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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Japan’s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概观

谭纵波  高浩歌
Tan Zongbo, Gao Haoge

摘要：在我国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土

规划作为可借鉴案例被反复提及。虽然有大量介绍或提及日

本国土规划的论文，但从相关名词的翻译到内容的理解和解

读，乃至对规划性质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是误读。为了

准确掌握日本国土规划的真实状况，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

构建提供扎实的基础，本文以日本国土规划体系中的“国土

利用规划”为对象，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原始规划文本的

解读，对规划产生的背景、法律依据、规划目的、内容以及

规划编制实施状况进行全面梳理，进而探究规划的特征和性

质，为构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可供参照的经验及思路。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stablishing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Japa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system has been 
mentioned frequently as a reference to cases in papers. Although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apers introducing or referring to Japa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system,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or even 
misunderstanding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related terms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s of 
the plann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ccurately the real situation 
of Japa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system and provide a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in Japan. Through interpre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original planning texts,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background, legal basis, purpose and content of the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plan,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the plann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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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文翻译有：“国土形成规划”[9]“国土可持续利用规划”[8]“国土空间规划”[6]“国土规划”[5] 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已成为城市规

划相关研究的热点。2018 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组建“自然资

源部”是“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的重要标志。迄今

为止，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空间规划作为

可借鉴的案例被反复提及，但论文中的相关内容，从专有名词的翻

译到对具体内容的理解呈现出普遍存在的差异，甚至是误读和误解。

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文本原文的解读，准确理

解日本国土规划的真实状况，为讨论未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

提供扎实的基础。本文以日本国土规划体系中的“国土利用规划”

（国土利用計画）为对象，从规划产生的背景、历史沿革、法律依

据，到规划的目的、内容以及编制实施状况进行全面梳理，探究规

划的特征及性质，进而探讨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启示。

1  日本国土规划研究的现状

1.1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有关日本国土规划的研究始于 1990 年代 [1]，进入 21 世纪

后呈现出更加活跃的状态，如顾林生 [2]、翟国方 [3]、黄宏源等 [4] 诸

多学者的研究。论及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论文对日本的经验也

多有涉及，如林坚等 [5]、许景权等 [6] 的研究。但在研究活跃的同时，

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甚至是误读、误解等比较严重的问题，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有名词翻译不统一。“国土利用规划”除直接借用日文
原词（国土利用計画）的方式外，还被译成“土地利用规划”[7]“国

土利用规划”[8] 等不同译法；针对“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形成計画）

的译名更是五花八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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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日本国土规划体系的理解各异。由于对专有名词
翻译的不统一以及对国土规划体系所涵盖范围和层次理解的

不同，“日本国土规划体系”所表达的实质性内容有较大的

差别。例如：有学者将其与“国土形成规划”及其前身“全

国综合开发规划”划等号 [9] ；有的理解得更加全面 [10] ；而顾

林生 [2]、林坚等 [5] 一些学者的理解则更为接近事实，认为日

本国土规划体系除国土形成规划体系下的四级规划外，还应

包括“国土利用规划”中的多级规划体系。

（3）对规划强制力及上下级关系的理解截然相反。与顾
林生 [2]、黄宏源等 [4] 一些学者所持中央政府与地方合作“促

进地区自立发展”“推进地方分权化”不同，徐波 [1]、许景权

等 [6]、唐相龙 [11] 等学者则认为“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是高一层

次的规划”，“全国、都道府县和市村町三级政府需要自上而

下地受到约束”，“强调通过制定各种土地利用标准进行分区

管控”，“上位法规范和限定下位法”。林坚等也认为“国土利

用规划……对各类用地规模的目标依然强调严格控制。”[5]

1.2  日本相关研究
日本国内对于国土利用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国土利用规划制度及实施。野村好弘和小贺野晶一
介绍了基于《国土利用规划法》的规划制度、土地利用基本

规划中五种地区对应的单项规划的内容、都道府县及市町村

规划编制情况等 [12]。利谷信义阐述了土地利用规划的必要

性、其中的三要素和实施手段 [13]。中村隆司论述了国土利

用规划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与农山村地区的关系 [14] ；统计了

1977—1998 年全国各都道府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中重叠地
区面积的变化、单项规划与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冲突地区面积

的变化和原因 [15] ；分析了 159 个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的目标

与实际变化情况等 [16]。

（2）规划技术研究。北村贞太郎按照规划目的将土地利
用规划分为划定区域、用地种类、土地属性三类，并设计了

针对第二类规划的用地评价方法 [17] ；鹰见智子和水口俊典

介绍了富士宫市、饭丰町、西那须也町、穗高町的土地利用

规划相关条例，指出这些非法定规划弥补了《国土利用规划

法》对田园地区的忽视 [18]。

（3）案例研究。广田纯一介绍了岩手县北上市的各类规
划及相互关系 [19] ；小川刚志分析了千叶县的国土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现状及问题 [20] ；山本佳世子分析了冲绳

本岛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及现状和问题，并对土地利用管制

进行了评价 [21]。

2  日本国土规划体系概况及发展过程

日本现行的国土规划包括两大系列，一是依据 2005 年
《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土形成計画法》）编制的“国土形

成规划”（国土形成計画）系列；二是依据 1974 年《国土利
用规划法》（《国土利用計画法》）编制的“国土利用规划”（国

土利用計画）系列（图 1）①。

2.1  国土形成规划
日本的国土规划始于二战后的战后复兴。1950年先后颁

布《国土综合开发法》《北海道开发法》（《北海道開発法》）

等相关法律，在首先尝试对北海道、东北、九州等区域开展

区域性开发规划的基础上，于 1962年首次发布“全国综合开
发规划”（全国総合開発計画，俗称“一全综”），并于 1969、
1977、1987及 1998年陆续颁布后续版本的规划，被统称为“一
全综”至“五全综”。2005年《国土综合开发法》更名为《国

图 1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体系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 等资料编绘

① 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仅论述“国土利用规划”的相关内容，除作为背景简述外，不再涉及“国土形成规划”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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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形成规划法》，将原来的全国、区域、都道府县、特定地区

四类规划简化为全国、区域两级规划，并在 2008年和 2015年
先后两次编制全国国土形成规划（图 1）。虽然不同时期的国
土开发规划的具体目标与方式不同，但均以大规模投资促进国

土资源开发及区域发展平衡为己任，属于开发导向的国土规划。

2.2  国土利用规划
至 1970年代，日本城市用地持续扩张、用途混乱、地价

高涨。为应对全国性的地价快速上涨和土地投机，1974年国
会拟修订《国土综合开发法》，改变规划以开发为导向的性质，

使之包含国土开发、土地利用管制两方面的内容。但由于舆

论对“开发”强烈反对和抵触等原因，土地利用管制和土地

交易管制等内容最终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土利用规划法》。《国

土综合开发法》得以保留，但废除了特定地区开发的内容，

且不再强调“开发”。同时，中央政府设“国土厅”，负责国

土利用规划、国土开发规划、土地价格调查及管制等事宜。

依据《国土利用规划法》，“国土利用规划”分为全国、

都道府县、市町村三个层面，同时都道府县须依据同级国土

利用规划编制“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土地利用基本計画）。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内容涉及城市、农业、森林、自然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五类地区的划定（规划图）以及有关土地

利用协调事项的规划文件。上述五类地区分别依据《城市规

划法》（都市計画法）、《农业振兴地区建设法》（《農業振興

地域の整備に関する法律》）、《森林法》（《森林法》）、《自然

公园法》（《自然公園法》）以及《自然环境保护法》（《自然

環境保全法》）划定。因此，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主要用以协

调城市规划、农业振兴地区建设规划、森林规划、自然公园

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等相关规划（图 1）。
1989年《土地基本法》（《土地基本法》）颁布，明确土地

利用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是：土地作为重要资源，其利用与国家

的人口、产业、社会资本变动等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应以

公共利益优先为基本理念，进行合理规划以保证土地利用的合

理性。基于上述理念与原则，该法授权国家与地方政府制定国

土利用规划并采取抑制土地投机的措施（同法第 1~3条）。

3  国土利用规划及相关规划的法律基础

3.1  《国土利用规划法》
《国土利用规划法》于 1974 年颁布，2017 年最新修订，

共九章 50 条。内容主要包括编制国土利用规划及土地利用
基本规划、土地交易管制的相关事项。该法规定：国家、都

道府县、市町村均可编制国土利用规划，同时规定了各自的

编制及审批要求；要求所有都道府县制定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按照五类地区划分，说明协调土地利用的相关事项；规定了

土地交易管制地区的设定标准、管制区内土地交易的许可手

续及许可标准、土地交易后应上报都道府县的事项、都道府

县对交易后土地利用的劝告、土地成为闲置土地的条件及其

利用和规划措施等内容；规定了负责本法相关事项的审议会

及土地利用审查会设置相关事项（表 1）。
此外，在《国土利用规划法实施条例》（《国土利用計画

法施行令》）和《国土利用规划法实施细则》（《国土利用計

表 1  国土利用规划法的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法律的目的（1）；国土利用的基本理念（2）

第二章  国土利用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包括全国、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4）；各级的编制审批要求（5、7、8）；其中全国规划与其他全国层面规

划的关系（6）

第三章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都道府县制定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义务及其内容（9）；相关行政机构及地方政府为保证其实施可根据本法以外的法律制定

土地利用管控措施（10、11）

第四章  土地交易许可

都道府县管制区域的指定（12）；国土交通大臣对都道府县管制区域的干预（13）；管制区内土地交易需要都道府县许可及

其包括的内容（14）；许可申请手续（15）；许可标准（16）；许可处理期限（17）；国家等作为当事者的特例（18）；都道府

县可请求购买申请后不许可的土地（19）；许可结果不服上诉（20）；都道府县确保恰当且合理的土地利用（22）

第五章  土地交易申报
交易后土地权利者向地方政府报告交易事项（23）；都道府县对交易后土地的利用目的的劝告（24~27.2）；关注地区（注視

区域）及监视地区（監視区域）的指定及其中的土地交易管制和劝告（27.3~27.8）

第六章  闲置土地相关措施
成为闲置土地的条件及通知其所有者（28）；所有者需上报闲置土地的规划（29）；都道府县的建议及劝告（30~31）；地方

政府等可购买闲置土地（32）；购买价格（33）；购买闲置土地后的利用及规划（34~35）

第七章  审议会等及土地利用审查会 都道府县应设置本法相关事项的审议会（38）；土地利用审查会的权限及委员设置要求（39）

第八章 杂则
都道府县对土地权利相关者的检查权限（41）；土地调查员的设置（42）；大城市特例（44.1）；市町村及都道府县的工作区

分（44.2）；实施必要事项由政令说明（45）

第九章  罚则 违反上述土地交易许可、上报等法律的处罚标准（46~50）

注：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法律中对应的条文编号，其中第 21 条已在原法律中删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土利用规划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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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法施行規則》）中规定了各级国土利用规划应包含的内容、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土地交易可不经许可

和上报的情况、土地价值计算、指定管制区域时的公告等具

体内容，对《国土利用规划法》的具体执行进行了补充说明。

3.2  相关单项规划法
国土利用基本规划中划定的城市、农业、森林、自然公

园、自然保护区五类地区实际上均由依据各自法律的各单项

规划确定并纳入其中，所依据的法律如下。

3.2.1  《城市规划法》

该法于 1968 年颁布，目的是确定城市规划的内容和编
制审批程序、城市规划限制、城市规划实施项目及其他城市

规划相关内容，使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促进国土均衡发展，

维护公共利益。该法包括七章 97条和附则，其中与土地利用
基本规划直接相关的是第 5条城市规划区的划定、第 7条将
城市规划区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及城市化控制区，以及第 29~39
条针对城市规划区内建设活动的开发许可制度。都道府县可

对市、符合一定标准的町和村划定城市规划区以及其中的城

市化地区与城市化控制区。此外，对城市规划区外、建成区

域达到或可能达到一定面积、与农业振兴及环境保护相关的

地区，可以划定为“准城市规划区”。在城市规划区和准城市

规划区内，开发行为均需获得都道府县或指定城市的许可。

3.2.2  《农业振兴地区建设法》

该法于 1969 年颁布，目的是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和国土
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七章 27 条和附则。该法律规定农林
水产大臣应制定农业用地等保护基本方针和农业振兴地区建

设基本方针，各都道府县根据农业振兴地区建设基本方针划

定农业振兴地区，市町村及都道府县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农业

振兴地区开展农业振兴地区规划。与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直接

相关的是第 6 条农业振兴地区划定及第 15 条农业用地的开
发行为限制。市町村在农业振兴地区建设规划区中进一步划

定“农业用地”的范围（農用地区域），并可对其中现状不

符合规划的土地所有者进行劝告，而新的开发行为需要获得

都道府县或指定市町村的许可。

3.2.3  《森林法》

该法于 1951 年颁布，目的是确定森林规划、防护林及
其他森林相关事项，开展森林培育、提升森林生产力，以支

持国土资源保护和国民经济发展。该法共八章 213条及附则，

包括森林规划、森林经营、防护林及其设施、森林土地使用、

都道府县森林审议会等内容。与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直接相关

的是第 2 条定义的国有林（国家为土地所有者的森林地区）
及第 5 条第 1 项地方森林规划（地域森林計画）涉及的私有

林。该法规定，农林水产大臣每 5 年制定一次为期 15 年的
全国森林规划，按流域等条件将全国分为多个森林规划区；

都道府县每 5 年必须对所在森林规划区内的私有林制定为期
10 年的地方森林规划，明确其中开发行为需要经都道府县
许可的规划森林区域；此外，农林水产大臣可指定防护林（原

生自然环境保护区或海域防护区除外），防护林内的开发及

伐木、放牧等活动需要经过都道府县的许可。

3.2.4  《自然公园法》

该法于 1957 年颁布，目的是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区并促
进其利用，以促进国民健康、休憩和教育，并确保生物多样性。

该法由四章 90 条和附则组成，规定了国家公园（国立公園）、

国定公园（国定公園）及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的指定主体和

程序、公园规划的编制审批程序、公园建设的决定程序及实

施、公园的保护利用措施等内容①。与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直

接相关的是第 2 条第 1 项对自然公园的定义及第 5 条、第 72
条对公园指定的说明。该法规定环境大臣可以指定国家公园，

根据都道府县的申请指定国定公园；都道府县可以指定都道

府县立自然公园。在各级公园中均可设立特别地区，其中的

开发及影响自然环境的活动需要获得各级政府的许可。

3.2.5  《自然环境保护法》

该法于 1972年颁布，目的是与《自然公园法》等法律一
起确保自然环境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并促进自然环境的全

面保护，使国民广泛且可持续地享受丰富美好的自然环境，以

保障国民健康、文明的生活。该法包含八章 58条，规定了自
然环境保护方针、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区及自然环境保护区的划

定和保护措施、都道府县自然环境保护区的划定及其环境保护

等事项。与土地利用基本计划直接相关的是第 14条原生自然
环境保护区、第 22条自然环境保护区以及第 45条第 1项都道
府县自然环境保护区。该法规定环境大臣可划定原生自然保护

区（必须是国有或公有土地）及自然环境保护区，其中特别地

区内的开发及影响环境的活动需获得环境大臣的许可；都道府

县可划定都道府县自然环境保护区并实施保护管理。

从以上五部法律的内容来看，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中五类

地区的划定由基于相应法律的五个单项规划分别执行，特定

地区内的土地利用管制主要依靠开发许可制度。地区划定与

① “国立公园”与“国定公园”均为环境大臣依据《自然公园法》指定的国有公园，不同的是前者由国家直接管理，后者由所在的都道府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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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权力分属国土交通、环境和农林水产大臣，都道府县，

市町村等政府的不同级别和部门。

4  国土利用规划的主要内容

《国土利用规划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全国、都道府县和

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应包含的内容：

（1）全国规划应确定与国土利用相关的基本构想、按目
的划分的国土利用面积和分地区概要，以及为达成前两项的

必要措施概要；

（2）都道府县及市町村规划应在其各自范围内确定以上

三项内容；

（3）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应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形图
上标明城市、农业等五类地区，以及协调城市、农业等五类

地区用地的相关事项。

以下是各级规划案例中的具体内容。

4.1  全国国土利用规划
最新版的全国国土利用规划（第五次全国规划，2015

年）为纯文本，分为基本构想、按目的划分的国土面积目标

及分地区概要、必要措施概要三部分（表 2）。

表 2  第五次全国国土利用规划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基本构想

基

本

方

针

国土利用环境的变化 应对问题 国土利用的基本方针 与国土形成规划的协作 其他

进入人口减少社会，预

计整体用地量减少，需

要合理的国土利用及管

理方法

人口减少导致的国土

管理水平低下

实现合理的国土管理：集中城市功能，限制

郊外城市化地区扩大，农业集中化，慎重进

行用地功能转换，在土地所有者不确定或不

能管理时由非所有者进行土地管理等

国土形成规划构想是“促进地区间交流”、

形成紧凑和网络城市，与本规划协同充分

发挥作用

对促进地方分

权、震后复兴等

新形势研判的必

要性

自然环境面临的开发压

力减少，应抓住机会进

行全面保护再生

自然环境及优美景观

的恶化等

自然环境及优美景观的保护、再生及利用：

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利用自然环境及资源发

展旅游及产品，增加城市乡村两地居住者的

交流，保护生态多样性

— —

高灾害风险的国土上居

住了大量国民，应努力

实现中长期的安全可持

续国土利用

国土易受灾害影响 实现安全、安心的国土利用：限制高灾害风

险地区的土地利用、建筑及构筑，促进公共

设施在低灾害风险地区的布局，合理配置交

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确保可替代性

— —

不

同

类

型

地

区

国

土

利

用

的

基

本

方

向

城市 农山渔村 自然保护区

集中城市功能，引导郊外城市化地区集约，提

升低利用及未利用地区用地效率，抑制高灾害

风险地区的城市化，提升城市抵抗灾害的能力，

激活城市中心，大城市利用周边农山渔村分担

功能；形成城市网络，抑制农林地转换为城市

用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城市环境

提升农林水产品附加值，确保就业机会，保

证必要基础设施，推进环境保护，分担城市

功能，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居民生活环境

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恰当管理下允许自然体验和学习等

活动，与城市和农山渔村构建合理关系

农田 森林 原野 水域 道路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

田集约化，促进城乡地

区间流动，有计划地保

护利用城市化地区内的

农田作为城市景观和防

灾空间

明确森林边界、经营

及所有者责任，促进

企业等多主体进行森

林保护培育，发挥森

林的多种功能，保护

原生环境及野生生物

促进、保护、再生

并合理利用高生态

价值的原野；配合

地域自然环境合理

利用采草放牧地

合理建设、管理水资源、

水电资源和农业用水排

水设施的用地，重视水

系环境，提升水系作为

野生生物栖息地及城市

开放空间的多种功能

保证灾害时道路的可替代性，通过合理管理及更新提升周边

用地效率，提升安全和舒适性，推进道路绿化；农林道管理

利用应注重环境保护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用地

（公用及公共设施）

其他用地

（低利用、未利用地）

其他用地

（沿岸区域）

提升耐震及环境性能，

促进居住功能聚集在城

市中心，限制高灾害风

险地区发展，优先提升

用地效率，抑制自然用

地转换为居住用地

保证必要的用地；工

厂及产业搬迁后对用

地进行污染调查及治

理，通过合理利用促

进形成良好城市环境

在推进城市集约的

条件下保证商务办

公及商业用地；大

规模集散设施应合

理选择用地

保证公共设施用地，保

证其抗灾性，确保灾害

时可发挥功能

废旧工厂等城市内低利用或未利用土地可

再开发为居住等建设用地，亦可作为公共

设施及防灾用地或开敞空间等；有条件再

利用的农山渔村荒废地可推进其利用，利

用困难时可用作其他自然功能；高尔夫、

滑雪场等大规模荒废地可考虑转换为林地

推进生态系统保

护、污染治理，

考虑灾害风险合

理利用

第二部分  按目的划分的国土利用面积及分地区概要

规划年限为 2012—2025 年；2025 年人口预期为 12 070 万人、5 200 万户
2025 年各类国土面积目标（万公顷）：农田 440、森林 2 510、原野 34、水域 135、道路 142、建设用地 190、其他用地 329
分地区概要：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规模为 6 400 万；地方圈的人口规模为 5 700 万

第三部分  必要措施概要

正确运用土地利用相关法规，确保国土的健全及安全，实现可持续国土管理，确保自然环境的健全、再生和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促进土地有效利用，优化土地

利用的转换，促进国土相关调查，推进规划有效实施，实现国土的国民经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利用规划（全国规划）》2015 年 8 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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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国土利用环境的变化，从人口减少、

自然环境压力下降、国土对抗灾害能力减弱三方面分析入手，

提出规划要应对的三个问题及相应的基本方针，同时提到了

与国土形成规划的协作，并特别提到了对推进地方分权及震

后复兴等新形势进行研判的必要性；分别说明了城市、农山

渔村、自然保护区三类地区及农田、森林、原野、水域、道路、

住宅、道路等 11 类用地的基本方向。
第二部分给出了规划年限和人口预期，预测到 2025 年

的各类用地面积（通过土地现状及预测得到的弹性目标），

以及三大都市圈（首都、中部、近畿）及地方圈（三大都市

圈以外的 36 个县）两类地区的人口及各类用地面积。
第三部分提出为实现基本方针及用地面积的 9 条导向性

措施。

4.2  都道府县国土利用规划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这两种规划均由都道府县政府负责编制：其中国土利用

规划（都道府县规划）的内容和全国规划的内容基本一致，

通常仅包括文本形式的规划书；而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依据法

规要求，包含规划图和土地利用协调相关事项。以 2010 年
《爱知县国土利用规划（第四次）》（愛知県国土利用計画

（第四次））和 2017 年《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愛知

県土地利用基本計画）为例，简介内容如下。

4.2.1  爱知县国土利用规划（第四次）

爱知县位于日本中部，面积约 5 200 km2，2007 年总人
口 735 万人。爱知县的国土利用规划内容与全国规划类似，
分为基本构想、按目的划分国土利用面积及分地区概要、必

要措施概要三部分（表 3）。
第一部分说明了土地利用的基本理念和爱知县的特征，

分析土地利用环境的变化后提出调整用地需求量、提升土地

利用质量、综合管理土地利用以及促进多主体协作等四个基

本方向；然后分别说明了城市地区、农田与建设混合地区、

农山渔村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四类地区以及农田、森林、原野、

水域、道路、住宅、工业、其他建设用地及其他用地九类用

地的基本方向。第二部分给出了规划目标年和人口预期、编

制规划时（2007 年）的用地现状及目标年（2020 年）的面
积目标（弹性目标），以及县内三个次区域的各自目标。第

三部分提出了 9 条导向性措施。

4.2.2  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该规划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向、规划图、五类

地区重叠部分的土地利用协调指导方针三部分内容。基本方

向中说明了爱知县土地利用的总体方向和三个流域各自的方

向，与该县国土利用规划的基本方针部分一致；同时说明了

城市、农业、森林、自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五类地区各自的

表 3  爱知县国土利用规划（第四次）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基本构想

基本方针

基本理念 爱知县特征 土地利用环境的变化 任务

公共利益优先，保护自

然环境，地区自立发展、

提升生活环境，县域均

衡发展

位于日本东西部交接处，人口

聚集，制造业位居全国第一，

较全国均值现状森林较少而住

宅和道路用地比例较高

人口增速下降，高新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变化规模下降，

安全及环境意识有所提高，土地利用与周边相互关系加强，

土地管理水平较低，出现多主体参与的态势

调整各类用地需求量，

提升土地利用质量，实

现土地综合管理、多主

体协作

基本方向

土地需求量调整 土地利用质量提升 土地综合管理 多主体协作

优先利用低利用及未利

用地，慎重进行不同功

能土地间转换

促进灾害防治及无障碍设施建

设，重视自然环境循环再生，

保护利用景观资源

达成多主体对土地利用的基

本共识，加强土地利用过程

管理，注意地区间协调

发挥国家、县、市町村以及土地所有者的作用，以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土地的县民经营”

分地区国土利用

基本方向

城市地区 农田及城市混合地区 农山渔村地区 自然保护区

优先利用低利用及未利用地，提升基础设施抗灾能力，

平衡居住商业办公等多种功能，提升城市景观，大城市

成为区域都市圈核心，中小城市集约化并与周边乡村交

流分担职能

协调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

使城市居住与农业生产分别

集约化，抑制自然状态的土

地转化为城市用地

提供就业机会，保护优良

农田及森林，保护自然景

观，提升大规模农业生产

效率，多主体参与

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促

进人与野生生物共生，

开展适当的自然体验与

学习活动

分用途国土利用

基本方向

农田、森林、原野、水域、道路、住宅、工业、其他建设用地及其他用地（包括公用及公共设施用地、公园绿地、休憩用地、低利用及未利用地、

沿岸区域）的基本方向

第二部分  按目的划分的国土利用面积及分地区概要

规划年限为 2007—2020 年；2020 年人口规模预测为 748 万人、305 万户
2020 年各类用地面积目标（km2）：农田 779、森林 2 182、原野 1、水域 241、道路 416、建设用地 955、其他用地 602
分地区概要：按流域分为尾张、西三河、东三河三个地区

第三部分  必要措施概要

公共利益优先，合理运用国土利用规划法等法律，推进县域土地政策实施，维护县域土地、提升安全性，保护环境、形成优美景观，健全土地利用转换机制，促

进土地有效利用，推进多主体县域土地综合管理，促进和利用县域土地调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爱知县《爱知县国土利用规划（第四次）》2010 年 3 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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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中有关五类地区的基本原则

城市地区

城市作为整体全面实施综合性开发、建设及保护的地区

城市化地区 进行城市土地开发、交通及排水设施建设，保护绿地，按规划实现城市化

城市化控制区 抑制城市化，通过与其他土地利用的协调，确保健康的城市功能与活动

农业地区

应作为农田使用的土地，需要实现农业振兴的地区

农田地区 不转为其他用途，实现高效农业经营基地

上述以外的优良农田 尽量避免转作其他用途

森林地区

应作为森林使用的土地，需实现林业振兴及维护增进森林各项功能的地区

国有森林 “防护林”（保安林）不转为其他用途，尽量避免“防护林”以外的高功能性森林转作他用，维护增进森林的公益性功能

地方森林规划私有林 合理发展森林产业，发挥水源涵养、环境保护等功能

自然公园

地区

拥有优良自然风景，需要进行保护和加强利用的地区

特别地区
通过对自然公园的保护和利用进行管制以及设施建设，实现合理保护与利用

特别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需要加以保护的地区。避免土地利用变更，通过对特别地区内的自然环境进行管制及设施建设，确保良好的自然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爱知县《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书》2017 年 3 月整理

基本原则（表 4）。
图 2 的规划图是将上述五类地区叠加而成，其中存在

大量相互重叠的部分。指导方针中给出了这五类地区重叠

部分的协调指导方针，明确了重叠部分的土地利用优先顺

序（图 3）。

4.3  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
以 2009 年爱知县《长久手町第 2 次国土利用规划》（第

２次長久手町土利用計画）为例，该规划也包括基本构想、

按目的划分的国土利用面积及分地区概要、必要措施概要等

三项内容，以及包括各种用地类别、各个地区、重要设施等

内容的土地利用构想图（图 4）。
基本构想部分分析了土地利用现状，提出了原则性要

求（例如促进站前地区城市功能的多样化集约发展，开展城

市化地区内绿化，保护近郊农田、丘陵，形成良好景观等），

分用地类型、分地区说明了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向，并强调了

重要地区的发展方向；第二部分给出了全域及各地区的人口

目标、各类用地的现状与目标面积，并说明了各地区的现状

与发展方向；第三部分列出了必要措施的概要，提出通过基

于《城市规划法》的地区规划制度促进站前地区建设、通过

法律及条例等进行土地利用管制来保护农田和森林等具体措

施。同时通过土地利用构想图表示各类用地、地区位置及主

要道路、铁路、教育与研究设施等的位置（图 4）。

图 2  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图
资料来源：爱知县《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2016 年 2 月（红色：城市地区；黄色：

农业地区；绿色：森林地区；蓝色：自然公园地区；紫色：自然保护区）

图 3  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重叠地区协调原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爱知县《爱知县土地利用基本规划》2016 年 2 月编绘

图例
×：除部分例外，制度或实际上不存在的重叠情况
←：重叠时以箭头方向的用地类型优先
○：协调两类用地使其兼容并存
①：在留意用地现状的情况下，与农业利用协调，可进行城市型利用
②：原则上城市用地优先，同时保护作为绿地的森林
③：在留意森林利用现状的情况下，与森林利用协调，可进行城市型利用
④：原则上农业用地优先，与农业利用协调，可作为森林用地
⑤：森林用地优先，与森林用地协调，可作为农业用地
⑥：照顾到自然公园功能的维护，实现城市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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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久手町土地利用构想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长久手町《第 2 次长久手町土地利用规划》2009 年 3 月翻译编绘

5  国土利用规划的编制状况

5.1  各级国土利用规划的编制审批程序
《国土利用规划法》第 5、7、8、9 条分别规定了全国、

都道府县、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编制

审批程序（图 5）。
全国规划由国土交通大臣负责编制，在听取国土审议会

及都道府县长的意见后提交内阁审定并公开。规划内容应充

分反映都道府县长的意见，并与环境大臣共同决定与环境保

护相关的基本事项。其中，国土审议会由《国土交通省设置

法》第 7~12 条规定，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土交通大臣的咨询，
开展有关国土利用、开发、保护基本政策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成员由国土交通大臣任命，任期三年。

都道府县规划由各都道府县负责编制，以全国规划为基

础，须听取“审议会等机构”及属内市町村长的意见，并充

图 5  国土利用规划编制审批程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土利用规划法》编绘

分反映在规划中。规划编制完成后须向国土交通大臣报告，

并公开规划的内容。国土交通大臣收到报告、听取国土审议

会的意见后，必要时可向都道府县提出建议和劝告；同时，

国土交通大臣须将规划送至国家相关机构征询其意见，可经

会商并征询国土审议会的意见后向都道府县提出建议和劝

告。其中，“审议会等机构”指依据《国土利用规划法》第

38、39 条都道府县应设置的审议会等机构。其任务是根据
都道府县长的咨询开展都道府县内土地利用基本事项调查研

究，机构和运营事项由都道府县条例确定。此外，都道府县

还设有“土地利用审查会”，负责处理土地利用、地价等事项，

成员由都道府县长经议会同意后任命。

市町村规划由各市町村负责编制，如所在都道府县编制

了国土利用规划，市町村规划应以其为基础，同时必须通过

公开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规划编制完成后须

向都道府县长报告，并公开规划内容。都道府县长在收到报

告后听取审议会等机构的意见，可向市町村提出建议和劝告。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由都道府县负责编制，应遵循全国及

都道府县的国土利用规划，须听取审议会等机构、国土交通

大臣及市町村长的意见。其中，国土交通大臣表达意见时须

首先听取相关国家机构的意见；市町村长的意见应充分反映

在规划中。规划编制完成后须公开。

5.2  各级国土利用规划编制完成情况及内容

5.2.1  都道府县国土利用规划

编制与修改国土利用规划属于都道府县的权限而并非义

务 [23]，但日本的 47 个都道府县均制定过国土利用规划 [12]。

根据目前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的资料，大部分都道府县编制

过 4~5 次国土利用规划，从时间上看多在历次全国规划公布

图 例
农田
森林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城市中心
商业用地
其他建筑用地
其他（大学、高校、研究设施等）

地区边界

岩作

长湫 前熊

熊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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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编制或修改。部分都道府县近年不再编制，而代之以土地

利用基本规划和土地交易管制（例如：石川县、群马县和高

知县）。

目前公开的 37 个都道府县的规划中均包含了法定内容。
基本方针一般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现状、环境变化提出今后土

地利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其中，30个都道府县明确了城市、
农山渔村、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基本方向，爱知等 5 个临
海县还专门叙述了离岛地区。

针对用地面积目标，各都道府县均给出了农田、森林、

原野、水域、道路、建设用地及其他用地的现状及规划面积。

其中，农田面积均呈下降态势，森林和原野等面积大部分维

持不变或下降，水域有所增加，道路面积均有所增加，建设

用地面积大都有所增加。有 15 个都道府县的城市化地区面
积不变，10 个下降，12 个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都道府县
规划中各类用地面积的加和与全国规划并不相等，除农田、

水域和道路保持趋势一致外，森林、原野、建设用地和其他

用地的面积目标均有较大出入（表 5）①。

大部分规划中的必要措施概要是对全国规划设定目标和

行动方针的细化，仅部分都道府县列出了地方性措施。

5.2.2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所有都道府县均制定了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且原则上每年

可进行修改调整。根据国土交通省对都道府县土地利用基本

规划修改情况的统计，2010—2014 年的修改次数、修改区
域的面积均呈下降趋势，而修改内容主要是城市地区的扩大

以及农业及森林地区的减少 [24]（表 6）。

5.2.3  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

根据 2017 年 2 月国土交通省对全部 1 741 个市町村的
调查，已编制国土利用规划的有 834 个（47.9%）[24]。各都

道府县内市町村规划的编制情况不同，例如，山形县的 30
个市町村均已编制，青森县 40 个市町村中有 33 个已编制，
而山口县 19 个市町村均未编制；有 310 个市町村编制了土
地利用构想图；规划面对的问题中占比最高的是空置建设用

地或闲置土地增加、道路及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的维护管

理、自然灾害（主要是地震、水灾、泥沙灾害）风险等三类；

有 322 个市町村正在编制规划或开展规划研究，编制或修改
规划的原因主要是市町村内其他相关规划（如综合规划）的

修改（42.5%）、上位规划（全国及都道府县规划）的修改

（36.0%）、市町村合并（23.3%）等；规划目的主要包括提

出当地发展方向性愿景（79.2%）、作为覆盖全部行政区域的

表 5  全国及37个道府县国土利用规划中各类用地增减目标（单位：km2）

农地 森林 原野等 水域 道路
建筑

用地
其他

城市化

地区

北海道   -62     0 -37 43 69    0 -13       0

青森县   -31     0    0 4 18 -15 23       1

岩手县   -14     -4   0 3 24    6 -15      0

宫城县   -86   -13  -2 6 21 24 52    24

秋田县   -43     -2 -15  10 33 15    2      0

山形县   -70     0   0    2 20 10 39      0

福岛县   -13     -2   0    1 17    9 -11      0

枥木县   -13   -11   1    5 10 21 -12       1

琦玉县   -43     0   0   4 12 33   -5   12

千叶县   -50   -28   -8    2 30 88 -34    18

新泻县   -11     0   -8    4 17    1    -3    -12

山梨县   -20    -7   0    -1 14    8    6      -1

长野县   -44     0   -2    0 10 18 17      2

岐阜县   -12     -6   0    1 19    4    -6       -1

静冈县 -19     0   0    1 12    6    0     -21

爱知县 -45   -14   0    1 24 39    9    55

三重县   -18   -36  -3    1 17 24 15       0

滋贺县   -10    -1   0    0 5    6    0      0

京都府   -19    -7  0    0 3    0 22       -1

大阪府   -13   -19 0    -1 7 10 18      -1

兵库县   -15   -19  0    -1 4    6 26   -26

奈良县   -17    -3   -2    3 7 11    0       8

和歌山县   -18     -4   0    0 14 8    0       0

鸟取县   -40   -10   -1    0 22 15 14      7

岛根县   -32   -24   -2    3 21 17 18      -3

冈山县   -32    -1   0    2 6 10 14       0

山口县   -25     0   -3    3 16 14    -2       0

德岛县   -16     -6   0    1 9    5    9       0

爱媛县   -32   -12   0    2 18 11 15       0

福冈县   -81     0   0    7 41 60 -18       8

佐贺县   -32     7   0    7    6 11    0       0

长崎县   -44     3  1  28 22    5 21       -1

熊本县 -100   -24   0    2 33 18 75       2

大分县     -2    -1   0    0    1    8    -6       0

宫崎县   -35     0  -1    2 19 12    2       0

鹿儿岛县   -74     9  -5    6 38 42 -12       -1

冲绳县      -2    -4  -2    6 14 14 -22      6

合计 -1 233 -239 -90 157 673 574 238    76

全国 -1 500 400    0 100 500     0 500 -6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个规划文件统计汇总

① 都道府县合计值中未包括 10 个数据未公开的都道府县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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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60.2%）、作为市町村土地利用的基本规划（58.1%）

等。此外，在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和市町村综合规划、市

町村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上，53.7% 根据综合规划、26.4%

以综合规划为基础进行国土利用规划编制和修改；50.6% 希

望将国土利用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参照来编制，

12.4% 的国土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共同进行编制或修改。

6  国土利用规划的实施效果

由于各级国土利用，尤其是全国和都道府县的规划仅提

出了有关国土利用的方向、各类土地的规模预测以及所采取必

要措施的概要，并不涉及伴随具体手段的规划实施以及各类用

途土地之间转换时的管控要求，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纲领性的规

划内容，其规划意图更多依赖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来表达。

6.1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管制效果
日本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实施效

果有限。野村好弘和小贺野晶一通过神奈川县的分析，认为

尽管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在土地利用管制上确实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重叠地区的存在未能使五类地区各自目的得以充分实

现，协调方针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以五部单项法律为基础

的管制方式受到质疑，难以实现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12]。

中村隆司等在一系列研究中，对所有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地

区划定情况、重叠地区协调原则、重叠地区面积变化、与单

项规划的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 1982—1998 年间无论
是五类地区重叠面积的增减和变化原因，还是土地利用基本

规划与单项规划在地区划定上的差异都说明现状差异很大的

各都道府县却采取了相似的土地利用协调原则，未能因地制

宜地进行土地利用调整；同时，规划具有滞后性，作为上位

规划对五部单项规划进行整体调控的效果有限 [14-16]。小川刚

志通过对千叶县的研究认为：在规划实施中，土地利用基本

规划只是形式上的上位规划，其地区划定基本上依照单项规

划，特别是森林地区，通常是开发完成后才补齐开发许可手

续，而开发许可也是根据单项规划法规进行的，缺乏根据土

地利用基本规划进行许可的判断依据 [20]。山本佳世子在对冲

绳本岛城市化地区分布变化的研究中也发现，在城市化控制

区、城市规划区外的城市化分布点与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管

制目标存在差异，规划未能完全实现 [21]。

6.2  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的相关评价
日本国内学者对国土利用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还集中在

市町村层面。中村隆司在对 159 个市町村国土利用规划进行
分析后认为：尽管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规划形成了看似

统一的体系，但规划只有与环境评价和城市开发管理结合才

有意义。即便是在全部市町村均已编制并定期修改的山形县，

也缺乏实现规划目标的手段。同时，统一的规划制度导致多

数市町村规划机械化。规划本身发挥作用的实例主要集中在

单项法律管制力度较弱的地区 [16]。广田纯一通过对岩手县北

上市的综合规划、国土利用规划、环境基本规划、城市规划、

绿地基本规划、农业振兴规划的分析认为：国土利用规划相

对抽象，虽规定了不同用地的基本方向，但没有落实到具体

的土地上；全域性的国土利用规划与单项规划中划定的地区、

规划内容存在重复，重复部分的内容却并不一致。其原因在

于各自的依据法律、制定部门、规划标准均有所不同。同时，

受单项规划各自的历史沿革与现状体系的影响，将全部规划

统一成为一个规划并不现实 [19]。

7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的特征及启示

7.1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的特征

7.1.1  形式上较完整的国土规划体系

在国土规划领域，日本延续了其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特

征，颁布了大量以《国土形成规划法》和《国土利用规划法》

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

基于《国土利用规划法》形成了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国土

利用规划以及都道府县层面上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这种三级

四项规划所构成的国土利用规划体系，并做到了都道府县级别

以上的全覆盖。规划内容与城市规划等五种既有单项规划形成

表 6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规划图变更情况

地区
2013 2014

修改扩大次数 扩大面积 / hm2 修改缩小次数 缩小面积 / hm2 修改扩大次数 扩大面积 / hm2 修改缩小次数 缩小面积 / hm2

城市地区 17 10 714 2 865 13 11 119 2 5 762

农业地区 14 830 28 1 162 15 282 39 702

森林地区 18 221 182 1 700 3 42 129 877

自然公园地区 9 6 600 6 22 6 3 021 6 168

自然保护区 1 10 0 0 0 0 0 0

合计 59 18 375 218 3 749 37 14 465 176 7 509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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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清晰的呼应关系，但并没有取代或合并这五种既有单

项规划的内容以及其所包含的具有强制力的审批权限。

7.1.2  国土利用规划并非统领全局的全能规划

国土利用规划的定位并不是一个整合多个单项规划、对

国土利用进行全面指导和综合管制的全能规划。创立国土利

用规划的最初目的是控制地价过快上涨，后拓展为土地利用

综合性长期规划。现行三个层级的国土利用规划均侧重方向

性的引导，即使在最基层的市町村一级，规划也只确定不同

地区和用地类型的发展方向，具体实施仍需通过城市规划、

农业振兴规划等单项规划进行。同时，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

作用也仅仅是定期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统计公布，并为五类

地区规划之间的协调提供原则性指引。

7.1.3  国土利用规划内容不具备强制力

国土利用规划对所涉及单项规划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土地利用基本规划虽然名义上是五类单项规划的上位规划，

但五类地区的划定、地区内的开发许可仍依据单项法规通过

单项规划进行。国土利用规划仅规定了单项规划之间相互协

调时的优先顺序，不具有强制命令修改单项规划的能力，并

存在“协调两类用地使其兼容并存”等模糊描述。

7.1.4  国土利用规划并非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

国土利用规划的内容、编制审批程序等强调上下级政府

之间的协商，体现了高度地方自治精神。《国土利用规划法》

明确要求全国、都道府县编制规划时必须听取下级政府的意

见，而下级政府的规划只需要报送上级政府，无需审批，上

级政府只能对其进行建议和劝告。尽管《国土利用规划法》

规定下级规划应以上级规划为基础，但国土交通省特别强调

其意图是希望基本方向不要相悖，而不追求具体事项完全一

致 [25]。事实上，都道府县规划提出的各类用地面积之和与全

国规划并不相同。

7.1.5  国土利用规划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

各级国土利用规划实施情况表明，其协调各单项规划的

效果有限。由于国土利用规划仅表明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向，

以及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根据单项规划进行修改的滞后性，未

能完全实现综合协调土地利用的目标，规划实施后部分地区

的实际状况也未能完全按照规划方向发展。

7.1.6  农林用地减少是一个普遍现象

自 20 世纪末日本已进入后城市化时代，总人口下降，

但国土利用规划中的农林用地面积仍在持续减少，道路、建

设用地面积仍在增加，并且与全国国土利用规划相比，都道

府县规划中的面积之和更加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倾向。这说明

国土空间变化相对于人口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滞后性，

在人口下降、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后，国土空间中建设性用

地的占比仍存在缓慢上升的趋势。此外，与中央政府相比，

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国土空间的建设性开发利用。

综上所述，日本的国土利用规划虽然在形式上构建起了

较为完整的规划体系，但并非国土规划或空间规划的理想模

式，其出现并未取代城市规划等业已存在的单项规划，协调

单项规划的效果也并不明显。但其建立在“多规并存”基础

之上的协调既有规划的思路、方法和实际效果仍不失作为一

类可观察和参考的案例。

7.2  对我国“多规合一”和“空间规划体系”的启示
我国的“多规并存”现象至少在形式上与日本非常相

似，从日本国土利用规划 40 余年的实践中可以得到如下

启示。

首先，国土规划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伴随实践不断探索和

完善的漫长过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是规划工作的

基础和制度保障，亦是对相关问题开展广泛讨论，并逐渐形

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其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法治社会中，以单一规划对

国土利用实施综合性管控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从一个方面提

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多规合一”这一目标的具体内涵和现

实意义，在构建空间规划体系时采用较为现实和可操作的路

径；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强制性地分解规划目标，理论上有

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但如何消解自下而上的诉求和利益冲

突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再次，日本国土利用规划的积极意义更多体现在对国土

利用状况的准确把握，通过定期对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的公

开，使社会全面了解国土利用相关信息，关注国土利用问题，

进而为该领域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必要的基础。同时，国土

利用规划的存在促使城市规划等单项规划的编制必须注意到

与相关规划的协调，形成上下级政府机构以及政府不同部门

之间的协调机制。从另一方面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核心

是有关开发与保护行为的行政审批权限，触及政府间以及政

府与社会博弈的根本性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甚至

有可能形成某种悖论。通过政府机构合并与职能整合能否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实践检验。

此外，与保护自然资源、实现有节制开发的主观意愿相

反，建设性国土空间的外延性拓展将在客观上延续相当长的

时期，一味强调对农田等国土资源的保护，甚至试图以此制

约城市空间的拓展将遭遇现实客观规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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