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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紧约束下土地储备保障规划实施机制探索 

 

 

陈柳新  杨成韫 

 

 

摘要    当前，深圳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土地资源难以为继的紧约束日益明显，土地储备已成为保障城

市规划实施的关键环节。文章通过梳理分析深圳市储备土地现状特征，客观评估储备土地保障规划实施的

潜力；针对储备土地与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衔接存在的问题，基于保障规划实施视角，提出资源紧约束条

件下，加强土地储备与“两规合一”的规划实施体系衔接的思路，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工作机制；阐

述了当前深圳在建立城市规划与土地储备互动机制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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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划是确保城市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土地合理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社会经

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土地储备的基础和保障。储备土地必须遵循规划先行，服

从规划的原则。许莉俊等（2006）探讨了以城市规划为导向的经营性土地储备规划问题；赵

成胜等（2011）研究了城市土地储备规划定位及与相关规划的关系。土地储备与城市规划的

关系是大多数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范宇等，2009）。 

深圳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土地资源难以为继的紧约束日益明显，土地储备已成为保障

城市规划实施的关键环节。2004 年，深圳市获批全市城市化，随之大规模开展了城市化转

地，是土地储备的重大行动。然而，在当时的部门分割体制下，原土地储备工作与城市规划

管理严重脱节，现有储备土地大部分为生态用地，存在可建设用地比例低、储备土地未能与

未来城市重点发展地区形成有效配合、大部分储备土地仍存在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规

划实施普遍存在供地困难等等问题，深圳面临着土地倒逼规划、阻碍城市发展的困境。2009

年，深圳实施新一轮机构改革，规划国土部门合并。在此背景下，通过梳理分析深圳市储备

土地的现状特征，客观评估储备土地保障规划实施的潜力；针对储备土地与规划及规划实施

计划衔接存在的问题，基于保障规划实施视角，文章提出了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加强土地储



 

 2 

备与“两规合一”的规划实施体系衔接的思路，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工作机制；阐述了

当前深圳在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机制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从国家到地方，对土地储备和储备土地有不同的理解，储备土地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①
。

为全面摸清深圳市土地资源情况，本文研究对象为广义的储备土地，即为全市所有未批未建

的国有未出让土地。 

2  规划视角的储备土地特征分析 

截止 2010 年底，深圳的储备土地总面积约 367km
2
，主要分布于经济特区拓展区，但大

部分储备土地仍存在遗留问题，包括征/收地历史遗留问题、用地遗留问题、违法侵占问题

等等，情况复杂，极大地影响有效供给。 

为全面掌握储备土地的规划情况，运用 GIS空间叠合分析功能，在空间上将储备土地在

各项规划中的情况进行叠合分析，综合考虑储备土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生态控制线

及与法定图则（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关系等，综合判断储备土地的可建设规模、规划用途情

况、规划地块规模等，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1）储备土地的规划可建设比例低。由于历史上部门分割体制的原因，原土地收储工

作与城市规划工作严重脱节，相关规划间也存在一定的衔接问题。根据储备土地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基本生态控制线以及法定图则等规划的叠合分析，规划均可建设的储备土地面积

仅约 106km
2
，不足储备土地总量三分之一，其余为部分规划可建用地或规划均不可建设的生

态用地。 

（2）储备土地规划公益性用地比例高，经营性用地比例低。规划可建设的 106km
2
储备

土地中，以道路广场用地、绿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规划用途为主。其中，公益性用地

面积约占 62%；经营性用地面积约占 38%。 

（3）规划可建设储备土地中规模地块面积比例较高，但面积小、零散储备地块数量多。

依据规划细分的地块进行地块规模分析，在可建设储备土地中，5万平方米以上地块占可建

设储备土地总量的 41.2%，1-5万平方米地块占可建设储备土地总量的 40.3%，1万平方米以

下的面积约占储备土地总量的 18.5%，但 1万平方米以下地块数量占地块总数的 76%，地块

平均面积仅 1939平方米。可见，尚有大量零散储备地块有待结合周边用地进行整备、整合，

提升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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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原土地收储工作与城市规划工作严重脱节，现状储备土地存在遗留问题多、规划

可建设比例低、经营性用地比例不足、零散地块数量多，综合利用困难、难以与未来城市重

点发展地区形成有效配合等问题，进而导致规划实施普遍存在供地困难问题，形成了土地倒

逼规划、阻碍城市发展的困境。 

3  储备土地保障规划实施潜力评估 

为全面掌握规划实施的土地需求与现有储备土地供给的关系，评估现有储备土地保障规

划实施潜力，为未来土地收储工作及规划实施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储备土地的情况，

结合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等，从用地供需关系、用地结构及空间关系方面，对现有

储备土地保障规划实施潜力进行评估。 

（1）用地供需关系 

储备土地总量上可满足近期建设规划的用地需求，但存在供需用地结构的不平衡问题。 

根据《深圳市近期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2010-2015）》，近期建设规划实施的土地需求总量

为 74 平方公里，对比规划均可建设的现有储备土地，全市规划均可建设储备土地总面积约

为 106平方公里，仅仅从储备土地总量上看，可以满足近期建设规划的用地需求。但在现有

规划条件下，仍与近期建设规划土地需求存在用地结构的不平衡，数量上直接表现为政府社

团用地及道路交通用地两大类不能满足规划实施的用地需求。 

（2）用地结构关系 

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用地增量，结合现有储备土地规划用途情况

进行用地供需数量关系的对比分析。经过部分用地用途转换，公益性用地可实现基本平衡。

经营性用地中，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缺口大，远期需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改造、回购

等手段新增储备土地，以满足市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需求。 

（3）用地空间关系 

规划实施计划与储备土地空间契合度低，有待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加快储备土地遗留问

题处理。现有规划条件下，储备土地与近期建设规划中各类建设项目空间契合度低。例如，

近期建设规划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涉及储备土地面积仅占相应设施总用地面积的

24%。年度实施计划选址范围，涉及储备土地面积仅占 31%，结合未来规划的优化调整及相

关工作机制的完善，现有储备土地与实施计划的空间契合度将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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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状储备土地从总量上看可以保障近期建设规划的实施，但存在供需结构不

平衡，以及与近期建设重点地区、建设项目空间契合度低等问题，因此，其实际的保障能力

将大打折扣。为进一步强化土地储备保障规划实施能力，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探索土地

储备与城市规划互动机制，进一步推动土地储备与规划实施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4  土地储备与城市规划互动机制探讨 

4.1 土地储备规划与城市规划体系衔接 

城市规划与传统土地储备规划之间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城市规划侧重于综

合分析城市的发展条件，既要考虑长远的效果，还要兼顾近期的发展，尽可能谋求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土地储备规划是实施城市规划的保证，目标是为了具体

落实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体规划，其出发点是基于土地利用规划，对具体建设项目的落实

（郭忠诚,2011）。土地储备需要为城市建设集聚资金，它根据城市规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调整土地功能分区、盘活存量土地资产、有效提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多从微观出发

考虑地块使用，侧重经营性土地，更多地注重近期的效果和开发土地创造的经济效益。 

土地储备规划的编制必须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规划实施计划为依据，在城

市总体规划指导下，与城市发展方向和近期建设重点相一致，可以理解为是配合规划实施

的一项专项规划，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地利用规划的一项具体实施规划。 

目前深圳“两规合一”的规划实施体系已逐步形成，总体规划层面实现统一组织、同

步编制、内容衔接，详细层面实现空间边界、用地分类的对接，规划实施层面实现了近期

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及其年度实施计划的统一。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土地储备（整备）

规划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为保障规划实施，强化土地储备与规划的融合互动，应从规划体

系对接入手，建立与“两规合一”规划实施体系对接的土地储备规划体系。对应 “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近期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年度建设与与土地利用计划”的“两规

合一”规划实施体系，建立“土地储备总体规划——土地储备近期规划——土地储备年度

计划”的土地储备规划体系。其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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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储备与“两规合一”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关系 

4.2 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工作机制 

加强土地储备与城市规划的衔接，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的工作机制，应强化土地储

备与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实际工作的相互衔接。土地储备制度若不能与规划管理有效结合，

其结果既妨碍了土地储备价值的最大化，也影响了城市规划的实施。因此，无论是从提高规

划的执行力和控制效果，还是从提高城市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的角度，都应加强土地储备与

规划管理的衔接，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及实施计划互动工作机制。对未来新增储备土地，应

树立规划引导储备观念，土地储备计划、实施要与城乡发展的方向、功能和时序相结合；对

现有储备土地，规划编制、管理应充分考虑储备土地的综合、高效利用，实现储备土地利用

效益的最大化。 

从长远来看，要实现土地储备工作与规划、规划实施计划的良性互动，应建立土地储备

与规划及实施计划互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加强土地开发、出让环节前期的研究等方

面开展相关工作，具体包括： 

（1）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及实施计划互动工作机制。树立规划引导储备观念，拟定土

地储备及供应计划，并反馈调整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土地储备应发挥协调土地供需平衡的

作用。一方面，土地储备部门应及时掌握最新的规划动态，在充分解读和衔接规划、规划实

施计划的土地需求的基础上，做好土地储备规划，并充分衔接协调好土地整备计划进行实施。

例如，对于战略开发地区、交通枢纽地区、轨道交通沿线地区、大型公共设施周边地区等潜

在的土地升值区域，应根据规划提早储备。另一方面，应依据现有储备土地的情况、参考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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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土地供应情况，制定储备土地供应计划，并适时对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进行反馈调整。 

规划及实

施计划
城市建设 土地整备 储备土地 规划选址 土地供应

土地储备供应计划

土地储备（整备）规划

反馈 调整 参考

衔

接
依存量

制定

衔

接
依需求制定

 

图 2  土地储备与规划及实施计划互动关系 

（2）在实际的规划管理工作中，应加强土地储备与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在规划编制、

土地征收、回购工作策划、土地出让等环节进行紧密的衔接。 

在规划编制中，应加强规划地块开发兼容性研究，包括使用性质和规划指标的兼容性，

规划应满足市场对土地多元化开发的需求。同时应强化对储备土地未来开发建设的经济性分

析，在兼顾公平与效益的基础上，规划应实现土地经济价值最大化。 

在土地征收、回购等土地储备工作前期策划阶段，应加强规划衔接审查环节，充分考虑

储备土地与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的衔接，避免出现征收、回购用地与规划及实施计划脱节现

象。 

在土地出让工作中，应深入研究不同用途的招、拍、挂出让地块的规模，改变简单依据

路网划块出让、简单成片出让的做法，对于经营性用地，应依据规划、把握市场需求，由城

市储备机构统一收购储备，在研究毗邻地块、连续地块土地储备和开发投放顺序基础上，合

理安排土地投放时序，选择合适时机出让，把握获取更大利润空间的可能。 

通过衔接土地储备与规划实施体系，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的工作机制，以规划实施

为导向，土地储备（整备）与城市规划在空间上、实施时序上将逐步形成良好的契合关系，

将土地储备（整备）与规划重点发展地区和重大建设项目相结合，从而保障规划选址能在时

序和空间上真正落实（施源，2008）。与规划及规划实施计划紧密结合的土地储备（整备）

规划和计划，一方面提高了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地保障并促进了规划实施；另一方

面，通过土地储备（整备）规划的实施，将土地储备（整备）规划和计划实施面临的问题，

及时有效地反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对城市发展目标、布局安排、土地利用计划等进

行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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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索与实践 

5.1 土地储备促进规划实施 

近几年，深圳在土地储备（整备）工作中，以规划为引导，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与探索实

践，建立了规划导向型的“规划实施－土地整备——储备土地——规划选址——用地供应”

的实施机制。通过土地储备（整备），建立起“规划实施——土地供给”的桥梁。配合近期

建设规划，制定了近期土地整备规划，对近期重点发展地区、近期建设轨道沿线及站点地区、

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基地及周边地区等土地，通过储备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旧村、旧工

业区回收回购、闲置土地回收等储备（整备）手段，分类制定储备(整备)计划及空间安排；

在土地储备（整备）近期规划的指导下，衔接年度实施计划，制定每年度土地整备计划，通

过实施年度土地整备计划，保障了年度实施项目用地落实，进而大大保障并促进了规划实施，

有望逐步走出土地倒逼规划、阻碍城市发展的困境。 

5.2 规划实施促进储备土地经营 

土地储备保障和促进规划实施，反之，规划实施也能促进储备土地的经营。在土地资源

日益紧缺的背景下，深圳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产业改造升级，旧城、旧村更新等规划发展策略

及实施计划，并通过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城市发展单元规划等实施导向型规划的探索，在规

划编制过程中，综合运用规划、土地、政策等多种手段，提出以用地置换、整村（整单元）

统筹等各种形式，统筹考虑规划实施与土地综合开发、储备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规划创

新与实施探索，整合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价值。一方面，推进了储备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

决，扩宽了储备土地来源，为城市未来发展储存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规划实施，整合零散

储备土地，提升地区及周边土地综合价值，进而提升了现有储备土地的综合价值，有效促进

储备土地的可持续经营和运作。 

5.3 综合评估，动态调整。 

从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其过程包括土地的收储、土地的经营、土地出让的过程，是一

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其实施效果受市场、国家经济、政治等宏观政策等影响极大，因此，

需要结合规划实施情况，对土地整备实施计划、土地投融资计划、经营管理计划等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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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性的年度评估，在不断总结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形势变化，适时调

整经营管理计划，探索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从“计划-实施-实施评估-计划调整-实施”的可

持续运作工作模式。目前，深圳已尝试建立年度综合评估机制，从土地储备到规划实施的各

个环节，在年度综合性评估中得到有效地反馈，进而对规划、规划实施计划、土地储备实施

计划等进行动态调整。  

6  结语 

本文基于机构合并、规划国土业务融合的大背景，仅仅从储备土地与规划及规划实施计

划衔接存在问题分析入手，基于保障规划实施视角，提出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加强土地储备

与城市规划衔接的思路，提出土地储备与“两规合一”规划实施体系衔接思路，以及建立土

地储备与规划互动工作机制的探索；阐述了当前深圳在建立土地储备与规划互动机制的探索

与实践。实际上，土地储备与现行土地政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关系，现行土地储备制度

与土地政策改革之间的关系，土地投融资经营管理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等研究都非常

重要，本文并未涉及，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后续相关课题作进一步研究。 

 

注释 

土地储备：根据 2007 年国土资源部等三部门发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和《深圳市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土地储备是指市土地储备机构为实现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目标，将政府依法通过

征收、转地、收回、收购、置换等方式取得的土地予以储存，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和日常管理，再按照年度

土地供应计划交付供地的行为。 

土地整备：这一概念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对比较成熟，从实践来看，它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包

括城市更新、土地收购、土地征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实施。相比土地储备，其更加强调服务于规划实施的土地提前清理与准备。 

储备土地（狭义）：依据《深圳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深圳市国有未出让土地日常管理暂行办法》，

储备土地是指，按照规划功能划分，除农业用地（含基本农田）、水库和水源保护区、河道及海堤范围内

用地、城市公园（含城市公共绿地）、郊野公园用地和林业用地（含森林公园）之外的国有未出让可建设

用地。 

储备土地（广义）： 2004年深圳市城市化转地工作，理论上已将全市所有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因此，

广义的储备土地应包括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未批未建的国有未出让储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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