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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嘁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和行政区划的耦合演进机制＋
魏立华

闰小培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回顾和分析了珠江三角

洲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之间的耦合演进过程，并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
态势、产业空间相结合，提出了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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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说，城市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

看，城市数量急剧增长，集中体现为中等城市升级为

城镇的转移与集聚．城市地域扩展以及城市文化与

大城市，建制镇发展为小城市。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

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

看，１９９７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水平已达到４２．５４％②，

散；从狭义上说，城市化仅指城市数目的不断增多和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０年珠江三角洲

城市人口、用地、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１９８０年代中

总人口４ ０７８万人，城市化水平为７１．５９％，与１９９０

期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

年相比。珠江三角洲总人口增长了１ ９３９．３４万人．

亦呈现快速、多样、阶段性等特点：在不同经济发展

其中暂住人１２占９１％，构成人１２增量的主体。自然

阶段和产业组织模式下．城市规划和行政区划不断

增长人Ｅｌ仅占９％；人Ｅｌ总量年均递增６．４５％，增长

进行耦合演进，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速度为全国的６倍以上。

种种问题。
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问题

２０００年珠江三角洲“暂住人口”达到２

１６１．３３

万，占总人１２的５３％，与１９９０年相比，１０年间暂住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是以外向型投资为主导、自

表１珠江三角洲区域城镇体系变化情况

下而上进行的，呈现出沿交通运输网络延伸、以各个

年

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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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ｌ

中小城镇为节点的网络式生产景观．其特征集中表

特大城市（人／：１≥１００万）

１

现在城市（镇）数量迅速增加、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

大城市（人口５０万～１００万）

一０

急剧扩大、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初步形成等方面。

中等城市（人Ｅｌ ２０万～５０万）

一

５

１ｌ

１２

１３

小城市（人口１０万一２０万）４

８

１５

１４

９

１．城市（镇）数量激增，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

注：１ ２０００年番禺市、花都市“撤市设区”并人广州市．斗门县并入

非户籍人口比例占半数
从珠江三角洲区域城镇体系变化情况（表１）来

珠海市，因而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８年少三个城市。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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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此指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和中山市。另外包括惠州市和肇庆市部分
县区。

‘喏虑到人口统计中漏掉的几百万外地劳工和从事商品农业或非农产业的农民，这一数值将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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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了１１．３４倍，年均递增２７．５３％；暂住人口

在过度竞争

集中分布于核心区的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市，四

珠江三角洲各城市在“区域先赋条件”较为相同

市暂住人口共１ ７７２．１９万人，占珠江三角洲总量的

的情况下，通过多方利用“外资”、培育民营企业及国

８２％。专业性生产城镇或小城市、大城市郊区、“城中

有企业体制改革，形成了各自的主导产业。但珠江三

村”成为外来务工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对于很多中小

角洲各城市主导产业相似系数较高（表２），以珠江

城镇而言。非户籍人口往往数倍于户籍人口，这成为

东岸的惠州、东莞、深圳（深莞为０．９４０，深惠为

城市规划与行政管理体系不容忽视的问题。

０．９８６，惠莞为０．９３５）最为明显，这种相似性很难产

２．城建用地快速增长，小城市（镇）用地粗放

生集聚效应，且易导致各城市在引资、改善生态环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间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增长速

境、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激烈竞争。这集中体现在

度为８．３％。快于同期人口增长速度：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优惠财税政策吸引外资，

珠江三角洲年均耕地面积减少２％，基本建设投资

设置低环保“门槛”等。这种比拼资源“廉价程度”和

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５．９％。如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惠州市建

政策“优惠程度”的做法极不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

成区面积每年以将近８ ｋｍ２的面积扩张，由１９９９年

创新的内生经济的增长及区域竞争力的提高。

８１．５８ ｋｍ２扩展到２００１年的９７．４２ ｋｍ２。外商投资以

４．“城中村”普遍存在。难以治理

及与之相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城建用地规模快

“城中村”指伴随城市郊区化、产业分散化以及
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

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在新增城建用地中，建制镇用地增加量高于城

城建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一城市转型

市用地增加量．原因在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使用

不完全、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简言

权，使各级镇、村政府随意批租土地，吸引外商或发

之。“城中村”是指城市建成区或发展用地范围内处

展民营及集体经济。这导致两种后果。其一，大城市

于城乡转型中的农民社区，内涵是“市民城市社会中

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效益高，但土地资源稀缺，产业结

的农民村”。“城中村”作为珠江三角洲快速城市化进

构调整缺乏空间支持。１９９９年广州、深圳、珠海的土

程中的产物，其“亦城亦乡、亦农非农”的城乡二元体

地使用权出让和土地使用权划拨达到３

５７４ ｈａ，占

制严重阻碍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及产业空间的有效

到广东省总量的５１．４％，２０００年更达到５４．６％，２００１

组织。广州市２０００年“城中村”总用地面积８０．６

年达到４７．１％．尽管三座城市城建

表２珠江三角洲９大城市３９个工业行业结构相似性系数１比较

用地扩展迅速．但已无多少调整缓

城市

广州

和的余地。其二，建制镇以粗放外延

广州

１．００

式急剧扩展用地，建筑密度较小，容

深圳０．４３８

１．００

积率较低。顺德市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建

东莞０．６３９

０．９４０

１．００

设用地总投入量为６

佛山０．６２１

０．４０５

０．５４８

１．００

珠海０．６３９

０．７５３

０．８１６

０．８２５

１．００

江门０．７１５

０．３８７

０．５５５

０．７９３

０．７０９

１．００

中山０．７２３

０．７２７

０．８４２

０．７９０

０．８６５

０．８４７

１．００

惠州０．１８０

０．９８６

０．９３５

０．４２２

０．７３７

０．４１３

０．７５０

１．００

肇庆０．７０３

０．６２４

０．７４２

０．５２６

０．６２５

０．７７３

０．８１２

０．６３２

０９２

１９９８年全市闲置土地达１

ｈａ，但

０２３ ｈａ．

闲置率达１６．８％。闲置土地大部集
中在各专业镇区③。１９９６年，东莞市
区批而未建的土地面积达２１．７５
ｋｍ２。是当年建成区面积４０．３６

ｋｍ２

的５３．８９％。２００３年，全市经省确认
的违法用地达１５ ０００ ｈａ。
３．城市产业相似系数较高，存

深圳

东莞

佛山

珠海

江门

中山

惠州

肇庆

１．００

注：１．根据《广东统计年鉴２００２））有关珠江三角洲９个城市主要工业行业产值计算

勋：］三兰丝｝，ｓ上，为两个区域的相似系数，石肌‰为，、Ｉ，两区域Ｋ

而得．计算公式如下：

１八２二Ａ★）（∑Ｘ‘）

部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③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南海市、以各镇区吸引外商投资为主的东莞市，其发展态势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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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占建成区总面积的２６．１７％。物质空间的杂乱无

资首选地：行政区划调整亦遵循外商投资的空间轨

序、城市社会的藏污纳垢之地、屡禁不止的地下非法

迹展开，即从濒临外资主要来源地（香港和澳门）的

经济、难于管理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等问题使“城中

地区开始，然后沿交通网络向珠江三角洲腹地逐步

村”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塌陷带”：而以“景观城市化”

推进。１９７９年深圳、珠海由边陲小镇设立为市，并于

为主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亦未改变村民“寄生型”

１９８０年正式设为经济特区，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间，珠江

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三角洲累积实际利用外资１３．６亿美元。其中深圳市

二、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
区划的耦合演进过程

实际利用外资５．４亿美元，占整个珠三角的４０％，但
由于外商对改革开放的立法和政策存有顾忌，投资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规划和行政区划的耦合演

侧重于宾馆、娱乐场所等非生产性的第三产业，投资

进成为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

地点仅集中于广州和深圳两市；考虑到香港产业升

力量。

级。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扩散、迁入珠江三角洲的

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经济奠基阶段——城市规划

趋势。中山县和东莞县分别于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设为

与行政区划耦合的“触发～探索”

县级市。此外血缘和亲缘关系对外商投资企业选址

城市（镇）的行政级别与财税、投资、土地以及项

行为影响较大，城市规划往往紧随外资企业之后，为

目审批等权力紧密相关，行政级别所决定的权力及

其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硬环境”，并理顺行

其行政界线成为区域经济政策、城市规划建设实施

政管理体系，改善投资“软环境”。

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经济起飞阶段——城市规划

的先行性因素。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区划
调整的实质在于中央政府分阶段、逐层次向地方政

与行政区划耦合的“稳定一深化”

府放权，以扩大地方政府财税、引资、项目审批等各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外商投资开始大规模进入

方面自主权，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进行城市

生产领域．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来自港澳的投资占珠江三

规划建设的积极性，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放权”以

角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７３．９％（台湾２．１％，美国

达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城市建设的目

１１．６％，日本３．４％），香港成为珠三角经济起飞阶段

的，并采取“切块设市”、“特权赋予”两种方式（图

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外商投资的“边界导向效应”、

１）。

“集聚效应”和投资区位“路径依赖性”使东莞县、中
珠江三角洲是外资推动的“外向型城市化”。呈

山县成为投资热点；适应这一形势，１９８８年两县升

现出“边界导向效应”和“小城镇倾向”。港澳地区是

级为地级市，财政、税收、投资引资政策、土地审批等

外资主要来源地，环珠江口沿岸的市、县、镇（村），即

自主权范围扩大．城市规划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加

最靠近港澳、水陆交通便捷的市（县）便成为外商投

速进行。１９８８年深圳市又被中央列为计划单列城

图１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经济奠基阶段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耦合的“触发一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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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赋予其相当于副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享受特

江三角洲各城市承接港澳台扩散或外溢的劳动密集

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其外向型加工企业和进出口贸

型产业，发展并逐步完善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城市

易蓬勃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枢纽作用发展很

产业的自主经营和创新能力迅速提高．各级城市政

快。

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进行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建
从投资区位来看。港资集中分布在环珠江口沿

设，以引导外商投资的产业及空间区位，仅１９９９—

岸的市（县），形成一个狭窄的倒“Ｖ”字形地带，也即

２００１年珠江三角洲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

东岸的深圳一东莞一广州一线。西岸的珠海一中山

２

３５４．７７亿元。

一线，其中深圳和东莞两市１９９３年实际利用外资

珠江三角洲作为“城市型政区”．存在很多跨界

２２．３亿美元，占珠江三角洲的３５．６％。根据香港工业

城市（城市行政区小于建成区），以行政区“地方利

总会的调查，截至１９９２年底，分别有４７．７％和

益”为出发点的城市规划，使城市间在产业发展序

２０．３％的香港制造业投资在深圳和东莞：９６．７％的香

列、跨界基础设施、土地所有权归属等方面存在激烈

港企业家将“地理上的接近”作为投资的决定性因

竞争，甚至冲突；区域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源开发、

素；以地域临近为构建基础的“前店后厂”模式初步

环境治理等难以得到单体城市（镇）的配合，譬如因

形成。

各级城市（镇）在主导产业序列、污染控制标准、产业

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从深度和细节上完善行

进入的环保“门槛”等方面相冲突，珠江流域污染控

政体系，促进中小城市（镇）建设；提升行政级别，赋

制规划流于形式，水污染及水质性缺水严重。为应对

予城市（镇）在招商引资的项目审批、城建资金、城市

或缓解以上严峻问题，政府采取了行政升级、界限扩

管治等方面更多的权力，依然通过“放权”促进城市

充、归并整合、权力回收等行政区划措施以促进城市

规划建设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主要特征为“撤县设

经济和规划建设的健康发展。２０００年广州市城市规

市”，而按照国家规定，县只能审批１ ０００万美元的

划战略调整，行政范围扩充，花都市、番禺市“撤市设

建设项目，而县级市可以审批３ ０００万美元的项目。

区”，重点建设番禺南沙深水港，发展石化等资金密

３．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经济整合阶段——城市规划

集型产业和物流运输业，北部花都区兴建新白云机

与行政区划耦合的“冲突一创新”

场，发展航空物流业；２００２年“大佛山”归并整合，财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外资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加

税及城市规划权限逐步回收，构建广东第三大城市；

速，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珠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

为缓解土地紧缺。改善生态环境等区域性问题．回收

到３８７．５３亿美元，是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实际利用外资

部分行政权力以及确立新的“政绩”考核标准逐步得

的２．９倍，港澳资金依然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其中近

到认可（图２）。

４０％投资于广深两地。从区域产业体系角度来看，珠

图２

１９９０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经济陷入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经济整合阶段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耦合的“冲突一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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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经济转型受挫；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大珠江三

仅为５７．３２亿元，三水市ＧＤＰ为７６．３７亿元），形成

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迫使珠江三角洲

以服装、电子信息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现代化

行政运行体系继续创新。２００３年６月《内地与香港

的内外交通运输网络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城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ＣＥＰＡ）签

区，使虎门镇具备了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形态与规模，

署，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

但镇级的行政管理体系和职能难以驾驭城市建设和

规定，极大地促进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贸合作以及

产业发展。此外，各级城市政府结合自身特点，通过

“物流平台（广深地铁衔接、空港协作、珠港澳大桥

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重点对“城中村”问题及流动人

等）”的规划实施，有效梳理以往“港深珠”杂乱无章

口问题进行改制和改造。广州市从“四项转制”人手，

的经济发展秩序，并最终整合“大珠江三角洲”；在区

即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农民转为居民：村委会

域产业空间上有望形成二龙戏珠的“双核模式”，即

转为居委会；原农民使用并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

广佛都市圈和深港都市圈，随着珠港澳大桥的建设，

有土地。村民宅基地房屋权属转为城镇房地产权属：

有助于珠澳（珠海一澳门）都市圈的演进发展，以建

原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转为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

立珠江三角洲“三足鼎立”的稳定态区域空间发展格

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将原农村管理纳入城市

局。

一体化管理，进而促进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
以户籍人口规模确定城镇等级并赋予相应行政

管理权限的做法亟需修正。忽略几倍于户籍人口的

三、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
区划的耦合演进机制

暂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规划编制与行政管制失效、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

社会问题滋生的重要原因。以东莞市虎门镇为例，

化演进的原动力，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系作为制度

２００１年人口已达到６４万人（外来人口５３万），ＧＤＰ

创新因素构成不同城市化态势形成的政策保障，城

为８４亿元，创汇近１０亿美元（而同期高明市ＧＤＰ

市规划则成为行政权力构架内城市化最终实现的物

动力机制
ｉ
现象
：
调控手段
；
空间表征
……………………………………………÷……………………………………………………………………｛……………………………………………………………………÷………………………………
：

图３

；

珠江三角洲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的耦合演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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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手段。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从外延层面上分析呈现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及行政管理体

人口小城镇化、城乡一体化④、大都市区化、特大城市

系的协调化（或制度性一体化）基础之上，并最终通

的居住郊区化等形式。从内涵层面上分析，城市内部

过城市规划达到空间一体化的。

空间重组强调城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人居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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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江三角洲的城乡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空间一体化（而非经济一体化），即城镇与乡村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和高度灵敏
的信息设施相联络，人口的市镇集聚度不高，二、三产业地域分布相对分散，这在东莞市、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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