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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ification Study of Western Public Participation Approaches in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西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分类研究 
——基于理论的视角

莫文竞
Mo Wenjing

摘要：对西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理论进行分类研究可以找

到这些理论背后的规则，进而通过规则适配进行参与方式的选

择。本研究综合了安斯汀和米切纳分类的优点，以参与权力分

配为依据进行了新的分类研究。新依据下的三种参与方式在权

力分配、参与目的及社会作用上各具特色，以此引申出的优缺

点构成了参与方式选择的情景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论述了

三种参与方式在我国的适用性及实践基础，建立了适于我国城

市规划编制体系的参与方式选择标准。

Abstract: Study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pproach theory in the west is the best way to find the implication 
rules among them. These approaches can be applied selectively 
through rules adaptation.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Arnstein’s 
theory and Michener’s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ew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power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or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participation approaches which come from the 
features on the power allocation, participation purpose and social 
effect, compose of the situational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pproaches selecting.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the practice basis of the three kinds of 
participation approaches in China, and establishe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Chinese urban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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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理论传入我国已经过去了
30 年，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虽然《城乡规划
法》对公众参与地位的确立提高了公众参与实践的“量”，但是参

与的有效性却无法保证。2008 年武汉洪山广场改建项目公众参与失
效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①，2009 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电厂发生的群
体性事件②等等，暴露了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失效的种种根

源——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还在于公众参与的组织者缺乏

有效的策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③要想进行城市规划公

众参与，必先掌握公众参与的方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

形成了多种多样关于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理论。然而这些参与

方式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所基于的理论视角及依托的实

践也不同，因此，我们不能随意“拿来”使用，而是要通过分类研

究找出这些形形色色、内容各异的方式背后的那些极为有限的“共

同规则”，进而通过规则适配选择合适的方式，提高参与的有效性，

促进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发展。

1  分类依据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分类研究始于安斯汀（Arnstein）的
梯子理论 [1]。通过八个公众参与程度分阶，安斯汀描述了三种参与

状态：“不是参与的参与”、“象征性的参与”与“有实权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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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冯和马克根据公共选择问题的情况，将参与方式分为环境管理型、环境管治型和合作式环境规划型。如果公共选择问题很严重，选择第一种

类型的规划；如果公共选择问题不严重，可以解决，选择第二种类型的规划；如果没有公共选择问题则选择第三种类型的规划。

② 韦伯拉和图拉通过 10 个案例的调查发现现实存在四种参与方式，每种参与方式都有其对应的环境特征。以技术为主的公众咨询：需要好的领导、

丰富的信息及科学的分析；平等主义的协商：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能力；高效的协作：需要参与者之间有很高的信任度，它强调的不是数据，

而是参与者之间要达成共识；开明的合作：需要高质量的信息及数据分析，同时社区和公共机构之间要存在一定的信任度。

她以民主理论为基础，主张公众获得最大的参与权力。安斯

汀的分类既有优点，也存在缺陷：优点在于她的分类依据公

众参与权力的大小，道出了参与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缺

点在于她的分类过于琐碎，正如雅普（Yap）所说，“梯子
理论”下五阶段从公众的权力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不

过是权威者所采取的不同参与策略来满足公众的需要 [2]。另

外，她认为公众的参与权力越大，参与的效果越好，而自道

希（Dorcey）[3] 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并不是公众的参

与权力越大就越好，任何参与方式都可能是有效的，其有效

性在于与环境的适应性，即参与方式的分类模型研究已经从

“线型模型”转向“齿轮模型”。

早期的分类研究中，索恩利（Thornley）基于政治社会
学框架的社会变革和公众参与两分法理论 [4] 也具有深刻意

义。索恩利探讨了不同社会变革理论视角下的公众参与主张，

揭示了不同类型公众参与的社会作用，但是受研究视角所限，

结果很难应用于具体的规划实践。

近年来伊冯和马克（Yvonne & Mark）[5] ①、韦伯拉和

图拉（Webler & Tuler）[6] ②的研究都延续了道希的理念，对

各自的分类制定了选择规则，但是他们的分类都缺失了“市

民控制”的内容，无法包容那些提倡和实践公众自治规划的

研究。米切纳（Michener）将参与方式分为“以规划师为中
心”和“以公众为中心”两种类型，虽然简洁、概括，却忽

视了两者的中间状态 [7]。

本研究延续安斯汀的权力视角，融合米切纳的分类思想，

依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将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

式分为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决策

权及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三种类型。这种分类既体现出参

与方式的本质区别，又简洁地归纳并且全面包容了各类城市

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理论。

2  各分类的具体内容

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领域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即公众

参与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和社会作用 [8]。因此，

不同类型参与方式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参与权力分配的不

同，还在于参与目的及社会作用的不同，这三个方面共同构

成了不同类型参与方式的内容特征（图 1）。本研究将对各
分类的具体内容通过内容特征的归纳和代表理论的论证进行

详细阐述。

2.1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2.1.1  内容特征

这种类型的参与方式是指政府主导整个规划过程，掌握

并控制最终的决策权。从规划目标的确定到方案设计，公众

都处于从属地位。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规划中政府与

公众的信息沟通，即政府通过调查、咨询公众，明白现实存

在的问题及公众的需求，以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方

案。它以提高规划决策的质量为目标，强调的是城市规划的

技术性特征，即政府及规划管理部门的官员由于具备城市规

划知识而应该掌握规划的最终决策权。

这种类型的公众参与带来的社会变化是缓和的，政府对

公众参与的态度也是谨慎的，公众参与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和

政府管理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中规划师与被规划者、政府

与公众、当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他们之间搭建

沟通的桥梁，从而使这种结构关系更加牢固。换句话说，公

众参与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

2.1.2  代表理论

（1）斯凯夫顿报告 [9]

英国政府在 1968 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任命斯凯夫顿
（Skeffington）为主席，负责起草一份关于城市规划公众参
与的报告，“为规划开发设计一个合适的公众参与方式”，目

的是为了教育公众同情认可规划决策，以此提高规划管理的

效率。

斯凯夫顿报告提出了以下公众参与方式建议：

• 公众应该被告知；

• 公众应该获知公众参与机会的信息；

• 公众参与应该关注于由当地政府提出的建议选择；

• 建立社区听证会，给当地组织参与讨论的机会；

• 规划方案应该在规划影响区进行公示；

• 任命社区开发官员，保证非组织成员的参与；

• 应该告知公众他们在参与中能获得什么；

图 1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分类及具体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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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公众支持规划过程，表达他们的观点；

• 在学校和社区中对公众进行规划知识教育。
斯凯夫顿报告最重要的两条改革建议是建立社区听证会

和任命社区开发官员，这样可促使当地官员了解社区成员的

兴趣和压力，更好地了解社区的社会结构；在参与地方规划

的过程中让公众了解规划师的职业困境，即处理项目的复杂

性和困难之处，可以减少公众对地方规划的抵制；通过规划

教育，公众可以从规划技术和职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

另外，公众对规划参与兴趣的提高及其规划职业知识的增加

可以加快规划的过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总之，以上建议

将有助于保证社会的稳定。

（2）罗瑟的咨询规划 [10]

罗瑟（Rosser）的咨询规划目的是通过建立社区开发计
划网络整合社会力量，发展和促进“公民文化”，促进和增

强公民对政府的忠诚。以加尔各答为例，具体方法是建立一

个巨大的顾问网络，包含 15 万人口，包括规划管理部门、

自愿组织和加尔各答近百个分区的政府官员。通过顾问网络，

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应用于加尔各答各项开

发规划的准备和实施阶段。

罗瑟的咨询规划方法倡导的是社会共识的建立。公众参

与规划不是为了解决社会冲突，事实上，它增强了公众对政

府的忠诚度和信任度，使公众支持而不是破坏政府的规划。

例如在社区开发项目中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其人员包含了当

地的政治市民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参与不是为了分化

政府在规划决策中的权力，而是基于利用和协调当地资源的

目的，使“分散的力量汇成一体”，更好地实施规划。

（3）潘的有限性公众参与 [11]

潘（Pun）的有限性公众参与理念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
代香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同斯凯夫顿报告一样，

潘也把公众参与的问题看作规划师和被规划者之间交流改善

的途径。他认为当前香港的公众参与方法是不足的，如建立

由普通公众作为成员的规划建议委员会，向公众展示法定图

则等，但是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可能会妨碍现有规划体系的

效率和有效性。毕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香港不能承担任

何开发时间的拖延，无论是在规划决策还是在实施阶段。因

此参与必须限制在现有公众参与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即在保

证政府规划决策的权力、规划公开、规划咨询、允许公众对

规划提出申诉的基础上增加公众与政府之间交流的机会，这

种机会不以扩大公众的权力为前提。

潘认为政府要进行家长式管理，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运

用政治力量使政治决策在共同价值领域内形成。公众参与是

为了满足交流的需求，弥补公众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使政府

在规划中的行为合法化。

2.2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决策权
2.2.1  内容特征

这种类型的参与方式是指规划方案由政府与公众共同决

策，即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从现状问题、

规划目标的确定到规划方案设计，政府和公众都处于平等的

地位进行磋商、谈判，当不同的利益团体相互争执、互不退

让时，政府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中立原则进行仲裁。

这种类型的参与方式是为了使规划决策得到社会各界的

认可，以增强规划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它强调城市规划的政

治性特征，基于对社会公正的思考，即城市规划关系到生活

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为某一部分人或某阶层

而做，也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而做 [12]，是多方利益权衡的

结果，是社会各方利益共同决策确立的各方的“契约”。因此，

需要参与者的地位彼此平等，共同决策。它的本质在于解决

由社会不同阶层追求各自利益所引起的社会冲突。通过社会

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达成共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社会

稳定。

2.2.2  代表理论

（1）达维多夫的倡导规划 [13]

达维多夫（Davidoff）强调，倡导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就
是由职业规划师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参与，规划师与公众

的关系就像律师与其客户，规划师根据公众需要设计规划方

案，为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方案进行辩护，揭露竞争方案

的缺点，就像律师在法庭上盘问证人和盘查证据。政客（政

府）就像法庭上的法官——作为公正的仲裁人决定选择哪个

方案，规划师作为律师也要追求他自己或是顾客的理想——

和谐社会。

公众依靠规划师，他们不仅是“信息的提供者、目前形

势的分析师、未来环境的模拟者，还是详细规划方案的设计

人”。公众的任务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和观点形成规划目标，依

据规划师的建议选出他们认为的好的方案提交给政府决策。

总之，倡导规划中的参与方式赋予了公众一个积极、深

刻的角色，打破了政府在准备规划方面的垄断。它也是冲突

管理的工具，能够调整目前政治法律和制度框架中的利益冲

突问题，预先阻止由冲突升级引起的暴力对社会系统的破坏。

（2）《我们共同的未来》[14] 与《21 世纪议程》[15]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
《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公众要更多地参与影响环境的决策过程。当一项拟议

项目的环境影响特别大时，项目的公众审议必须强制进行，

如可能，作决定前须得到公众的批准，或进行公民投票。”1992
年联合国指导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21 世纪议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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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明确了城市开发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政策，成为新时

期各地方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主要依据。章程规定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先决条件是公众广泛参与决策，在环境和发展

这个具体领域，需要新的参与方式，个人、群体或组织需要

了解决策程序及参与决策过程。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

生活或工作的社区的决策。”在谈到各个组织作用时，章程

要求地方政府采取伙伴关系，同当地民众、组织和私人企业

进行协商对话。

强调合作、参与决策是这两个章程对公众参与规定的主

要特征，它的目的是希望调动各界力量共同合作完成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调节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

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3）交往规划 [16,17]

交往规划理论建立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

上，其核心是在多元主义的思想前提下，寻求一种“政府—

公众—开发商—规划师”的多边合作模式。它的倡导者将交

往规划的目标定位为规划行为的民主化，提倡在规划实践中

实现此前一直被排除在规划过程之外的对社区表达的授权、

不同形式的申诉和对价值体系的尊重等。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交往式规划将城市理解为由众多利

益相关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规划便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而所谓“合意”就是共同体成员通过各自的策略选择达到的

一个均衡结果，它不是最优化结果而是满足化结果。参与规

划决策的各方形成一种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关

系，共同讨论决定规划的议题、方向和策略。

合作规划改变了单一、专制的规划主体模式，鼓励包容、

重视多元价值、权力让渡。它通过强调规划程序性的一面使

得规划更加合法，更加易于公众接受，有效避免了城市开发

过程中的社会冲突。

2.3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2.3.1  内容特征

这种类型的参与方式是指公众主导整个规划过程，掌握

并控制最终的决策权。从现状问题、规划目标的确定到规划

方案设计，政府均不参与其中。对于这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

式，尽管很多专家对其充满了期望和赞扬，但是在现实中的

实践较少。它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满足公众自我需求。

一些专家认为倡导性规划并不能改变城市规划的目标，而公

众应该自己主宰规划，做一些公众切实需要的项目，使规划

的内容能真正体现公众的需求。二是公众通过主宰城市规划

实现政治自治。它的本质是通过公民自治解决社会冲突。

2.3.2  代表理论

（1）戈德曼的解放规划 [18]

戈德曼（Goodman）解放规划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倡
导规划的不满。在经典著作《规划师的背后》（After the 
Planners）中，戈德曼引用了“巴尔的摩高速公路项目”①

的例子来说明倡导规划的无力之处。“只要参与被局限在改

善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我们就能继续参与这个游戏，我们的

确可以抵制一些高速公路项目，改变公路的线路，给拆迁者

更好的补偿和安置，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建设高速公路的项目

变成重新分配高速公路建设公司的财富给那些因此而受损失

的公民——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建自己的医院、学校、住宅。”[19]

戈德曼构想了解放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方式——全民参

与。全民参与中公民有权自己进行规划制定和政策实施。在

解放规划中，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设计他们的环境，因为他们

才是环境的使用者，他们希望知道什么设计是有用的，什么

设计是无用的，他们不需要设计师提供复杂的“用户研究手

册”去了解什么是错的，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正如

戈德曼所说，参与的目的“不是使规划师接近公众，而是创

造一种改变，即公众不再依靠规划师。”

戈德曼倡导社区层面的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中政

府的监管职能，即政府和市民社会合二为一，人民基于自己

的需要决定社会的产出和分配。换句话说，公众通过参与控

制当地的经济开发，并进行自主决策。

（2）弗里德曼和韦弗的领土规划 [20]

弗里德曼（Friedmann）和韦弗（Weaver）在构思参与
形式、范围和目的时，反对传统的参与概念，即政府主宰决

策的过程，个人被允许以规定和有限的形式进行参与。他们

认为自治是进行公众参与的最好形式，即公众控制了规划和

决策的权力，社区公众的喜爱偏好超过了职业师的判断。弗

里德曼和韦弗发现在开发过程中要满足人类的三种基本需

求，第一是满足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第二是满足集体

生存和安乐的社会需求，第三是满足人类的个性需要，即外

在于集体干预的个人喜好。他们认为开发的重要性不在于开

发后的结果，而是在于开发的过程，“开发就是人们掌握自

己命运的过程”。社区公众应该在参与社区规划中解放自己

获得社会权力，对社会体系、规划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只

有这样，规划才能建立在社区公众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政

府的基础上，由“人民”的规划代替“标准”的规划，缩短

① 哈维（Harvey）1973 年出版了《社会公正和城市》一书，书中以巴尔的摩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为案例，阐述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参与公众

不同价值观的体现与冲突，进而研究了城市社会公正的原则问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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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非专家、规划师与被规划者之间的距离。

这种公众参与方式是基于对倡导规划无法解决社会实际

问题的一种回应。他们试图通过公众自治彻底解决社会矛盾。

（3）索萨 [21] 与卡普和巴尔塔扎尔 [22] 的自治规划

索萨（Souza）的自治规划基于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的自治民主理论。依照这一思想，城市开发的内容应该由公

众决定，公众自由地参与规划过程并自主决策，是获得社会

公正、提高生活质量最民主也最合法的方式。

卡普（Kapp）和巴尔塔扎尔（Baltazar）进一步深化了
自治规划的内容，他们认为自治和参与是不同的概念。参与

包括至少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决定参与规则，并按照规

则设计参与的过程、目的、条件和方式，另一个组织进行参

与。如果参与者想改变参与的规则，而管理者为了满足公众

的要求，同意由公众讨论决定规则的制定，那么就可以形成

新的参与结构和内容，这一过程称为自治。也就是说，自治

规划的本质是公众自己决定参与的规则。自治规划的最佳实

践领域是社区空间，这一领域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是公

众体会生活、互相交流的重要场所，通过自治，公众可以创

造出自己满意的空间和生活。

卡普和巴尔塔扎尔认为自治不仅使公众可以自由地获取

城市资源，还通过改变城市改变了自身，依靠集体的合力重

塑城市化。“自由地建造城市和自己，这是最珍贵也是最不

能被忽视的人的权力。”

3  研究总结

西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理论文献，虽然产生于不

同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单纯就参与方式的

特征而言，都可以概括、归纳为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政

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决策权、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这三种

类型。不同类型参与方式的内容特征构成了种种参与理论背

后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存在，使不同的参与方式具有不

同的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情景环境（表 1），也成为其被
选择的理由。

4  对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启示

分类研究对我国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实践有哪

些意义及启示呢？这是本研究的根本目的，以下通过对三个

问题的解释进行说明。

4.1  这三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我国是否都适用？
从政治角度看，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

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公民，其参与政治、经

济、社会事务权力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从经济角度看，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所有制

正在形成，多元化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明确受到法律的

保护。2005 年《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和保障了私有
产权，强化了公众参与的经济基础。

可以说，我国的政治经济背景对公众参与的程度没有明

确限制。但是从规划制度角度分析，我国目前城市规划开发

控制制度对公众掌权的参与方式存在一定影响。开发控制是

指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空间资源进行分

配的一种行为，是政府管理城市的重要手段。控规图则是政

府进行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任何开发项目都要在控规图则

内容获得审批后才能建设。而公众掌权的参与方式的本质在

于规划内容完全按照公众的意愿设计，这可能会和控规图则

相矛盾，因此，这一参与方式必须有所转变才能适合我国的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决策权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权力分配 政府的权力大于公众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等于公众的权力 政府的权力小于公众的权力

参与目的 以提高规划决策的质量为主 以增进规划可接受性为主 规划满足公众的需求

社会作用 缓解及减少社会冲突 解决社会冲突 解决社会冲突

优点分析 （1）规划决策的质量较高；

（2）公众参与不会影响规划的效率，有时还会提
高效率

（1）增加了公众对规划的可接受性，利于规划的
实施；

（2）公众拥有实权，规划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意

（1）规划完全满足公众的需求；

（2）政府不需要花费精力协调矛盾，节
约了行政成本

缺点分析 （1）公众参与不够深入；

（2）公众的意见有可能被漠视；

（3）由于参与权力有限，公众参与兴趣可能不大，
政府需要花费时间、精力鼓励和吸引公众参与

（1）有时会影响规划效率；

（2）各利益团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3）规划可能被某一利益团体“控制”

（1）有时会影响规划的技术质量；

（2）各利益团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3）决策时间可能过长，影响规划效率

适用的情景条件 （1）规划的技术质量要求较高；

（2）与公众的利益相关度较低，不易产生较大矛
盾冲突

（1）规划的技术质量要求一般；

（2）与公众的利益相关度较高，易产生较大矛盾
冲突

（1）规划的技术质量要求较低；

（2）与公众利益相关度较高的社区规划

表 1  三种类型参与方式之间的差别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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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即可将其设定为在一定规划条件限制下的公众掌权的

参与方式，也可称为“授权”。

4.2  这三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我国都有实践的基础

吗？
一直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都是以政府主导

的公众参与方式为主，收效甚微。另一方面，近几年少数几

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参与方式的优势，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如深圳、昆山及南京。另外，在特殊的环境

和地域中也存在其他两种类型的参与方式的应用，如四川汶

川地震及青海玉树地震灾后住房重建规划就是由政府与公众

合作完成，或由公众自主完成。作者选择了三个典型案例进

行了详细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三种类型参与方式应用的成功案例说明，它们不仅在理

论上适应于我国的环境，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

在于如何将特殊环境下的实践条件转化为适合于我国城市规

划编制体系的一般概念。

4.3  如何设定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的选择标准？
托马斯教授的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 [23] 为合理选择公

众参与方式提供了借鉴。在模型中，托马斯教授提出两个有

关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变量：其一是政策质量，即决

策受到的技术规章和预算约束的大小；其二是政策的公众可

接受性，即公众对决策的态度和配合程度。托马斯教授认为

公众参与程度的选择要在公共决策的质量和可接受性之间进

行权衡：决策质量要求越高，公众参与决策的限制越大；公

民对决策的接受性要求越高，则参与的力度越大。城市规划

具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属性，政府可根据规划决策的质量要求

和可接受性对其有效执行的影响程度，厘定不同规划项目中

的公众参与程度。

其中，规划决策的质量指规划决策的技术要求，是城市

规划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具体包含：（1）土地使用的控制要
求，（2）公共服务设施的控制要求，（3）人居环境建设的控
制要求（如控制“绿线”、“紫线”及“蓝线”），（4）规范的
约束，以及（5）经费的约束。一个规划项目的技术要求由
于包含以上全部、部分内容或不包含以上内容而呈现出质量

要求的高低，具体判定标准如表 3 所示。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公众参与的步骤 参与方式 效果 数据来源

昆山市城市总

体规划公众参

与

区域面积927.68 km2，

中心城区面积 470 km2

的总体规划

（1）规划前期的民意征集；

（2）规划中期的民意征集；

（3）规划后期的草案公示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1） 公 众 的 意 见 采 纳 率 为

57.7%，不采纳率为 10.6%；

（2）公众的满意率为 66.4%

（1）《昆山总体规划公众参与

报告》；

（2）问卷调查（常住人口 68
万，问卷 458 份）

都江堰荷花池

社区灾后重建

规划公众参与

7.9 hm2 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

（1）规划前期规划师主导设计；

（2）规划中期的民意征集；

（3）规划后期的共同决策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1）公众的意见采纳率为 62%；

（2）公众的满意率为 72.3%
步骤（1）（2）均来自问卷调

查（总户数 800 左右，问卷

284 份）

都江堰金羊社

区灾后重建规

划公众参与

0.3 hm2 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

（1）规划前期公众与规划师一

起进行灾害评估，公众自主选

择重建方式，政府设定规划条

件，规划师主导方案设计；

（2）规划中期民意征集；

（3）规划后期公众自主决策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授权）

（1）公众的意见采纳率为 40%；

（2）公众的满意率为 77.5%
步骤（1）（2）均来自问卷调

查（总户数 70，问卷 50 份）

规划项目的

质量要求
高 中 低

技术内容
包含（1）（2）（3）
全部内容

包含（1）（2）（3）
中的部分内容

只包含（4）（5）中的
部分或全部内容

表 2  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典型案例的内容与效果

表 3  城市规划决策质量要求的判定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另外，如何确定不同规划项目的公众可接受性，需要引

入一个概念——利益相关度。决策的可接受性可转化为决策

与公众的利益相关度。基于参与的成本—收益理论，决策与

公众的利益相关度越高，公众通过参与获得的利益就越有可

能大于付出的成本，其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就越高，就越需要

考虑公众的可接受性；而与公众利益无关的项目，公众因为

通过参与获得的利益甚微而不愿意参与，也就无须考虑公众

的可接受性。利益相关度的判定可依据规划项目的内容与规

模，即项目内容与公众自身的利益越紧密，项目规模越小，

利益相关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个明确了规模、类型的规划项目，本身就包含了质量

和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出合适的公众参与方式。

依据表 1 中不同参与方式对应的情景条件，可以确定我国城
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标准（表 4）。这一标准也对 4.2 节
描述的三种类型参与方式案例的成功做了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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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城
质量

要求
规模设定

与公众利

益相关度
公众参与方式

法定

规划

全国城镇

体系规划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省域城镇

体系规划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市域城镇

体系规划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总体规划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近期建设

规划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控制性详

细规划
高 — 比较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修建性详

细规划

低
3 000~

50 000 人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低 3 000 人以下 亲密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村庄规划
中 3 000 人以上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中 3 000 人以下 亲密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非法

定

规划

城

市

设

计

总体

城市

设计

中 市级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中 分区级别 一般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某区

域城

市设

计

低 3 000 人以上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低 3 000 人以下 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城市更新
低 3 000 人以上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低 3 000 人以下 亲密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旧城改造
低 3 000 人以上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低 3 000 人以下 亲密 公众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
高 — 不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历史街区

保护规划

中 3 000 人以上 比较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中 3 000 人以下 亲密
政府与公众分享规划的

决策权

文教卫体等

公共设施专

项规划

中 市级 一般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中 分区级别 比较亲密 政府掌控规划的决策权

表 4  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标准

注：3 000 人为居住组团规模，与上海的一个居委会规模接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5  结语

我国正处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快速发展的推广期，

需要参与策略的支持。参与方式是组织公众参与的重要手段，

组织者需要掌握多种参与方式的本质，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

灵活选择、自如运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众参与由

“量”到“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