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令斌：城市职住平衡的影响因素及改善对策

摘要：从城市职住平衡的影响因素出发，以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开发

政策、交通系统发展、居民收入与产业发展等视角探讨大城市职住平

衡形成的政策与规划因素。然后，从政策和规划两个层面思考促进城

市职住平衡实现的途径。指出调整城市发展政策是调整职住平衡的

根本，而职住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研究政策对职住平衡发展过

程的影响。强调通过大城市活动组织分区来控制出行距离，在这些分

区内城市服务配置相对完善、就业与居住平衡。最后指出，在把握职

住平衡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弹性，在城市空间规划与交通规

划中坚持城市活动分区组织，同时将发展时序与政策有效结合。

Abstract： By analyzing influential factors on job-housing bal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ies and planning procedures for promoting

job-housing balance in large cities from several aspects: urban develop-

ment policy, land use policy,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resi-

dents’incom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tc. Focusing on the policies

and planning procedures for promoting job-housing balanc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is essential to job-housing bal-

ance adjustment. It also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on job-housing balance and corresponding urban and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adjustments due to the dynamic nature of job-housing bal-

ance. The comprehensive plans on job-housing balance and reasonable

travel distance in large cities through providing appropriate service facili-

ties within urban activity zones are proposed.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urban planners should have flexibility in developing urban growth

plans to achieve job-housing balance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activity zoning system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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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城镇化和机动化的

双重推动下，中国城市规模迅速扩

张。与此同时，在城市居民住房市

场化和城市土地增值的共同作用

下，城市职能与土地使用在城市规

模扩张的基础上快速调整，计划经

济下形成的职住平衡迅速被市场打

破，并在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中迅速

转变为城市交通问题显现出来，城市

的运行成本也随之迅速上升，城市

土地使用规划与开发、城市交通规划

与管理也同时开始关注职住平衡。

1 职住平衡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的职住分布是城市居住与

产业的选址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对职住选址影响最大的是土地

价格，其决定了土地开发性质，而

土地价格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

括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开发政策、

交通系统发展、居民收入与产业发

展等，因此选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规划问题。

1.1 城市发展政策与土地开发
政策

对中国城市而言，一般城市规

模越大，职住分离也愈加明显。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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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主要受城市发展政策和土地开发政策的

双重影响。

城市职住分离首先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发展一直采取控制大城

市规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到国家

“十五”计划开始，城市发展政策在集约使用土地

和培育有国际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提下，从土地

指标倾斜到各种特定的政策区设立，各种发展机

会开始向大城市和城镇密集地区发展倾斜；到

“十二五”规划中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

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

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政策。

国家层面涉及城市发展的资源也有计划、密集地

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投放，加之大城市本身具有

优越的行政资源，21世纪以来发展机会迅速向大

城市集中。

在此政策的主导下，21世纪初的十几年来，

大城市空间和人口高速膨胀，部分特大城市在跨

入 21 世纪初期的几年里扩张的速度达到每年 50

km2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 km2。而这段时间又恰

是城镇化和城市私人机动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机

动化提供了城市扩张的能力，城镇化保障了大城

市创造的发展机会快速转化为城市人口增长。在

发展的供需关系下，大城市的土地价格迅速被推

高，创造了一、二线城市房价直线上升的记录，

“地王”现象在大城市屡现。一方面，这促进了中

心城区内的土地置换，在21世纪初的十几年里实

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人口

疏散，而在旧城改造中为平衡改造成本，新建建

筑的建筑面积相比于拆迁的旧城大幅增加，以应

对中心区高企的土地价格，中心区服务业就业密

度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入改造

后的旧城区，以填充改造后更大规模的建筑面

积，城市职能在改造中也更加向中心集中。另一

方面，大城市丰富的发展机会促使外来的新移民

源源不断地涌入，而在高地价下推高的房价(房屋

租金)和新移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住房只能

选择距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甚至大城市

周边房价较低的城市居住。目前的城市发展政策

因此成为大城市职住分离的主要推手之一。

其次是城市土地开发政策。一方面，各城市

土地收入在城市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居高不下，据

相关媒体报道，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

入的比例达到空前的高度，占 76.6%[1]，部分一、

二线城市甚至达到200%以上，这反映了地方政府

对土地财政的极度依赖，希望以高地价支撑城市

发展的财政平衡。另一方面，城市之间产业地价

的竞争也空前激烈，产业用地严重背离市场。“一

般而言，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居住用地价格居

中，工业用地价格最低，但不会偏离居住用地太

多”[2]。而中国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时以低价甚至零

地价出让工业用地，不同的开发用地价格使居住

与就业在产业用地、中心区的融合上更加困难。

1.2 城市交通系统发展

城市交通系统也是直接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

因素之一，“交通先行”、“要想富、先修路”这些

朴实的口号就是交通影响地租的总结，城市交通

系统通过网络建设和交通服务调整城市中不同地

区土地使用的可达性，进而影响土地价格。如北

京市轨道交通 5号线开通后沿线房地产价格最高

涨幅甚至达到 1/3。在城市土地财政主导的形势

下，大城市交通建设和交通服务与土地紧密地捆

绑在一起，并利用交通建设和交通服务提高土地

价值，一方面服务于城市扩张，另一方面服务于

城市扩张带来的土地财政增长，这已成为近年来

城市发展的范式。正是由于交通设施的高强度投

入，城市在可开发范围内的交通可达性大幅度提

升，城市职住选址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新移民可

以居住得越来越远，城市中企业的搬迁、旧城改造

成本也不再是问题，以上种种都加剧了职住分离。

1.3 居民收入与产业发展

居民和企业的经济收入成为影响职住选址的

另一主要因素。居民实际收入长时间低于GDP的

增长，并且远远低于房价的增长，收入差距也在

不断拉大。这使得城市快速扩张中，新城市居民

的居住选址受地价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趋向于

城市边缘，甚至在一线城市，所谓的高收入者也

难以奢望在中心城区买房。而在城市产业升级背

景下，大城市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迅速转移，

服务业就业增长，就业越来越趋向于城市中心，

职住分离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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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住平衡改善对策

从职住平衡的影响因素看，职住平衡是贯穿

城市与交通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政

策、土地开发政策、交通政策、社会政策与城市

规划等诸多方面的统筹协调才能达成一致，不可

能简单地通过规划图纸上不同性质用地之间的平

衡就能达成。因此，要缓解职住分离带来的城市

发展与交通问题需要从政策和规划两方面入手。

2.1 政策层面

调整城市发展政策是实现职住平衡的根本。

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和省级行政层面调整城市发展

政策，更多地增加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促进城

镇化向中小城市倾斜，城市政策由“一部分城市

先富起来”尽快过渡到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缓解

大城市发展中的资源与交通压力，遏制土地和房

价远超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引导大城市职住

逐步在一定的出行区域内走向平衡。另一方面是

城市政府层面的土地开发政策调整，城市不能完

全依赖市场，必须制定精细的土地开发政策，促

进多中心发展，特别是鼓励职住差异大的地区平

衡开发，使职住在一定范围内平衡。例如，廉租

房建设政策若能考虑居住人群的就业需求，不仅

可促进职住平衡，也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机会。

此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要注意到职住

平衡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城市开发来看，职住关

系从规划、开发到形成比较稳定的状态需要很长

时间。例如，大城市外围地区居住社区附近的就

业岗位培育和公共服务中心形成是一个较长过

程；新型的各类产业园区配套居住需要随着公共

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才能形成，从北京亦庄、天津

滨海等产业新区到新城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职住平

衡的建立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大城市中

高污染企业的搬迁(如首钢搬迁)，搬迁后新的职

住关系形成都需要时间。从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

来看也是如此，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还处于快速变

动阶段，快速城镇化中中低收入的人群占绝大多

数，未来将逐步过渡到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

这将直接影响到产业和分布，即就业分布和职住

平衡的状态。由于职住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不

可能在政策调整后很快达成，这就要求城市与交

通规划不能是静态的规划蓝图而必须研究政策对

职住平衡发展过程的影响，把发展时序与政策有效

结合起来。

2.2 规划层面

规划层面需要协调好城市空间与交通系统的

关系，在交通规划中职住关系既是变量也是结

果。这为利用交通系统调节职住关系以解决由于

职住分离带来的交通问题提供了可能。城市的

“交通量”是交通参与者的数量与其出行距离的乘

积(即周转量)，因此对构成交通量的两个因素进

行调控就是利用交通影响职住选择、缓解大城市

发展中交通问题的主要切入点之一。

出行距离的控制要充分考虑规划和政策双重

作用，通过政策和规划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行距

离，这是职住分离问题的交通解决方案之一。目

前，城市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以及交通组织与运

营政策之间脱节严重。城市交通服务随着大城市

扩张而延伸已经成为一种默认趋势，这种政策作

用下许多大城市外围的“新城”往往徒有虚名。

首先是城市交通服务的无差别延伸降低了新开发

地区居民至中心区的出行成本，这意味着城市扩

张中职住选址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即城市职能上的

蔓延式扩张，或者说交通系统助长下的摊大饼发

展)，职住分离越来越严重，出行距离越来越长。

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无差别的城市交通服

务延伸这种交通政策的泛用加剧了城市扩张中的

职住分离。例如，近年来北京市城市交通系统，

特别是轨道交通系统快速发展与服务同一化造成

居住更快速地向外围集中，就业更加向中心聚

集。而城镇密集地区为解决城际协调问题而采取

的大城市行政区划扩大和城市之间的“异地同

城”又在重复这一过程。首先是交通设施的“同

城”，其次是交通服务的“同城”，带来的发展结

果必然是就业与居住的更大分离，以至于交通拥

堵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城市成为发展最不经济的

城市，用地追求集约，但交通运行则浪费巨大。

其次在交通系统运营的管理与考核上，往往

采用交通运输量作为好的绩效目标，并不考虑量

的增长绩效与城市空间发展理想之间是否背离。

例如，城市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最优先考虑的政

策是设施建设、能力扩大(包括城市公共交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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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大)，而不是如何控制出行距离，结果导致城

市越摊越大，职住分离越来越严重。

要做到对出行距离的控制，大城市的城市活

动就需要分区组织，这需要城市空间规划、交通

规划之间的良好配合，即根据大城市的空间形

态、土地使用、城市职能，考虑交通瓶颈等因素

划分为几个相对独立、城市功能完善的城市活动

空间，在这些分区内城市服务配置相对完善、就

业与居住平衡。城市活动组织分区可以认为是职

住平衡的分区，是职住平衡的规划基础。城市活

动组织分区在城市空间规划上可以划分为完善的

城市服务分区 (大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和“多

城”——城市中可以作为一个城市进行活动组

织、功能完善的空间区域)和生活服务分区，这是

大城市多中心的实质。完善的城市服务分区需要

在规划上达到职住平衡，而在生活服务分区则要

做到职住的相对平衡。但是，分区必须有交通组

织的配合才能形成。城市交通服务在城市服务分

区的区内与区间的服务标准、价格和组织上要差

别化，要提高区间交通运行的成本，鼓励城市活

动在分区内进行，促进职住开发和选址平衡，利

用交通服务的差别化阻止城市的蔓延式扩张，当

然在城市开发政策上也要秉承同样的政策。

3 结语

城市的职住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和交通问

题，需要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开发政策和城市空

间规划、城市交通规划之间的紧密配合。同时，

还必须考虑职住平衡是一个过程，调控行为与结

果有时间的迟滞，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充满不确定

性。因此，大城市规划中对职住平衡的考虑需要

在把握其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弹性，在城

市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中坚持城市活动分区组

织，同时将发展时序与政策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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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轨道交通车站进出站客流接驳方式中，公共

汽车交通接驳客流比例较低，相当一部分乘客通

过步行或自行车换乘接驳，因此，重视车站出入

口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十分必要。

可通过增加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商业设施衔接、

设置风雨连廊、完善导向标识、提供公共自行车

服务等，提高此部分乘客的出行舒适度。

5）完善公共汽车交通接驳设施。

完善轨道交通车站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是

提高轨道交通客流量的另一途径[3]。在轨道交通线

路起终点站以及换乘站，特别需要在规划设计阶

段重视公共汽车交通接驳设施规划。深圳市在轨

道交通前期研究阶段均开展了轨道交通详细规

划，在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交通一体化设计工

作，虽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是部分线路还需要按规划进一步完善公共汽车交

通接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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