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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院士提倡采用有机更新模式，来阻

止对北京老城的破坏及对低收入居民的驱

逐（吴良镛，1995）。阳建强等概括了1949

年来我国城市更新的发展过程、旧城更新

的现实、特征和趋势（阳建强、吴明伟，

1999）。方可提出社区合作的更新模式，

建议在社区组织、居民、政府和开发商之

间建立一个合作框架（方可，2000）。何

深静等提出运用渐进式小规模有机更新改

造，实现居住社区中社会网络的保存和发

展（何深静等，2001）。研究视角从最初

简单讨论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更新及政府和

开发商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延伸到从公共

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

关注城市更新和土地再开发的物质空间、

转型期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
模式与机制研究 
◎ 黄晓燕 曹小曙

摘 要：在总结和评价转型期我国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的基础

上，从土地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土地再开发制度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盾，并提出

城市更新与土地再开发协同治理机制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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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市场化及中

国整体社会运行体制急剧转型背景下，以

城市外部空间快速扩张和内部空间结构调

整为重要表征的城市空间重构正受到广泛

关注。由于城市快速扩张受到土地资源的

刚性约束，城市增量土地供应趋紧，因此，

面向存量土地再开发的城市更新成为地方

政府解决空间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也

是推动城市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城市更新及土地

再开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涉及城市空间

发展的多个研究领域，如城市更新、旧城

改造、城市绅士化、城中村改造等。研究

内容集中在对城市更新特征及模式、城市

土地再开发的组织、存在问题等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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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机制、社会网络等城市更新整体

环境的提升。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城市更

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引介和反思西方城市

更新、土地再开发的理论及经验，或对我

国城市更新实践和更新方式进行简单讨

论，缺乏对城市更新动因、政策、体制和

运作方式的深刻反思，更缺乏对土地制度

改革及现行土地再开发体制下的城市更新

治理过程与模式，土地再开发机制与城市

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盾的深度探讨。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被视为推进

我国城市空间重构及功能重组的主要因素

（Healey, Barrett, 1990；Wu,2001），在现

行土地制度及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城市更

新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和利

益冲突的特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

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隐患。深入探讨城市

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土

地再开发机制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

盾，并提出城市更新与土地再开发协同治

理机制及政策建议，对于指导未来城市化

健康发展，制定适宜的城市更新政策及引

导城市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

论及现实意义。

一、我国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
发的模式及特征

�.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成为

主要模式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大规模旧城更新是一

种典型的在市场逐利行为的驱动下开展起

来的房地产开发活动（方可，2000）。随

着城市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由于房地产开

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能在短期内有效地带

来城市经济增长和改变城市面貌，使其成

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更新的主导模式，并

成为推进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助力器（何

深静，2008；佘高鸿、吕斌，2008）。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房地产开

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模式以追求短期的投

资回报率为目标，缺乏城市整体经济和社

会更新的基础，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利益驱

动性特征，在操作上也存在制度缺失、利

益失衡、空间失序和社会阶层不平等现

象。由此催生的城市更新规划失控、房价

高涨、社区解体、居住分异和社会不公平

等一系列问题，正威胁着城市长远发展。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是城市更新和城

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切实保障城

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是城市更新的首要

目标。然而，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诉求的房

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模式，以追逐

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通过牺牲日常使用

价值来榨取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趋利性

的城市更新导致旧城区的传统社区和社会

网络被破坏，高附加值的豪华公寓、商品

房、写字楼及商业设施取而代之。房地产

商对高额利润的追逐催生房价迅速上涨，

被置换的居民往往无法在原住地及周边地

区购买或租赁房屋，大部分内城居民被迫

外迁，直接导致了社会空间的分异和居住

隔离，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旧城

社会资本减少、文化资源损失、居民失去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土地再开发中地方政府角色的企业

化倾向

全球化、市场化与分权化背景下，

中国随着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权利的下放，

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资源配

置权利。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减少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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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直接财政分配，创造了一个激励地

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的环境，并鼓励市场

操作和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非中心化

和市场要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趋向

于采用企业化的管治方式（Ma,2001）。

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行

动者，其行为和角色由先前的行政主导向

企业化倾向及经济合作者的转变，对城市

更新中城市土地再开发模式产生重要影

响，也是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再开发过程

的特有特征。

除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转

变外，由于城市竞争和土地财政的刺激地

方政府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全

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

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

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

载体（张京祥，2006），因此也成为地方

政府间争夺资本，吸引投资的重要砝码。

随着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能力不断

增强，地方政府与私有发展商、金融机构

及国际资本等形成了城市“增长联盟”，

这种由权利与资本结合形成的联盟，主导

了城市更新空间实践中房地产开发导向的

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再

开发表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以追求经济

效益为主要目的的特征。

3.多元化主体利益角逐导致冲突强烈

从城市土地再开发的组织层面看，

市场化模式下展开的土地再开发造成了地

方政府、开发商以及当地社区和居民等多

元利益主体角逐的局面，并导致了利益矛

盾和冲突日趋明显和激化，反映在城市空

间中，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对城市空间的重

新定义、重新划分以及相互之间的激烈争

夺。而城市旧区作为旧有社会运行体制在

城市空间上的投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冲击，仅仅由“拆迁”所引发出来的众多

社会事件，就已经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当代

中国城市更新中所隐含的复杂社会问题和

尖锐的利益冲突。

现行土地再开发以土地价值最大化

为主要诉求，权利和资本成为左右土地再

开发的两极力量，社区居民在城市土地再

开发中缺乏话语权，几乎被排除在城市更

新决策过程之外。同时由于市场操作体制

的缺陷与监督机制的缺乏，使开发商独享

高额利润，而社区居民在拆迁安置过程

中，失去原有社会网络和生存基础，无法

分享到由原有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土地

再开发过程忽视了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进

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差距，增加了社

会的不稳定性因素。

4.土地再开发规划控制的失灵

市场化背景下的城市转型过程中，城

市更新项目成为地方政府追逐政绩的工程

并具有强烈的经济利益驱动性。由于中国

土地再开发政策主要为“自上而下”的决议

方式，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公众缺乏决议权

利。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成为规

划师的主要雇主，而规划师则主要向政府及

开发商提供规划技术上的咨询与服务。在

地方长官意志及雇主的压力下规划师角色

尴尬，难以逾越“委托——代理”的障碍，

城市土地再开发规划编制过程中也就难免

出现牺牲城市的全局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而片面迁就委托方不合理要求的现象。

其次，城市更新及土地再开发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物质、社会、经济、环

境、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我国

城市更新规划的编制长期以来目标和内容

单一，注重物质及空间规划，关注城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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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的改善，缺乏综合系统规划，造成

了规划合理性的先天缺失。

此外，当前土地再开发主要以零散的

场地、单个项目开发为主，缺乏宏观层面的

总体布局及合理配置，出发点和目标往往仅

局限于项目本身，缺乏从区域性视角进行通

盘考虑，导致土地再开发整体控制的失灵。

二、土地制度约束下城市再开
发困境剖析

土地及住房制度改革、行政管理的

次中心化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被

认为是形成当前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

再开发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何深静，

2008）。其中土地政策与土地制度被放在

首位，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被视为直接作用于我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调整和功能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城市更

新主要依托土地市场这一平台而展开，实

践中，现行的土地再开发制度下的土地市

场化运作方式与城市更新间产生了矛盾，

从土地制度改革及现行土地再开发机制的

视角解读城市更新中矛盾产生的动因，对

于协调土地运行机制与城市更新的内在矛

盾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特点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土地

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土地制度，即全民所

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本研究中将

我国土地制度分为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管

理制度和土地市场制度三类来分析其特点

并阐明其对城市更新和土地再开发的影响。

土地产权制度指存在于土地中的一

系列排他性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

权、收益权与处分权等。我国城市土地归

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对

集体土地享有随时征用权。从所有制结构

来看，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具有土地使用权

与所有权分离的特征，进入土地市场的是

土地使用权。

土地管理制度是国家对土地权属、

地籍、土地利用、土地市场和土地税费等

在宏观上进行管理、监督和调控的制度、

机构和手段的总称。主要还是通过规划管

理制度和税收管理制度影响城市土地再开

发。在规划管理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土地

利用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土地开发供应计

划调控土地供需关系对土地市场产生作

用。在税收管理制度方面，通过税收管理

制度及收费政策调控土地收益分配，一方

面直接影响土地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

社会上非直接使用土地的企业与购房者等

的行为而间接影响土地市场。

土地市场制度是与土地市场交易直

接相关的制度安排的总称，包括土地的征

收、收购、储备、出让、流转、交易、金

融、抵押、担保、典当、租赁、估价等

（陈鹏，2009）。我国现行的土地市场主

要由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二级市场构成。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并将国有土地的

使用权通过行政划拨或有偿出让的方式交

给使用者。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后，在市场上以转让、租赁、抵押等方式

进行流转交易，形成土地二级市场。

2.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下土地再开发难

脱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窠臼

从土地产权制度来看，我国城市土

地产权制度存在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结

构分离、权责不统一、产权关系混乱等主

要缺陷，对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再开发带来

了影响。首先，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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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权所有的“国家”主体虚设，即国

有土地缺乏产权化的人格代表（陈鹏，

2009），引起中央与地方政府及政府各管

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增强了城市更新

中土地再开发的经济利益驱动性，也增加

了土地再开发中土地资源配置的管理成本

与组织成本。其次，土地产权权责不统

一，通过行政划拨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

者，有使用权和有限的收益权，无转让

权，通过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

者，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受到

使用期限的限制。权责的不统一导致土地

再开发中的用地者以追逐短期经济利益为

主要目的，直接造成了目前上述的城市更

新中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成为主

要模式，并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影响。在此

背景下，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再开发很难摆

脱商业开发为主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窠臼。

3.土地市场制度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土

地再开发困境

土地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影

响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最基

本的要素，土地市场制度是土地市场上市

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直接载体。本文主

要从对土地需求的影响、对土地供给的影

响两个方面来分析土地市场制度对城市土

地再开发的影响。

一是在土地需求方面，始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我国

的土地使用方式由以往无偿、无限期使用

转变为土地行政划拨与有偿出让并存的

“双轨制”，也称“二元化”土地制度。

并在土地供应中规定依据不同土地用途实

行不同土地取得方式，非经营性和带有公

益性质的土地用途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取

得，而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

宅等经营性土地，则必须通过出让方式取

得。这一土地市场化制度显化了土地市场

的价值，从而激活了价格机制。同时，企

业制度、住房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又催生

和培育了具有相对独立财务预算能力的企

业、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等市场化的行

为主体，树立并强化了市场竞争机制，导

致土地需求的市场化；

二是在土地供给方面则相对复杂，

城市土地的供给首先由单一行政配置、指

令式供给的划拨制转变为以协议出让为

主，造成多头供给的双轨制，再转变为经

城市土地

存量

增量

各类城市用地

各类城市用地

部分城市经营
性用地

农村集体土地

隐性
市场

出让
市场

国家征用

（所有权）

行政划拨

（使用权）

行政划拨

（使用权）

行政划拨

（使用权）

 
图� 我国土地市场基本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毕宝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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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土地全部采用招拍挂方式。“价高者

得”的市场机制原则，使土地再开发中的

土地资源主要集中于开发商手上，导致城

市更新中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再开发的

单一模式。

此外，越来越多采用垄断供给的土

地收购储备制，初衷在于解决城市存量土

地利用管理混乱问题，但由于制度不完

善，操作不当引发弊端已经在土地再开发

市场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在土地供应政

府高度垄断的情况下，缺乏合理的地价控

制计划，导致地价上涨，给土地再开发带

来高额的成本，房地产开发商为追逐高额

的利润，必然造成土地资源过度利用，变

相提高了政府土地再开发的管理成本，也

带来社会不安的隐患。

4.土地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催生土地再

开发种种弊端

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促使内城发展

追求最大化的土地利用效益，推动了中心

城内部空间结构的重组。与此同时，土地

和住房改革成为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发展的

催化剂。当前税基狭窄与房地产税不完善

的情况下，土地出让收益成为政府的主要

收入来源（叶嘉安、徐江，2007），导致

城市土地再开发中政府以追逐经济利益为

主，公共服务及管理功能的缺位。而土地

管理制度中的规划管理制度及税收管理制

度等不完善，缺乏对土地再开发市场的调

控能力，导致土地再开发产生种种弊端。

三、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
协同治理机制

�. 建立多样化土地再开发模式

以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取向、更

加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公平、内涵更加多

元化和综合化的治理机制是城市土地再开

发的主要趋势（叶磊，马学广，2010）。

单纯的依靠政府和市场导向的政策控制很

难解决城市土地再开发的现存问题，建立

多样化土地再开发模式有助于在一定程度

上规避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再开

发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

在土地再开发土地市场制度中政府

应从政策层面扶持社区团体，并鼓励社区

参与土地一级市场竞争。在城市土地再开

发过程中调整土地有偿出让方式中“价高

者得”的招拍挂制度，给予社区组织一定

的政策优惠，优先赋予社区组织参与土地

再开发的权利，政府通过规划及各类产业

政策进行引导。从而改变以往的“政府+

开发商”的单向度的土地再开发模式，引

入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社区自主更新、社

区与开发商协作更新等土地再开发模式

（郭湘闽，2008）。

2.改革创新土地再开发收益分配制度

改革创新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建立

多方协同的利益平衡机制有助于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土地再开发市场竞争中的各种利

益博弈关系，缓和土地再开发引起的社会

矛盾和社会冲突。 通过土地收益分配制

度改革，将政府来自土地再开发的收益从

完全依赖出让转变为增值为主，从经济层

面刺激和鼓励政府在土地管理职能的转变

（陈鹏，2009）。

首先，城市土地再开发中，鼓励土

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实现土地收益增值的

公平分配。具体操作方式是发挥并强化政

府在利益均衡、减少社会冲突等方面的宏

观调控作用（卢源，2005），鼓励社区原

产权人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原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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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拥有的房地产作价入股，开发商按股

分红土地再开发后的增值收益。

其次，仅靠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方

式的改变来解决土地再开发中的问题力量

有限，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土地收益

模式，解决地方政府税基狭窄、税源不稳

等问题，从而扭转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

向，才能使土地再开发市场走向正规，真

正解决土地再开发中过度追逐经济利益带

来的负面影响。从土地制度视角来看，通

过改变房地产税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

出让的依赖，来转变政府的用地行为，利

于降低土地再开发成本，抑制投机，也有

助于扩大地方政府税源，缓解城市土地再

开发中的矛盾与冲突。

3.完善土地再开发规划管理制度

从土地再开发管理制度层面来看，

亟须在土地再开发中建立多方参与、凝聚

共识的土地再开发决策体系及多元利益共

同体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这需要以市场

化导向的规划管理制度改革为前提。

首先，规划不应只是实现某种城市

“蓝图”的纯技术手段，而应看做是通过

土地资源利用的分配与调节，协调城市发

展中效率与平地的关系，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行动。规划的经济合理性源于

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土地市场的特殊性，

使其针对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供给不

足等市场失灵，进行适当修正。改变我国

城市更新规划的编制长期以来目标和内容

单一，注重物质及空间规划的缺陷，建立

综合系统规划。

其次，在规划决策中引入真正有效

的公众参与机制。上述分析已经表明，目

前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流于形式，公众

并未获得参与决策的真正权利。在市场化

及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规划师角色尴

尬，要在规划中解决这一难题也有很大的

难度。然而如果在建立了多样化土地再开

发模式及多方协同的利益平衡机制的情况

下，使规划师服务的对象更加多元，公众

也成为规划师的雇主之一，那公众参与规

划决策的难题便迎刃而解。在土地再开发

规划决策阶段便吸收公众的意愿，并付诸

实施有助于实现具有社会良性的城市土地

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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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and Mechanism of Land Redevelop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Huang Xiaoyan, Cao Xiaosh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ppraising the mode and mechanism of land 

redevelop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redevelopment system and urban regeneration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ystem. 

Keywords: urban regeneration; land redevelopment; land system; mode an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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