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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Urban Green Belts: Cases of London, Tokyo and Seoul

国外大城市绿带规划与实施效果 
——以伦敦、东京、首尔为例

文萍  吕斌  赵鹏军
Wen Ping,  Lv Bin，Zhao Pengjun

1  城市绿带规划的缘起及推广

城市绿带规划的理论缘起一般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

论 [1]，该理论主张以绿带环绕城市，通过建设新城来实现新的增长。当时，在

城市外围设立和保留未开发土地的理念已经广泛存在，并以公园、绿道、林荫

大道等形式在一些城镇得以实现。1924 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规划会

议对其后近百年的城市规划有深远影响，会议将环城绿带作为其提出的城市规

划七大原则①之一。1944 年大伦敦规划中的绿带是最为人知，也是至今仍维持

良好的城市绿带。在 20 世纪，很多城市先后步入高速扩张阶段，城市用地布局

混乱、通勤距离增大、热岛效应明显、周边农地被侵蚀等问题接踵而至，绿带

理念旨在控制城市规模，并提供具有生态、游憩、景观等功能的开敞空间，受

到很多城市的青睐。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加拿大的渥太华、俄罗斯的莫斯科、

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以及我国的北京等，都曾在其中心城区外围规划了绿带。

本文将介绍伦敦、东京、首尔三座城市的绿带规划及实施效果。这三座城

市曾先后提出并设立自己的环城绿带，但实施效果大相径庭 ：伦敦绿带一直维

持至今，所提供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和完善；东京绿带基本被建设用地取代，

成为城市建成区的组成部分，但保留了一些公园绿地和小规模都市农业用地；

首尔绿带建立较晚，随着城市增长压力的提高，绿带内的用地管制逐渐放松，

少量绿地释放为建设用地。总结这三座城市的经验教训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

解绿带，并认识影响绿带规划和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为国内城市引入绿带规

划提供参考。

2  伦敦、东京、首尔的绿带规划与实施

2.1  伦敦绿带 ：城市绿带的全球典范
（1）设立绿带的初步尝试

伦敦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探索建立绿带 [2]。1930 年代初，昂温（Unwin）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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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的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为伦敦划定了一条宽度接近 2 km、

总面积约 200 km2 的绿带，这一绿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不

断被郊区化侵蚀的绿地，为伦敦市民提供户外游憩的开敞空

间。由于当时英国法律赋予规划的实施力非常有限，开敞空

间的维护必须通过购买土地来实现。1935 年，作为绿带主

要受益方代表的伦敦郡议会设立了一个绿带贷款计划，向绿

带所在的周边郡县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资助其购买绿带内

的私人土地或官地①，作为公共土地保护起来，从而避免土

地所有者或其他购买者在这些土地上进行开发建设。

（2）绿带体系的全面建立

在 1944 年的大伦敦规划中，阿伯克隆比为伦敦提出了

一条宽度达 8~15 km、总面积达 2 000 多 km2 的绿带（图 1）。
该绿带是一系列调整大伦敦空间格局的规划技术体系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当时认为大伦敦地区人口总量将基本稳定，规

划重点在于空间格局的重构。中心建成区的规模将被控制，

过于拥挤的人口被疏散到绿带外围的 8 个新城及其他增长中

心；由于增长压力被疏解，绿带内将维持以农田和森林为主

的乡村景观，并适当增加一些高尔夫球场等休闲娱乐用地。

大伦敦规划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城乡规划部核定绿带范

围后，由伦敦郡及另外 7 个郡县负责具体实施。1947 年英

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更为绿带的实现提供了法律支撑。

《城乡规划法》通过开发权国有化提升了规划的执行力，土

地的开发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4] ：土地若不开发或规划许

可未获批准，所有者无收益，政府也不补偿；如果获得规划

许可，开发方需要将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上缴或回馈社会。

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得绿带规划不再需要以购买土地的高成本

方式来实现。

（3）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

二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革，相应的

规划理念、体系和管理手段也不断演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大伦敦绿带的目标和作用也有了新的要求。

1950—1960 年代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使整个大伦敦

地区进入了发展高潮，大部分新城在这个时期建成，新城

以外的农村地区也承受着较大的开发压力。同时，规划体

系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过于关注土地利用和物质

空间，中央政府对地方规划干预过多，缺乏公众参与，操

作不灵活等。改革的结果是规划权力逐渐下移，郡以下的

地方政府获得更大自由。1970 年代初期，郡县制定“结构

规划”、地方制定“详细规划”的两级规划体系形成，中央

政府只审查结构规划的战略性问题，开发控制权由郡县和

地方共同享有。但这一体系的运转效率仍旧不高，到 1980
年代，开发控制权完全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对规划事务

拥有了最直接有效的权力 [5]。

面对巨大的发展需求，绿带，尤其是绿带外围的地方政

府不愿过多承担外来增长压力，以免本地变得过于拥挤，生

活环境和景观被破坏。因此，他们希望利用绿带作为抵制开

发的工具，积极向中央申请扩大绿带范围。中央政府对此则

持谨慎态度，主要强调绿带限制扩张的战略意义，并考虑地

区增长压力的释放需求，对绿带的进一步扩张和内部景观维

护并不积极。尽管如此，到 1980 年代初，官方批准的绿带

范围已经达到 4 300 km2，宽度约 20~25 km，由 60 多个地方

规划机构管理，而由地方政府按照绿带政策进行管制的土地

则更多。在 1970 年代中后期，整个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陷入停滞，刺激经济复苏和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成为

政府的主要目标。在促进内城更新和外围就业中心发展的过

程中，中央政府在绿带内局部放松管制的意图非常明显，如

支持绿带内的环伦敦公路 M25 及其他道路和公用设施的建

设，要求释放部分土地进行住宅开发等。但绿带内的地方政

府仍尽力将这些开发对自身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于少量本地

开发需求也尽量安排在现有城镇边缘。

2.2  东京绿带 ：未能实现的规划理想
（1）国际规划理念的引入

受国际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东京的规划师在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开始倡导保护城市周围农业用地的理念。1939

① 官地（crown land）属于君主所有，被视为国家财产，由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地代理机构行使所有权。官地的收益由国家财政部管理，并确保其

使用将使全体国民受益，而非某些个人或某一地区。

图 1  大伦敦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20 英里

斯蒂文乃奇

汉默汉普斯泰德
雷德朋

韦林
斯泰普佛德

玛格里庭

梅尔芬

克罗利

外围圈 近郊圈

内城圈绿带圈

贝丝尔登

宏姆伍德

怀特沃森

海特菲尔德

科隆赫斯特

布莱克奈尔

计划的卫星城

建成的新城

哈罗

温格



59 2015 Vol.30, No.S1国际城市规划

文萍  吕斌  赵鹏军    国外大城市绿带规划与实施效果 ——以伦敦、东京、首尔为例

年《东京绿色空间规划》为东京划定了 1~3 km 宽的环形绿

带，在大都市区周围规划了一系列城市公园和林荫大道，并

划定了大量需严格保护的农地。该规划由于没有考虑对土地

所有者权益的补偿，缺乏实际执行力。1946 年日本出台《特

殊城市规划法》，要求建立一个保护区域绿色空间的规划体

系。依据此法，东京区域规划委员会成立，负责绿带的划定

及相关事宜。委员会的工作受到绿带内土地所有者的强烈抗

争，同时由于法律本身没有赋予规划强制执行力，绿带内的

土地被不同程度地开发为低密度郊区，绿带范围也由 1948
年划定的 140 km2 减少为 1955 年的 98.7 km2。

（2）绿带实施遭遇阻力

1956 年，专门针对东京大都市区的《国家首都圈整备

法》出台，该法将东京划分为若干圈层，在中心建成区外有

一个大规模的近郊绿带，宽约 5~10 km，绿带外设置了若干

新城作为新的增长中心（图 2）。然而，这一绿带仍然没有实

现 [6] ：土地所有者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强

烈反对绿带内的开发控制；部分居民争取到 20%~30% 的开

发权，使绿带内部分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中央政府为了实

现促进东京都市区集聚经济增长的目标，做出了一些不利于

绿带保护的决策，如支持多摩新城在绿带范围内选址。1965
年该法律修订时，郊区绿带被调整为“基础设施带”，部分

土地被正式规划为开发用地。

（3）探索控制土地利用的新方法

为了加强对城市增长的调控，限制建成区过度连续扩张，

日本于 1968 年通过了《新城市规划法》，完全放弃了以绿带

控制城市扩张的方法，建立起一种区划体系。都市区的土地

被划分为城市提升区和城市控制区两种类型，以明确区分城

市和农村地域。但这一规划手段仍未奏效，到 10 年后的目

标期，城市提升区内仍有大量农地未被开发，城市控制区内

反而新增了很多开发项目。1974 年的《生产性开敞空间法》

再次调整了控制策略，对既有农业用地进行全面保护。东京

周边的环城绿带已经完全演变成城市地域，仅有一些城市公

园和都市农业用地镶嵌其中。

2.3  首尔绿带 ：开发压力下的改革之路
（1）城市扩张与绿带设立

1960 年代，韩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全

国城镇人口比重由 1960 年的 37.2% 上升到 1970 年的 50%
以上。首都首尔承担了巨大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压力，交通拥

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凸显，政府开始考虑在城市

周边划定绿色区域进行保护。1971 年首尔开始正式划定大

都市区绿带，到 1976 年绿带范围确定为 1 567 km2，涉及首

尔市、仁川市以及京畿道的若干市（郡）。由于首尔与西侧

的仁川在 1960 年代已基本连片发展，绿带在西侧出现断裂，

并不呈完整的环状。绿带内的建设项目被严格限制，仅有一

些既有建筑改造、公共项目建设等得到允许。

（2）开发压力松动绿带基础

1980 年代以来，韩国经历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高潮，首

尔的城市扩张压力进一步增大，城市住房危机也越来越严重。

为了疏散增长压力，1989 年政府开始推进绿带外的新城建设

（图 3）。然而，这种城市空间增长的疏导措施仍不能满足

需求，1994 年韩国规划体系在严格区分的城市地区和非城

市地区两种基本用地类型外，又引入了半城市和半农业（林

业）地区，绿带外一些非新城地区的土地被划为此类。这种

地区的开发管制相对宽松，因此其内部的开发建设活动迅速

兴起。新增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完全集中在指定的新城，反而

在新城以外的郊区地带蔓延开来，这使被严格限制开发的绿

带内土地所有者反对声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绿带管制框架

内争取各种建设许可，还进一步要求绿带管理政策的彻底改

革 [7,9]。

（3）绿带体系的初步改革

1998 年，韩国建设交通部组织成立了由规划专家、环图 2  1956 年日本首都圈整备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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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及其他政府官员组成的绿带体系改进

委员会，研究解决绿带问题的对策。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

面：关于绿带内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各方基本达成一致，并

于 2000 年通过《绿带地区法》，赋予绿带内居民因开发权受

限而获取补偿的权利；关于绿带本身的存废，争议仍然存在，

妥协的结果是政府开始对绿带地区的规划管理方式进行改

革。不同于原来以区划手段限制整个地区开发的严格控制方

式，绿带地区被置于首尔大都市区区域规划的框架下进行规

划，部分土地被释放为可开发用地。释放土地的选择主要基

于环境评价的结果，保护价值较低的土地可考虑释放。同时，

现状建成规模和密度较大的居民点、中央政府选定的公租房

建设区、国家级商务区，以及地方政府划定的发展储备地块

等也成为主要的释放地区。到 2006 年，首尔绿带中被释放

的土地达到 136 km2，约占绿带总面积的 9%（表 1）。

3  绿带规划与实施的核心问题

绿带规划并非对所有城市都适用，不同城市对绿带的功

能需求是不同的。对于开发压力较大、周边地形约束较小的

大城市，绿带的主要所用在于限制建成区规模，减少过度扩

张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而增长

压力较小、规模适当的中小城市若采纳绿带，则更看重其提

供开敞空间、营造生态景观的功能。结合目前我国大中城市

大多面临较大扩张压力的实际情况，以下论述主要针对绿带

限制城市空间增长的功能。

3.1  规划设计 ：全面细致的绿带空间规划
要实现控制中心城区过度扩张的目标，在绿带的规划设

计中应对其规模、形态、与现状建成区距离、内部土地利用

方式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

首先，绿带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与中心城区规模相

适应、具有一定厚度的环形空间。绿带规模过小、宽度过窄

或断裂过多，都可能导致建成区越过绿带继续扩张，并逐渐

侵蚀消解绿带，使绿带内外的建设连接成片，限制蔓延的目

的无法实现。伦敦和首尔的绿带宽度均为中心城区直径的 1/3
左右；东京 1948 年划定的绿带实际是城市周边大规模块状和

楔形绿地的组合，1956 年《首都圈整备法》所支持的绿带宽

度接近中心城宽度的 1/3。从空间形态上看，伦敦绿带是具

有相当规模和厚度的环形绿带，将中心城区和外围新城分隔

开来；首尔绿带总体上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厚度，形状的不规

表 1  伦敦、东京、首尔绿带概况

伦敦绿带 东京绿带 首尔绿带

设立背景 城市化向郊区化、逆城市化过渡，人口和经济活

动由中心城区转向大都市边缘的新增长中心，并

进一步向非大都市区扩散

城市化高速推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

城市扩张压力巨大，开始建设外围新城

城市化高速推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

绿带内城市建设压力过大后，开始在外围建设

新城

功能设定 限制城市无限扩张，大伦敦都市区整体空间格局

的组成部分，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场所

限制城市无限扩张，保护农业用地和绿色空间，

大都市区空间格局的组成部分

限制城市无限扩张，保护城市周边的绿色空间

绿带规模 1944 年划定面积 2 000 多 km2
；之后在地方当局的

争取下向外扩张，1980 年代达到 4 000 多 km2

1948年划定面积为 140 km2
；1955年减为 98.7 km2

；

1956 年重新划定，规模扩大；1968 年正式取消

1976 年确定为 1 567 km2
；2000 年以后近 10%

的土地被批准释放为开发用地

控制手段 中央政府确定绿带的基本控制政策和允许的用地

类型，具体实现由地方规划当局操作，绿带内的

开发项目很难得到规划许可

规划部门缺乏足够的引导和控制开发的权力，

绿带内一些由私人土地所有者或中央政府主导

的开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许可

绿带由严格的区划体系控制，大多数开发行为

被禁止；后迫于开发压力，政府调整规划，释

放部分土地用于开发

实施效果 绿带内的开发管制一直延续至今，范围有所扩大，

生态价值、农业生产价值、休闲游憩价值等存在

争议

绿带内建设项目越来越多，绿带取消后，所在

地区保留了部分都市农业用地和城市公园

绿带控制本身较严格，但由于城市增长压力未

得到有效疏解，政府不得不释放部分土地用于

开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3  首尔的绿带与新城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7,8]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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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大程度上受周边山地地形的影响，西侧的断裂是由于在

绿带划定前首尔与仁川间的连片发展已经形成；东京绿带在

空间形态上由分散绿地调整为成规模的马蹄形绿带①，试图

强化其分隔作用。

其次，绿带的划定应该考虑是否需要为城市增长预留

一定空间，即绿带内缘应紧绕现状建成区划定，还是从建

成区边界往外推移一定距离。绿带内侧边界的作用类似于

在美国实践较广的城市增长边界，城市建设被严格限制在

边界内。对于空间规模相对稳定的城市如伦敦，这个问题

并不突出，遏制城市以低密度郊区的形式向外蔓延正是绿

带设立的主要目标，绿带内无须再预留增长空间，需要思

考的主要在于绿带外缘与外围新增长中心的距离。而对于

仍处在高速成长期的城市，如东京和首尔，是否在绿带内

为城市增长预留空间，对绿带能否得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

居民的支持，绿带内土地会不会面临过大的开发压力，城

市空间增长的未来方向和整体空间结构等都有重大影响。

虽然在绿带划定时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东京和首尔的增长

还是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的预期，周边新城也没有如规划

所愿分担足够的人口和就业增长，绿带管制在城市扩张压

力下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

另外，绿带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其效用的发挥和空间

的维持有重大影响。设置绿带的初衷是控制建成区的无限

扩张，同时发挥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游憩等功能。但

现实中不同的功能可能相互干扰。控制扩张要求绿带内禁

止开发，或仅允许极小范围的低密度建设，这种消极的保

护政策可能同积极的游憩开发、生态建设等活动存在矛盾 ；

游憩功能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和景观价值的发挥

产生不利影响；农业生产往往是绿带内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

式，这种积极的利用却削弱了绿带的生态价值。不论对绿

带内的土地利用存在多少争议，杜绝大规模、高密度的连

片开发是绿带土地利用管制的根本。伦敦绿带中建设用地

比重不足 10%（表 2），零散分布在广袤的郊野中。至于景观、

游憩、农业生产等功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

群会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在实践中适当调整，使绿带发挥

最大的综合效益。

3.2  实施政策 ：重点考虑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补偿
绿带在空间规划中划定后，需要通过日常的规划管理，

保障其贯彻实施。传统的城市规划是对开发建设活动进行

安排和引导，绿带规划管理的重点则在于对建设活动进行

限制，这对传统的规划理念、技术方法和实施政策都是巨

大的挑战。一般的开发建设活动会带来土地及其上建筑物

的增值，也是对城市整体价值的提升，因而受到各方面的

欢迎 ；绿带的开发管制虽然也会提升城市整体价值，并直

接促进周边房地产升值，但对绿带内的土地所有者而言，

是对其土地开发权和收益权的剥夺。因此，绿带实施政策

设计的难点是，如何在实现开发限制的同时，对土地所有

者进行合理补偿。

在伦敦，1947 年《城乡规划法》出台以前，规划对私

人土地上的开发建设活动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也就是说，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区域层面上提出以绿带环绕中心城区

的空间蓝图，但规划方无权要求土地所有者执行规划，尤

其是当规划的实施将损害土地所有者的既有或可能利益时。

《城乡规划法》将土地的开发权收归国有，任何土地上的开

发建设活动都必须在获得规划许可后才能进行。随后，政

府又逐步建立起一种规划得益的补偿制度，即政府对获得

规划许可的土地的开发增值进行高额征税，或附加一些开

发条件，如开发方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廉租房或建设公共

设施等，使开发得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公共资源返回社会。

这样既实现了公共权力对私人开发活动的干预，又解决了

因规划用途不同而使土地所有者收益差别巨大的不公平问

题。基于此，绿带内建立起一种开发控制体系，地方规划

管理部门根据中央的绿带管理政策、开发活动本身的必要

程度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综合考虑是否给予开发许可。

绿带内外的土地在获得开发许可时，都必须将其土地增值

收益的相当部分回馈社会，只是绿带内土地获得开发许可

的机会更小。

东京和首尔强行规定了绿带的土地用途，但没有为土地

所有者因失去开发权而失去的开发收益提供合理补偿，受到

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东京绿带在土地所有者的

强大压力下放松了管制，部分农户获得了 20%~30% 的开发

表 2  伦敦大都市区绿带土地覆盖类型（2000 年）

用地类型 耕地和园地 改良的草地 半自然草地 山地、荒地、

沼泽

阔叶林或针

阔混交林

针叶林 建设区和宅

院

永久性水面 海岸 总计

面积（hm2
） 186 960 80 982 67 940 5 166 86 834 13 467 37 468 4 547 795 484 159

比例（%） 38.6 16.7 14.0 1.1 17.9 2.8 7.7 0.9 0.2 1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① 东京的东南侧为东京湾海面，形成天然的增长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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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些地区发展成低密度的郊区 ；日本中央政府通过支持

多摩新城的建设，也动摇了绿带地区的开发管制。在各种开

发压力下，规划部门开始认识到绿带管制并不适合当时蓬勃

发展的东京，进而主动调整规划，取消了绿带。首尔绿带在

设立之初就通过区划体系进行严格的开发管制，但公共项目

作为被允许的开发类型，得到了广泛许可。进入 1990 年代后，

在土地所有者的强烈抗议下，居民住宅的改扩建标准逐渐放

宽。同时在城市整体增长的驱动下，政府方面也主动寻求释

放绿带内的部分土地，但对释放土地的位置和数量进行了严

格控制。2000 年，韩国通过立法赋予了绿带内居民获得补

偿和财政支持的权利，而绿带内的大量土地所有者仍然在积

极争取被释放为开发用地。

因此，不论是采用美国式的区划体系还是英国式的规

划许可体系①，仅仅限制绿带内的土地用途并不能保证规

划的顺利实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绿带内土地所有者

会尝试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获得事实上的开发许

可。这可能导致规划被迫调整或违法建筑盛行的局面，其

本质还是规划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缺失的结果。

在区划体系中，开发权转移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将

开发权转移应用到绿带管理中，使绿带内土地所有者可以

将其开发权有偿转移给绿带外的建设用地，是既保留绿地，

又保障土地所有者收益的有效途径。

3.3  与其他规划手段相结合，合理引导与控制城市空间

形态
绿带不应仅仅被看作一种城市增长控制政策，只堵不疏

的规划方案在城市增长和市场利益的冲击下很难得到真正

落实。绿带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城市过度蔓延而带来的通勤

距离增加、交通拥堵加剧和周边农地消失等问题，但当增

长需求超过绿带内中心城区的承载能力时，必须为新的增

长提供空间。满足城市用地需求增长的途径有三种 ：建新

城或卫星城，城市空间连续扩张，建成区土地的再开发 [11]。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很难仅通过某一种途径来满足其空间

增长需求，对城市增长的管理应通过不同途径的组合运用

来实现。

在绿带外围建设新城是很多城市普遍采用的规划技术

组合。1944 年大伦敦规划在绿带外设立了 8 座平均规模约

5 万人的新城，这些新城多以现有的村庄或小镇为基础。如

今这些新城的人口规模多已超过规划预设目标，与伦敦周

边密布的其他小城镇一起，承担着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功

能 [12]。首尔于 1989 年设立了 5 座新城，其中 3 座规模较小

的新城依托原有市镇，规划为住宅综合区；另外 2 座规模较

大的新城相对独立，5 座新城规划人口近 120 万 [8]。当时首

尔中心城区的建设已基本饱和，新的人口和产业增长开始

转向周边市（郡），但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需求所

带来的住宅和土地供应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到 1995 年，这

些新城的人口已经超过规划预期 [13]，同时规划政策的调整

使新城周边的土地逐渐被开发，导致绿带内土地所有者的

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

新城开发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的扩张需求，但也受到了

广泛质疑。新城大多依附于中心城区，内部能够提供的就

业机会有限，大量人口不得不通勤于新城和中心城区之间，

绿带的存在拉开了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的距离，增大了通

勤成本。绿带设立的初衷在于将新的开发和既有建成区分

隔开来，新城由于规模限制很难真正成为职住平衡的独立

城镇，其与中心城区之间的通勤需要通过建设便利的轨道

交通和调整城市就业空间结构等方式来缓解。

城市空间的连续扩张是绿带内侧边界设定时应考虑的问

题，其尺度和预留的发展空间规模应根据城市化所处的阶段、

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地形地貌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城市化

高速推进中的城市在短期内面临巨大的空间增长需求，在紧

邻城区的边缘区进行开发，既依托中心城区现有的基础设施，

又无须承担繁重的拆迁补偿任务，是最经济便捷的解决途径。

但连续扩张的规模不宜过大，应结合本地的交通出行方式、

居民出行偏好、居住—就业空间格局、地质条件限制等因素，

合理确定连续扩张的最大边界。

内城的再开发是通过提高建设强度来缓解城市向边缘

扩张的压力，即以纵向的增长替代横向的扩张。但内城更新

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如既有居民的安置、历史风貌

的保护、现状基础设施承载力的瓶颈等，只能作为一种长

期性的辅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增长压力。中心

城区作为一个统一体，应通过整体城市设计的手段，合理

确定内部各区的规划控制和引导条件，使现状建成区和预

留发展用地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在设立绿带的基础上，适

当调整和提高中心城区的建设强度，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但很有必要的规划手段。

4  对我国城市绿带规划与实施的启示

伦敦、东京和首尔的绿带规划实施效果各不相同，这

是各地不同的发展阶段、规划方法、管理手段、政治经济

① 美国式区划体系的特征在于，如果开发计划符合预先制定的分区规定，将自动获得规划许可；英国式规划许可体系则赋予地方规划机构更大的

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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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等共同影响的结果。一个理想的规

划设计理念，提出时总是基于某一地区特定发展阶段的特

殊问题，理想方案能不能真正发挥预期效果，还要在实践

中经过诸多现实条件的考验。引入一种新的规划理念时，

更应充分考察其适宜性，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适当的调整。

东京绿带的失败被认为是国际规划理念在不适宜的社会环

境中生硬推行的结果。细究世界上其他采纳绿带理论较成

功的城市，会发现它们的绿带也都是初始理念同本地需求

和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进行绿带规划和政策设计时，

首先要了解各种具体做法所应对的特殊问题，再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给予采纳和调整。

我国很多城市如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武汉等，在

城市空间迅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通过绿带来限制建

成区过度“摊大饼”，维持紧凑的空间格局。但绿带在“本

土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北京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地

区同东京绿带一样，被普遍认为已经演化为城市建设地区 ；

上海、成都等地的绿带实际上只是绕城公路两侧仅几公里宽

的绿化带。与此同时，各大城市也在探索城市空间增长与

绿色生态空间保护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如深圳的基本生态

控制线，广州的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各地普遍推行的

限建区等。相对于从构建绿色空间格局或控制生态、农业

底限等出发而设立的城市扩张最大边界，绿带、城市增长

边界等紧缩性控制手段对城市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更为直接。

北京政府在 2003 年提出建设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上海学

者提议将“环城绿带”扩展为“城市开敞空间环”，都是对

绿带政策在本地实施的初步探索。

随着规划界对城市绿带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规划设计

中的一些误区，如在绿带内允许大规模建设，将环城公路

两侧的绿化带当作绿带等做法，都要一一摒除，制定出更

为严谨、细致的规划方案。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

土地分属国家和集体所有，两者的规划管理体制不同，位

于城市边缘区的绿带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制度环境。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不论是否将绿带所在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

都要充分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发展权益，可以考虑建立开

发权转移制度。实际上，类似的建设指标转移的做法已经

开始在成都、重庆等地试行。另外，在进行绿带规划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在区域格局中承担的角色，根据

城市增长趋势和规划控制目标，合理设定城市空间格局，

综合运用绿带、新城、旧城再开发等手段，引导城市空间

有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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