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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谈收缩城市：

城市的历史并不总是被增长所主宰。
因为，城市是一个人工的生命体。
城市有孕育期，有诞生期，有少儿期，
有发育期，有青壮期，
当然，城市也有她的衰落和萎缩期。

（吴志强，《收缩的城市》中文版序）

城市规划能起到作用吗：

收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转变形式，它并不
改变其赖以发生的城市物质环境。
...

在传统的通过建设来发展并影响城市的发展方
式以外，是否还有别的介入城市发展的方式？

（菲利普·奥斯瓦尔特，《收缩的城市》序）



研究内容：

基于对国外收缩城市的实例分
析，系统性地梳理总结各国及
各城市在应对城市收缩问题上
的策略和方法；

在理解中国城市收缩机理的基
础上，期望对中国城市收缩问
题的应对之策做出探索性的回
答。

前言

收缩现象

原因机制

规划应对

人口减少 经济衰退 住房空置

全球化 去工业化 郊区化 人口老龄化

犯罪率高

1. 目标导向
Vision

2. 总体策略
Strategies

3. 具体措施
Projects & Tools

传统增长主义

合理精简主义

城市复兴

精明收缩

or

自上而下的
大型旗舰项目为主

自下而上的
“软工具”为主

可迁移性 价值取向 规划决策 设计落实与实施



- Hospers依据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于城市收缩过程的认识，将现在主要应对城市收缩过程的
战略划分为稳定、反抗、接纳和利用四种类型。

- Sousa 和 Pinho 将应对收缩的策略分为反应和适应两类：“反应对策”是指逆转收缩和刺
激增长的策略措施，“适应对策”是指正视城市收缩现象，并对收缩地区合理的规划。

1. 目标导向 - Vision

传统增长主义目标导向
稳定、反抗

合理精简主义目标导向
接纳、利用

城市发展不再以通过投资带来
经济增长为前提，不再为更多
人口和更大建成区制定发展目
标，转而关注城市的存量空间，
同时增加针对城市中心地区的
投资来提高生活质量。

传统增长主义价值观规划的核
心观念是增长，增长主义在城
市发展目标制定中根深蒂固。
城市收缩是被视为反常甚至是
病态的，针对收缩城市和区域
的规划仍然聚焦于“再增长”。

VS



2. 总体策略 - Strategies

• 城市的增长机制不光在美国比较明显，在各个工业化国家都有
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21 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
工业化国家在制定城市发展目标中，仍旧延续传统的增长主义
价值观。

• 在美国，当前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讨论仍然聚焦于城市再增长，
城市的收缩是被视为反常甚至是病态的。城市决策者和规划师
希望通过可以带来增长价值的旗舰项目的建设来拉动城市经济
的增长，在城市核心区进行增长性的投资建设（往往是高端物
业，可带来更多增长附加值），引发城市绅士化现象；或针对
城市外围能够带来增长的地区的刺激性投资，但后果常常是加
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贫困现象。

2.1 反应对策：城市复兴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通过刺激性投资及大型项目的引入来缓解、反抗城市收缩

（图片：美国收缩城市现状. 来源：BCL）



2. 总体策略 - Strategies

• 典型案例：美国匹兹堡

• 第一阶段为1945-1970年的战后复兴；

• 第二阶段为1977-1988年的全面转型，该阶段推进了PPG 广场、
牛津中心与第五大道广场等商业商务设施建设，组建了匹兹堡
文化信托基金，并以大学和风险基金为依托，建造了一批高科
技企业孵化器；

• 第三阶段为1989 年至今，1994年提出地区经济复兴计划《协
同工作、竞争全球》，1997 年完成《匹兹堡市中心区规划》，
使匹兹堡成功转向教育、旅游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和以机器
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2.1 反应对策：城市复兴

（图片：匹兹堡的城市转型. 来源：规划
前沿观察）



2. 总体策略 - Strategies

• 典型案例：美国克利夫兰

• 引进重要项目如滨道工程(Detroit-Shoreway)，对旧电池厂的
棕地进行再开发。但滨道工程是以开发商意志为先导，同时在
州政府层面，克利夫兰政府倾向于鼓励增长主义导向的项目工
程，力图保持城市的增长势头，并与其他城市竞争联邦及州政
府资金。

• 新办公建筑、居住单元和高端酒店的建设加速了城市绅士化。
滨道工程实施后并未延缓克利夫兰城市整体郊区化的态势，仅
仅在几个区域出现点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政府等相关部门仅
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资金的支持，导致克利夫兰收缩现象加
剧，社会分化及房屋空置现象进一步严重。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2.1 反应对策：城市复兴

（图片：滨道工程位置示意及城市全景. 

来源：Cleveland Planning Commission）



2.2 适应对策：精明收缩 ——关注城市存量空间，提高城市中心地区的生活质量

2. 总体策略 - Strategies

• “精明收缩”源于德国对较为贫穷破落的东欧社会主义城市的
管理模式(Jeff, 2009)，主要针对人口衰落城市的经济问题和物
质环境问题。2002年，罗格斯大学的Frank Popper教授和其
夫人首先提出了精明收缩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为更少的
规划——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 。

• “精明收缩”是指在收缩城市“复兴”前，精简城市现有规模
以匹配目前或预计的城市人口。精明收缩是以缩减城市新增土
地开发为基础，科学合理的确定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发展规模，
提倡土地的集约节约使用与存量土地的开发与利用，研究城市
发展目标并对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进行合理调整，促进城市价
值的提升与资本和人口的回流。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图片：美国扬斯顿2010规划. 来源：
DAvignon - Youngstown needs a new plan）



2. 总体策略 - Strategies

• 英国利物浦：政府建立“工业园区、城市开发公司、城市发展
基金”等进行城市土地再开发，并从收缩地区的住房、经济、
社会、环境问题等角度，解决住房市场的持续低迷；2000 年
当地政府开展文化更新行动，通过文化项目的引入更新收缩地
区和滨水区域。

• 德国马格德堡：包括易北河同居项目及联合拆除项目。易北河
同居项目以河流作为文化、生活的空间载体，从整体上引导收
缩地区的复兴。在联合拆除项目中，政府鼓励租赁公司在城市
中心区投资房产，以此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密度，增加中心
区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同时鼓励拆除城市边缘地区的废弃房
产，解决城市边缘区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与巨大花费等问题。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2.2 适应对策：精明收缩

（图片：马格德堡. 来源：国际城市规划）



霍兰德等(2009)提出，在收缩城市的规划对策上需要重点考虑以下议题：

• 土地利用：尤其是对空置地的利用问题；

• 环境问题：减轻环境负荷和生态保护的问题；

• 基础设施：如何将基础设施的规模缩小到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状态；

• 人口密度：如何在城市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依然能保证城市的密度与活力；

• 社会公平：基于社会公平理论的收缩城市规划。

重新思考空间和使用的关系，涉及到整个规划范式的转变——

从“硬工具”转向“软工具”(Oswalt, 2005)，

社会公平 / 城市治理 / 政策机制 / 文化更新 / ...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典型案例 总体策略 主要项目/措施

反
应
对
策

美国·克利夫兰 城市再开发
• 旗舰型“大工程”：欧几里得交通工程、滨道工程
• 刺激性的投资项目：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高档社区
• 政府等相关部门仅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资金的支持

德国·莱比锡
多方面城市复
兴

• 引进知名企业：宝马、保时捷建立工厂；德国邮政、亚马逊建立物流集散中心
• 建立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通过各类音乐节增加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 City Renewal East (Stadtumbau Ost) 项目：应对房屋闲置、城市肌理不连续问题

英国·曼彻斯特
资产导向的城
市复兴

• 申办奥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推动一系列体育和艺术大型建设项目
• 建设了英国第一个轻轨交通项目（Manchester Metro-link），重塑城市形象
• 旗舰性项目建设和场所营销行动：新国际机场，金融、零售、娱乐中心场所等

适
应
对
策

美国·扬斯顿 精明收缩
• 建立城市的绿色空间网络：将大量荒置的土地和房产转化为绿地空间
•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地区：将原有工厂改造成工业艺术公园
• 建设多样化的邻里、培育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

德国·马格德堡
改善城市生活
环境

• 易北河同居项目：以河流作为文化、生活的空间载体，重塑公共空间的活力
• 联合拆除项目：增加中心区基础设施使用效率，拆除城市边缘地区的废弃房产
• 联邦政府不光资助国际建筑展览，同时也资助当地应对收缩的行为

日本·富山市 紧凑型城市
• 重建公共交通网，引入新一代路面电车LRT，“富山轻轨”成为新的城市标志
• 改造地域据点，将城市整体划分为包括中心市区的14个地区生活圈，激活中心市

区的产业、商业，方便市民生活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表格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1974年，费城颁布《费城绿色计划》将荒置的地块
改造成为城市开放空间和绿地，改善城市适宜性；

• 2006年，布法罗城采用了包括管理空置土地的《皇
后城市总体规划》；

• 2008年，底特律开始了非盈利空置房产整理运动
(Detroit Vacant Property Campaign)；

• 密歇根州的弗林特通过土地银行将荒弃地块转化为
邻里花园；

• 宾州的布拉多克通过吸引艺术家入驻，实现荒弃房
屋的更新和文化艺术环境的营造。

清理荒置地块、建筑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图片：底特律的荒置建筑. 来源：《收缩的城市》）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Schilling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正确规模模型(right-

sizing model)的概念，并建议使用绿色基础设施来
重建美国收缩的城市。在这个模型中，一些空置的
建筑和场地将成为临时的或永久的社区花园，口袋
停车场，城市农田和社区森林。

• 通过将空置和废弃的建筑及场地利用绿色基础设施
转化为绿色资产，可以在恢复城市生产力的同时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罗切斯特城颁布了绿色工程“从枯萎到光明”
(Green Project: From Blight to Bright)，来指导如何
将废弃建筑和场地转变为绿化。

绿色基础设施

（图表来源：马爽, 龙瀛.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中国收缩城
市正确规模模型）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土地银行(Land Bank)是美国城市中较为普遍存在的
机构，其主要目的是集中、持有、管理以及处置城
市或地区中最为麻烦的资产。其运作模式主要是通
过没收拖欠房地产税额超过现有价值的房屋或土地
(property tax foreclosure)，经过自身的经营管理改
善其运营状况，将其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空间或出
售给私人，以达到改善城市土地及房屋运营状况，
并改善城市环境的目的。

• 土地银行的资金通常来源于一些授权的基金、当地
基金，有时候联邦或者州的住宅、社区和经济发展
项目中的一些基金也是土地银行的资金来源。

土地银行政策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图片：底特律·人们参观拍卖的房子. 来源：网易财经）



（图片：弗莱堡社会城市项目. 来源：绿色之都德国弗莱堡）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Schilling和Logan(2008)认为，通过邻里合作规划可
以增加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sus)，从而提升
社区凝聚力，改善衰败社区的生活品质。

• 市民基于个人或社区参与城市发展，进行短期的、
地投入的、DIY式的开发建设项目，通过建立市民
网络，实现交流和合作(周恺&钱芳芳, 2015) 。

• 社区自建活动：政府财政的困难导致公共设施维持
困难，社区组织和志愿者自发地承担维护或改善责
任，捐赠设施、清扫街道、粉刷房屋等。

• 德国弗莱堡“社会城市”项目，主要采取社会义工
(social work)的形式，而不是某种面向城市未来的
真正工具，来介入纠纷不断的社区(Oswalt, 2005)。

社区规划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城市收缩产生了剩余空间，荒原、森林和田野又回
到城市，越来越多地决定其外观和结构。这些都市
农业或社区花园景观吸收了城市元素和功能，为城
市和市民重塑了都市生活。

• 英国索尔福德市中心的苹果树庭园：这个在现代建
筑的环绕之下的花园有着丰富的地形变化，它完全
依靠志愿者的力量建造出来，它为居民提供了新鲜
的蔬菜和水果，并为整个住区打造了一个新的形象。

• 英国利物浦拖迪斯社区的实验：把奶牛放在社区里
会发生什么？发起者希望验证自发组织的城市农业
行为对于社区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也希望探
索常规的闲置空间改善策略之外的其他的解决方式。

都市农业

（图片：苹果树庭园 & 奶牛实验. 来源：《收缩的城市》）



3. 具体措施 – Projects & Tools

• 有研究表明，收缩地区的文化和艺术基因往往能孕
育出特异的废弃地文化和先锋派思想，被破坏的价
值观和中断的意识形态常在音乐、电影、绘画和生
活方式上激发出旗帜鲜明的冒险和创新(周恺&钱芳
芳, 2015)。

• 底特律发明了高科技舞曲(techno)，而绝大部分英
国的朋克(punk)、高科技舞曲、浩室(house)的音乐
种类都来自20 世纪70 年代的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
这些也在城市的发展上留下了印记。假如没有那些
音乐景象，曼彻斯特中心区的活力再现将是无法想
象的，是音乐把这一中心区从废弃的工业区变成了
都市文化绿洲。

城市亚文化

（图片：收缩城市的亚文化. 来源：《收缩的城市》）



• 进一步总结梳理各国及各城
市在应对城市收缩问题上的对
策，形成系统性的应对收缩城
市的案例库和工具箱；

• 深入分析各个案例中城市收
缩的机制及其应对策略的演化
发展逻辑，分析其政策制定及
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和
决策过程；

• 在理解中国城市收缩机理的
基础上，完善各种策略工具，
并验证其在中国收缩城市应用
的可能性，对中国城市收缩问
题的应对之策做出探索性回答。

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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