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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核心是基于“一书两证”的制度，将城市土地空间资源的用途与形态进行“蓝图式”锁定。当城市

建设从增量空间扩张阶段走向存量提升优化阶段，传统城市规划与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产权、制

度、税收等问题。现有制度给土地用途转变与房屋产权更迭过程带来了较高的交易费用，造成土地功能用途长期低效益、土

地产权锁定在低效率使用者手中。在分析梳理了存量规划的核心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重新探索城市

存量规划与管理的新思路，促进城市经营模式由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在规划编制上，也应改变传统的规划编制方法与

程序，主要通过划定政策区、制度设计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存量规划与管理。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argets the use and form of urban land spatial resources. In the phase of stock urban 

planning,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has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when facing all 

sorts of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taxes and other issues. Existing system brings high transaction costs to the process of land use 

change and  building property right change, leading to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land use.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stock 

planning, this paper argues to rethink stock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promotes the urban management pattern from land 

financial to tax financial.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methods and procedures should be changed。. 

0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核心就是依托

“一书两证”进行空间的增量扩张。拿到“一

书两证”就意味着地块的功能固定下来，不得

随意变更，城市政府依据地块的容积率、功能

收取不同的土地出让金，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回

报。随着城市的不断增量扩张，“一书两证”的

管理模式面对存量建设往往束手无策，一方面

市场会自动寻找最适合某种业态生长的区位

进行不断的繁殖，比如城市原本的别墅区逐渐

变成了咖啡一条街、普通村庄变成了旅游民宿

村，而这些符合市场的功能变更行为都不符合

城市规划“色块”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平均

析产、共同拥有的继承制度，老旧房屋产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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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视角下的城市存量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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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极其复杂，房屋改造的交易成本极其高昂，

造成老旧房屋产权人长期将房屋闲置或者低

效率使用。

一直以来城市政府都是依托“征地拆

迁”将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货币补偿等

方式使产权“归零”，重新按照增量扩张的方

式进行土地出让。随着征地拆迁难的问题愈

发凸显，传统的城市规划难以应对存量功能变

更、存量老旧房屋改造、旧城不断衰败等问题。

在“一书两证”的城市管理模式下，规划部门

针对任何存量建设行为更是无从审批。要解决

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城市经营模

式，改变目前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范式，从制度

设计的视角思考城市的存量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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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对存量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困境

１.1　旧村的建设失控

所有城市居民只有通过购买城市住宅、

纳税等方式付费后，才能获取城市公共服务；

而近郊区、城中村的村民由于靠近城市地区，

可以便利地依托宅基地建房，从而几乎无偿地

“窃取”公共服务、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外溢

价值。一方面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大量

的外来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就业，自然也就产生

了对住房的需求。而该类人群恰恰是我国住房

保障体系的夹心层，宅基地房屋低廉的租金、

便利的交通很好地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另一方

面由于宅基地产权的限制流转性，农民无法通

过宅基地产权证的交易一次性“套现”获取

巨额利益，而只有通过增加宅基地房屋面积，

再将房屋出租的方式实现房屋租金收益的最

大化。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边村

和城中村的住房建设逐渐失控，违法建设层出

不穷，造成了巨额的公众利益漏失与巨大的环

境安全隐患。

城市政府碍于无法控制农村违章住房建

设，任何公共服务的改善都无法从农村住房建

设中获得回报，故只能采取消极管理的方式，

造成城中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公共

服务设施严重短缺等现象。而征地拆迁难的问

题使得城市政府期望通过拆迁的方式解决城

中村问题的希望破灭，在此情况下，城中村不

断地向外无序蔓延，阻碍城市公共服务的升级

改善（图1）。

1.2　旧城的日渐破败

旧城普遍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是城市发

展的起源地。然而，房屋质量差、建筑密度高、道

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现象，几乎是所有

城市存量旧城的共同特征。因旧城的房屋大多

年代久远，而中国采用平均析产、共同拥有的房

屋继承制度，再加上缺少遗产税和财产税，导致

旧城房屋产权高度分散，一栋房屋甚至有几十

位产权人，故即使私房已经属于危房，产权人之

间很可能因为意见不统一、无法找到所有产权

人等问题而无法达成房屋翻建、修缮的共识。大

部分居民选择搬离旧城，将危房以低廉的租金

出租给外来人口居住，有的甚至将房屋闲置，等

待政府拆迁获得一次性赔偿。

同时，旧城还存在着大量的公房、公私混

合房、侨房等产权类别极其复杂的房屋。公房

的使用权无期限且可以继承，租金相当低廉，

除了无法进行公开的产权交易以外，公房的使

用人与一般房屋产权人并无差别，因此其可以

长期享受到旧城便利的公共服务而只需缴纳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同旧村村民一样，

在房屋无法交易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租的方

式将获取的城市公共服务价值变现，故公房的

使用人大多也已经搬离破败的旧城，而选择将

公房转租给外来流动人口。旧城还存在大量的

侨房，侨房的业主大多数位于海外，其后代甚

至可能不知道其在国内还拥有物业，造成大量

的侨房房屋闲置，而城市政府却只能任由其衰

败（图2）。

 旧城复杂的产权情况、高昂的产权交易

成本导致了旧城虽拥有城市的核心区位，但却

不得不接受日渐破败的残酷现实。面对这些宝

贵的旧城存量，传统依托工程设计的城市规划

发挥的空间有限，愿景蓝图只能永远停留在图

板上，根本无法成为现实。

2　制度设计视角下的城市存量规划与

      管理

2.1　存量规划的核心

经济学中，最接近存量规划需求的理论分

支，就是制度经济学。这一由科斯创立的经济

学分支，核心就是产权及产权交易的成本。近

几十年来，这一理论分支大放异彩，多位学者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存量规划的最大特点，

就是既有空间资源为众多产权人共有。城市公

共服务的提升，必须经由集体行动才能达成。

制度设计取代工程设计，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

工具。自然，制度经济学便成为城市规划转型

最顺手的工具。 

无论是旧村还是旧城，其问题的核心都

在于房屋持有成本过低而造成产权锁定在低

效率的产权人手中，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

交易成本大大高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公共服

务的提升陷入“囚徒困境”。旧村村民依托宅

基地不断地违章搭盖，免费获取城市的公共服

务；旧城居民因为房屋产权交易成本高昂，造

成房屋产权始终锁定在低效率的使用者手中，

即使业主有意愿通过功能变更的方式来提升

改造，也因为规划部门管理工具的滞后而导致

规划无从审批。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制度设计

角度来思考存量规划，促使产权从低效率使用

者向高效率使用者转换，从低效益功能转向高

效益功能，最终实现公共服务的不断提升，促

进城市发展。而这些问题是无法依靠工程设计

绘制图纸的方式来解决的，需要从制度的角度

重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范式。

2.2　存量规划的理论构建

2.2.1　城市经营模式的转变

城市政府为了持续性地改善公共服务，

图1　厦门市城中村历年蔓延示意图

图2　厦门营平旧城平片区住宅产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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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公共服务进行定价并收取费用。我国采

用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模式，通过土地一级市

场垄断、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设定保证了城市

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合理收费，并依托土地的

“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以一

次性70年、50年等方式出让给开发商，实现公

共服务的收费。一次性将土地出让70年、50年

后就意味着城市土地功能的长期锁定，任何更

新行为均需要城市政府重新征地拆迁，按照增

量规划思路重新“招、拍、挂”并出让。另一方

面，旧房房屋产权之所以会锁定在低效率使用

者手中，根本原因就在于房屋持有成本过低，

低效率使用者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房屋成本进

行使用，此时面对存量建设用地，城市政府提

供的任何公共服务都会被周边的存量房屋无

偿获得而造成漏失。

而在国外，由于有房产税的存在，任何房屋

的使用均需要支付一定费率的房产税等。房产

税是依据房屋的价值进行征收，而房屋的价值

会随着周边公共服务的改善而变化。故城市政

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的方式

持续性地获得回报，城市政府扮演了物业管理

者的角色，形成了物业税收的城市经营模式。

在增量扩张的时代，采取土地财政的城市

经营模式，城市政府依托土地出让金获取了城

市发展的初始资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

动力。随着存量时代的来临，不再有大量的新

增建设用地供城市政府出让拍卖，城市政府更

多面对的是存量建设用地，任何存量建设用地

的更新行为均需要通过产权的转移、功能的变

更来实现。本文认为实现的关键在于城市经营

模式由土地财政向税收管理转变，转变的工具

就是房产税。

2.2.2　城市的税收管理模式

房产税的本质在于对享受到的城市公共

服务支付相应的成本，逼迫房屋由低效率使用

者转向高效率使用者，其支付的公共服务成本

与房屋的市场价值相对应。由于目前我国采取

收取土地出让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70年的城

市公共服务费，故房产税应首先针对70年到期

的房屋、侨房、公房等房屋进行试点收取。这类

房屋往往位于城市核心区域，无偿享受到城市

公共服务的改善所带来的外溢价值，且周边土

地二手交易频繁，房屋价值的评估条件较为成

熟，征收房产税的条件成熟。而对于未到期的

房屋，可待70年到期后再逐步收取。

有了房产税后，就可以放开城市土地的

使用功能，只要针对不同的土地使用功能收取

不同的房产税即可，因使用功能不同所带来的

是公共服务索取程度的不同。依托市场对资源

的配置作用，城市土地就会实现功能的自我更

新，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根据不同的功能变化提

供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以满足土地使用的需

求，成为城市的管理者而不是经营者。

（1）旧城的自主更新

目前旧城大多数产权人依靠房屋出租获

取低廉的租金，即使房屋属于危房也不进行修

缮，因其一直期盼城市政府的拆迁而获取一次

性赔偿，任何房屋的修缮行为都可能是一种

“浪费”。旧城存在大量的无权属房屋，这类型

房屋产权人大多已经失去联系，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还有栋祖宅。若开征房产税，依靠低租金

的出租行为可能无法满足其缴纳的房产税，旧

房的产权人要么通过修缮房屋而获取更高的

租金，要么将产权转移给更高效率的使用者。

对于无权属的房屋，若房屋产权人长期不缴纳

房产税，而房屋实际使用者持续缴纳房产税，

则可以认定房屋的权属人为实际居住者。对于

公房来说，有了房产税后，就可以放开公房的

交易限制，盘活公房资源，促进公房的改造提

升。

有了房产税后，大大降低了旧城房屋产权

的交易成本，一旦旧城的产权交易成本降低到

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成本以下时，旧城的公共

服务就会得到不断的改善。此时带来的就是片

区业态的自然生长，通过市场的自发行为来实

现旧城的渐进式更新。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功能

的变更问题。由于房产税的存在，城市政府不

用锁定土地的使用功能，完全可以随着市场行

为而放开，针对不同的土地使用功能只要收取

相应的房产税即可。

（2）旧村的建设管理

城中村村民依托宅基地免费索取城市的

公共服务，占用大量的建设用地进行违章建

设，影响片区公共服务的持续提升。对于村民

来说宅，基地建房的面积与其免费索取城市公

共服务的量挂钩，故任何想制止村民进行违法

建设的监督行为成本都是相当高昂的。因宅基

地作为村民的住宅基本保障，故可针对超过面

积限定的宅基地面积征收房产税，这样城中村

住房无论是否有产权，只要超过限定面积的建

筑面积，均需缴纳房产税。此时对于村民来说，

就不能无限制增加宅基地面积，而是要依据房

产税的税率选择最佳的建房面积，并采取改善

住房条件、提高租金的方式来最大化利用宅基

地住房。对城市政府来说，就可以不断地改善

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提高居住

环境，而不是目前消极管理的方式。

3　面对存量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3.1　规划编制与管理方式的转变

随着城市经营模式由土地财政转向税收

管理，并建立起了以房产税为基础的存量管

理制度，那么目前的存量规划所面临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此时的城市规划不再是拘泥于

“色块”的布局、轴线与比例关系等，而是通

过政策区的方式来实现城市的规划与管理。

城市总体规划不再是一张“色块”图，不再

限定土地的功能，而是划定不同的政策区。通

过政策区的方式限定政策区内不同的政策导

向，其目的在于促进土地由低使用效率转向

高使用效率的功能，产权由低效率使用者流

转到高效率使用者手中，以不断实现城市公

共服务的提升。

存量规划编制，首先是在空间战略层次

思考城市的远景目标，明确城市的发展定位，

例如《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从环境、

国家、经济、人口、社会需要等角度思考城市

规划远景与面临的挑战，最后明确城市的发

展方案。

然后要根据战略目标，寻找可盘活的存

量空间。比如棚户区、工业区等，同时根据产权

的不同，划出相应“政策区”范围，例如，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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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厂房改造政策区。最后，根据政策产权人

的利益关系，制定相应的引导政策，明确负面

清单，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促进土地功能的

不断升级。

在存量规划中，不需要采用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的分级方式。以后的总体规划，应当更

像是城市远景战略规划，采用不同政策区的

方式进行空间管制。而支持总体规划的应该

是各类型的项目策划，以落实总体规划的政

策导向。

针对存量的规划与管理，厦门市规划委

近几年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编制了《营平片

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厦门市预制板房屋

自主集资改造指导意见（试行）》、《五原翻改

建实施细则》、《老旧房屋加装电梯政策研究》、

《旧住宅加装电梯、旧建筑外立面整治等增加

面积部分产权办理问题研究》、《农村集体发展

用地的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与存量规划

相关的政策研究，旨在以不同的案例作为研究

基础，自下而上地思考城市存量规划与管理的

变革。但这些只能在现有的顶层制度下，通过

地方的制度创新探索存量规划与管理，若要真

在解决目前存量规划与管理问题，还是需要从

制度设计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经营模式。

3.2　规划知识结构的转变

对于存量规划而言，原来的工程设计知

识已经难以满足规划的需要。由于城市存量

的区位不同，产权结构复杂、法律、法规的不

完备，业主之间很难形成集体行动。因此，存

量规划的问题要求规划师具备法律、经济、社

会学、统计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需要极强的

设计技巧和社会动员、人际交往能力。且要对

现有的法律法规、审批流程、利益分配等十分

熟悉，可以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之间平衡多方

面的利益，预测不同政策带来的后果。面对这

些，原来以工程设计为主的知识结构急需调

整。大学的学科教育应做相应调整，大幅度增

加制度设计、政策研究方面的知识内容。未来

城市规划师应该通过不断的制度设计、政策

研究，来帮助规划局实现存量规划与管理。

4　结语

增量时代下，依托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

模式，城市获得快速增长，随着城市存量建设

用地大于增量，城市发展面临转型。此时若继

续按照增量扩张的思路思考存量规划与管理

的问题，必然将走向死胡同。随之而来的是社

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城市的衰败以及经济发

展的瓶颈。经济社会背景的大变革要求我们

应该也必须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思考城市的转

型，促进城市走向税收管理的经营模式，改变

过去传统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方式，促进城市

土地不断由低效率功能升级改造为高效率功

能，促进房屋产权不断由低效率使用者转向

高效率使用者。只有当城市政府依托税收管

理获得持续的经济来源，持续升级城市公共

服务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土地使用功能，城市

存量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更新与发展。

存量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顺应时代潮

流，方能在时代的交替中站有一席之地。这是

我们的风险，也是我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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