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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ter town” Construction in Japan: A Case Study of Tama New Town, Japan

日本的“卧城”建设 ：多摩新城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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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不可避免地向城市集中。

城市人口过密会带来交通拥堵、资源供应紧张和环境恶化等问

题，使得城市难以保证良好的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质量。建设

新城或新区以疏散城市中心区人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规划

手法。在 1945 年二战结束后，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工业迅速发

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等原因，大城市人口过密的状况越来越严

重，新城运动也因此而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1944 年英国政府

颁布大伦敦规划（The Greater London Plan），拉开了大城市圈

建设新城的序幕。随后，巴黎、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东京、

首尔和新加坡等大城市都有过建设新城的经历。

起源于英国的新城思想认为，新城应是“在工作和生活方

面自给自足的（self-contained）、平衡的（balanced）社区”①。

然而，在世界各地的新城实践中，很多新城偏离了这一性质，

从功能综合的城市变为以居住为主的“卧城”。以我国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新城新区建设高涨。然而，

很多新城开发并非建设功能综合的城市，而是以住宅为主的房

地产开发。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中也有建设“卧城”的

经历。例如，日本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

市化的过程中，为解决大城市圈中心区住房短缺的问题，在大

城市圈郊区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卧城”。“卧城”虽然能缓解城

市中心区住房短缺的问题，但常常因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和职

住分离所带来的长时间、钟摆式的交通等问题而受到诟病 [1, 2]。

尽管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卧城”仍在世界各地拔地而起。

“卧城”是如何被规划和建设的？换句话而言，为什么会形成

很多“卧城”？是因为规划者未意识到“卧城”的各种缺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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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卧城”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世界各地仍规划和建设

了很多“卧城”性质的新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日本处于经济

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时期，也在大城市圈郊区建设了一批“卧城”

性质的新城。本文以日本多摩新城为例，基于城市政体的视角，分

析了新城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的角色及关系，回答了为

什么会规划和建设“卧城”的问题，并总结了日本“卧城”建设的

机制。研究表明，建设“卧城”是日本中央政府的意志，其直接目

的是解决大城市圈中心区就业人口的居住问题，但根本目的是支持

大城市圈中心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进而保证国家经济的持续快

速增长。然而，“卧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被放在

了次要的位置。最后，通过与我国“卧城”开发模式的对比，总结

了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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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规划，还是因为规划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利益团体

之间博弈的限制，或者存在其他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探讨“卧城”性质的新城形成机制的文献

比较缺乏。在国外背景下，有肖（Shaw）对印度卫星城新孟

买（New Bombay）的研究 [3]。新孟买被规划为一个“自给

自足”的城市，以控制老城孟买（Bombay）的人口增长和缓

解拥堵。然而，建成后的新孟买仍与老城有很强的通勤联系，

在经济基础上也十分薄弱，而老城孟买的拥堵也未能得到缓

解。肖认为，卫星城新孟买的建设偏离原规划目标的主要原

因是政府对卫星城的发展不重视，而将重心放在促进老城的

发展上：政府批准了在老城进行新的商业开发和面向绅士阶

层的住房开发，使得老城一直保持着对商业与金融业非常强

的吸引力。在我国背景下，有一些相关新闻报道。例如，广

州市番禺区的“华南板块”被称为“政府博弈酝酿出的 ‘ 卧
城 ’”[4]。在 2000 年番禺撤市设区的前夕，番禺的主要负责

人在市与区之间政策尚未明确的时机，将大量土地廉价抛售。

低廉的地价吸引了众多目光长远的房企进驻，房地产商在番

禺发展超级大盘，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卧城”。诸如此类的

新闻报道虽然对理解个案有所帮助，但仍缺乏深度和与相关

城市理论的联系。从学术角度出发的研究仍十分缺乏。

尽管直接探讨“卧城”性质的新城形成机制的文献较

少，一些关注新城建设、旧城更新等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运

作模式的文献亦值得参考。例如，在中国背景下，何深静和

吴缚龙研究了上海新天地城市更新项目的运作模式，认为政

府通过政策干预、土地出让和财政杠杆的方式控制了城市更

新的方向与速度。该项目由各级政府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所推

动，私人资本在政府的调控下参与，而当地社区和居民则扮

演着被忽略的局外人的角色 [5]。陈向明等研究了上海的安亭

新镇和松江新城，认为诸如此类的大型城市建设项目是由少

数在政治等级中占据较高地位的人所决定的，同时存在外部

国际资本和内部市场力量的强烈推动，但没有当地社区和居

民的参与 [6]。这些研究揭示了大型城市开发项目在本质上是

一个政治过程。从这些研究中得到启示，政治过程的视角是

分析“卧城”性质的新城形成机制的一个有效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日本的“卧城”，并具体以多摩新城为例，

分析“卧城”的建设过程和探讨“卧城”的形成机制。多摩

新城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卧城”，也是东京城市圈的首个“卧

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文

献分析法，并从政治过程的视角出发，使用城市政体（urban 
regime）概念作为理论框架。城市政体是解释城市发展的政

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城市发展的结果与城市管治的关系 [7]。

城市政体概念着重从城市政体的起源以及它对权利的操纵方

面解释城市政体的形成机制、行为活动及其影响 [5]。城市政

体认为，城市权利分散在地方政府、私人部门、居民团体等

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城市的发展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互

相博弈的结果。本文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概括了日本

建设“卧城”的背景，分析了建设“卧城”的原因；然后，

具体以多摩新城为例，分析了它的规划与建设过程，并重点

关注了其中各个参与者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

总结了日本“卧城”建设的机制，并对比我国的“卧城”建

设，总结了其对我国的启示。

1  日本建设“卧城”的背景

日本的快速城市化以大城市圈为中心，具有在地理空间

上高度集中的特点，沿太平洋的三大城市圈——东京、大阪

和名古屋城市圈是城市化的主体。随着人口不断向大城市圈

集中，大城市圈无序蔓延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控制蔓延、

协调区域发展，中央政府先后为三大城市圈制定了区域规

划。然而，主要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区域规划最终都流

于形式，未能引导大城市圈的有序发展。以东京城市圈为例，

1958 年，中央政府的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制定了《第一次首都

圈整备规划》，效仿 1944 年大伦敦规划的“绿带加新城”的

发展模式，用划定郊区绿带的方式抑制城市建成区的蔓延 [8]。

然而，日本建设省、农产省和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在如何更改

土地利用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相关政策也一直未能落实。

随后，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

绿带理论缺乏实际操作性，应优先进行开发 [9]。最终，绿带

设想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从 1968 年的《第二次首都圈

整备规划》中开始划定的“近郊整备地带”，规定“在近郊

整备地带要控制高强度的开发、强调有秩序的开发和与自然

环境的融合。”[8] 这一规定对于近郊区应如何开发的表述十

分含糊，等同于默许了郊区的无序蔓延。

区域规划的流于形式更加剧了大城市圈中心区人口密

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住房短缺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成为

制约经济与就业继续快速增长的一大因素。从 1950 年开始，

中央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推动一般住宅的复兴。

1950 年颁布的《住宅金融公库法》、1951 年颁布的《公营住

宅法》和 1955 年颁布的《日本住宅公团法》被称为日本战

后住房政策的三大支柱。根据《住宅金融公库法》，由中央

政府全额出资成立了住宅金融公库，用国家的担保和资助来

保证国民在建设或购买住宅时能取得准入门槛低、长期和利

率固定的低息贷款；《公营住宅法》规定，由国家给予一定

补助，地方政府必须为低收入的国民提供廉价出租房；依据

《日本住宅公团法》成立了日本住宅公团，它的主要业务是

住宅的建设、租赁、出售和管理，也涉及为建设新城而实施

的土地收买和土地整理。该公团资金来源于中央政府，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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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全国各地的地方自治体政府募集资金、经由国家许可后

向银行贷款和发行住宅债券。在相关制度确立后的最初几年，

日本住宅公团以及地方自治体的住宅公社陆续开发了一些住

宅团地。这些住宅团地类似于我国的住宅小区，规模一般在

几百到几千户。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的时期，这样小规

模的住房建设远远不能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而且，小规模

的住宅团地开发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受土地规模所限，

商业教育等设施配套不足、公共开敞空间缺乏等；这种小规

模“遍地开花”的住房开发更助长了城市圈的无序蔓延；住

宅公团公社只负责住宅建设，而将道路、给排水设施和中小

学等配套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任务留给地方自治体政府，

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以财政等方面的理由拒绝住宅

公团公社在其行政区内开发住宅 [10]。

由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及国家公共机构萌生了大批量

集中建造住宅，并配套相关公共设施的想法。日本借用源

自英国的“新城”一词描述这样的大型住宅开发项目。然

而，不同于英国有计划地在大城市建成区外围建设新城以

整合区域发展，日本建设新城的主要目的是为大城市圈中

心区的工作者提供充足的住房，这些新城本质上是“卧城”。

然而，日本建设“卧城”过程中的各个主体的角色及他们

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下一节将具体以多摩新城为例

探讨这些问题。

2  案例研究 ：多摩新城

2.1  多摩新城 ：上级政府为解决大城市圈住房短缺问题

建设的“卧城”
建设多摩新城的构想始于解决东京城市圈的住房短缺问

题。二战后，东京城市圈的扩张十分迅速。1945 年战争结束

时，东京都 23 区人口为 278 万，城市土地利用的范围大致在

半径 10 km 以内；而到 1954 年时，人口剧增至 600 万，城市

型用地扩张到半径 15 km 以上的范围。1958 年的《第一次首

都圈整备规划》提出的郊区绿带设想未能实现，更加剧了东

京城市圈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住房短

缺问题，东京都政府于 1960 年开始构想大规模集中建设住宅。

1961 年，东京都政府的首都整备局 ( 现已改组为城市整备局 )
制定了《集中住宅建设计划》，提出在东京城市圈中心区西面

的南多摩丘陵地区集中建设大量住宅，即为多摩新城的雏形。

多摩新城从最初的规划构想开始即被定位为“卧城”。

在新城的选址上，东京都政府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南多摩

丘陵地区既有聚落和农地比较少，大部分是山地等未开发地，

能更高效地作为新开发利用；虽然目前交通不便，但附近有

铁路线路可以引入；建设新城需要改修的河川均位于东京都

的行政范围内，不需要与其他县交涉；有条件充分确保水源

等 [11]。最终多摩新城的选址落在了东京城市圈中心区以西

25~35 km 的地区，占地约 30 km2，横跨东京都下属的 4 个行

政市——稻城市、多摩市、八王子市和町田市（图 1）。从这

些考量可以看出，选址的出发点是能否快速建成大量住宅，

而并非区域背景下的新城自立与长远发展。相反，对新城的

自立而言，多摩新城所在的东京城市圈西面是地理区位较差

的一个方位。如图 1 所示的多摩新城区位图，东京城市圈北

面是连接日本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南面临东京湾，有日本

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型港口，靠近羽田国际机场，并向西

南连接名古屋城市圈和大阪都市圈；东面是大面积的平原，

随后建成的成田国际机场也选址在这一方向；而多摩新城所

在的西面属于内陆丘陵地区，也不处在通往日本其他大城市

的交通要道上。但是，东京城市圈中心区（即东京都 23 区）

的北面、东面和南面分属其他三个县的管辖范围，而只有西

面仍属于东京都的行政区范围。东京都政府急于解决其中心

区的住宅短缺问题，为了保证大规模住宅开发项目的快速顺

利实施，项目选址便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自身辖区范围内。

在多摩新城的规划中，规划者们为建设“卧城”的正确

性进行了辩护。为了不重蹈团地住宅的公共设施配套不足、

缺乏开敞空间等问题的覆辙，规划者强调要本着建造一座新

的城市的理念来开发住宅 [11]。涉及到建设新城，规划者们

首先想到了参考新城鼻祖英国的经验。在东京都政府联合日

本城市规划协会于 1964 年完成的《南多摩》报告书中，规

划者分析了英国新城的缺点：（1）用规划绿带的方式人为

抑制城市扩张；（2）将新城定位为魅力与母城匹敌的城市； 

图 1  多摩新城的区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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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新城居住者代际更迭的问题缺乏考虑 [13]132。规划者

认为，“多摩新城应抓住大城市向外扩张的机遇，积极引导

大城市扩张的方向”，应“将东京中心区高密度的巨大人口

数量所带来的能量作为前提进行考虑，而不是如英国的新城

那样从最初即开始寻求自立 [12]。在这些考虑的基础上，在

1965 年完成的多摩新城总体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多摩新城

的定位：（1）多摩新城不可能成为独立于东京城市圈中心区

存在的城市，而只能作为“卧城”。但“卧城”并非是消极

的，大规模开发建造住宅能有效防止城市近郊区的无序蔓延

并解决住宅短缺的问题；（2）多摩新城的定位是“能支持高

级商品消费、文化娱乐设施、处于急速发展的区域核心，与

周边城市一同形成泛城市圈内的居住城市 [12]。达到这一目

标可分两步走，“先吸引在东京城市圈中心区工作的人居住，

等到多摩新城周边地区的产业和功能成熟后，再转为吸引在

周边城市群工作的人居住，并形成多摩新城内的商业中心，

与周边城市协调发展 [13]。可以看出，规划者承认依赖长距离

向东京城市圈中心区通勤的“卧城”并不是理想的定位。然

而，在当时住宅严重短缺和难以遏制的城市圈无序蔓延的情

况下，需要多摩新城首先成为一座服务于东京城市圈中心区

的“卧城”，待多摩新城的周边地区发展壮大后，再转变为

服务于周边城市的“卧城”，以此改善新城职住分离的状况。

图 2 表示了多摩新城开发建设中各项设施的建设主体。

表 1 表示了各个开发主体所承担的面积比例。可以看出，多

摩新城是由上级政府主导的项目。东京都政府和国家政府的

专属住宅建设机构——日本住宅公团是新城建设的主体，它

们共同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住宅建设和城市基础实施建设。而

新城所在地政府仅负责了少量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设施建

设，私人资本的参与也仅限于商业、轨道交通等少量设施。

从本质上而言，多摩新城是上级政府为解决东京城市圈住房

短缺问题而建设的“卧城”。下文将具体讨论多摩新城的规

划与建设过程中各个参与者的角色。

2.2  多摩新城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角色
2.2.1  中央政府 ：幕后指挥者和监督人

中央政府是多摩新城诞生的幕后总指挥。虽然它未直接

参与新城建设，但在新城的构想、规划和初期建设中，均给

予了高度的关注，并用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制定法律政策的权

力为新城的顺利建成护航。以新城建设的土地征用为例，在

土地属私有制的日本，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大面积建设用地十

分困难。但是，在多摩新城的构想和选址大致确定后，1963
年中央政府顺势颁布《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规定“以公

共事业性质的大规模集中住宅建设为目的，地方公共团体和

图 2  多摩新城开发的结构和建设主体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表 1  多摩新城各开发手法和开发主体所负责的规划面积与规划人口
（2000年 12月）

区分
面积 规划人口

（人）公顷 所占比例

新住宅市街地

开发事业（土

地由全面收买

征用取得）

东京都 738.4 26% 96 800

都市基盘整备公团 1 437.5 50% 174 700

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 49.7 2% 10 500

合计 2 225.6 77% 282 000

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土地由区划整理取得） 666.5 23% 60 200

合计 2 892.1 100% 342 2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新住宅市街地开发事业（宅地造成、公园绿地建设、道路平整等）

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宅地造成、道路平整等）

相关公共设施建设（道路平整、河川改修、流域下水道建设等）

城市生活环境设施建设

住宅建设

相关公益设施建设（中小学校建设、清扫工厂建设、火葬场建设等）

其他设施的建设（铁道、医疗设施、商业设施等的建设）

其他（独栋住宅、民间集合住宅等）

东京都政府、日本住宅公团、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

东京都政府、日本住宅公团、新城所在地政府

东京都政府

各市政府

相关事业主体

东京都政府

日本住宅公团

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公社住宅、都民住宅的建设整备、道路整备

公团住宅的建设

都营住宅、都民住宅的建设整备、道路整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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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宅公团可向土地所有者按时价全面收买土地，价格可

与土地所有者商量决定，如无法达成协议，则向收用委员会

申请裁定。”这一规定几乎等同于将强行购买合法化，为新

城建设的土地征用铺平了道路。

中央政府的目的并非建设具体的多摩新城，而是建设一

批如多摩新城这样能解决大城市中心区住房问题的“卧城”。

其本质意图在于解决大城市住房短缺的问题，支持大城市圈

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而支持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多

摩新城是东京城市圈的第一个“卧城”和日本最大规模的新

城，也是第一个采用《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提出的全面收

买的征地方式获得建设用地的新城，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中央

政府的高度重视。

2.2.2  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住宅公团 ：幕前主导者

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住宅公团是多摩新城规划和建设的

幕前主导者。东京都政府提出在多摩地区建设“卧城”的设

想，联合日本住宅公团一同制定了多摩新城的总规划、负责

了新城绝大部分的征地、住宅开发和部分配套设施建设以及

后续的管理，甚至还承担了一些本应由地方政府负责的部分。

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住宅公团也可以看作中央政府意志的实践

者，它们与中央政府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并得到了中央

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2.2.3  新城所在地政府 ：被动配合者

相比之下，新城所在地四市的政府参与程度很低，它们

缺乏对地方发展的管治权，扮演的是配合上级政府与机构的角

色。它们仅负责了中小学、垃圾场等部分城市生活公共设施的

建设，而且还因财政困难问题接受了上级政府的大量补助。以

中小学校的建设为例，建设资金先由负责新住宅市街地开发事

业的施工者（即东京都政府、日本住宅公团和东京都住宅供给

公社）垫付，随后的几年里国家给予了如义务教育设施补助之

类的补助，当地政府将此补助金用于偿债，仍不能完全偿清，

但东京都政府按照未偿清债务的额度作为限额又提供了补助

金。也就是说，中小学建设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中央政府和东京

都政府，新城所在地四市的政府实际上未出一分钱 [14]。

2.2.4  私人资本 ：合作者

私人资本的参与极少，仅限于如商业设施、轨道交通设

施等的建设。而且，私人资本的参与处于上级政府的引导之

下，是上级政府的合作者。以轨道交通的建设为例，作为一

个依赖向东京城市中心区通勤的“卧城”，多摩新城必须要

有大运量的高速轨道交通作为支撑，而轨道交通的初期投资

是一个庞大的数额。当时，东京城市圈近郊区的轨道交通以

私营铁路为主，私人轨道交通公司认为，很难期望能仅通过

卖车票获得的收入来收回成本，因而不太愿意将轨道交通延

伸至多摩新城 [12]134。在多摩新城 1971 年开始入住时，还没

有可以直接通达的轨道交通，需要先乘坐约 4 km 的公共汽

车才能到达最近的一个轨道交通站点。但是，1973 年中央政

府便出台了《大城市高速铁路建设补助措施》，为私人轨道

交通建设提供补助，到 1975 年时，多摩新城已有两条轨道

交通线路——小田急多摩线和京王相摸原线 [12]134。

2.2.5  原集落的居民 ：局外人

多摩新城所在地原集落的居民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在

他们的土地上建设新城并非他们自身的意愿，而且他们缺乏

发表意见的机会，甚至知情权也遭到侵犯，与征地者发生冲

突，进行了上述、抗议等活动 [15]。例如，在多摩新城的总体

规划确定后，日本住宅公团和东京都政府按照《新住宅市街

地开发法》开始进行土地收买。最初，他们在没有对当地农

民进行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开始收买土地。当地农民得知后，

不满情绪高涨，以“难以割舍祖先传下来的土地”等理由向

地方政府上诉，强烈反对农地被征用，矛盾难以协调。最后，

东京都政府向当地农民举行说明会，提议将剩余的土地收买

改为土地区划整理，用借地或集体转移的方式将当地农民的

土地转移，以保证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用地范围 [16]。表 2 总

结了多摩新城开发过程中各个参与者的角色。

3  结论

3.1  日本“卧城”建设的机制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年代，面对大城市

圈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的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在中央政府

表 2  多摩新城开发过程中各个参与者的角色

参与者 角色描述 资源 贡献或应对

中央政府 幕后指挥者

和监督人

丰富的资本、巨大的

权力

提供资金，从政策和制度上为

新城建设扫清障碍

东京都政

府、日本

住宅公团

幕前主导者 分别作为上级政府

和国家机构的权力、

对地方发展的管治

能力

使用中央政府的资金、听从中

央政府的意志；制定新城规划、

直接负责大部分的新城建设

新城所在

地政府

被动配合者 缺乏资本、极为有限

的地方管治能力

配合上级政府和国家机构、使

用它们的资金；负责少量的新

城公共设施建设，如中小学等

私人资本 合作者 有限的资金实力、对

地方发展极有限的

影响力

在上级政府的引导下，参与少

量新城建设，如商业设施、私

人轨道交通等

原集落

居民

局外人 脆弱的土地所有权、

缺乏讨价还价的能

力、缺乏经济能力

被强迫从原住地撤出、与上级

政府发生冲突、进行反抗游行

资料来源：作者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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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6 年，住房短缺的问题已经解决、住宅市场趋于饱和后，《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通过了修正，允许在新城内设置公司和工厂。

的意志下，以中央政府专属的住宅开发机构——日本住宅公

团为主体，联合区域政府，建设了很多类似多摩新城的郊区

“卧城”。这些“卧城”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城市圈

住房短缺的问题，支持了城市圈中心区就业的持续增长，进

而维持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央政府的意志十分明确，即建设“卧城”而非自立的

新城。中央政府制定的《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规定，大面

积的土地收买必须是以住宅开发为目的，言下之意即不能在

新城内部设置公司、工厂等①。这一法律一方面解决了新城

建设大面积收买土地的难题，但同时也从法律上扼杀了新城

成为自立的城市的可能。为什么中央政府如此反对建设自立

的新城？在日本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圈的扩张和人

口集聚的速度非常快，再加上大城市圈区域规划流于形式，

使得大城市圈中心区住房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成为经济继

续高速增长的一大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便以解

决住宅短缺问题为首要任务。建设一座自立的新城必然要花

费比“卧城”更多的时间、资金和精力。如果一定要建设自

立的新城，可能只有先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日本以复兴

经济、效率为先和赶超欧美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年代，这当然

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在中央政府的意志下，中央政府

专属的住宅开发机构——日本住宅公团负责在全国各地建设

住宅，专门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日本住宅公团的运作所依

靠的国家资金只能用于住宅及与相关设施的建设，而不能用

于城市的建设。因此，日本住宅公团联合区域政府建设的新

城也只能是“卧城”。

在“卧城”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

始终在于新城是否能贡献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并未真

正思考和规划新城长远发展的问题。随着时代和发展环境的

变化，当这些“卧城”不再能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目标、或有

其他地方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标时，就很可能被上级政府

抛弃，而这会给新城居民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多摩新城

的案例中，规划者们设想，东京城市圈进一步扩张，若干年后，

待多摩新城周边的地区发展壮大，多摩新城就能发展成为支

持周边地区发展的一个复合中心，达到“职住接近”。这一

设想仅沦为为暂时先建设“卧城”辩护的托词。到 80 年代

中后期，大城市圈住宅短缺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住宅市场已

经趋于饱和，不需要再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开发。直到这时，

多摩新城才开始向发展产业方向转型。而且，负责吸引企业、

科研机构、大学等与转型有关的事务的是地方政府。当初的

两大开发主体——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住宅公团并未参与。在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东京城市圈的增长趋于停滞，中

央政府将城市开发的重心由郊区转向城市中心区，试图通过

城市更新带动经济的复苏，不断有新的房地产开发在中心区

进行，更进一步打击了郊区的房地产市场。现在，走过了近

半个世纪历史的多摩新城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停滞、

住房空置率增加和基础设施老化等诸多问题，活力正逐步

丧失。然而，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住宅公团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6 年退出了多摩新城的开发，中央政府对多摩新城的关注

和支持也远远不如当初新城开发之时。而新城所在地的地方

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拯救新城。在人口流失和老龄化的过程

中，多摩新城面临着未知但不容乐观的未来。

3.2  与我国的对比和启示
我国与日本的城市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全

球化时代背景，但具有城市化速度快、人口密度高和政府对

城市化高度调控的相似特点。在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也建

设了大量的“卧城”。表 3 对比了我国与日本的“卧城”开

发。值得注意的一个相同点是，我国与日本建设“卧城”的

首要目的都是发展经济。一直以来，我国“卧城”发展均处

在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而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放缓，这些“卧城”也将面临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

化的问题。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各方面的挑战，而

同多摩新城当初的规划类似，我国的“卧城”在规划时几乎

表 3  我国和日本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卧城”开发对比

相同点

基本动机 发展经济

政府的角色 主导

空间策略 城市的郊区

社会影响 原有居民被忽略；

“卧城”居民忍受长距离通勤；

“卧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证

不同点

日本 中国

基本动机 解决大城市圈中心区的住房问题；

发展国家经济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发展地方经济

政府的角色 中央政府指挥、提供资本、创造

有利的软环境；上一级政府一手

包办；地方政府角色缺失

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等软

环境以吸引私人房地产商

私人部门的

角色

在上级政府的管控和引导下少量

参与

主要参与者，但受各级政府

的政策管控，对地方管治的

影响力十分微弱

策略 政府及其附属的住宅建设机构主

要负责建设

私人房地产商主要负责建设

操作模式 土地私有，非市场化操作 土地国有，部分市场化操作

资料来源：作者总结（有关中国的部分参考了文献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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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考虑过长远发展的问题。从多摩新城的案例中不难发现，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满足短期需求和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的“卧城”给居民生活质量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

的负面影响，我国的“卧城”将来很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此，我国的新城建设应更多地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实现从解决一时之需的“经济增长型的新城建

设”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城建设”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吴楠 . 新城缘何变“卧城”[N/OL]. 北京晚报 , 2013-09-27. http://bjwb.
bjd.com.cn/html/2013-09/27/content_112253.htm.

[2] 郑明媚 . 对“卧城”说不 [N/OL]. 中国旅游报 , 2012-09-17. http://www.
ctnews.com.cn/zglyb/html/2012-09/17/content_62409.htm?div=-1.

[3] Annapurna Shaw. Satellite Town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Case of New 
Bombay, India[J]. Urban Geography, 1995:16(3), 254-271. 

[4] Liuyue. 政府博弈酿出“卧城”番禺新城恶补配套 [N/OL]. 房地产门户

- 搜房网 . 2012-08-16. http://fdc.fang.com/news/2012-08-16/8332650_All.
html.

[5] He Shenjing, Wu Fulong.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5(27): 1–23.

[6] Chen Xiangming, Wang Lan, Kundu Ratoola, Loca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Cities: A Comparison of New Town Developments Around 
Shanghai and Kolkata[J]. City & Community, 2009(8): 433–465.

[7] Karen Mossberger, Gerry Stoker.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gime Theory: 
The Challenge of Conceptualization[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1(36): 
810-835.

[8] 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 . 首都圏基本計画の経緯 [R/OL]. [2015-02-
17]. http://www.kokudokeikaku.go.jp/document_archives/ayumi/31.pdf.

[9] 長谷川徳之輔 . 首都圏整備計画何故グリーンベルトは失敗したの

か理論倒れのの都市計画 [R/OL]. [2014-05-16]. http://www.mmjp.or.jp/
tokuchan/only-yesterday/vno(1).html.

[10] 小林日朗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開発の現状と問題点 [J]. 地域学研究 , 
1971(2): 95-114.

[11] 東京問題調査会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について [J]. 横浜市政策局政策

課調査季報 . 1968(20): 79-84.
[12] 高橋賢一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開発における計画と事業の変遷過程に

関する研究－職住近接型ニュータウンの萌芽過程と計画·事業手段

の変遷－ [J]. 土木史研究 , 1993(13): 129-144.
[13] 東京都本部·自治労都庁職·多摩開発支部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にお

けるまちづくりと地域再生について－資料②－多摩ニュータウン

開発の仕組みと施行者 [R/OL]. [2015-02-17]. http://www.jichiro.gr.jp/
jichiken_kako/report/rep_tokushima29/jichiken/3/3_1_02/3_1_02_2.pdf.

[14] 北条晃敬 . 講演会記録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の建設経過と課題 [J]. 総
合都市研究 , 1980(10): 69-77.

[15] 林浩一郎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農住都市」の構想と現実―戦後資本

主義の転換とある酪農·養蚕家の岐路 [J]. 日本都市社会学会年報 , 
2010(28): 183-200.

[16] 越川譲太郎 , 秋本福雄 . 多摩ニュータウン開発における事業手法の

変更プロセスと要因の解析 [J]. 都市計画報告集 , 2012(1): 58-61.
[17] 张京祥 , 殷洁 , 罗震东 . 地域大事件营销效应的城市增长机器分析——

以南京奥体新城为例 [J]. 经济地理 , 2007, 27(3): 452-457.

（本文编辑：秦潇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