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在简要回顾国外国土规划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 通过对日本、美国、法国、荷兰、墨西哥等五

个国家国土开发规划实践的分析总结 , 凝练出不同国家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 , 即点- 轴- 面开发、多

极核圈域开发、多极核网络开发、面状区域开发等 , 探讨了国外国土空间开发的一些共同点及其对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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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设法从地理空间上重新安排人口和经济活动时, 就要出台空间规划或区划。

有的是为了使国土更加均衡的发展, 有的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改善本国的综合竞争力。西方

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进行了大量和系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空间

规划研究和实践。不同国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对于空间规划的称谓也不相同, 例如日本

称“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德国称“空间秩序发展规划”、法国称“国土整治规划”、英国称“国家

规划政策方针”、荷兰称“空间发展规划”、殴盟称“空间规划”等等。但无论使用什么名称, 各

国的空间规划都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强化国家空间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 其调控功能表

现在空间约束和空间胁迫上, 通过“空间鼓励”、“空间准入”、和“空间限制”等措施, 协调好中

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城市和农村、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日本、美国、

法国、荷兰、墨西哥五个国家不同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进行提炼总结, 以期为我国国土空间

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

1 国外国土空间规划发展概况

20 世纪初的德国最早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区域进行全面的空间规划, 之后

英国、法国、日本、荷兰、韩国等国陆续进行了全国性的国土规划。英国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进行空间规划, 将全国分为“特别开发区”、“开发区”、“中间区”等, 并实行不同的政策[1]。法

国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行国土整治规划, 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规划行动区域, 并设立新的

行政区划试点。荷兰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第一版国土空间规划, 目前已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

国土空间规划, 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实用的研究方法。日本、韩国也分别进行了六次和四次综

合性国土规划。欧盟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先后起动了多项空间规划研究计划, 实施以跨国为

对象的跨区域国土规划[2]。总体上看, 西欧国家以及亚洲发达国家比较重视国土空间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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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国家国土空间开发模式

2.1 日本 —“点- 轴- 面”综合开发模式

日本历来非常重视国土开发和整治工作 , 是亚洲国家中开展国土开发规划最早的国

家, 一直是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虽然在不同时期国土规划的侧重点不同, 但国土规划的目

标一直都围绕着“过密”与“过梳”的问题, 努力缩小大都市圈和地方经济发展差距。从总体

而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国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全国性国土空间规划。

由于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同, 不同时期国土规划的侧重点和目标也

有所差异。法国的国土规划目标经历了从产业均衡、城市均衡、区域均衡到人与自然均衡的

不同规划理念。英国的空间规划目标从缩小边远地区与中央地区的发展差距到重点规划开

发新兴工业发展区。日本国土规划目标也从最初的缩小地区差距到保证生活质量和提高国

土质量的转变。韩国从最初的强调首尔增长极和东南沿海工业带发展到最新一次的综合性

国土开发理念, 既平衡的国土、开放的国土、富裕的国土、绿色的国土和统一的国土 , 并积极

促进 21 世纪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3]。随着各国国土开发目标的不断演变和实践内

容的不断丰富, 也逐渐形成了各国独具特色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

表 1 世界主要国家( 地区) 空间规划概况

国别/地区

德国

法国

荷兰

日本

韩国

欧盟

名称

空间秩序

( 发展)

规划

国土整治

规划

空间发展

规划

全国综合

开发计划

综合国土

规划

空间规划

发展历程

20 世纪初开始 , 1965 年制订

空间规划法 , 1998、2004 年

两次修订。

1955 年开始 , 1960、1980、

1990 年代进行多次修订。

1965 年开始 , 2000- 2006 年

制定了第 5 次空间发展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并于

1962、1969、1977、1987、1998、

2006 年分别进行了 6 次《全国

综合开发计划》

1972 开始 , 已完成了 1972-

1981、1982- 1991、1992-

1999、2000- 2006 年四次综

合国土规划

1988 年 NUTs 划分开始 ,

1997 年欧洲空间发展战略 ,

1998- 2000 年欧洲空间规划

研究计划、2003 年欧洲跨区

域空间规划研究计划

规划体系

联邦空间规划→各州空间计划→地区

计划→城镇规划

公共服务规划→大区国土规划→地域

协调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区域

城市规划)

国家空间规划纲要→省区域规划→市

域结构规划

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三大都市圈建设

规划→七大地区开发规划→特殊地区

振兴和开发规划→都道府县综合规

划→市村町综合规划

全国综合国土规划→首都圈建设规划

( 特定地区建设综合规划) →郡建设综

合规划→道建设综合规划

NUTs →欧洲空间开发展望( ESDP) →

欧洲空间规划研究计划( SPESP) →跨

国境协作规划( Interreg IIC、Interreg

IIIC)

特点

将全国分区进

行全面的空间

规划。

设立专门机

构 , 成立新的

行政区域

等级化规划体

系、新概念、新

方法

完整的法律、

政策配套体系

强调区域均衡

发展和开放的

国土

跨国空间规

划、完善的政

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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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 日本的国土开发采用“大都市圈规划为核心、发展轴构建为引导、广域地方合作圈建设

为重点”的空间开发模式, 构建由多样化广域板块构成的多轴、多核型的国土格局。

2.1.1 大都市圈为核心

日本的历次开发规划都是将三大都市圈, 特别是东京都市圈的开发规划作为重点和核

心内容, 以缓解东京的单极集聚和巨大都市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通过制定三大都市圈整治

计划, 对大都市区进行改造和重新开发, 促进大都市空间修复和再利用。在大都市圈整治计

划中划定了近郊整治地带( 区域) 、都市开发区域、近郊绿地保全区域等政策区域。

2.1.2 构建发展轴或地域联系轴

1998 年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首次提出构建多轴型国土构造, 将建设和扩大地区间

的协作交流轴或地域联系轴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形式。提出了由四个国土轴( 东北国土

轴、日本海国土轴、太平洋新国土轴、西日本国土轴) 组成的多轴型国土结构[4]( 图 1) 。地域联

系轴设想的实现, 推动了新观光线路的整备, 为地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 并加快了各

地信息化的进程。

2.1.3 以地方为中心形成广域国际交流圈或广域板块

为适应全球化以及日本经济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的新形势, 在强化东京世界城市功能

的同时, 支持地方具有个性的、自立型的发展, 加强地域自立, 形成以地方为中心大范围的广

域国际交流圈。树立以广域板块为单位的独立圈, 形成由自立的、多种多样的 8 个广域板块

构成的国土[5]( 图 2) 。将各广域板块与东亚各地区的合作与竞争纳入新视野范围, 并同时有

效利用各地区资源的独特区域战略, 形成不过分依赖东京的独立的圈域。

图 1 日本国土规划中的地域联系轴[4]

图 2 日本八大广域板块( 国际交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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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国 — “面状区域开发”模式

准确地讲, 美国至今尚没有一部覆盖全国的国土规划, 土地的私有制决定了美国的国土

规划只能通过两种形式进行间接干涉: 一是通过有关联邦政策对州进行补助和宏观调控, 二

是对占国土面积 1/3 的国有公共用地进行综合规划管理[6]。因此, 美国的国土规划采用“以公

共土地用途规划为核心, 流域开发规划和跨州经济区建设规划为重点”的国土空间开发模

式。

2.2.1 公共土地用途规划

美国联邦国土管理部门并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国土规划, 但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组织制

定公民共同遵守的土地利用法律法规, 通过实施法律和管理, 在联邦政府管理的公共土地上,

实现了土地的多用途目标。例如, 在适宜野生动物生长的地区, 建立国家公园; 在适合畜牧业

的地区建设牧场等。近来还特别关注自然景观建设, 目的是把一些特殊的景观保护起来。

2.2.2 流域综合开发规划

美国以流域为区域界限进行的国土开发规划在全世界具有典范作用, 是美国国土开发

中比较成功的开发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开发, 它是世界上大规模国

土整治开发的先驱, 不仅是美国整个流域综合治理的典型, 而且一直被许多国家奉为流域综

合开发的样板而被广泛仿效。通过流域统一的综合规划可以同时解决水资源开发、航运、能

源、防洪、环境保护等问题; 水电资源的开发又促进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地区经

济发展, 并使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2.3 跨州经济区划分与建设规划

1960 年代的区域整治经验使美国政府认识到, 在美国有一些跨州的区域面临着同样的

社会和经济问题, 需要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解决。1960 年代以来相继建立了 11 个跨州经济开

发区[7]( 图 3) 。在这些区域中, 阿巴拉契亚区域整治规划具有典型意义, 在这一规划中将建设发

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复兴煤炭工业、发展综合经济和治理环境污染作为开发整治的主要内容。

2.3 法国 —“多级核圈域”开发模式

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法国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更偏向于传统的中央集权。法国的

国土整治规划并不是最早的, 也不是最完善的。但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中, 没有一个国家

像法国这样在国家管理机构给予如此的重视。法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国土整治规

图 3 美国的跨州经济开发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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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虽然在不同时期国土规划的阶段性目标有所差异, 但总体上是以均衡化作为国土整治的

总目标, 实施了大量的国土整治规划项目, 其国土开发可以概括为“以规划行动区域权限提

升为基础, 以多级城市和城市圈建设为核心, 以国家综合公共服务规划为主导”的空间开发

模式。

2.3.1 提升规划行动区域权限

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土整治规划 , 1955 年国家在将原行政区划的 96 个省按照自然条件

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原则集中形成 22 个规划行动区。每个区包括 2- 5 个省。1982 年为

管理方便, 将这 22 个行动区转换成国家一级行政管理单位 , 即大区 , 也就是 1982 年元月颁

布的法律中所确定的未来发展地区。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政单位, 拥有大量的权限, 特别

是在国土整治方面, 许多国土整治的项目都是在大区进行设计和实施[8]。1967 年为了协调国

土整治与地区行动署( DATAR) 和总体规划人员的关系, 将全国划分成 8 个国土整治研究区

域( ZEAT) 。这种大的划分在目前的国土规划中仍然有用。在欧盟空间规划中, ZEAT 对应的

是一级空间规划单元( NUTS1) 。

2.3.2 以城市为核心, 建设卫星城和地区“平衡大城市”

法国 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 法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一直将城市空间发展规

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整城镇空间结构, 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包括: ①控制

巴黎等大城市的膨胀发展, 兴建卫星城或新城。在 1965 年制定的《大巴黎地区整治与城市规

划总体指导方案》中, 首次提出在巴黎周围城郊建立 5 座卫星城和 9 个副中心 , 从而使市中

心向外伸至 35 公里[9]( 图 4) 。此外, 在里尔、里昂、马赛和卢旺等中心城市周围也分别建立卫

星城, 形成城市圈。②建立与巴黎相对应的“平衡大城市”。加速发展地区中心城市, 建立与巴

黎抗衡的大城市, 即“平衡大城市”, 调整全国城市空间结构, 改变旧有城市体系。1966 年政

府决定建立的 8 座“平衡大城市”, 即里昂、马赛、里尔、南锡、梅兹、南特、图卢兹和波尔多。他

们发挥了地区中心城市和地区首府的作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 一方面减轻了巴黎的发展

压力, 使巴黎不再是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流向的唯一地区, 尤其自 70 年代起, 巴黎人口的增

长受到明显的遏制; 另一方面促进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地区中心城市的流动, 使这些城市逐

步成为地区经济中心, 发挥了地区首府的作用, 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图 4 巴黎的副中心和新城布局[9]

副中心中有数 1- 拉德芳斯 ; 2- 圣德尼 ; 3- 鲁瓦西 ; 4- 博比根 ; 5- 罗斯尼 ; 6- 克雷泰伊 ; 7- 伦吉 ;

8- 维里兹; 9- 凡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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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制定国家综合公共服务规划( SSC)

1999 年开始制定, 2001 年开始实施。通过制定 SSC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纳入到国土规

划中, 同时, 加强国家公共服务和机会均等, 为所有国民有效地提供就近公共服务。SSC 编制

年限为 20 年, 以国家为地域范围, 制定 9 项对国土利用具有结构性影响的公共设施发展规

划 , 即高等教育与科研、文化、卫生保健、信息通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能源、自然保护用

地、体育设施[1]。在 SSC 编制深度上, 大区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单元, 并在这一层次上充分的

与地方进行协商合作。SSC 在规划实施上改变了以往国家层面上主要以基础设施等硬件方

面的建设来达到国土均衡发展的模式, 而改用专项规划的形式实现公共服务的空间组织与

其功能运行机制的协调, 避免了在规划中单纯的技术趋向, 而以为国民提供较为均等的优质

公共服务等软件方面作为建设引导国土均衡发展的主要途径。

2.4 荷兰 —“多级核网络开发”模式

荷兰国土面积较小, 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国土空间规划在确保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享

有高质量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的国土空间规划在欧洲独树一帜, 特别是如何将空

间维度融入战略意图和实效性, 受到了国际规划界的广泛赞誉。正是由于国土面积较小, 全

国一盘棋式的整体空间发展规划设计是荷兰空间规划的重要特点。高质量的人居环境一直

是规划最明确的目标[1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荷兰的国土规划采用“以‘绿心’为控制, 以城市

区域( Randstad) 和国家城市网络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

2.4.1 “绿心”( green heart)

“绿心”是荷兰国土空间规划的杰作。它是唯一由中央政府规划和建设的国家级景观, 在

历次规划中都被强调要永久的保存、强化和维护, 省级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必须无条件的接

受。“绿心”是由于战后受经济复苏的影响, 荷兰城市迅速扩大, 在荷兰中心地区演变成马蹄

状的都市群, 在这一状况下, 国家希望通过规划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 , 对城市发展和国家环

境起到协调作用。在历次规划中, 国家级景观“绿心”从未因任何发展目标而改变过。借助于

“绿心”实现了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环境规划的相互依存, 限制了城市的无序扩张, 保护了绿

地景观和农业。

2.4.2 城市区域( Randstad) 与国家城市网络

Randstad 是围绕绿心的一系列城市, 是荷兰的中心区域。包括三个省: 乌特勒支、南荷兰

和北荷兰。区域内形成了以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城市区发展的南北两翼。Randstad 内有世界

上最大的海港鹿特丹港和欧洲第四大空港 Skipol 机场[12,13], 区域总人口 700 万左右 , 除阿姆

斯特丹和鹿特丹人口略超过百万外, 其余城市人口都不足百万。与“绿心”不同 , 相对于“绿

心”的 Randstad 城市区域因发展背景变化可以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目标。

城市网络是最近一次的国家空间规划中在 Randstad 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全国规划发展

6 个城市网, 即 Randstad 城市网、Brabant 城市网、南荷兰- 林堡城市网、屯特城市网、阿纳姆-

内梅亨城市网、戈罗宁根- 阿森城市网, 形成国家城市网络[14]。它一方面试图将 Randstad 的

成功理念推向全国, 另一方面加强与欧盟一体化空间政策的衔接。例如, 与西北欧另外两个

主要多中心城市区, 即德国的莱茵河- 鲁尔区和比利时的佛兰德区的联系与合作。

Randstad 和“绿心”成功的将区域形态与经济功能联系起来。从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到为

地区整体发展带来良好的环境[15]。不仅如此, 张弛有度的规划方案也为后续发展提供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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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墨西哥的五大中央区以及可能确定的其它区域[16]

2.5 墨西哥 —“面状区域开发”模式

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中区域开发规划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区域开发从上世纪初开始大

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农村发展( 1900- 1950) ———工业化与城市发展( 1950- 1985) ———整体

区域开发( 1985- 2000) ———地方和区域优先发展( 2000——— ) [16]。针对本国区域差异的不断

扩大和大量贫困地区存在的现状, 近年来, 墨西哥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采用“以小区域和中

间区域划分为基础, 依靠地方区域优先发展”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

2.5.1 小区域空间开发模式

消除贫困是小区域空间开发的重点。小区域空间开发是基于地方之间平行的合作方式,

它是在贫困地区为了整体发展而实行的地方平行的项目合作和政策。它集中在 1338 个被高

度边缘化的地区( 全国共有 2347 个地区) , 人口 2000 万, 约占全国的 21%。根据各地区的自

然条件, 结合联邦各项计划, 将这 1338 个地区划分成 263 个小区域, 在每个区域统一实施教

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规划建设项目[16]。

2.5.2 中间区域空间开发模式

2001 年墨西哥政府提出了中间或中央区域发展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各级政府的交互作

用, 促进各级政府( 联邦、州、地区) 的垂直合作和同级政府间的水平合作。根据这种开发模

式, 将全国 32 个州划分成 5 个大的相互联系的中间区域或中央区域[16]( 图 5) 。它找到了一

个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提升政府管理功能的新方式。在宪法的框架下建立了联邦之下所有

州和地区的自由和独立。这一模式首先提出了一个可能的临时的管理机制。在该模式取得一

定成效的基础上, 目前, 正在进行法律改革以便提高它的法律地位并保证其在未来的连续

性。六年来, 中央区域开发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些中央区域已制定了它的发展规划。未

来, 联邦政府还需要成立多部门委员会以协调五个区的工作。

3 各国国土空间开发模式的共同点

尽管各国存在着多样化的空间开发的模式, 但我们仍可以发现隐含在现象之下的, 代表

目前国外空间规划发展中的一些新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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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鼓励地方行政单位合作, 实施跨区的广域空间规划

对于国土面积较大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 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加强地方行政单位合作, 进

行广域国土开发规划地域划分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基础。例如, 法国根据本国的区域特点,

将全国的 96 个省划分成 22 个行动区域; 美国将全国划分成 11 个跨州经济区; 墨西哥将全

国 32 个州划分成 5 大中央区域和 3 个可能的跨州区域。日本在最新一期的全国综合规划中

将全国划分为 8 大广域板块。划分的目的就是鼓励各地区按照国土区域划分的地域进行跨

行政单位的广域规划。

3.2 对环境要素刚性控制, 空间规划张弛有度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各种经济活动受市场引导, 国家不能强行控制。但是, 国家对环境

要素在空间规划中实行刚性空间控制, 而对其它的经济活动实行空间引导。例如, 荷兰的国

家级景观“绿心”从未因任何发展目标而改变过, 下一级的规划也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美国通

过公共用地规划在空间上对如国家公园等需要保护地区的用地类型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3.3 重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和城市空间体系规划

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规划和全国城市空间体系建设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越来越重要。

日本在历次开发规划中都将三大都市圈, 特别是东京都市圈的开发规划作为重点和核心内

容。法国国土规划将建设大都市卫星城和地区“平衡大城市”作为协调国土均衡发展的重要

方式。荷兰的 Randstad( 城市区域) 和国家城市网络的概念更是直接作为荷兰国土空间规划

的重要框架。

3.4 建立国土新框架, 重视国际化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影响

以前的国土规划只限于领土范围, 考虑在一国如何有效利用、开发和保护国土资源 , 追

求国土均衡发展。但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的深入, “国土”的概念在不断变化。国

土空间规划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世界各国在重视重点国际化大都市区的发展规划

的同时, 更加关注与周边国家和邻近区域的合作, 甚至与周边国家共同制定国土规划。荷兰、

法国等欧盟国家都在最新的空间规划中提出在欧洲统一体的区域概念上的区域协调, 打破

国与国的界限。日本也在最新一轮的规划中提出了有关跨国界的空间框架。

3.5 从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转向以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软件空间布局为引导

许多国家过去都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的建设来达到国土的均衡发展。现在

以法国的国家综合服务规划为代表, 国土规划开始重视国家为国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软

件方面的建设, 以确保国民就近公共服务和知识机会均等。

4 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4.1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宏观调控的职能

国际经验表明, 不论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哪个阶段 , 国家层面的宏观空间战略都

是必要的。各国的经验表明, 国土空间规划有助于改善落后区域发展条件, 促进国土均衡发

展, 符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利益要求。虽然我国一直把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作为

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在空间发展的有序性方面 , 仍

存在显著的差距。长期以来忽视在空间布局方面的规划, 是造成我国空间开发无序的重要原

因。因此, 重视和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客观需要, 通

过当前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逐步使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规范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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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间规划应张驰有度, 确立阶段性的主攻目标

对环境和空间要素的控制,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荷兰的“绿心”概念对我

国正在开展的主体功能区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体功能区划中划分的禁止开发区不能

因任何发展目标而改变, 而其他类型区域则可根据发展背景适时调整社会经济目标和布局。

由于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综合性的发展规划, 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不同

发展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 应有所侧重[17]。在目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中, 应突出大都市经济区、

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保育区的规划建设。

4.3 紧跟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探讨国土规划的新空间、新理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要求以新的视角探索国土规划

的新理念, 破除封闭式国土或区域的概念, 重点关注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大尺度空间规划的研

究。目前, 正在进行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规划就是跨区域规划的重要实践。在新一

轮国土空间规划中, 应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 除重视沿海大都市经济区空间发展规

划之外, 将新的国土空间理念( 开放的国土) 纳入到规划体系中, 充分考虑与周边国家的联系

和协作。

4.4 统筹理顺各部门规划, 完善综合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世界上国土规划做的比较好的国家, 都有相对完善的国土规划体系。而我国长期以来规

划体系很不完善, 存在多头管理、多套体系。目前的空间规划就有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主体功

能区划和区域规划, 建设部主管的城市规划( 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 , 国土资源

部主管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土规划[18]。其规划内容重复及规划目标彼此不协调等问题

突出。因此, 需要借鉴国外国土规划的经验, 在空间系列上整合统筹各部门的规划, 建立相对

科学、完善的综合性国土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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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ign ter r ito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its
inspirations

LIU Hui, GAO Xiao- lu, LIU Sheng- he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Based on the brief reviews of the process of foreign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focused on analyzing spatial patterns of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Japan,

U.S.A, France, Holland and Mexico. Some spatial patterns were summarized, that is, spot- axis-

area pattern, multi- pole circularity pattern, multi- pole- network pattern, and area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end, it discussed the common grounds of foreign different territo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current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Key words: territory plann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spiration

( FDI) have increased greatly in Xi’an.It has play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Using dynamic shift - share analysis ( DSSA) , this paper maks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gions of Xi’an’s FDI, showing that the state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FDI is different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Xi'an, and they are classify ied into the mature market, the rising

market, the thriving market, the stagnant market, also on this basi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putare forward for the future on how to attract FDI better.

Key words: dynamic shift- share analysis ( DSSA) ; FDI regio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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