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4期 总第244期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Urban
Renewal: The New Idea for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Urban Renewal in
Shenzhen
MIAO Chunsheng，ZUO Bing, ZHANG Yan

Abstract: Shenzhen city has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led, market-oriented devel-

opment" model of urban renewal according to Urban Renewal Measures of Shen-

zhen Municipality issued in 2009. However, some problems were entercountered

which affecte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is model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r example, the method of demolition and reconstruc-

tion was prefered, development exceeded maximum capacity, supporting facilities

were in shortage, and larger-area coordination was deficient. In view of lack of at-

tention paid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

cess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model, a new idea which balanc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urban renewal in Shenzhen. Some specific strategies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change the role of Shenzhen city government from non- intervention into positive

regulation, which include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overall urban renewal plan,

to strengthen the sub-regional regulation, to establish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to prevent excessive development, and to upgrade the standard of supporting facili-

ties.

Keywords: urban renewal;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

经历三十余年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后，深圳市的城市发展开始从“增量扩张”向

“存量优化”的发展模式转型（邹兵，2015），城市更新成为盘活存量土地、为

深圳产业升级和建设国际化现代化都市提供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耿延良，2015）。
基于2009年颁布《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圳市确立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

更新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充分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 （刘昕，

2011；邹广，2015）。
市场化的运作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随着城市更新工作的深入推进，也暴

露出了诸多问题，比如公共利益落实协调困难、缺乏系统指引、无法提供集中连片

的规模产业空间、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难以建立起有效联系等等（赵若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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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华，等，2015）。本研究在深圳市“十

二五”期间城市更新绩效分析的基础

上，反思深圳城市更新机制当前存在问

题，进而探索“十三五”更新规划的市

场主导与政府调控平衡发展的新思路与

具体的规划策略。

1 深圳城市更新的市场化运作

模式

1.1 模式选择

从西方城市更新发展的经验来看，

根据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的构成不同，

城市更新可分为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模

式、由开发商与社会联盟构成的以市场

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以及社区自主更新

的治理模式等（张磊，2015）。在我国，

广州和北京都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村

集体、村民或市场参与的治理模式，而

深圳则选择了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更新模

式，政府遵循“积极不干预”原则，仅

充当政策支持、规划引导、审批管理等

角色，以鼓励和吸引私人投资 (刘昕，

2011)。
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主要出于以

下几方面的考虑：①深圳市场经济发

达，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具

有“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企业和

社会自组织能力强，政府服务意识显

著，对市场直接干预较少；②与增量规

划的大规模大手笔相比，存量开发的实

际操作主要集中在小规模的微观尺度。

而在微观尺度，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更灵

活，快速适应性更强，比政府手段更有

效率；③由于城市“二元化”发展模

式，深圳历史遗留问题与违法建筑问题

积重难返、盘根错节，借助市场化模

式，城市更新将地方政府、开发商、集

体和农民，以及违建主体等不同利益主

体置于同一平台，通过利益博弈构建合

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期破解产权困境

（刘芳，张宇，2015）；④城市更新活动

需要巨量的资金参与整个过程，深圳社

会资金规模非常庞大，同时深圳的成熟

开发主体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充

分动员市场资本的力量，能够在城市更

新活动中与政府引导一起发挥巨大的叠

加效应。

1.2 模式特点

深圳市的市场化城市更新模式以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作为更新的原

则。“政府引导”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各

种管理手段引导、规范更新活动，包

括：①政策支持。继2009年《深圳市城

市更新办法》正式施行之后，深圳市又

通过制定有关计划申报、规划编制、保

障房配比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技

术标准以及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政策体系（图1），明确了城市更新

实践的游戏规则以及各个参与主体在更

新活动中的权利边界，并有效引导更新

活动的原则和方向；②规划引导。通过

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制定更新项目

的目标与规模，指导全市更新工作；③
审批管理。深圳城市更新创设性地提出

了城市更新单元制度，城市更新活动必

须以制定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纳入城市

更新单元计划为前提条件。更新单元规

划与更新单元计划需经批准后方能实

施，批准后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视为已

完成法定图则相应内容的编制和修改。

“市场运作”则主要体现在以市场作

为更新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方面的作用，包括：①向市场力量放

权。通过鼓励原权利人自行实施、市场

主体单独实施或者二者联合实施城市更

新的方式，充分向市场力量放权，推动

项目实施；②尊重市场意愿。更新计划

的制定以市场常态化申报为依据，凡是

符合更新政策的项目在经过常规审批后

即可列入更新计划；③充分考虑经济可

行性。更新过程充分考虑市场开发项目

的经济可行性，开发主体在项目前期仅

需缴纳较低的地价，相比招拍挂，大大

降低了前期进入的门槛和成本；④利益

分配市场化。更新过程充分尊重和保障

原业主、原村民等原权利人以及开发实

施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主体与原产权

主体之间的拆迁补偿主要通过签约等市

场化的方式协商解决。

图1 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Fig.1 The policies for urban renewal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根据2017深圳市城市更新博览会有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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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十二五”城市更新

绩效分析

2.1 主要成效

在市场化的城市更新模式下，深圳

市“十二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截止2015年底，深圳全市列

入城市更新计划项目共 509个，拟拆除

用地规模43.2km2；已批更新单元规划共

297个，规划拆迁用地 24.6km2。“十二

五”期间城市更新供给经营性用地

6.8km2，占全市出让经营性用地总面积

的44%。通过城市更新供应的经营性土

地已正式超越招拍挂用地，成为城市空

间可持续发展和功能优化不可替代的手

段（图2）。

在项目数量形成规模推动、缓解城

市空间不足压力的同时，城市更新也有

效促进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已纳入城

市更新计划的产业升级项目有62项获得

规划审批，更新改造后将提供1357万m2

的产业用房。此外，城市更新还将落实

一批公共配套设施，包括：配建幼儿园

184 个，中小学 83 所，社康中心 149
个，公交首末站94个，3所综合医院，1
家敬老院，变电站14座；打通多条断头

路等。城市更新初步实现了更新地区公

共服务质量的提升。

2.2 存在问题

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更新项目实

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市场化运作的一些

缺陷，影响了城市更新综合效能的发

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更新结构失衡

首先，更新方式单一。尽管城市更

新制度里明确了综合整治类更新、功能

转换更新和拆除重建式更新三种不同类

型的更新方式，但在实践中，拆除重建

式的更新因新增开发量大、实际收益高

而成为了市场主体最热衷的更新模式。

2010年至今，90%左右的项目都是拆除

重建类更新。其次，更新偏好优势区

位，对公共配套紧缺地区带动不明显。

市场主体偏好于在地铁站点沿线或城市

中心区等优势区位进行项目选址，而对

于城市发展而言，这并不完全利于公共

配套设施完善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三，

利益驱动下，商住项目成为更新主要改

造方向，“工改工”项目较少，产业空间

流失。据统计，既有项目中65%用地改

造为居住与商业，仅12%的用地改造为

工业用途（图3）。旧工业区改造后仍保

留为工业用途的用地面积不足25%，产

业空间较快速地被调整为商住空间。

2.2.2 更新容量超限

目前，全市已批立项的城市更新项

目达 500多个，未来将产生的开发建筑

规模约1.5亿m2，这意味着深圳的建筑规

模将在现有10.2亿m2（2014年）的基础

上再增加10%左右。此外，根据规划上

限开发容量与现状建筑规模之间的差值

分析得出，全市近1/3地区的现状建筑面

积将超法定图则规划容量上限①（图4）。
2.2.3 更新配套不足

在市场主体的开发活动中，单个更

新项目的规划方案虽然都符合《深圳市

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规范要求，但

多个项目累加起来，则出现“合成谬

误”。以教育设施的学位供给为例，不少

小规模的旧工业区改造为居住类的更新

项目根本无法配套新增小学用地，学位

图2 近年来深圳市城市更新与新增用地供给
对比

Fig.2 The amount of land supply from urban
renewal projec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ewly-

added construction land in Shenzhen city in recent
years

资料来源: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新增
用地已出让公告数据和城市更新已签订用地合同数据

绘制.

图3 全市已批更新单元计划项目规划功能占
比分析示意图

Fig.3 The proportion of planned functions in the
approved urban renewal units in the whole

Shenzhen city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
局），根据已批更新单元计划公告数据整合绘制.

图4 基于规划一张图与现状建筑普查数据的图则分区增量示意
Fig.4 The change of the built-up area based on the planning map and current building census data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其中，规划上限开发容量由最新规划一张图计算得出，现
状建筑规模由2014年现状建筑普查数据统计得出.

83



缺口的累计叠加使得更新难以满足学位

供给的新增需求。

此外，市政设施方面也存在显著的

配套不足。深圳现状市政管网本身缺口

较大，管网老化情况显著，现状污水处

理设施多数处于饱和或过载状态 （图

5），而城市更新项目对此却无力改善。

一方面，由于城市交通系统和市政设施

等涉及的路网、管线工程量巨大，城市

更新单元仅能在局部对其作出优化，难

以实现整体上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

市场主导的更新对老旧公共产品的更换

和对紧缺公共产品的补充缺乏积极性，

进一步加剧了市政配套不足的问题。

2.2.4 更新碎片化

虽然各区城市更新职能部门会考虑

同一地区不同项目之间的统筹，但在实

施中，各市场主体更多考虑的是自身项

目工期及成本问题，而较少考虑与周边

项目进行协调，呈现出“碎片化”的状

态。以龙岗区主干道沿线区域为例，在

2—3km2的区域内，分布着数十个更新项

目（图6），然而它们之间却缺乏有效的

功能联动、产业协同与配套互补。

3 深圳市城市更新机制反思

3.1 市场化运作中的主要矛盾

3.1.1 市场化的短期效率与城市更新综

合目标的矛盾

与我国传统的关注物质空间形态改

善的“旧城改造规划”不同，城市更新

更强调通过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

和行为来解决复杂的旧城问题 （吕晓

蓓，2011），城市更新本质上应该是一个

将社会、经济与环境目标综合同步考量

的过程。而在市场运作背景下，由于资

本本身逐利性的特征，市场主体基于利

益最大化的驱动自然而然会以盈利为目

的选择和实施更新项目。由此，一方面

不仅趋向改造收益更大的项目类型、项

目区位与开发模式，而放弃操作过程复

杂、项目周期长、利润较低的更新项

目；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提高项目的开

发容量，以及尽可能压缩公共设施与公

共贡献标准，导致城市更新可能从单个

项目看都能满足规范要求，但却给更大

范围的城市环境和公共配套带来巨大压

力。

3.1.2 局部的项目式更新与城市总体协

调发展的矛盾

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散

的城市更新市场项目有必要统筹在自上

而下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框架下，才

能保证城区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和保障

整体公共利益（邱凯付，等，2013）。尽

管通过城市更新单元这一制度设计，深

圳市的城市更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宗

地边界为限定的空间改造组织模式，有

效实现了引导小规模零星改造向适度、

有序推进规模改造的转变 （刘昕，

2010），但总体上看，城市更新仍然是一

种局部的、“自下而上”的项目式更新模

式。这种碎片化的更新模式与整体秩序

往往产生矛盾，最终个体理性导致集体

非理性（田莉，等，2015）。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供

给，更新地区引起的市政设施规模或布

局调整，往往并不能在本区域内解决，

而需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刘

应明，何瑶，2013），这对于政府管控和

规划引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2 深圳城市更新机制当前的应对与不

足

从深圳市既有的城市更新机制来

看，政府在大幅向市场放权的同时，对

前述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与城市更新行

为的负外部性却尚未有充分的考虑和应

对。具体而言：

3.2.1 政策层面

在市场运作的更新模式下，深圳政

府定位自身为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既有的政策和技术标准的重心在于如何

积极调动市场的力量，引导和规范具体

的更新行为，并基于此进行相关的程序

设计，保障城市更新项目的可操作性。

而对于如何通过城市更新来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统筹协调等、如何通过有效的财税激励

鼓励市场对利益偏低但对城市发展非常

重要的地区进行有序更新的考虑均还十

分不足（缪春胜，2014）。

图5 现状污水处理厂饱和度分区示意（2014年）
Fig.5 The saturation condition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capacity (2014)

资料来源：深圳市水务局统计年报（2014）.

图6 某区已批更新单元计划项目分布示意
（图中紫色为单个项目地块）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newal unit
projects in a certain area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
局），根据已批更新单元计划公告数据整合自制.

缪春胜 邹 兵 张 艳 城市更新中的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新思路

84



2018年第4期 总第244期

在城市公共利益的实现上，目前的

政策支持仅限于两个方面：①按照项目

规模和标准配建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

市政设施。②土地贡献与政策性用房贡

献，即针对某些更新项目要求按照一定

的比例贡献用地、保障性住房和创新产

业用房。而针对城市功能结构完善、生

态环境优化、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

则尚未有相关的政策设计。

3.2.2 规划层面

上一版《深圳市城市更新 （“三

旧”改造）专项规划（2010—2015年）》

中，虽然明确了城市更新目标、规模、

空间布局、重点、模式、运行机制等内

容，但主要是引导性条文，缺乏明确的

强制性要求，也没有建立全市更新专项

规划对更新计划、规划的约束机制，导

致规划中的理念在实施过程中无法得到

有效贯彻，无法将政府对更新方式、方

向、区位、容量、配套协同等宏观层面

的要求精确传导到单一更新项目。此

外，在具体的规划内容上，对于城市的

整体统筹考虑也较为不足。比如，缺少

从片区层面对市政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

的重新定位和思考。

3.2.3 管理层面

在政策及规划层面对于城市整体统

筹与公共利益考虑不足的情况下，以城

市更新单元为核心的规划管理缺乏对更

新行为外部性的预判和处理手段，仅能

以更新单元为单位，就项目论项目，按

照项目规模和标准所必须配建与贡献的

内容进行识别，局部调控更新容量、配

套和基础设施供给。而针对以拆除重建

为主的更新方式对城市空间成本的抬

升、多个项目集聚或积累造成的公共配

套服务缺口、更新物业与城市产业发展

需求方向的偏差等负外部性则无能为力。

4 深圳“十三五”更新规划的

新思路

市场化的运作有其自身的优势，但

市场并非万能，常常也会出现“失灵”，

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调控介入。针对

“十二五”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自

2015年起，深圳市更新主管部门开始积

极调整思路，明确了市场主导与政府调

控平衡发展的路径，在不影响市场活力

的前提下，从政府“积极不干预”转向

对市场化发展的“积极调控”，并借由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的编制完善规划引领和

调控作用。新一轮的深圳市“十三五”

更新规划基于这一思路，针对性地提出

了实施更新统筹规划、强化更新分区管

控、搭建更新预警机制和提高更新配建

标准的具体策略。

4.1 实施更新统筹规划

更新专项规划在现有三级更新规划

体系基础上，增加了更新统筹地区规划

层次，从片区层面明确更新开发容量上

限、配套设施布局和规模、开放空间布

局和规模等系统内容，弥补现有更新项

目与城市总体需求的偏差（图7）。
重点统筹地区的范围划定与规划编

制由政府主导，以优先落实公共服务设

施与交通、市政设施为目标。具体而

言，针对更新统筹地区划定的范围选

择，一方面优先考虑当前法定图则批准

较早且不适合当前发展形势的图则分

区，另一方面结合最新开发容量出现

“爆表”的图则分区，从存量开发的视角

重新考虑分区开发容量与配套支撑的问

题。另外，在现有规划体系中强化更新

统筹地区规划的法定地位，在以更新为

主导的存量开发地区，试图探索将更新

统筹地区作为新形式的法定图则来指导

下层次的更新单元规划。

通过构建从更新单元规划、更新统

筹地区规划到全市更新专项规划的城市

更新规划体系，深圳市实现从微观开发

控制、中观统筹协调和宏观目标调控的

整体目标，运用规划手段全面加强对城

市更新的统筹引导作用。

4.2 强化更新分区管控

针对目前更新市场出现的方式偏

好、区位偏好、商住偏好、产业用地流

失等更新结构问题，更新专项规划强化

了更新分区管控，对更新项目的区位和

更新模式进行引导。在全市及各区的更

新专项规划阶段，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及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的需求，将更新对象

划定为优先拆除重建地区、优先综合整

治地区、拆除重建与综合整治并举地区

图7 城市更新规划体系框架示意
Fig.7 The framework of planning system for

urban renewal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

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2015.

图8 更新分区管控指引示意图
Fig.8 A diagram of the zoning control to guide urban renewal practice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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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图8）。从政府层面管控更新项目

的区位，严格控制拆除重建的空间范

围，避免市场主导模式出现的区位偏

好、更新方式单一和拆除重建占据主导

的情况。

此外，完善产业用地和产业用房保

障，避免产业用地过快减少。更新专项

规划首先强调划定工业区块控制线（图

9），对位于控制线范围内的现状旧工业

区，严格限制“工改商”、“工改居”；对

拟申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的项

目，要求更新改造方向原则上应为产业

功能。并针对“工改工”的项目设定下

限规模目标，要求未来五年内工业区改

造项目中纯粹的“工改工”项目用地比

例不少于50%。同时，通过规划调控更

新项目准入结构，优先提升产业与配套

建筑面积，逐步降低商业、办公类建筑

规模，实现虽然产业用地规模减少，但

产业建筑规模仍稳定上升的发展目标。

4.3 搭建更新预警机制

运用大数据手段，规划对开发容量

饱和状态、地质灾害、污水负荷、市政

各类管网建设与管网老化状态、公共服

务设施服务能力等现状基础信息进行全

面评估，并建立更新基底空间数据库。

同时，对上述各方面存在问题的地区建

立预警机制，从地区层面为更新项目准

入、前置条件设定、更新单元规划规模

确定、贡献规模核准、公共设施配建等

更新审批环节提供重要审查指引 （图

10），重点辅助各区政府对更新单元计划

的审查环节，为更新单元的更新容量和

配套设施规模的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4.4 升级更新配建标准

针对配套设施的合成谬误问题，更

新专项规划提升了城市更新项目的公共

设施配建标准，力图通过城市更新有效

增加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教育设施、社会福利设施、文

体设施、绿地与广场等公益性项目，显

著提升特区一体化水平。比如，在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阶段，对商务公寓的公共

配套设施配置标准要求参照《深圳市城

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关于住宅的公共

配套设施配置标准执行，提高商务公寓

公共配套设施配置标准。此外，在更新

单元规划经批准后，要求在更新范围内

应优先保障公共设施用地供给，纳入项

目首期建设。

规划还从更新统筹地区的角度统筹

大型配套设施的落地问题。在项目准入

方面，严格管控1—2万m2的小规模“工

改居住”类更新项目立项，减少周边地

区公共服务设施压力。针对市场更新行

为对老旧公共产品更换和对紧缺公共产

品补充的缺位现象，更新专项规划要求

在支撑能力薄弱地区优先安排各类交

通、市政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与新建

（图11）。此外，更新专项规划要求城市

更新中应结合各类交通、市政基础设施

的建设优先安排更新单元；要求城市更

新单元规划编制中优先保障各类基础设

施需求，确保设施与更新项目同步建设。

5 结语

城市更新本身是一项涉及多要素与

多利益平衡的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其

图9 深圳市工业区块控制线草案
Fig.9 A draft of the control lines for industrial areas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全市工业区块线（草案）和管理要求公示的通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市海洋局）网站.

图10 更新预警地区空间指引图
Fig.10 A diagram of early warning areas to guide urban renewal practice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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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必然是极其复杂、历时漫长、不确

定性大。不同的城市更新模式对应着不

同的运作问题，在世界范围也引发了广

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深圳的经验显

示，在市场化城市更新模式下，缺乏有

效的政府调控将极可能出现市场失灵与

城市更新的负外部性。为此，在新一轮

的“深圳市十三五更新规划”中，明确

了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平衡发展的思

路，从“积极不干预”转向“积极调

控”，创造性地运用更新统筹、分区管

控、更新预警与配套升级等规划手段，

以期应对城市更新市场化运作的缺陷。

这些实践教训以及解决思路可为其他已

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存量土地二次开发的

城市提供参考与借鉴。

感谢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李江所长的认真指导，感谢《深圳市城

市更新“十三五”规划》课题组成员王

旭、谢安琪、谭艳霞、覃文超和刘伯阳

在规划编制与研究过程中的共同努力，

感谢墨尔本大学建筑规划与建造学院李

翔博士在论文后期整理过程中的辛勤付

出。

注释

① 部分仅有少量的建筑增量 （不足 20万
m2）。其中，规划上限开发容量由最新规
划一张图计算得出，现状建筑规模由
2014年现状建筑普查数据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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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市政交通支撑任务分工指引图
Fig.11 A diagram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to guide urban renewal practice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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