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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达到交通供给与

土地开发之间的动态供需均衡，除了制订科学合理的规划，还

要保障规划有序实施。通过北京市城市交通拥堵与土地开发

矛盾的关系解析，指出问题的症结既可能来自规划编制环节，

也可能来自规划实施环节。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针对开发经

营、城市管理和政策法规三要素，分别提出保障交通基础设施

资源配置、统一规划、同步实施、一体化开发的对策建议；注重

需求引导型城市管理、提高机构协调能力、发挥规划部门协调

作用的对策建议；以及寻求各类政策法规相同的适用性和一

致的实效性、建立公共交通法规体系的对策建议。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reasonable planning, planning imple-

mentation in an orderly manner is also needed i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and in maintaining balance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n the contradic-

tions between traffic jam and land development, and indicates

that the problem is derived from the preparation of planning as

well a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with-

i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such as development management,

urban administration,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corre-

spond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i.e. proper distribution of re-

sources for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unified planning, simultane-

ous im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cing empha-

sis in demand-oriented urban administration, promoting capaci-

ty of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ng functions;

seeking 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laws and regu-

lations, establish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ublic transport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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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北京市城市开发的规模与速度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开发规模越大、开发速

度越快的地区，交通出行难、交通拥堵问题显现得越严重。

这种现象既大量存在于以住宅开发为主的居住社区，也凸显

于以办公、写字楼建设为主的“商圈”，望京、回龙观、

CBD、中关村西区等区域无一例外。城市用地与交通之间似

乎构成了一种“越开发、越拥堵”的不协调关系。

1 土地开发与交通发展的关系

“越开发、越拥堵”的现象提示我们，当交通拥堵与土地

开发相伴而生时，解决拥堵问题就不能仅仅加大交通供给，

还必须结合交通需求的“源头”，即土地开发进行综合整治。

尽管长期以来北京市城市交通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足、建

设滞后，但是如果将交通作为子系统放入城市这个大系统中

分析的话，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某种供需关系的失

衡，这种失衡既可能来自交通子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失衡，也

可能来自城市用地子系统与交通供给之间的失衡。

毋庸置疑，土地与交通既是不可割裂的空间要素，也是

不可分割的经济过程。一方面，土地是实现各类设施建设、

各种城市功能所必需的发展空间，土地开发规模与时空分布

决定了交通需求量及其时空分布；另一方面，交通功能是城

市的基本职能之一，交通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交通用地是城市用地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设

施通过提供服务满足交通需求，并通过改变土地的可达性和

土地价值影响更多的土地开发。因此，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

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二者之间的供需均衡或使之接近均衡状

态。在二者关系中，供需双方始终处于相互反馈、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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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变化中，均衡既不是静态也不是常态，以“城市土

地与交通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均衡是过程中的动态均衡。

反思规划层面的原因，土地开发与交通发展不协调问

题的症结既可能来自规划编制阶段，也可能来自规划设计

与审批之后的实施阶段：在规划编制阶段，由于规划目标

设定以及规划调整、规划深化等方面的原因，带来土地开

发与交通建设在发展规模、布局上的不均衡；而在规划实

施阶段，由于开发经营、城市管理和政策法规等影响因

素，使土地开发与交通建设在发展时机、建设时序等方面

的协调出现偏差。

2 规划实施研究的重要性

规划是城市政策的集中体现，是协调各方利益、引导

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而规划实施的实效性是

检验规划成果合理性、判断规划延续性的基本条件，规划

的意义就体现在规划实施 [1]。因此，要实现城市发展目

标，不仅要重视规划编制研究，提高规划方案与目标的合

理性，还要重视规划实施研究，使规划目标得到有序实施。

规划实施的过程既是资金、土地等各种资源的配置过

程，也是土地管理、交通管理等多部门的管理过程，更是

政府、开发商、居民等多方面的协商过程。与规划编制相

比，规划实施是真正意义上全社会参与运作的阶段，大量

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直接参与进来，需要协调的关系更

复杂，需要解决的矛盾更尖锐。同时，从规划到实施存在

时间差，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条件随时可能发

生变化，需要承接来自政府决策、市场交易等多方面的压

力与挑战，规划实施实际上是多方博弈的过程。因此，通

过规划实施研究，能够为北京市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

提供更多角度的参考建议。

3 规划实施三要素

综合来看，规划实施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 3个层面，

即开发经营、城市管理和政策法规。①开发经营主要解决

规划实施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包括投资融资、置地方式、

定价方法、收费标准等影响因素。②城市管理主要解决规

划实施中的行政管理与公共事务管理问题，包括管理主

体、管理程序、管理手段等影响因素。③政策法规主要解

决规划实施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开发经营和城市管理的实

施依据。其影响因素既包括宏观调控政策，又包括具体规

范标准，甚至包括通过审批的城市规划文件。

3.1 开发经营

根据社会经济属性的不同，城市建设项目可以分为经

营性与非经营性，二者在开发主体、资金来源、置地方式

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经营性城建项目如商业、娱乐和商

品住宅开发等，一般以社会化投资融资为主，以盈利为目

的，主要通过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获得土地使用权，

其开发建设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相比之下，非经营性城

建项目如行政办公、图书馆、公共医疗机构以及交通基础

设施等，一般具有公益性，以非盈利为目的，投资来源以

政府为主，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政府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

获得，政府行为对其开发建设影响相对较大。

可见，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由于经营性土地开发项目

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社会经济属性、市场化程度、

政府参与成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发展时序、发展

速度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规划实施过程

中，既需要把握二者的同步性，更需要特别注意二者之间

的差异，并尽可能将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或合力。

从投资融资角度看，过去十几年北京市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上以政府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

公共事业单位)为主，受城市经济实力、财政计划等方面

的局限，城市交通建设投资远远跟不上土地开发投资的增

长。随着我国正式启动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2]，公私

合作、特许经营等模式得到应用，城市财政业逐渐加大公

共交通扶持力度，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才

逐渐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从置地模式角度来看，过去十几年北京市受多头、分

散式土地供应方式的影响，经营性用地开发出现过热现

象，不仅暴露出土地投机、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还严重

挤占了以交通、绿化为代表的非经营性用地。随着国有土

地资产管理政策调整、土地储备与一级开发制度施行，经

营性用地逐渐由协议出让方式为主转变为以“招拍挂”方

式公开交易，土地供应逐步转向统一、有序，政府能够较

为清晰地掌握土地供需、交易以及开发建设动态，交通基

础设施用地、公园绿地等非经营用地得到一定的保障。

因此，为实现“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目标，城市开

发经营应以二者统一规划、同步实施、一体化开发为原

则，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3]，并优先保障交通

基础设施的资源配置，为其提供充足而稳定的资金与发展

空间。具体措施包括通过财政计划为交通投入保留适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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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完善并推广土地一级开发模式、建立公共交通专项资

金、交通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等。具体实践中还需要特别注意：

1) 城市道路作为非经营性基础设施，依靠开发商代征

代建只能作为回收公共投资的过渡方式，未来应逐步由土

地一级开发模式取代。在被完全取代之前，应解决代征标

准、建设时序、产权责任等问题。

2) 在特许经营制度下，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准经营性

基础设施通过公私合作、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融资，

投资者获得土地开发特许权，即所谓的“轨道+土地”捆

绑式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交通外部效益内部

化，但还需解决特许经营用地的征用、拆迁补偿标准，高

强度开发下的交通组织和环境整治，收益返还机制等一系

列问题，从而避免北京市城市建设历史上“房地产开发带

动危旧房改造”、“房地产开发带动文物保护”等模式曾

出现的弊端。

3.2 城市管理

现代市场经济容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即在市场

自由竞争之外，使政府适时弥补“市场失灵”，扮演好宏

观经济的调控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部效应的消除

者、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调节者以及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

色，并不断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4]。

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系统的两个分支，土地开发管理与

交通建设管理既自成体系又相互交叉。而城市规划部门作

为平衡用地开发、交通建设、市政管线埋设等各方利益，

维持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与秩序，引导产业发展、房屋建

设、公共服务等均衡发展的综合性部门，应特别注重发挥

协调作用。

从土地管理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几年北京市城市土地

储备没有针对公益性城建项目用地进行特殊安排，不仅存

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及其影响地区的用地储备不足问题，

而且，相比经营性项目，缺乏用地供应管理方面的优先

权，审批周期长、征地难度大，给相关设施建设进度带来

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规划重大交通设施用地及其影

响地区的覆盖面积一般较大，而政府的土地储备能力、收

购资金有限，难以敞开收购；另一方面，土地储备管理部

门与规划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缺乏以公共利益保障为目

标，以规划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用地为对象的主动储备。

此外，从规划审批管理的角度来看，在交通影响评价

制度施行以前，用地规划审批与交通规划审批之间的沟通

协调不足，特别是当用地规划调整带来新增交通需求超过

同期交通承载力时，交通部门难以执行合法否决权，可能

为此后规划实施中的供需矛盾埋下伏笔。

因此，为实现北京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的目

标，首先，应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合理引导市场供需关

系，可以借鉴法国“延迟开发区”等经验，在由各级政府

承担的公益项目中，赋予政府土地优先购买权，变被动储

备为主动储备。其次，应在提高规划编制与审批水平的基

础上，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的协调能力，促进土地开发管理

与交通建设管理之间的同步性，保持二者在规划与计划的

编制、调整，项目审批标准与程序，数据更新与信息共享

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最终达到土地与交通在规模、布局、

发展时序等方面的充分协调。

3.3 政策法规

促进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应具备

以下特征：①是市场经济规律与城市管理法则的有力结

合；②各项政策法规之间在内容与目标、出台与施行时

间、施行范围等方面保持协调；③具备必要的稳定性与应

变能力；④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公共利益，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为城市

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但从城市土地开发与交通发展

的关系来看，产业发展、交通技术、土地管理等政策之间

的协调性还有待加强。以北京市郊区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

城区危旧房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为例，在各区域大规模、

高密度开发的同时，由于缺乏配套交通政策、规划设计方

法、开发模式、建设时序等方面的引导与支持，区域对外

交通、内部交通等问题迅速暴露出来。随着近些年大容量公

共交通引导土地开发理念的渗透，二者矛盾逐渐缓解，但是

仍然停留在概念阶段，还缺乏具体的规划设计规范。

以城市交通建设为例，在 1994年国家《汽车工业产

业政策》的指导下，北京市城市交通建设一度以满足不断

增长的小汽车交通为主要任务，这给土地资源紧缺、环境

保护任务重的首都城市北京带来巨大压力。停车场不足、

道路拥堵、交通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城市居民的焦点问题。

随着 2004年国家汽车产业政策调整、2005年优先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政策的深化，小汽车交通需求管理逐渐受到重

视，北京市逐步走向城市交通与紧凑型用地开发相结合的

发展之路。

因此，为进一步实现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的

目标，北京市还需要继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将产业发

展、资源开发、资金分配等各项政策整合并相互衔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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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同的适用性和一致的实效性。其中，建立公共交通法

律体系是保障协调的关键与重点。首先，要尽快出台《城

市公共交通法》，将公共交通从福利事业、公用事业、公

益事业还是经营性产业等众说纷纭中解脱出来，明确定义

其属性，赋予经济扶持、公众参与、公平公开竞争等政策

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企业、公众的权利与义务，规范

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使城市管理工作与市场开发经

营行为有法可依；其次，尽快制定公交优先政策的实施细

则，确保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的优

先：优先保证合理的公交用地需要、优先保证公交资金投

入、优先保证公交高效运营、优先保证公交换乘方便，逐

步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私人交通为辅的交通模式。

此外，还要继续完善规划技术法规，为商业区、工业

区、居住区等规划设计提出用地与交通协调标准，引导科

学合理的城市改造或新区开发。以《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规范》修订为例，可以借鉴《香港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住宅发展密度应随着与铁路车站及公共交通交汇处的距

离增加而逐渐下降，在主要交通走廊或铁路车站服务范围

以外的地方，若设有足够的接驳交通工具以连接铁路车站

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也可考虑进行较高密度的住宅发展；

在高容量运输枢纽附近进行较高密度的住宅发展，意味着

易受土地利用方式或环境问题干扰，因此进行规划时必须

周详考虑环境问题，以确保符合环境目标，在适当时候更

须纳入环境舒缓措施(如增加绿地等开敞空间)”等内容，

增加居住区选址与公共交通设施关系、居住区内外公共交

通、居住区规模与公共交通设施配套指标等技术指导。

4 结语

城市规划的目标是美好的，但规划实施的过程却是长

期而多变的，只有以公共利益优先、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

则，推进开发经营、城市管理和政策法规三要素的相互协

调，才有可能打破“越开发，越拥堵”的怪圈，建设一座

充满活力、“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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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启发式规则的终止条件：①若算法迭代到第500代，则

终止计算；②若某代群体中染色体的平均适应度与当代最

佳染色体适应度的商大于 0.9时，则终止计算；③若最佳

染色体连续保持10代，则终止计算。

4 结语

城市公交系统运营中的盲目调度不仅使公交发车数量

增多，还造成公交系统运营效率降低、公交服务水平下

降，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调度过程中没有考虑公交通行能

力的约束。建立了在智能公交管理系统动态数据支持环境

下，对公交车辆进行实时调度的优化模型，并讨论了如何

利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根据该算法编制的调度软

件已经在国内部分城市公交企业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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