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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如何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可行的资金来源。首先

通过总结国内外研究概况说明了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开发的

影响，提出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是挫伤轨道

交通建设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加重政府公共交通投资负担的

重要原因之一。分析了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合理

分配的意义，根据土地增值的地租原理，提出了轨道交通沿线

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

市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提出对北京市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

增值收益进行合理分配的3种方法：提取部分土地出让金和土

地增值税、完善代征代建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尝试土地与交

通一体化开发模式。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feasible source of fu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 transit, this paper, firstly illustrates the effects

on land development along rail transit lines, according to re-

search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unrea-

sonable system for the allocation of added values derived from

land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of dampening

investors’enthusiasm and increasing transit investment burden

on government. Then significance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added

values from land development along rail transit line is illustrated.

Meanwhile, the paper discusses principles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added values, based on rent theory. Eventually, in line with re-

ality and needs in Beijing,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measures to

allocate added values rationally, i.e. withdrawing part of land

leasing fees and increment tax on land value, improving the sys-

tem of land developing and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experi-

men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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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开发收益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对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增值问题越来

越关注。国外大多数研究发现，轨道交通对沿线房地产价值

(价格或租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住宅方面。对华盛顿的研究表明，离地铁站的距离每

增加160 m，公寓租金就降低2.4%~2.6%；对波特兰的研究表

明，轨道交通开通2年后，距车站500 m范围内的住房价格比

其他地区高 10.6%；对波士顿、多伦多、芝加哥的研究同样

证实了轨道交通的显著影响[1]。

2) 商业及办公物业方面。对华盛顿的研究显示，地铁沿

线一些区域的商业用地增值幅度达到100%~300%；对多伦多

的研究显示，地铁站周围 500 m范围内的写字楼租金比全市

增加了10%。其他一些综合性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

费城快速轨道交通线附近的房地产价值上升7%，赫尔辛基地

铁站1 000 m范围内的土地价格提高了6%[1]。

国内研究发现，离市中心越远，地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

越明显，影响范围也越大。对深圳市的研究表明，与地铁车

站的距离每减少 100 m，住宅价格就上升 2.13%，每减少 500

米，价格上升11.11%；对北京市地铁13号线的研究表明，楼

盘向地铁车站靠近100 m，每建筑平米的价格将增加0.464%，

由此推算出，13 号线对 2 km 以内 55 个楼盘的增值效益为

21.65亿元；对北京市地铁八通线的研究表明，在远离中心区

的通州，每靠近地铁站1 000 m，住宅价格提高约1.8%[1]。

2 增值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轨道交通给沿线的土地开发确实带来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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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增值收益。那么，增值收益是怎样分配的呢？从北

京市以往的做法来看，轨道交通给沿线房地产带来的巨大

增值收益几乎完全被开发商或业主占有，既没有为轨道交

通的建设做出贡献，将来也不会回哺到轨道交通的运营

中，成为一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这种现象不仅给土地市

场带来震荡，而且给原住户带来心理落差，给未来轨道交

通线路的征地、拆迁补偿与安置等带来负面影响，更为严

重的是，影响了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主体的积极性，给轨道

交通的投资建设带来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轨道交通具有建设成本高、周期长、风险

大等特点。按国际上通行的建设费用估算标准，地铁的综

合造价高达 1亿美元/km左右，轻轨的综合造价大致相当

于地铁的 1/3。目前，世界上只有香港、东京等城市的轨

道交通实现了盈利，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都依

赖于政府财政补贴，北京市也不例外。根据《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远景将达

到1 130.3 km，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公共客运交通体系中

的骨干系统。如此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仅仅依赖政府投

资是远远不够的。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都面临建设资金短缺和财政负担的问题，这成为制约轨道

交通规划实施的关键因素。为了应对巨大的建设资金压

力，北京市政府一直在探寻合理、可行的轨道交通建设资

金筹措途径。

不难发现，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是挫

伤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加重政府公共交通投

资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本文拟对北京市轨道交通

沿线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方法及措施进行探讨，旨在为

北京市轨道交通带来的巨大增值收益提出可行的分配方

法，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可行的资金来源。

3 合理分配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3.1 意义

城市交通的建设和运营涉及到多个主体，包括政府、

交通建设单位、运营商、沿线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业主等。

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城市轨道交通，其建设需要巨额资金，

如果轨道交通建设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利益不能在有关经济

主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特别是这种外部经济利益长期

被开发商和业主获得，就会导致轨道交通建设单位由于不

能得到利益返还而缺乏建设投资的激励，造成轨道交通建

设缓慢，达不到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最终影响轨道交通

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因此，合理分配轨道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土地增值，

是促进土地市场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必要措施，也是为

轨道交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公共交通设施建

设、充分体现“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的必要途径。

解决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对于保

障轨道交通规划顺利实施、促进交通建设与土地开发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可逐渐由轨道交通推广至其他公共

交通设施建设。

3.2 原则

根据土地增值的地租原理，国家土地所有权受益优

先，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下，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土

地，其增值收益全部归国家所有；需要在国家与土地使用

者之间分割的土地增值收益，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

原则，在各个投资主体之间按照投资的贡献比例分享增值

收益，并考虑土地供求和利用状况由国家进行弹性调节。

也就是说，土地使用者应获得由于其投资而产生的土地增

值收益，政府和社区则应获得由于城市扩展和公共设施投

资引起的土地增值收益。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为例，由于

以政府为主体制定的交通规划、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带来轨

道交通沿线土地可达性的提高和土地的增值，增值收益不

应完全由土地使用者或开发商获得，而应将其中的一部分

回哺政府以及其他轨道交通建设主体[2]。

3.3 方法

3.3.1 提取部分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

我国于 199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

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38号，以下简称条例)，开征土地

增值税。条例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

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土地增值

税。该税种只能在土地使用权转让环节征收，即在土地有

偿使用制度下，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在租约期满时和土

地使用条件发生更改时重新评估和收取地价，并收取土地转

让时的增值税，使一部分土地增值的收益收归政府所有。

根据上述规定，北京市可参考南京、杭州、昆明等城

市的做法，从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中提取一定的比

例，专项用于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3]。例如2006年南京市

制定公共交通优先政策，提出政府拿出土地出让金的 5%

用于补贴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包括建设公交场站、开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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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专用道等。对于增值税率是否合理的质疑[4]，可通过实

践加以论证，必要时进行调整。

3.3.2 完善代征代建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

要求开发商通过代征代建的方式提供配套公共设施是

我国目前常用的回收公共投资成本的形式之一。通过在土

地使用条件中规定开发商必须提供的配套公共设施，如市

政道路、公交场站等，开发商被要求提供一定的土地、资

金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必要时还应负责其维护。

北京市在土地一级开发尚未全面普及之前，近期可继

续实行代征代建制度，以便为政府节约大量的公共设施投

资[2]。由于代征代建制度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建议北京

市针对以下问题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

1) 公平问题。开发商提供的公共设施的数量主要是由

其开发地块的大小决定的，但在某些区域，尤其是在旧

城，较小地块的开发商由于必须预留公共设施用地并建设

公共设施而容易造成开发成本的大幅度上涨。为了避免不

同开发项目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政府应提出公平合理的代

征代建标准，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2) 公共设施的维护和运营问题。公共设施的维护和运

营涉及的时间一般比较长，而开发商多为项目公司，完成

开发项目的时间一般在几年左右，因而由开发商负责公共

设施的维护和运营往往产生很多问题。建议政府应明确开

发商在完成公共设施建设后，将公共设施的维护和运营任

务及时转交给有关主管部门。

3) 建设时序问题。鉴于一些开发商以资金短缺等为由

拖延代征代建道路的建设，进而影响地区交通微循环系统

甚至区域交通系统，建议政府加强监管，保障代征代建的

市政道路在土地开发项目竣工验收之前完成。

3.3.3 尝试土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模式

土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模式是指在城市基础设施特许

经营的投资体制下，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交通建

设者在土地开发方面的特许权，以保证城市交通建设的部

分外部效益能够返还给投资者，是解决交通建设资金，尤

其是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筹措问题的创新模式。

目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轨道+土

地”捆绑式运作模式就是典型的土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模

式，即将轨道交通工程与紧邻轨道交通场站的部分土地捆绑

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工程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经营[5]。

其特点主要体现为：①规划控制阶段由市规划委在线路沿

线选择若干紧邻地铁车站、成片集中土地，调高开发强

度，落实具体用地范围和规划条件。由市发改委、市土地

局等有关部门对此部分土地做好储备控制；②立项阶段由

市政府以特批形式，将控制代号土地与地铁工程捆绑在一

起，作为一个整体项目立项，土地不再需要单独上市交

易，使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者同时取得捆绑土地的二级开发

权；③在建设开发阶段，以市政用地名义，将纳入捆绑项

目中的土地结合轨道交通工程用地统一进行征地拆迁，同

步完成一级开发工作，然后投资者将按照规定的开发时

序，结合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分批、分期、分地块对捆

绑土地进行建设、开发和经营；④在收益阶段，轨道交通

建设投资者开发所获得的收益只能用于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和还本付息。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已有不少城市在轨道交通的建

设上采用了土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模式，国内如上海地铁

11号线、深圳地铁 4号线、南京地铁 1号线[5]，以及香港

地铁的建设；国际上如日本东京等城市在轨道交通的建设

上也已经广泛采用了这种模式，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

验。香港地区的模式相对比较成熟，其特点是香港政府将

地铁车站及其周围的部分土地协议出让给地铁公司，由后

者负责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和统一建设。日本东京的

特点是在新城开发中，赋予私营铁路公司专营铁路沿线土

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力，当铁路公司作为新城开发

主体时，常常一次性收购铁路沿线的新城土地，并与其他

的新城土地所有者组成联合公司，共同承担铁路线路建设

以及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利用合作双方的

投入以及出售多余土地的利润支付铁路建设和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的费用。在铁路建设和新城开发主体相互分离的情

况下，政府常常通过制定相关规则促进双方的合作。例

如，土地开发商需承担铁路建设的一半费用，并将铁路建

设用地以开发前的价格出让给铁路公司等。

综上所述，为有效解决北京市交通设施建设资金问

题，尤其是轨道交通的建设资金问题，建议北京市结合政

府土地储备计划，尝试在轨道交通以及其他交通设施的建

设上采用土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这

种模式的实施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主要是指土地配

置、土地开发强度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目前，这

些前提条件尚未明确。首先，在土地配置方面，将纳入捆

绑项目中的土地以市政用地名义进行征地拆迁，意味着以

划拨或协议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需要上市进行“招拍

挂”。但从规划的角度来看，其用地性质是可以作为经营

性开发用地的，这使得其征用、拆迁补偿标准的确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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