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区域规划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框架

胡云锋 1 , 曾　澜 2 , 李　军 2 , 刘纪远 1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38)

摘要 : 进入 21世纪 ,中国新一轮区域规划蓬勃兴起并得到广泛开展 ,但研究人员对区域规划的基本任务及工作

框架的认识并不统一、明确。在总结和梳理区域规划特点、国家需求及既有区域规划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

新时期区域规划 10项基本任务 ,即 :区域整体功能定位 ,城镇体系建设布局 ,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 ,产业分工与

空间布局 ,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科教文卫资源整合与人力资源开发 ,区域发展的政策

体系 ,区域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 ,需统筹协调解决的其他重大问题。根据上述基本任务 ,可以建立新时期区域规划

的参考工作框架 ,该框架体系包括 5个工作阶段 :系统分析阶段 ,模拟和预测阶段 ,规划发展阶段 ,协调决策阶段 ,跟

踪调控阶段。在此框架下 ,对区域规划各阶段工作目标和重点进行了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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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2000年 ,中国的区域规划工作先后 2 次兴

起、繁荣 ,即 20世纪 50年代以工业布局设计为核心的国

家经济复兴规划及 80年代以国土开发整治为目标的国

家建设布局规划 [ 1 - 2 ]。进入 21世纪 ,中国的区域规划进

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3 - 5 ]
: 2003年 ,以“京津冀都市圈

区域规划”和“长三角都市区区域规划 ”正式立项以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的公开

发表为标志 ,区域规划再次进入国家高层决策层的视

野 ;在一些重要地区 ,如福建海峡西岸地区、成渝经济

区、沈阳经济区等 ,区域规划方案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的

正式批复 ,进入到规划实施阶段。

随着新时期区域规划的全面复兴和快速发展 ,在区

域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 6 - 8 ]。这

些问题大致可概括为 [ 9 ]
:重理论经典 ,轻时代特色 ;重理

论探索 ,轻方法创新 ;重定性策划 ,轻定量评判 ;重规划

结果 ,轻实验过程 ;重规划设计 ,轻跟踪评估。一些具体

的表现有 :指导思想和规划理论缺乏时代特色 ,区域规

划目标简单地落实为 GDP增长、城市扩张 ;规划方法缺

乏创新 ,仍倚重于传统的现象描述、平衡分析、比较分析

和优化 ;规划方案设计工作与规划方案跟踪和评估工作

相割裂 ,落入“规划规划 ,墙上挂挂”的旧循环。

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追溯 ,部分可归结于当

前相关法律和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研究人员心有余而

力不足所致 ;但不容否认 ,其中也有规划工作者自身在

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继承与创新方面存在不足所致。

当前 ,研究人员更是特别缺乏一套内容完整、目标明确、

反映时代要求的基本任务体系 ,缺乏一个架构完整、流

程通畅、为现代地球信息技术等所支持的工作流程框

架。文章即在回顾新时期区域规划特点、国家和时代要

求、总结既有区域规划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新时

期区域规划的核心任务 ;而后根据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

论的指导 ,尤其是系统工程方法以及模型化方法 ,构建

与新时期区域规划基本任务相协调的研究框架体系 ;并

在此研究框架下 ,对区域规划各阶段工作目标和重点内

容进行详细阐述。

1　新时期区域规划的基本任务

1. 1　区域规划的特点

新时期区域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 ( 1 )区域规划首先

是综合性的规划。在规划设计时 ,它针对区域自然、社

会、经济、技术条件作综合分析 ,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整

治、保护作综合布置 ,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综合协调 ,谋求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等方面取得综合效益 ;在规划实施时 ,将综合运用法律、

法规以及财政、金融、价格、环保、土地、投资、产业政策

等综合手段推动落实 ,依靠经济社会调查统计、遥感动

态监测以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进行落

实、核查与评估。 ( 2)区域规划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特

性。这种特性首先表现为区域规划方案本身与特定地

域相关联 ,其次表现为规划要素、规划措施应落实到具

　第 29卷 　第 4期
　2010年 　8月

地域研究与开发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29　No. 4
Aug. 2010



体空间位置上。区域规划的区域空间特性决定了规划

的目标、内容、重点等会随着规划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

新时期的区域规划更是要求以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

的空间配置作为核心 ,规划成果需要以空间化、可视化

形式展示。 (3)区域规划具有强烈的时代属性。回顾建

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区域规划可以发现 ,区域规划的性

质、目标和任务总是随着国家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

与时俱进。进入 21世纪 ,国家对于区域规划工作有着

明确的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即明确指出 :新时期区域规

划要对人口、经济增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预测和

分析 ,对区域内各类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区进行划分 ,提

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等 [ 10 ]。国家发改委也指出 :新时

期的区域规划要把经济中心、城镇体系、产业聚集区、基

础设施以及限制开发地区等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 ;要

着眼于打破地区行政分割 ,发挥各自优势 ,统筹重大基

础设施、生产力布局和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区域的整体

竞争能力 [ 11 ]。

1. 2　区域规划的任务

在总结德国区域规划经验的基础上 ,张京祥、崔功

豪等认为区域规划的主要任务有 :人口和劳动市场规

划、经济规划、土地规划、城市发展和住宅规划、交通规

划、环境规划以及国民与国家等专题 [ 12 ]。赵英丽则从城

乡统筹出发认为区域规划包括 :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

发展条件评价、社会经济和空间统筹发展总体战略、城

乡用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统筹、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性目标与建设的重点项目以及针对

性的城乡统筹发展途径与对策等内容 [ 13 ]。毛汉英将区

域规划的主要任务总结为 :区域的总体定位与发展目

标、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城镇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空

间管治 (“八线”管治 )、区域政策建议等 8项内容 [ 14 ]。

对上述区域规划主要任务总结进行认真审视后可

以发现 ,这些总结基本能够概括区域规划所关注的经

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诸要素 ,可以成为框定新时期区

域规划核心任务的基础。但也应注意到 ,上述各家对于

区域规划任务的总结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有些是直接套

用国外经验 ,在反映中国区域发展特点、凸显时代发展

需求、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接轨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

点 ;有些内容总结则失之于宽泛 ,看似面面俱到 ,但具体

实施时则缺乏重点 ,无法响应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重点关切的问题 ;还有一些则缺乏明确、可靠的现代信

息技术和系统方法作为支撑。为此 ,我们在总结新时期

区域规划特点和国家需求、梳理既有区域规划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包含 10项工作的新时期区域规

划基本任务体系 ,它为当前的区域规划工作提供了一个

参考和借鉴的基础。这 10项任务是 : ( 1)区域整体功能

定位 ,包括区域发展目标、定位 ,区域发展空间组织与功

能分区管制 (即综合功能区划方案 )。 (2)城镇体系建设

布局 ,包括区域内重要城市职能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区

域城镇化建设规划。 (3)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 ,当

前尤其要注意城际快速交通运输体系、能源保障基地建

设。 (4)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 ,当前尤其要注意各类开

发区、基础原材料工业区的布局。 (5)水土资源开发、利

用与保护 ,包括土地开发统筹、功能管制以及区域水资

源调配等。 (6)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尤其要注意绿色

开敞空间规划、休闲旅游圈的构造等。 ( 7 )科教文卫资

源整合与人力资源开发。 ( 8)区域发展的政策体系 ,即

协调、统一区域预算、税收、福利、基础设施以及竞争等

政策和立法。 (9 )区域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 ,具体措施

包括法律、经济、行政、公众参与等综合方式以及经济社

会统计调查和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 ( 10 )需统筹协调

解决的其他跨行政区重大问题。

2　新时期区域规划工作框架

在凝练得到新时期区域规划基本任务后 ,需要将以

上任务进行适当分解 ,厘清各项任务的边界划分、承接

配合以及交互反馈关系 ;而后根据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

论的指导 ,尤其是利用系统工程方法、模型化方法以及

现代地球信息技术 ,建立一个与新时期区域规划核心任

务相协调的、包括系统分析、模拟预测、规划发展、协调

决策、跟踪调控等 5个主要工作阶段的工作流程框架

(图 1)。在该参考框架中 ,各阶段的具体工作目标和工

作重点分述如下。

2. 1　系统分析阶段

本阶段目标是明确区域规划系统边界、分析区域内

有关经济、社会和自然要素空间分布格局特点 ,总结区

域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关键功能 ,确立规划区的发展定位

及总体目标。该阶段的基本工作流程是 :参考和借鉴国

内外类似区域的发展历程和规划经验 ,通过区域间的类

比和对比 ,找出当前规划区存在的问题及其与先进地区

的差距 ;通过对规划区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 ,把握规划

区未来发展的优势、机遇以及不利因素 ,凝练区域发展

的重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 ,依据区域演化发展理论 ,从国

内外发展宏观背景和国家战略需求出发 ,兼顾地方利益

诉求 ,明确规划区域的功能定位 ,确定其发展的总体目

标和基本战略、路线 ,为各项专门规划提供指导。

2. 2　模拟预测阶段

通过对重要经济社会要素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数

学化、模型化和数值化的表达和建模 ,模拟和评价这些

要素的时空演化过程 ,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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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时期区域规划工作框架

F ig. 1　Fram ework of reg iona l plann ing

分布格局。基本工作流程是 :根据前一阶段凝练的区域

发展重大问题和区域功能定位 ,依托地球信息技术以及

模型模拟技术 ,对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源和环境等重

要指标进行分析、模拟和验证 ;在此基础上 ,预测上述要

素在未来时期的总量特征、结构特征以及空间分布特

征。就人口和产业预测而言 ,重点是要把握它们的演变

态势 ,包括人口和产业未来集聚的程度、增长速度、主要

结构变动情景以及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 ;对于资源环境

要素来说 ,则是要模拟和评估资源的保障能力、环境的

荷载强度 ,具体包括水资源需求模拟和预测、非农用地

需求模拟和预测、能源需求模拟和预测、水环境和大气

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模拟和预测等。

2. 3　规划发展阶段

依据总体目标 ,结合对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

要素的模拟及预测成果 ,在区域规划基本理论和地理信

息技术支持下 ,将有关要素的数量、结构和强度等指标

落实到时空地域上。规划发展阶段是对经济、社会、资

源、环境等要素在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上进行重组的

过程 ,是区域规划的主体部分 ,它主要有 2类规划 :第一

是总体布局规划 ,也即是区域空间的组织方案 ,包括综

合功能区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综合功能区划确定了区

域功能分异和区域发展导向 ,规定了未来发展的“面 ”型

结构 ;城镇体系规划则规定了人口和产业的层次组织和

空间格局 ,确定了规划区未来发展的“点 -轴 ”细节。由

上述“点 -轴 -面 ”出发 ,即确定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空间格局。第二是专项规划 ,即依据规划目标和总

体布局 ,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种专门要素进行

详细设计。当前 ,专项规划需要特别重视 3个专题 :工

业空间配置和引导、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以及资源

环境配置。工业空间引导是指对规划区产业发展阶段、

发展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 ,按照区域总体功能定位

和总体布局 ,划分工业重点发展区域和工业类型区 ,分

析各区的工业发展重点 ,确定各区基础原材料工业的发

展方向、规模以及空间配置 ,最后要研究制定对不同工

业在不同区域发展予以支持、鼓励或限制的引导策略。

交通运输网络是指对现有区域交通网络的类型组成、空

间布局、运输能力等进行分析 ,把握区域未来发展对交

通运输的需求 ,明确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战略和目标 ,

提出主要交通基础设施门类的发展原则和方向 ,构建高

效合理的交通网络空间布局和枢纽节点 ,当前尤其要注

意城际快速交通运输通道以及它们与城市内部交通运

输体系的衔接。资源环境配置重点研究和规划以下 4

个方面内容 :水土资源承载力、生态系统承载力、环境容

量以及生态建设。具体流程是 :对区域水供给能力和水

资源需求开展对比分析和综合平衡 ,总结区域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态势并提出应对策略 ;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基本

时空格局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土地利用优化原

则 ,确定土地利用功能区划 ;对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进行

分析 ,评估环境容量及环境风险 ,提出规划区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战略 ,确定规划区的绿色开敞空间

和生态走廊。新时期区域规划中 ,尤其需要注意水资源

在上下游城市间的合理配置、规划区内耕地“红线 ”保

护 ,以及规划区域内外的生态补偿等热点问题。

2. 4　协调决策阶段

在决策支持环境中 ,对区域规划初步成果进行协

调 ,完成对区域规划方案的比对和优化 ,最终实现区域

规划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区域规划成果的协调体

现在 3个方面 :规划主体协调、规划体系协调、规划要素

时空协调。其中 ,规划主体的协调是指对规划区内、外

部行政主体的协调 ,重点解决区外能源基地保障、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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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建设等问题 ;规划体系协调是指将区域规划方

案与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的规划方案进行比对和协

调 ,特别要协调好区域规划与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5年规划、地区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

关系 ;区域规划要素时空协调则是对各项规划要素 (即

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 )及各个具体规划对象 (即

特定公路、铁路、工业园、生态保护区等 )在时间进度、空

间布置上进行协调性检查。新时期区域规划的协调决

策 ,特别是规划要素时空协调 ,需要现代信息技术方法

(如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虚拟地理环境 )的支持。

2. 5　跟踪调控阶段

该阶段目的是对已经批准实施的区域规划进行动

态跟踪 ,根据跟踪得到的反馈信息揭示和评估区域规划

落实的方向、进度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由此制定相应

的调控措施。具体的工作流程包括 :依托区域规划设计

方案 ,制定针对性强、技术上可行的跟踪调查预案 ;在区

域规划方案批准后 ,通过遥感动态监测、经济社会调查

统计等方法和手段 ,收集有关规划实施信息 ;将实施情

况与规划目标开展对比或者与区域系统演化模拟结果

对比 ,揭示区域规划方案落实的方向、进度以及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 ,由此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跟踪评价的结

果大致有 3种 :未完成、基本完成、超额完成。对于未完

成的 ,应当检讨其原因 ,调整规划目标和强化有关措施

和手段 ;对于超额完成的 ,除了要适时调整规划目标之

外 ,同时也要注意不均衡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结论与展望

进入 21世纪后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

筹”政策的重要手段 ,区域规划工作再次蓬勃兴起并为

中央和地方各级决策层所重视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区

域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实践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在当前阶段 ,更是缺乏一套内容完整、目标明确、反

映时代要求的基本任务框架 ,缺乏一个架构完整、流程

通畅、为现代地球信息技术所支持的工作流程框架。

作者在回顾和总结新时期区域规划特点、国家和时

代要求及既有区域规划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

了新时期区域规划的 10项核心工作内容 ;同时根据系

统工程学方法 ,建立了一个包含 5个工作阶段的区域规

划工作框架体系 ;继而依据该工作框架 ,就区域规划各

阶段目标和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毫无疑问 , 10

项核心工作内容以及 5个阶段工作流程框架的确立 ,在

理论和实践中均有值得商榷和继续调整之处 ;但无论如

何 ,它为当前的区域规划工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基

础。

在 21世纪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

的一体化两大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也将由外向型增长导向转变为外需与内需共同发展

导向 ;区域 ,特别是跨越不同层级行政单元的地域系统 ,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

现实的发展将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区域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等诸发展要素的整合 ,区域规划研究也将因此发挥

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区域规划工作者如何把握这一机

遇 ,迎接来自中央、地方各个层面以及来自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主

动汲取并充分利用现代地球信息技术、计算机模拟计

算、虚拟现实技术等先进的方法和技术 ,促进区域规划

理论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这应当是区域规划

工作者在未来 5～10年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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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an overview of the Kap lan and Kap lan’s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nd U lrich’s stress reduction theory,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app lied, the evidence on health. Generall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gives a stronger positive

health effect compared to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affect health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nabling future urban p lanning and design to be of benefit to huma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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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round of regional p lanning has been launching extensively in China since this new era. Due

to the lack of a effective core2tasks list and a suitable research framework, there exist difficulties in p resent resear2
ches or p ractical works. Based on regional p lanning features discussion, national demands analysis, and Chinese

regional p lanning history review, a list including 10 core tasks were concluded: general orientation of the whole re2
gion, layout of urban system, layout of infrastructures, including traffic and energy p rojects,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its spatial layout, development and p rotection of water & soil resources, ecosystem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educational, cultural, labor and other civil resources, policy system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p lanning imp lementation, and other important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10 core tasks, a reference framework of regional p lanning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s 5 main stages:

system analysis, simulation & p rediction, developmental p lanning, coordination & decision, and monitoring & reg2
ulating. A detail discussion about each stage was then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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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29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