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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宁波路在何方？

面对“名城名都”建设的宏伟蓝图，城市更新的理念开始步入甬城市民的视野。如何在新
一轮城市建设的竞争中避免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的“大
城市病”，提升城市品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有关专家认为，科学推进城市更新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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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深圳市在全国首次
提出“城市更新”概念，并在全
国率先出台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法》，成为国内首部关于“城市更
新”的政府规章，至今已陆续出
台了20余项政策性文件。去年10
月，深圳市启动城市更新领域的

“强区放权”改革，城市更新工作
全面提速提效。

根据深圳“十三五”规划，
全市完成各类更新用地规模将达
到 30平方公里；加强创新型产业
空间供给保证工业用地比重不低
于 30%；通过城市更新配建不低
于 13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及总规模
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创新型产业
用房。

坚持市场化运作是深圳城市
更新机制创新的重点。“市场运
作”即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鼓励
原权利人自行实施、市场主体单

独实施或者两者联合实施的方
式，从制度上为市场力量进入城
市更新提供路径。另一方面，通
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
与城市更新。在市场化运作过程
中，尊重和保障原业主、原村民
等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及改造意
愿也是城市更新的亮点之一。

同时，深圳创设了更新单元
制度。以“城市更新单元”为基
本管理单位，更新单元规划不再
是政府主导的“包办式”规划，
编制过程充分尊重原权利人权
益，带有协商式的特点，除传统
的用地功能、开发强度等规划指
标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还设专
篇规定项目的开发时序、拆迁捆
绑责任、公共设施落实方案等，
可操作性强，规划落实时间稳定
可控，在优先保障公共利益的前
提下，实现“利益共享”。

（杨绪忠 整理）

城市更新的深圳模式
新闻1+1

对于“城市更新”这个词，
很多人是相对陌生的，或者认识
上存在着误区，认为仅仅是在城
市建设中“把旧的东西用新的替
代掉”。实质上，城市更新是将城
市中已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
活的地区进行重建、整治和功能
改变的目的性行为，是对建成区
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进行改
善，是城市功能的升级换代，这
使得城市建设发展思路和模式与
过去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变化。

宁波近几年在城市更新工作
中产生了不少亮点，如城市棚户
区改造、“三改一拆”行动、轨道
交通开工建设、中心城区背街小
巷综合整治工程等，但光靠政府
来主导城市更新项目是不行的，
正像专家指出的那样“政府主导

的公共财政投入模式导致更新改
造的成本高企，且多为封闭运
作、自求平衡”。这就需要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参
与、互利共赢”的原则，动员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城市更新改造。

宁波的棚户区改造之所以进
展比较快，走在全国前列，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引入了以国家
开发银行为主、其他商业银行共
同参与的资金。在城市更新工作
中，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及社
会 力 量 参 与 ， 按 照 PPP 建 设 模
式，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同时，
把城市更新放到“名城名都”建
设的总体部署中去谋划，以“名
城名都”建设的高标准、高品位
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李国民）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更新

评 说

那么，如何以城市更新推进我
市城市建设？近期，市城乡规划
研究中心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了

《宁波市健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及
政策建议研究》 专项课题研究。
课题组对我市城市更新的路径和
重点推动领域做了全景式勾画。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认为，推进
我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总体目
标是：按照“拆除重建、综合整
治、功能改变和历史保护”等更
新手段，分三阶段把宁波市中心
城区打造成为功能合理、空间宜
居、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品
质之城”，全面提升宁波市中心城
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

第一阶段：近期加快推进宁
波市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研究，成
立专门机构，编制完成我市中心
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初步建
立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体制机
制；划定中心城区重点更新地
区，重点推进中心城区三江片区
的城市更新工作，更新改造对象
以城中村、老旧小区、零散旧工
业区、历史文化街区、重点老旧
商务楼宇以及轨道交通沿线地区
的老旧小区和城市公共空间为主。

第二阶段：远期基本建立制
度化的城市更新工作体制，实现
常态化更新；完成三江片区成片
危旧房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

基本完成三江片区的城中村改造
或转型整治；稳步推进老旧小区、
老旧商务楼宇和旧工业区的改造。

第三阶段：远景展望城市更新
成为我市城市空间资源拓展的主要
手段，并上升为宁波城市发展的战
略地位；推进城市更新的体制机制
实现成熟化，城市更新工作实现常
态化。

课题组专家认为，与传统的城
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相比较，城
市更新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战
略性的工作，涉及面广、链条长、
操作难度高，应推进相关立法，建
立长效的城市更新机制，形成多层
面、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支持政
策体系，进一步对土地、规划、建
设、财税、金融等相关领域的政
策、规定、标准作相应的调整，逐
步建立覆盖法规层次、管理层次、
操作指引层次和技术标准层次的一
整套城市更新配套保障政策。

“目前，深圳、上海等地城市
更新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最重
要的因素是实现了城市更新的市场
化机制。宁波要立足本地实际，借
鉴市场化的经验，确保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达到一个完善的平衡，在
城市更新的科学发展上迈出一大
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
分院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城市规划
师吕晓蓓认为。

城市更新重在打造品质之城

运用城市更新理念打造的中山路改造工程一景。
东外滩文化走廊。

打通后的鄞州区长寿东路。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不
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进
行重建、整治和功能改变的目的性
行为，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
必然经历的再开发过程。

分析人士认为，城市更新实质
是对建成区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
进行改善，是城市功能的升级换代，
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把旧的东西用
新的替代掉”。近年来，国内的一些
主要城市，城市更新已经开始起步。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
相继出台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
更新行动计划，不同于以往的大拆
大建，土地资源利用进入以存量开
发为主的新阶段，把历史风貌保护
和存量改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记者了解到，西方国家现代城
市更新的理论已经趋于完善，成果
覆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城
市规划与设计、管理、产业研究、
城市发展与复兴等各领域。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国的城市化
率 从 26.4% 上 升 到 了 57.4% 。 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年来人口迅速
膨胀，大城市特征更明显，“大城
市病”也更显著，即在大城市里出
现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
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
状”。一个城市慢慢地衍生出“大
城市病”,将是以后城市发展的常
态。类似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从婴
儿成长为青年、壮年、逐渐衰老，
慢慢出现一些疾病。为此，近几年
来，城市更新的理念已成为国内一
线城市普遍重视的问题。

“推进城市更新是健全城市发
展体制、转变发展模式的创新举

措，对于促进宁波市中心城区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城乡
规划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介绍，伴随
着城市发展建设的不断深入，当前
我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正逐步实现
由原有的单一强调外延拓展向外延
拓展与内涵提升并重的战略转移，
宁波中心城区已经进入功能升级、
存量优化与品质提升的发展阶段，
城市更新成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重在服务增量
扩张型的城市发展体制已经不能适
应宁波市中心城区的发展需求，传
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

同时，推进城市更新是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的重要途
径。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凭借东方
大港优势，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化
开放型港口城市。但宁波市中心城
区的城市空间主要由园区扩张和新
城建设构成，旧城改造比较滞后，
城市功能比较分散，空间发展的整
体品质不高。通过城市更新，可以
对城市中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要
求的地区进行改造重塑，进而更好
的优化、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
品质。

此外，推进城市更新是保护历
史文化、彰显城市特色的重要手
段。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
过推进城市更新，有利于进一步挖
掘文化遗存，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历史街区、
文物、历史建筑，延续城市文脉；
有利于营造城市特色风貌，形成城
市特色区域；有利于完善城市文化
服务设施，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

“大城市病”呼唤城市更新

近年来，我市中心城区城市更
新对象主要有 6大类，分别为老旧
小区、旧厂区 （旧工业区）、城中
村、旧楼宇、历史街区和重要空间
环境。其中以老旧小区、旧厂区、
城中村为代表的“三旧”仍是目前
宁波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在城市
更新中，我市涌现出不少亮点，如
轨道交通开工建设、中心城区背街
小巷综合整治工程、“三改一拆”
行动、城市棚户区改造、中山路综
合整治工程、重大项目“三年行动
计划”、“美丽宁波”品质提升专项
行动等，这些大手笔既关注物理空

间环境形象品质的提升，也重视城
市内在基本功能的完善，有很多可
圈可点之处。但是，与深圳、上海
等国内一线城市比起来，我市在城
市更新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城市更新方面缺少顶
层设计，长效机制尚未确立。近几
年，宁波城市建设现状日趋庞杂、城
市更新利益主体日益多元，不可预
见性因素的增多使得城市更新推进
及实施难度日益增大。而目前我市
的城市发展中远期规划还没有对城
市更新提出战略性目标，更没有将
城市更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

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尚未确立

来。城市更新的管理主体及管理
依据不明晰，成为掣肘宁波城市
更新可持续性的主要原因。

其次，市场化程度不高。“从
主导力量来看，目前，宁波的城市
更新项目基本是政府主导，如老旧
小区整治、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基
本为政府财政投入。”市城乡规划
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介绍，由于危房
和老旧住宅小区量大面广，需要大
量公共财政前期投入征拆，加上房
地产市场环境等诸多不可预见性因
素，导致项目前期周期延长，财务
成本有所增加，部分项目难以实现
资金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
以统一。

“资金平衡是一个大问题。有
的部门为了追求项目建设不亏
损，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的博弈中，往往会牺牲以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社会
效益。”有专家对记者说，老城区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历史欠账较
多，常见的有幼儿园小学配套不

足、文体活动空间不足、市政设
施缺乏，以及城市机动化发展带
来的停车空间严重不足等。

就历史街区而言，其更新改造
过多迁就商业运营的经济利益，大
拆大建、大肆建设仿古建筑，破坏了
原有格局风貌；改造方式简单粗暴，
街区的自身特色堙没，整体风貌、传
统格局和功能延续性受到影响；在
自负盈亏的现实情况下，历史街区
往往被视为商品，“打造精品”和“华
丽转身”被定为街区改造目标，使得
历史街区转变成为高端商业区。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城市更
新的趋势为有机更新：以公共利益
为重，维护社会公平；以提高城市
的综合效益，寻求经济、物质环境、
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更新方式强调主体的多元性

（包括政府、地产商、公众等）和改
造手段的多样性，如注重保护，以
小规模、渐进式整治而不是大规模
拆建来开展城市更新等。要做到这
一点，我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