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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0 年代，日本政府为解决东京都严重的单极化问题，

提出在东京周边地区建立若干业务核都市，以疏导部分首都功

能，促进东京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介

绍了业务核都市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制定过程；通过四个典型案

例分析了业务核都市的开发策略；利用近 30 年来东京都市圈的

人口、就业和土地数据，对业务核都市在促进都市圈一体化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价；最后对业务核都市政策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

Abstract: In the 1980s, to mitigate the over-accumulation of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to Tokyo, Japanese government proposed 
to development “Gyomukakutoshi” (core business city)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okyo, as an approach to decentralize part of 
the capital functions to these cities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kyo Metropolitan Region. The current stud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Gyomukakutoshi 
policy. 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yomukakutoshi 
through four typical case cities. Further, by employing aggregate 
data of Tokyo Metropolitan Reg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policy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 with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merg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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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产业和资源向特大城市

不断聚集，不仅带来大城市自身的无序扩张，也造成了以大城市

为中心的都市圈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京津冀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城乡规划学科而言，如何“调

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

体化水平”[1]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需要改变当前北京一极集中的局面，疏解首都部分机能，建立多

中心的区域城市格局。

二战后，随着日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其首都东京出现了与

目前北京类似的“一极依存”的空间构造，给东京带来了诸如地价

飞涨、交通拥堵、职住分离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改善东京都的

过密问题，促进东京都市圈“多核多圈域型”发展，日本政府在

1986 年的《第四次首都基本计划》中提出培育“业务核都市”，即

通过产业功能的集聚，在东京周边县市形成若干职住平衡、城市服

务功能充实的自立型都市 [2]。“业务”一词在日语中本有工作、职

能之意，但其具体含义非常广泛，可以指代商务、行政、商业、教育、

文化、交通、工业等多种功能。“业务核都市”即以一种或若干种

“业务”为核心职能的城市。历经近 30 年的建设，东京都市圈的

业务核都市不断发展成熟，同时也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世界产业发

展的变化而面临新的问题。研究日本的业务核都市，将对我国大都

市圈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确立城市职能分工、构建多中心的城镇格

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城乡规划学术界对东京都市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

大都市比较研究 [3,4]、交通研究 [5-7] 和都市圈发展演变研究 [8-10] 等，

针对业务核都市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日本学术界对业务核都市的

相关研究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东京都市圈商务机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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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与集中的机制分析 [11,12]；二是以个别业务核都市为案例，

介绍了其职能、用地、人口构造的变迁和本地人口的居住选

择 [13-15]；三是利用宏观数据，对业务核都市发展及与其相关

的东京都市圈空间构造变化进行评价 [16,17]。支持业务核都市

设立的理由有两点 [18]：首先，从土地角度看，业务核都市可

供开发的土地量是东京中心地区的数倍，发展业务核都市有

利于减缓东京地价高涨，并提供更多的居住用地，减少长距

离通勤；其次，从城市功能角度看，依托东京周边具有一定

规模的既存都市，通过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

可以分散部分过度集中于东京中心地区的机能，构建多中心

的都市圈结构。

对业务核都市在疏解东京都职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研

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业务核都市的就业和居

住人口以超过东京中心地区的速度持续增加，起到了规划预

期的集聚人口和产业机能的作用 [19]，形成了都市圈的多中心

格局 [20,21]；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业务核都市的企业多为

非核心的支援型部门或本地服务部门，因此只是企业机能分

化的一种空间表现 [22]，特别是经济泡沫破裂后，都市圈企业

呈现向东京中心地区回归的态势 [23]。

2  东京都市圈“一极集中”现象及业务核都市政
策的制定

东京都、东京都市圈、日本首都圈是三个涵盖不同空间

范围的概念，具体划分方式本文不再赘述 [24]。东京都由都区

部和多摩地区组成，本文中的东京中心地区即指由 23 个特

别区构成的都区部。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千叶县、埼玉

县和茨城县南部地区，面积 16 382 km2，居住人口约 3 800 万。

东京都市圈人口在 1970—1980 年的 10 年间增长了 19%，

达 2 870 余万人①；从 1975—1985 年，东京都的基准地价

增幅达 349% ②，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到距离东京都心 60 km 

的范围。1985年东京都市圈内周边城市向东京中心地区流入的

通勤（就学）人口普遍高达该城市总人口的 10%~50%（图 1）， 
给城市交通带来严重负担。缓解东京中心地区的过密问题，

成为当时日本政府和规划学界的当务之急。

日本政府于 1956 年颁布了《首都整备法》，迄今为止依

据此法共制定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76 年制定的《第

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中将规划目标确立为“多极构造的都

市复合体”，并首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一定地域中心性的核都

市。而“业务核都市”这一概念最初形成于 1979 年的国土

厅首都改造计划制定调查，并在 1986年和 1999年的两次“基

本计划”中确立了 22 个业务核都市（14 个地域），规划的

主要城市职能包括行政、教育研发、商务、旅游、会展、工

业等，各业务核都市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另一方面，业

务核都市所在的地方政府从 1970 年代就开始积极着手进行

工业、铁路用地再开发以及填海造陆等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计

划，为业务核都市的建设提供了用地保证。图 2 梳理了业务

核都市相关政策出台的关键时间节点。

①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 战后首都圈人口之推移 [R/OL]. (2012-1-1) [2014-09-15]. http://www5.cao.go.jp/j-j/cr/cr11/chr11040101.html.  
② 数据来源：东京都财务局 . 东京都基准地价格 [R/OL]. (2014-1-1) [2014-09-15]. http://www.zaimu.metro.tokyo.jp/kijyunti/.
③ 两市于 2001 年合并为现埼玉市。

第三次首都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在东京周边建设核都市

国土厅正式提出业务核都市概念

第四次首都基本计划指定 16 个业务核都市

第五次首都基本计划再次指定六个业务核都市

《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将业务核都市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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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业务核都市政策相关时间点图 1  1985 年东京都市圈部分城市到东京的通勤人口（千人）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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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业务核都市基本情况

城市
所在

都县

2010
年人口

（万）

与东京

距离

（km）

城市
所在

都县

2010
年人口

（万）

与东京

距离

（km）

熊谷，深谷 埼玉 20 62 木更津 千叶 12 36

川越 埼玉 33 36 川崎 神奈川 133 18

浦和，大宫③ 埼玉 118 22 横滨 神奈川 369 29

春日部，越谷 埼玉 55 29 厚木 神奈川 22 46

土浦，筑波，

牛久

茨城 41.2 51 町 田， 相

模原

神奈川 103 35

成田 千叶 10 50 青梅 东京 14 45

千叶 千叶 92 32 八王子，立

川，多摩

东京 88 34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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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政府主要对民间

投资的业务核都市公共设施（交通、会展、研究、展示设施）

建设给予扶持，包括无息贷款、特别税收政策、特别地方债等，

但对于公共设施以外的投资优惠措施则只限于日本开发银行

的低息贷款。在《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制定时曾试

图在立法上明确对进驻业务核都市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但

考虑到这种做法如果不配合对东京中心地区的企业进驻进行

限制，可能会造成都市圈的进一步膨胀，同时顾虑到对其他

城市的公平性而最终未能实施。

1989—1994年的五年间，东京都23区内共有106家企业、

约 33 000 名员工转移到业务核都市；同时，日本中央政府

的 10 个省厅 17 个行政机关迁移到埼玉规划的行政副中心；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的功能进一步充实；横滨港未来和幕张副

都心的国际会议场也相继建成。但业务核都市的建设在日本

经济泡沫破裂后并未能按照预想的速度进行。

3  业务核都市发展策略：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介绍

本节选取四个业务核都市的典型代表，对其发展策略加

以介绍，四个案例分别位于四个不同的地区，规模差异较大，

其主导职能也各不相同：埼玉市以行政功能为主，幕张主要

为商务研发和文教，筑波为教育科研，港未来地区则为商务

观光会展。

3.1  埼玉县埼玉市新都心
2001 年，作为业务核都市的浦和市、大宫市与与野

市合并，成为新的崎玉市。新都心利用原国营铁路大宫站

场土地，以 JR（日本铁路公司）大宫站为依托，规划面

积 47 hm2，规划就业人口 5.7 万人，规划主要职能为行政。

2000 年 2 月，中央政府主管关东地区事务的分支机构约

6 300 名职员迁入新都心，同年 JR 埼玉新都心站开始运营。

随后，作为地区开发引导性重要设施的埼玉超级竞技场开

业——这是一个多功能设施，可用于体育比赛、会展、音乐

会等多种用途。从 2004 年开始，民间企业如 NTT（日本电

报电话公司）、三井、明治生命、日本邮政等开始入驻。目

前该地区就业人口约 1.86 万人，为规划规模的 1/3，地区内

部分地段尚等待开发（图 3）。

3.2  千叶县千叶市幕张副都心
规模 522 hm2 的幕张副都心距东京 25 km，它和千叶市

中心地区是千叶业务核都市规划的两个设施集中区。这里在

1967 年被规划为东京都的卧城，后来随着成田空港和东京

湾岸道路的建设，交通可达性大大提高，幕张从单纯的住宅

地区转变为功能复合的新都心，规划就业人口 15 万、居住

人口 2.6 万。1983 年千叶县提出“新产业三角”构想，幕张

和成田、木更津各自成为一极。幕张的用地规划以 JR 京叶

线幕张站为中心，划分了城中心区、文教区、企业研发区、

居住区和公园五个区域（图 4）。1989 年作为地区发展催化

剂的幕张会展中心建成；随后的五年内，IBM、夏普、富士

通等高端企业先后入驻，1993 年以后各类商业设施相继落

成，1995 年居住区建成。1990 年代中期，由于东京地价下降，

幕张的部分企业回归东京，但从 90 年代末开始，以中小型

信息产业和物流产业为主的企业大量进入幕张，其主要原因

是幕张相对低廉的写字楼租金以及交通便利性。同时，当地

对风险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各种支持和优惠政策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目前，幕张的实际就业人口约五万人，为规划目

标的 1/3，实际居住人口基本与规划一致。

3.3  茨城县筑波市研究学园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是开发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

业务核都市之一。1963 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部分国家

研究机构迁移到筑波，并规划了 5 527 hm2 的“筑波新都

市”。筑波学园都市的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3—1979 年，这一时期先后进行了四次总体规划并颁布

了《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形成了南北两端为筑波大

学和工业技术院，中央为服务设施，以两条南北向主要道

图 3  埼玉新都心总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www.saitama-shintosh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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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串联住宅和其他研究机构的规划结构（图 5）。规划分为

2 700 hm2 的研究学园地区和周边地区。至 1979 年完成了

43 个研究机构的入驻。第二阶段从 1979—1985 年，这一时

期的重要事件是在筑波召开“科学万博会”，以此为契机充

实了筑波的商业设施和交通设施。在筑波被指定为业务核都

市后，学园都市的建设开始了第三阶段，主要完善了东西轴

的商务、娱乐机能，同时新建了连接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

2005 年开通运营后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截至 2008
年，筑波的居住人口达 20.7 万人，基本达到最初规划的 22
万人目标（1998 年调整为 35 万人），聚集了 128 个国立研

究机构中的 106 个，12 000 余名科学研究人员在此生活工作。

而截至 2003 年，日本政府在筑波投入的开发建设经费高达

2 兆 6 000 亿日元。

3.4  神奈川县横滨市“港未来地区”
港未来地区是横滨业务核都市规划的六个设施集中区之

一。大都市滨海地区开发是日本 198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城

市开发形式。港未来地区通过填海造陆和利用废弃的造船厂

工业用地规划了用地 180 hm2、就业人口 19 万、居住人口 
1 万的未来都市核心，具体建设目标为：24 小时不间断的国

际文化都市，21 世纪的信息城市，水、绿、历史交相辉映的

环境都市（图 6）。最初建设完成的是当时的日本最高建筑

横滨塔以及横滨国际会展中心；从 1994 年开始有企业陆续

图 4  幕张土地利用规划图 
资料来源：www.city.chiba.jp

土地利用计划表 （单位：hm2）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总计
扩展区 核心区

8.4 24.6
53.6

33.0中心城区
商务研究
文化教育

住宅
幕张湾城
若叶住宅

公园绿地
公益设施

道路及其他用
地总计

31.0
—

—

—

3.8
16.8

84.5
24.5

84.6
57.857.8

41.2
18.5

108.1
19.3

114.6
437.7

41.2
18.5

111.9

139.1
522.2

36.1

0   100  200  300  400  500                           1 000m

图 5  筑波学园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资料来源：www.mlit.go.jp/crd/daise/tsukuba

计划住宅地
一般住宅地
商住混合地
公园 · 绿地
学校 · 幼儿园
社会公益设施
研究设施 · 大学
周边开发
常磐新线沿线开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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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但以横滨本地企业为主；1997 年大型城市综合体“皇

后广场”（Queens Square）开业；2004年连接东京的地铁“港

未来线”开通运营，其后日产汽车、联想集团等大企业的日

本总部相继入驻。横滨市为在港未来特定地区内建设商务、

研发建筑的高水准企业提供五年内最大 20 亿日元的减税优

惠政策。由于该地区紧邻日本最大的中华街，同时保留了租

界时期具有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这里也成为著名的观光热

点。目前，港未来地区有 6.7 万人工作和近 1 万人生活于此。

年均访客人次超过 5 000 万。

通过对上述四个案例的介绍，可以看到业务核都市的开

发建设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业务核都市的建设紧密围绕公

共交通设施，特别是直达东京中心地区的轨道交通在业务核

都市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大型公共设施作为地

区发展的催化剂先行投入建设，以吸引后续民间开发和提高

地区人气及知名度。再次，与传统大城市周边以居住为主的

卧城与卫星城不同，业务核都市规划的就业人口往往数倍于

居住人口，且商务用地先于住宅建设。最后，对城市进行整

体规划以保证舒适的都市环境，同时注重多种城市功能的复

合，以形成自给自足型城市为目标。

4  业务核都市在都市圈空间结构优化中的作用评价

发展业务核都市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在控制东京中心

地区总人口的同时降低商务商业用地比例，改善居住环境；

其次是促进东京中心地区企业向业务核都市转移，疏解首都

部分机能，降低东京土地价格；再次是强化居住人口和就业

人口在业务核地区的聚集，实现职住平衡。本节即从这三个

方面对业务核都市政策进行评价。

1985 年东京中心地区的总人口为 835.5 万，到 2010 年

增加到 894.9 万，25 年间的增长率为 7.1%，同时期日本全

国的人口增长率为 6.0%，而东京都市圈崎玉、千叶、神奈

川三县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22.6%、20.8% 和 21.8% ①。可

以看到，日本人口仍然在向东京都市圈聚集，但东京周边地

区的人口增长远远高于东京中心地区（图 7），东京中心地

区在都市圈所占人口比例从 1985 年的 27.6% 下降到 2010 年

的 25.1%。而截至 2010 年，业务核都市人口全部实现正增

长，从这个角度上说，业务核都市起到了一定疏散人口的作

用。从用地结构变化来看，东京都的商业用地占日本全国

商业用地的比例近 30 年来基本稳定在 15% 左右，而东京都

市圈商业用地占比在 1985 年到 1995 年的 10 年间有一定上

升，此后基本维持在 28%。东京都人均居住面积在 1998 年

为 15.8 m2，到 2013 年上升为 19.8 m2，增幅 25.3%；同期日

本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增幅 20.9% ②。东京都居住环境有一定

改善，但业务核都市对此改善的贡献尚不明确。

东京中心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在 1986 年为 65.7 万，到

2008 年下降到 54.8 万；与此同时，全部业务核都市的民营

企业数量则从 37.3 万增加到 40.4 万③，尽管增长不明显，

但由于该段时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所以实际上业务核都市

的确发挥了转移部分首都机能的作用。此外，东京中心地区

的地价在经历了 1980 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的飞涨后从 1990 年

代开始迅速下跌，在最近一段时期才开始缓慢上升，土地价

格的变化更多的是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与业务核都市

的发展无直接关系。

①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 国势调查 [R/OL]. (2011-01-01)[2014-09-15]. 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0.
②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 住宅土地统计调查 [R/OL]. (204-01-01)[2014-09-15]. http://www.stat.go.jp/data/jyutaku/.
③ 数据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 . 首都圈整备年次报告 [R/OL].(2010-06-01)[2014-08-12].  http://www.mlit.go.jp/statistics/ file000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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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东京都市圈人口变化（1985—2005年）图 6  横滨港未来地区总平面分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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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东京中心地区土地价格变化（1985—2010 年，单位：日元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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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核都市的就业人口从 1985 年的 330 万增加到 2008
年的 475 万。这段时期东京中心地区和东京都的就业人口占

都市圈比例在不断下降，而埼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县则有少

量提高（图 8）。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业务核都市

在 1985—2005 年的 20 年间增长了 50%，远高于同期东京

都 12.3% 的增长速度。就业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东

京的职住分离情况：东京都通勤时间小于 1 小时的居住人口

比例从 2003 年的 61% 提高到 2008 年的 71.9% ①。需要指

出的是，由于东京的轨道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因此通勤

时间的缩短并不是就业分散单独作用的结果。据 2008 年第

五次东京都市圈人口出行调查数据 [26]，东京都中心地区居

住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13.76 km，都市圈平均通勤距离为

12.22 km，业务核都市内就业人口通勤距离与东京中心地区

并没有显著差别。

5  讨论与结论

上述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显示，在业务核都市政策出台

后的近 30 年时间里，业务核都市不断发展，分担了东京中

心地区的部分商务、行政、教育科研职能，对促进东京都市

圈的协调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

除个别发展较好的业务核都市外，大部分的业务核都市并未

能按照计划那样成为都市圈的一个副中心，吸纳的就业和居

住人口都不及预期，所以尽管集中化程度有所下降，东京都

市圈还是呈现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这一点可以从东京都市圈

内的交通流向和流量看出（图 9），即都市圈内的主要交通

还是体现出指向东京中心地区的趋势，业务核都市间的联系

并不紧密。业务核都市政策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两个

客观原因：一是 1990 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以及其

后长期的经济低增长，这使得东京中心地区的地价大幅下降

（图 10），企业缺乏外迁动力；二是近年来日本人口数量的

减少，使得日本大城市的资源环境压力得到缓解，疏散人口

的需求降低。除去两个客观原因外，业务核都市政策本身也

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首先，企业对于区位的选择是一个市场行为，企业会

衡量选择某一区位的成本收益后做出最优选择。对于占据

东京经济绝对主导地位的服务业而言，CBD 等中心地区提

供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间的面对面交流沟通便利性

尤其重要（即所谓规模经济）；业务核都市尽管写字楼租金

较低，也较少存在交通拥堵等，但分散化给企业带来的业

务联系的高成本往往高于省下的租金。同时，由于日本员

工的通勤费用由企业承担，轨道交通的高度发达也使得都

市圈内的流动快捷而舒适，因此从周边城市向东京中心地

区的通勤也并未被企业和员工视为严重问题。所以正如前

文案例中所介绍，进驻业务核都市的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分

支机构及研发部门居多，还有部分不太需要与其他企业频

图 8  东京都市圈各地区就业人口占都市圈比例
资料来源：http://www.tokyo-pt.jp/person/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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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面对面联系的信息企业，大企业总部仍倾向于留守东京

中心地区。

其次，在开发政策上，业务核都市的建设往往以某一核

心公共设施为先导，如幕张和港未来地区的会展中心，埼

玉新都心的超级竞技场或筑波的万博公园，这些设施虽然

能够提升地区的知名度并改善居住环境，但对于企业而言

吸引力不高，也很难直接引发企业的聚集。相对于大型公

共设施，区域性的交通设施对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同时，

由于在引导首都机能向业务核都市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并

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控制东京中心地区的开发强度，反

而随着小泉政府以来大力推行的城市更新政策，东京中心

地区出现了很多高强度、大规模的城市复合设施，这样的

做法尽管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但无疑削弱了业务核都市

政策的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日本的业务核都市建设对我国大都市圈实

施空间结构优化战略具有如下启示：（1）区域性交通设施

在促进中心城市职能向周边地区分散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积极作用；（2）政府应注重遵循经济规律，应用市场手

段而非行政手段对企业向大城市周边地区转移进行引导；

（3）企业的研发和支援性部门、地方服务性部门、中小企

业、流通及通信信息企业具有较大的转移可行性；（4）在

规划确定相关副中心城市的规模以前，应对未来都市圈人

口的变化趋势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态势做出谨慎判断。同

时，引导周边地区发展的政策应与控制中心地区扩张的政

策配合使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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