地区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传统商业商务区（如

1995 年纽约曼哈顿下城规划），二是城市的滨水地区（如 1998 年香港西九龙文娱区规划），

三是城市工业衰退地区（如 1981 年伦敦道克兰地区开发）。其规划编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首先，为城市商务和商业等高端服务功能提供发展的空间，可以容纳新的经济

活动；其次，打造城市新地标景观，从而向全世界展现城市独有的魅力；最后，促进市区

的更新和复兴，提高地区的生活品质，重新导入人口和产业（绅士化的过程），为城市发展

提供有力的财税基础。 

在这类重点地区中，城市滨水区的开发是世界城市普遍重视的重点地区，因为这是城

市中最具价值和开发潜力的空间资源，对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地域风貌等方面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如纽约市在1992年和2011年先后启动了两轮滨水地区综合规划，提出纽

约长岛 930km 岸线的用地规划和城市设计大纲，对滨水地区的建筑设计和环境质量提出系

统严格的要求。伦敦城市开发自 1970 年代以来则始终将泰晤士河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轴线，

从最初泰晤士河西端的金融城，再到 1980 年代中期金丝雀码头金融区开发（距金融城

4km），再到 2004 年以后泰晤士门廊地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区开发。 

3.1.3  聚焦重大项目开发建设以增进城市活力 

在规划的实施有赖于重大项目的开发。纽约的巴特利公园城和东京的六本木这些在城

市转型时期具有标杆性的项目开发，与城市转型战略密切相关。规划的作用就是在市场和

政府之间建立协同关系，有效地促成重大发展项目的实施。纽约市1980到1990年代后期这

段时间被称为大型项目建设时代，巴特利花园城计划、SOHO 区再开发、哈莱姆区重建、

高线公园改造等项目对纽约的发展转型期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重大项目的建设一方

面可以实现城市重点地区的“针灸式”发展，从而突破资源瓶颈，提升城市能级；另一方

面其项目开发本身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甚至可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重点地区开发项目（如道克兰、SOHU 区、六本木、西九龙）外，

近年来世界城市又涌现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在香港，为了推动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

区政府在 2011 年的施政报告上正式提出，推动东九龙（包括启德机场旧址、观塘和九龙湾）

这一传统的工业基地转型为一个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商业街区，建设香港的新 CBD，以缓解

用地空间的紧缺和高档办公楼宇需求增加之间的供需矛盾。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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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的循环利用和功能混合，希望优化存量，达到城市功能置换、老工业楼宇改造的目

的，从而满足市场需求。依次为出发点，东九龙的设计原则是连接性（Connectivity）、品

牌（Branding）、设计（Design）和多样化（Diversity），即 CBD2 的设计概念。 

在伦敦，早在 2004 年申报奥运会之初，大伦敦政府就将奥运会主场馆选址在泰晤士门

廊地区，冀望以此来促进相对落后和贫困的东伦敦地区开发，实现区域平衡发展。近年

来，利用政府和开发商在泰晤士门廊地区对体育场馆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投资，辅以高速铁

路建设，引导在东伦敦地区的投资和物业开发，为东伦敦注入经济发展的动力。目前，该

地区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开发项目。这也是伦敦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全欧洲复苏最快

的城市的重要原因所在。 

 

3.2  城市规划适应城市转型的工作导向 

位于全球生产体系最高端的世界城市，其城市的转型势必是全球层面的普遍过程（如在

自由主义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流动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地区层面的

特殊过程（如香港面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大伦敦市政府的撤销与成立、纽约“911”恐

怖袭击、东京经济泡沫的破灭）在一个特定区位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涉及到社会、

经济、环境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反映在空间层面。当城市面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时，城市规划是政府主动配置社会经济各方面自由，尤其是土地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空间资

源以调整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公共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在明确城市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以

城乡空间为对象，以土地使用为核心，对于城市的经济、社会转型前瞻性地做出空间预

案，制定长远的土地布局策略，与其他公共政策相协调，为支撑城市发展布局、重点地区

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指引。 

3.2.1  城市发展重点上应坚持“聚焦市区、区域协调”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城市间分工从“产业链”分工转为“价值链”分

工，位于世界城市网络顶端的若干城市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也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

的配置（石崧，2010）。落实到空间，体现在“聚焦市区”和“区域协调”两个不同的层次

上。 

一方面，为了强化城市对于全球资源的调配能力，城市发展的重心逐渐聚焦在市区重

建上。首先是规划战略重心的调整，然后是重点地区建设项目的跟进。如伦敦《内城法》和

《住房法》的颁布，及随后道克兰地区（Dockland）和南华克区（Southwark）开发。香港

1980 年代《全港发展策略》提出回归港口的“都会计划”，相应住房建设的重心也从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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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转移到市区，“十年建屋计划”被“市区重建计划”所代替（邓永成，2011）。近 30 年

来，世界城市最有影响力的项目全部是城市重点地区的开发。这一现象对于上海未来城市

建设重点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另一方面，世界城市往往扮演着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衔接枢纽的角色，从而成为门户节

点城市（gateway city）（宁越敏、石崧，2011）。在此格局下，坚持区域统筹，实现协调发

展对于世界城市有着深远影响。艾伦·斯科特（2001）将世界城市及其腹地系统联系在一

起，提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概念，描绘了全球生产体系调动的世界城市

网络的格局。如果说伦敦、纽约等西欧北美的世界城市由于产业转移而更多地与下位世界

城市，而非本区域的城市发生经济联系的话，那么位于亚太地区的东京和香港，则更加强

调区域协调。东京所在的首都圈亦是日本制造业最强大的基地，多轮首都圈规划都重点讨

论了区域城镇群的分工与功能布局问题。而香港则紧密依赖于珠三角的腹地系统，在其《香

港 2030》研究报告中，区域性发展战略探索和跨界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首次成为“全港发

展策略”层面的重点内容（香港规划署，2007）。 

3.2.2  空间布局结构上坚持“有机疏散、多心集中”  

随着世界城市的能级提升，其对人口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一方面，世界城市的中心

城区有着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服务设施；另一方面，不断涌入的人口亦会对城市的品质和环

境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而平衡这一矛盾的规划应对举措就是强调“多中心”的空间结

构。早在 1999 年欧盟规划部长级波茨坦会议上通过的“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文件

中，“多中心化”就成为核心政策目标（Nikolai Lutzky, et al. 1999）。这既延续了二战前源

自霍华德“田园城市”和沙里宁“有机疏散”的分散主义规划传统，又吻合了二战后西欧

北美都市区化进程推动下而出现的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或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

趋势。 

“多中心”空间结构有赖于推行分散式集中战略，即通过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和文化生活设施，使重点城镇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也是ESDP

的战略重点内容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都市区化背景下的“多中心”，有别于战后“新

城”战略控制城市规模、疏解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出发点，强调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良好

的居所，培育地方性的产业活力，为市区发展面向国际的高端服务功能腾出空间。因此在

产业分工上，外围的多中心与世界城市的核心城区存在着显著的“垂直分工”关系；在人

口布局上，这些中心是都市区范围内重要的人口聚居地，但与中心城区存在着较大的等级

差；在交通组织上，多中心需要与中心城区建立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网络以满足人们通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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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功能完善上，多中心的魅力在于能否提供完善的商业服务和良好的配套公共服

务。如大伦敦规划构筑“国际中心－都市区中心－主要中心－社区中心”的四级中心体

系，但城市国际功能仍然聚焦中央活动区（CAZ）。香港新市镇由于制造业向大陆的转移和

高端服务业聚焦于都会区，逐渐回归其居住区的核心职能，大量人口依靠轨道交通通勤。 

3.2.3  土地使用方式上应坚持“环境优先、空间集约”  

世界城市转型的标志是实现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用知识要素投入的创新驱

动来替代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投资驱动。这一转变反映在空间层面，意味着土地使用方向

将产生结构性调整，供地重心逐步从制造业用地转移到居住、服务业、绿地、交通四大领

域，关注人的发展需求。空间开发逐渐从增量拓展转移到存量开发上来。 

世界城市在规划层面普遍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规划和引导。一方面这符合世界自 1970

年代以来绿色浪潮思想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塑造宜居的人居环

境，从而对全球创新性人才产生吸引力，对于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

义。在规划策略上强调“环境优先”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莫过于香港。由于新界天然的自

然丘陵禀赋，香港几十年来贯彻始终的城市规划基本原则总结为“以少谋多、铁路为本、

生态保育、通达四方”。在其指导下，以交通为先导走有指向的增长道路、提升中心与建

设特色新市镇并存的空间策略、市区高密度拓展与郊野自然地带生态保育有机结合的环境

策略，已经深刻塑造了香港的地理景观与居民生活模式。与“环境优先”相对应，则是建

设用地的“空间集约”。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城市建设开发后，世界城市在其辖区范围内可

供开发的用地余量极少，存量用地的二次开发和空间集约利用是她们必然的选择。在这一

领域，最广泛提及的莫过于城市棕地开发。如在纽约规划中，棕地开发作为十项子目标之

一，划定明确的开发区域和转化类型，并且制定从污染治理-规划引导-项目跟进-社区参与

的路线图。 

 

4  应对新的挑战：全球转型的世界城市战略规划评述 

2007 年以来，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及欧洲主权信任危机，绝大多数国家都

面临转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转型时期（张庭伟，2009）。尽管未来发展的方向仍在

探索之中，但是世界城市已经率先调整了自身战略规划的导向。在 2011 年，伦敦、纽约、

东京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自己面向未来的新的战略规划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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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世界城市最新战略规划综述 

4.1.1  2011 年《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 》 

大伦敦市政府继 2004 年颁布《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后，由于经历了市长的更迭，从

2008 年开始启动新一轮伦敦规划的编制。2011 年 7 月，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 

 

表 1  2011 年大伦敦规划目标 

子目标 目标要求 

一座能适应经济和人口增长

挑战的城市 

拥有可持续的、良好的生活品质 

为所有伦敦市民提供足够的高品质的住宅和社区空间 

消除伦敦市民间存在的各种不平等和剥削现象 

一座拥有国际竞争力的成功

之城 

拥有强大且多元的经济部门，其企业家精神造福于所有的伦敦市民以及伦敦

的各个地区 

始终处于研发和创新的前沿 

为其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而感到自豪 

一座拥有多元、繁荣、安全、

便捷的社区空间的城市 

不论出生、背景、年龄或阶层，为所有居民、从业者、游客和学生提供他们

所需，以增强市民的依附性 

使所有个体有机会能认知并表达各自的潜能 

为所有市民提供共同享受、共同生活的高质量环境 

一座赏心悦目的城市 

塑造良好的建筑和街巷空间，既有优秀的现代建筑，也保存伦敦的建成遗产 

提升各类开放空间、生态空间、自然环境和水系的健康度，以改善伦敦市民

的健康和生活福利状况 

一座在改善环境领域的世界

典范之城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两个层面均成为解决气候变化、减轻环境污染、发展低碳

经济、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标杆 

一座所有人都可以便捷、安

全地通勤和利用各类设施的

城市 

拥有便利且发达的交通系统 

鼓励更多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更好地利用泰晤士河道 

资料来源：GLA，2011
①
。 

 

公布新一版《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展望 2031 年的伦敦应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Excel 

among global cities），强调应为市民和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达到最高的环境标准并实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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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活品质，从而成为全球在应对 21 世纪的各类城市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方面的标

杆。这一城市愿景包含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目标（表 1），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土地使用的宏

观导向。 

和 2004 版规划相比，新一版大伦敦规划以“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取代了原有“示

范的、可持续的世界城市”，并对原有六大子目标全部进行调整，虽然在空间策略上仍然

延续了一个中央活动区、五个次分区和三类策略地区的思路，但增加了一条东北方向的伦

敦-斯坦斯塔德-剑桥-彼得伯勒的区域走廊。同时不再强调原有“竖向增长”政策，更加关

注如何维系并强化伦敦世界城市的地位，并满足市民的多元化需求以建设世界上最宜居的

城市之一。在规划实施中，提出社区基础设施征募费（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Levy）的政

策工具，即通过征收规划利润税来资助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保障规划的实施。 

4.1.2  2011 年《纽约城市规划 》 

纽约市政府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城市竞争，2006 年 9 月，纽约市长布隆伯格

（Michael R.Bloomberg）成立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着手编制纽约规划，并于 2007 

 

表 2  纽约城市规划目标 

目标领域 目标要求 

住房 为大约 100 万新增的纽约人创建家园，同时保障住房价格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开放空间 确保所有纽约人居住在公园的“十分钟步行圈”内 

棕地 清理纽约市所有被污染的土地 

水系 提高水环境质量以增加游憩机会并修复岸线生态系统 

供水网络 确保城市供水网络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交通运输 提高交通出行的可选择性并确保交通运输网络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能源 减少能源消耗并使城市能源系统更加清洁可靠 

空间质量 拥有全美大城市中最清洁的空气质量 

固体废弃物 通过循环再生减少 75%的固体垃圾填埋量 

气候变化 

至少实现 30%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增加社区、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基础设施应对气候风险的弹性 

资料来源：PlaNYC，2011
②
。 

 

年 4 月正式公布《纽约城市规划：更绿色、更美好的纽约》（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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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2011年4月又进行了新一轮修订。新一版规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纽约市建成“21

世纪第一个可持续性城市”。规划分析了纽约市当前发展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增长、基础

设施老化、环境恶化，并落实住房、开放空间、棕地、水质、供水网络、交通运输、能

源、空气质量、固体废弃物、气候变化等十个子目标，进而制订了 132 项计划以有针对性

地解决纽约城市发展问题（表 2）。 

增长是纽约面临的首要挑战，面对未来经济与人口的增长（预计到 2030 年纽约市人口

达到 900 万人），要高效利用城市土地来满足增长的需求，并能建设足够的住房容纳日益增

加的人口（未来将新增 100 万纽约人）。在纽约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土地空间布局的宏

观导向，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住房、开放空间和棕地开发。 

4.1.3  2011 年《2020 年的东京》  

2011 年 3 月 12 日大地震对东京有着重大冲击，日本专门成立了由各党派国会议员组成

的“危机管理都市推进议员联盟”，提出在大阪府建立“副首都”的建设方案，以分散东

京的首都职能。在此背景下，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于 2011 年 12 月正式发布《2020 年的

东京——战胜地震灾害，引领日本再生》，提出东京在大地震灾后的城市再生战略。本轮规

划一方面延续“10 年后东京”的理念、总体思路，同时针对东日本大地震后新的社会、经

济形势，从中长期的角度予以应对，以日本的再生和东京进一步的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新

的城市战略。具体而言有以下 8 大目标、22 项推进措施（表 3），并通过 12 个项目实施推

进规划。值得关注的是，该规划除了延续“少子高龄化”的人口趋势判断外，还预判东京

都人口将在 2020 年达到历史峰值后将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配合《2020 年的东京》规划，东京都政府还同步发布了《东京都产业振兴基本战略

（2011-2020）》，提出构筑五大产业战略体系，分别为：寻找新的产业成长机会、强化经营

基础、维持和引导产业集聚、促进与市民生活及地区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项目、培养引领和

支撑产业发展的人才。 

 

表 3  《2020年的东京》规划目标 

子目标 推进措施 

实现高度化的防灾城市，向世界展示东京的安

全性 

聚焦防灾对策，建设抗灾能力强的城市 

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助、合作的能力，将灾害影响减少到

最小程度，尽快恢复城市功能 

制定应对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暴雨等都市型灾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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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低碳高效的独立分散型能源社会 

经济增长与环境相互协调，发布新的能源政策 

实现成为世界上环境负荷最小，最先进的低碳城市的目

标 

建设引以为自豪的绿色都市环境 

复活水与绿化走廊所围合的美丽城市 

连接绿色网络，将拥有丰富绿色的东京传给下一代 

建设吸引人们集聚，充满人气的滨水空间 

创造与首都地位相称的都市景观，提升东京的价值 

将海、陆、空有机结合，提升东京的国际竞争

力 

形成陆、海、空高度复合的交通网络，以应对国际竞争 

推进都心等地区的建设，将东京建成更加高功能化的城

市 

提高产业效率、提升都市魅力，使东京步入新

的增长轨道 

通过支撑东京发展的产业培育，形成亚洲第一的商务中

心 

显示东京多彩的城市魅力，吸引国内外的游客 

构建高龄少子化的城市模式，向世界展示东京

的示范作用 

全社会对生育孩子的家庭给予支持，以提高出生率 

构建适应高龄老人多种需求的社会体系 

保障残障人士的生活，实现大家共同生活的社会 

形成使人们能终身健康地生活，并接受高质量医疗服务

的社会 

建设使居住和来访者都能安心、愉快生活的社区 

创造人人都可以挑战的社会，培养活跃在世界

舞台的人才 

使儿童的知识、德育及身体各机能都得到锻炼，培育担

负发展的下一代人才 

对年轻人的挑战给予支持，涌现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人

才 

培养对体育活动的亲近感，创造一个能给儿童

以梦想机会的社会 

创造既能培养顶尖运动员，又使每个市民对体育始终抱

有亲近感的环境 

资料来源：2020 年的东京，东京都政府，2011
③
。 

4.2  世界城市最新战略规划评述 

尽管上述各个城市的最新战略规划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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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的核心是平衡全球化愿景和本地化诉求的关系。约翰·弗里德曼（1997）就

认为，城市规划既要回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也应该尊重居住其中的人群的需求。在目标

战略层面，大多紧扣世界城市的发展导向；而在实施策略层面，更多是围绕人的基本需求

出发，探索塑造良好人居环境的规划之路。因为良好的建成环境对于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

力有着关键作用。 

（2）规划的角色是城市政策重要的公共政策。在技术表达上，世界城市战略规划在空

间要素布局更多是结构性和示意性的表达，强调倡导性的空间发展政策而非规定性的技术

方案，更关注规划理念和战略导向的政策实施。但在纽约规划中，更加关注于各类基础设

施的走向和绿地空间、棕地等关键空间的实施情况。而东京规划则更加注重政策的表达，

而非空间要素的落地。 

（3）规划的定位是整合各类城市政策的基础与核心。伦敦、纽约和东京都市长直接推

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无形中树立了空间规划的权威性。伦敦将空间战略作为一系列“市

长战略”的核心。纽约也是围绕空间规划出台以 PlaNYC 为主题的各类公共政策报告。东

京则配合新一轮规划出台配套的产业振兴规划。 

（4）规划的重点在于近期策略与长期目标的结合。近期建设策略需要以长远发展目标

为指导，才能避免城市建设的“短视”现象，而明日城市发展图景的实现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今天所采取解决问题的导向和措施（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2012）。 

（5）规划的编制注重程序的严肃性和开放性，强调协作式规划。这一点在伦敦和香港

战略规划编制时显得尤为突出。英国在 2004 年公布的《规划和强制收购法》中引入了法定

规划文件“公众参与申明”，保证社区参与介入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各阶段。香港也在规划

制定中引入多轮公众咨询和策略性环评。 

（6）规划的方法强调过程控制型规划和滚动编制。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摒弃了终极蓝

图式的工作方式，转而建立起规划编制——监督评估——适时调整的滚动式工作模式。如

大伦敦市政府发布新一轮规划后，又于 2012 年初推出行动计划（Implementation Plan），结

合既有的 24 个指标监测的年度实施评估报告（AMR），以保障规划的执行效力。 

（7）规划的实施依赖于以合理的城市协理方式实现规划目标。规划更多地需要考虑如

何通过机制设计使城市政府与开发商、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市民达成对话、协调、合

作以实现综合社会治理方式，从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能够符合规划导向。如纽约规划的重

点之一是研究如何通过政府资本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大伦敦规

划则将征收社区基础设施费作为实施规划的重要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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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始终面临着各类问题需要破解。世界城市因其特殊的城市职

能和超大的人口和建设规模，城市的机能更加脆弱、各类城市问题也更趋复杂。近 30 年

来，城市规划始终扮演着响应者和引领者的角色。世界城市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各种探索和

尝试都是为了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增进城市的“肌体抵抗力”以更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城

市竞争、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各类需求。可以说，这种对“城市病”治疗和预防并举的政策

举措有效地保持了城市的竞争力。其中很多的理念、导向和工作方法都对当前普遍面临转

型困惑的中国城市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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