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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分权的城市治理模式研究
———以新城新区为例

顾朝林 (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城新区发展过程，认为中国的新城新区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存在市场化、开发区和

行政区三种不同管理模式。然而，由于行政体制的束缚，众多新城新区出现了城市建设资金供应不足、新城新区建成后人气

不足、后期新城新区管理不到位等普遍现象，有的甚至达到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能和房地产严重过剩、交通拥堵和生态环

境危机等城市问题。从基于地方分权的城市治理视角进行研究试图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介绍了德国、日本和我国义乌的

城市治理模式，提出了我国新城新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思考，包括公司型政府治理模式、企业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企业家政府治

理模式。认为: 这三种模式，第一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第二种组织“准政府”的企业实施开发管理，第三

种由来自企业的企业家实施为了企业发展的增长管理，均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走向分权的善治之路。我国的新城新区，可以

通过政府的减政放权和体制内的改革等，达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迈向“善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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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新

城新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国家行政体

制的束缚，众多新城新区出现了城市建设资金供应

不足、新城新区建成后人气不足、后期新城新区管

理不到位等普遍现象，有的甚至达到了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产能和房地产严重过剩、交通拥堵和生态

环境危机等城市问题。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本文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进行相关的讨论和研究。

1 新城新区概念及其特色

新城和新区是城市规划、建设领域一个悠久但

又常新的专业名词。简单地说，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城市自身扩展形成的新开发地区，称为新区; 城

市处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但不能通过扩

展实现，需要跳出主城另择新址进行土地开发的地

区，称为新城。
在西方学术界，所谓新城，是指“一种规划形

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大城市以外重新安置人口，

设置住宅、医院和产业，设置文化、休憩和商业中

心，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1］。所谓城市新

区，是指在旧城的基础上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用于

布局产业和安置人口，依托旧城区规划和建设的新

的住宅、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地域单元［2］。
毫无疑问，传统的城市新区应该是城市内生的有机

组成部分，主要是满足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此

同时，城市新区具有独特的功能地域特色，不需要

自给自足，可以依托主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它

实际上是主城发展的补充和外延，可以充分利用已

有的城市中心、水电路等市政设施和文教卫等社会

设施，也可以营造更现代化的新城区，甚至超越旧

城区发展水平。
自 1978 年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

展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为了吸引国外的资本、技
术和管理经验，针对当时低水平的城市市政设施和

社会设施现实，在城市的远郊设立一批封闭的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下称“经开区”) ，在科技水平较高的大

城市近郊设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区 ( 下称“高新

区”) ，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域设立了国家旅游度假

区，开始了我国新城新区的发展。这些经开区、高

新区和旅游度假区，与城市规划意义上的“新区”和

西方的“新城”有一致的地方，也有非常不同的地

方。首先，它们的一致性在于都是城市发展的一种

空间形式，在近郊与主城毗连的称为“城市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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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郊的可以看作为“新城”。其次，它们的异质性

主要在于我国的这些经开区、高新区和旅游度假区

设置不是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国家改革开放

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由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基础薄

弱、城市市政设施落后，有限的开发费用只能被用

于有限的地域空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引进技

术、资本和企业，不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产城融合

的新区和新城建设，“先生产，后生活”，这类开发地

区首先都是作为“生产区”而规划建设的，应该可以

看做中国早期的“新区”形态。
自 1990 年代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

要，加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国的经济中

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国家推动实施上海大浦东

开发计划，开发的区域面积达过 1430km2。这一地

区，尽管毗邻上海主城，但被黄浦江阻隔，区内没有

已经开发成熟的城市中心，这也就是我国新区发展

的第二个阶段，国家级新区的伊始。它不同于传统

意义的城市新区开发，也与 1980 年代的开发区的开

发模式不同，它是一个包括“生产—生活一体”开发

的地域。由于面积太大，无法满足全区域的市政设

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采取了“从点开始，

连点成网”的开发建设顺序。事实上，这些一个个

“点”，就是传统意义的“新城”，“连点成网”植入生

态系统，就成为现代大都市的“新区”形态。这样形

成的“新区”具有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面积大、
不依赖旧城、产城一体、产业体系突破了制造业传

统包括了第三产业门类，开发建设的水平可以超越

旧城区达到世界当代先进水平。2009 年，国家总结

浦东开发的经验，又开始在天津经济开发区等基础

上设置滨海新区，面积达到 2270km2，拉开了我国

“新区”开发的大幕。
概括地讲，中国的新城新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

产物，是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按照增长原则规划形成

的一类城市空间单元，与西方城市的“新区”和“新

城”有相近 的 涵 义，也 具 有 非 常 独 特 的 中 国 特 色

印记。

2 我国新城新区管理模式

在我国，无论是新城还是新区，均是以开发为

核心的，如何聚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管理模式至关重要。概括起来，新城新区主要存在

三种不同的管理组织架构，它们是市场化模式、开

发区模式和行政区模式。
2. 1 市场化管理模式

市场化管理模式，是一种“建设指挥部( 工委)

+ 城投公司”完成新区的开发建设、新区社会管理

归当地行政区管理的建设和管理，新区建设和社会

管理相分离的管理体制模式，一般适合开发面积不

大、开发时间不长的新区。在实施管理过程中，由

政府控股的城市开发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具体

负责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党工委和管委会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进行管理，开发范围内的教育、
医疗、民政等归属地政府管理，城市政府成立“建设

指挥部”统筹新区的建设和招商引资，并给予新区

管委会土地征收、银行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和扶持政策。开发建设完成后，城市政府撤销“建设

指挥部”，建设项目按城投公司参股情况通过“BOT”
( 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 模式

实施市 场 化 管 理，新 区 管 理 权 移 交 地 方 行 政 区

政府。
2. 2 开发区管理模式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实际上类似美国城市的

“特区”管理制度，赋予它作为城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功能，不仅负责招商引资，而且拥有地方政府的部

分事权，行使新区内部的开发建设、经济发展、招商

引资等，但社会事务仍由地方政府行政区管理。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采用“管委会 + 工委 + 派驻机构”
的管理模式。南京市江北新区就是采取这种管理

模式，新区包括浦口区、六合区及栖霞区的八卦洲

街道，内含高新区、化工园、海峡两岸科工园 3 个国

家级园区和浦口经济开发区、六合经济开发区 2 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2013 年成立的江北新区筹备机构

明确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江

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实行合署办公，负责统筹协调浦

口区、六合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化学

工业园区以及八卦洲街道的有关工作，全面享有市

级经济管理及与其相关的权限。2015 年国务院正

式批准设立南京江北新区。然而，由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主要是协调功能组织机构，开发、建设和管

理实权还在地方政府和相关的下层次开发区管委

会，新区设置后的管理效率并不高。
2. 3 行政区管理模式

行政区管理模式，是一种全面负责新区的经济

发展、开发建设和社会事务的新区开发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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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适用于规模较大，具备较强独立性的综合性新

区。从行政管理关系看，这类新区有三种模式，它

们是: ( 1) “合一”型。新区就是一级地方行政单元，

如浦东新区等; ( 2) “内含”型。新区位于城市二级

行政区内部的特定区域，便于城市政府协调，如北

京的亦庄—大兴区; ( 3) “整合”型。新区跨相邻几

个行政区的特定区域，通过上级政府整合成为一个

二级行政区，如两江新区跨重庆江北、渝北、北碚 3
区。新区开发和管理采用“行政区 + 管委会”的“区

政合一”管理体系。因涉及行政区建设，权限在中

央政府，这类模式实际中不多见。
以上三种新城新区管理模式，各有优缺点。对

于市场化管理模式的新区，指挥部设置的短期性和

城投公司融资抵押物( 一般是土地) 的有限性，一般

适合规模不太大的新城新区; 对于开发区管理模式

的新城新区，由于管委会是过渡性的市政府派出机

构，没有赋予行使行政、规划、管理和协调的事权，

在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现实背景下，在项目引进方面

形成相互激烈竞争，在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缺少有力的组织协调，在企业生产方面外资企业

与本地企业间关联性差，以新区带动老区企业改造

的作用难以发挥［3］。对于行政区管理模式的新城

新区，其设置受制中央政府，一般刚开发的新城和

新区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随着新区的不断

演化，新 区 的 管 理 模 式 会 经 历“市 场 化———开 发

区———行政区”的管理模式的演进，使得新区由相

对分散的独立园区向多区合一的行政区发展，有的

可能从市场化模式一步到位到按行政区模式进行

管理。尽管如此，在现实中，由于新城新区上述管

理模式的根本缺陷，也逐步形成了土地财政、债务

风险、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空城“鬼城”现象等一些

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3 基于地方分权的城市治理研究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城市历史的发达农业国

家，长期以来城市作为广大农村地区的中心，主要

发挥行政管理功能，也就是说城市一直依靠来自农

村的农业赋税养活，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管理的

概念。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 56%，

GDP 主要来自城市创造，国家也进入由农业大国向

工业化强国、城镇化社会的转型。但是，城市管理

的模式改变不大，城市内部管理主要强调行政区的

作用和行政力量，政府间的事权协调也主要局限于

集中管理、功能综合或细分、税收分解或转移、增设

临时专门机构等，没有城市地方经济自治和城市治

理的概念可能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4］。即

使普遍认同的成功经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是

“政府主导 + 国有经济”为主，地方政府鲜见各自地

域特色的竞争性增长模式，很难跳出投资驱动经济

发展传统［5］。据此，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通过地

方分权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城市管理效

率、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繁荣［6］。地方分权创

新城市治理模式，既包括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也包

括城市政府对民间的分权［7］。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

作用需要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
将面向基层、量大面广、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

权直接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3. 1 国外相关研究

实际上，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城市间争夺投

资的竞争异常激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是

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发动机［8］，通过城市治理，

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公司、社团、个人行为对生产要

素控制、分配、流通的影响起关键作用，而且也为城

市增长机器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更高的有效性［9］。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改革，主要是“重塑政府”
( Ｒeinventing Government) ，“再 造 公 共 部 门”
( Ｒeengineering Public Sector ) 的 新 公 共 管 理 运 动

( New Public Management，NPW) ，尤其对地方城市

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简政放权改革，表现为市场化和

简 政 放 权，即 所 谓 的 “4D 运 动 ”: 分 权

( Decentralization ) 、 放 权 ( Devolution ) 、 简 政

( Downsizing) ，去规则化( Deregulation) ［10］。相关的

城市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 1) 政府、管理能

力 和 管 治 ( Government， governability and
governance) ; ( 2 ) 权利分散化和新的地方政府架构

(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new local government
debate) ; ( 3) 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 ( 4 ) 新 的 机 构 安 排 (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等［11］。分权是指因公共职能将权力

和责任从中央政府向下一级或准独立自主的政府

组织或私人部门转移的过程［12］，其核心是体制和制

度的调整。分权包括行政性分权、市场化分权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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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分权三种形式，前者是权力在政府间平行或垂

直移动的过程，后两者是政府将公共管理的相关权

力向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让渡［13］。分权涉及到投

资、规划、建设、管理等权力和责任的转移，通过权

力关系、政策制度、治理结构等对城市规划进行引

导和干预［14，15］。
3. 2 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由于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城市治理主体

结成不同的联盟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和治理模式选择，因为政府—政府结盟的空间效应

都是建立在行政区运行管理基础上的。例如，在城

市内部，中心城区集中式治理导致的市带县改革，

市域内众多城镇分散式治理导致的撤县设市改革，

以及多中心治理导致的撤县并区改革［16］; 在城市群

之间，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发展模式下，产

生城市序列的梯度分权和空间的梯度分权［13］。最

近，分权对区域和城市政治、经济和空间的影响已

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朱勍等认为分权导致的权力

和决策多中心化，将对城市群的功能属性和政治属

性产生深远的影响［15］，比如“省直管县”体制下市

县空间发展诉求的分歧，又如东南沿海地区公司取

代政府成为新城发展的规划者和运营方。李广斌

等认为随着从行政化分权向市场化分权再向社会

化分权的过渡，城市群空间结构也由单中心向多中

心最终再向多中心网络化演化［13］。王文超等认为

行政性分权下，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为分散和集中

的统一，空间发展模式为多中心团块状生长或多中

心组团状跃迁。李广斌等认为传统的梯度式的行

政性分权导致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结构失衡，新型

城镇化下发展权均等将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城市的

规模和等级［17］。
在中国，所谓分权，主要是指放权和限权两个

方面。关于放权: 首先是向市场放权。大幅减少地

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权，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

会资本放开，减少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控制权，减

少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行政权力。其次是向

社会放权。繁荣各类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或去“准

行政化”，创造地方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的条件和氛围。三是向地方放权。除了国防、军

事、外交、转移支付、重大工程、环境、教育和医疗

外，进一步向地方城市政府下放经济发展权、项目

投资审批权、企业经营权和劳动报酬分配权，调动

地方积极性［5］。关于限权。从现实情况看，需要从

政府决策的公开性、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充分的社会

监督三部分构建透明的地方政府便于监督政府行

使的权力［10］。最近的相关研究，依据“放权强镇”
的指导思想，提出采用县( 或县级市) 和县辖镇级市

实行双层政府的管理模式，即: 将环保、教育等区域

性事权保留在县级政府，将经济和民生部分的事权

下放到县辖镇级市，强调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城市

的思想，充分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治理理

念［18］。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建设特区和开放城市

( 区域) 就是向地方放权。后来引进的“开发区”、
“高新区”的概念兴办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区、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将引资、开发、规划、
建设、税收等事权全部下放，这些特区、经开区、高

新区、新区都建立了各自的管理委员会，基本都脱

离城市政府的正常管理程序对辖区进行开发和管

理。1980 年 代 通 过 行 政 区 划 调 整 向 地 方 分 权。
1980 年代的市管县改革、1983 － 1996 年间的撤县设

市改革、2000 年以来的省直管县改革、撤县设区改

革等都都可以看着是中央向地方分权措施［19］。

4 基于地方分权的城市治理模式

4. 1 德国模式

在德国，采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事权

划分体制，为各级财政的支出负担提供了基本依

据。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包括联邦外交

事务、联邦财政管理和国家水路航路管理等。州政

府的事权主要包括行政事务和财政管理、社会文化

和教育事业、卫生体育事业、法律事务和司法管理

以及环境保护等; 地方( 相当于城市) 政府的事权主

要包括地方行政、财政、地方和公共交通、水电和能

源供应、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社会住宅建设和城

市发展规划、地方性公共秩序、健康和体育事业、医
院和医疗保障和社会救济等［20］。地方政府享有处

置地方各方面事务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县与属县的

市镇之间，如果市镇来承担，县就不承担; 如果县承

担，市镇就不设置同一事项机构。县和市镇政府不

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不同地域范围上建立的地方政

府，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整

体看，地方政府承担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80% 的行

政任务。此外，德国采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

的事权，与此配套的财权划分体制，为各级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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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负担提供了基本依据，地方自治成为各自地方

政府“取之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各级地方政府

可以根据事权各自开征地方税并负责相关的事务。
4. 2 日本模式

日本采用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体

制，其中地方政府又分为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
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事务，包括司法、刑罚和惩

戒，运输、通信和邮政，国立教育博物馆、图书馆和

研究、国立医院和疗养设施、气象和水利设施等。
除了外交、国防和司法等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事务

以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福利、保健

卫生、土木建设、产业振兴、消防、警察等工作实际

上都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都道府县、市町村)

分别承担和处理的。并且这些事务的具体实施大

部分是由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团体来承

担。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原则是: 直接与居民日常

生活相关的事务均由地方公共团体来处置，地方政

府负责按自治原则处理事务 ［21］。日本各级政府详

细事务分工见表 1。

表 1 日本各级政府详细事务分工［21］

级别 基础设施 教育 福利 其他

国家

高速公路

国道( 指定区间)

一级河川

大学

私立学校补助( 大学)

社会保险

医师执照等

医药品许可、执照

国防

外交

货币

地方

都道府县( 区域)

国道( 其他区间)

都道府县道路

一级河川( 指定区间)

二级河川

港湾

公营住宅

城市化促进区域和城市化控制

区域的决定

高中、残疾人学校

中 小 学 教 师 的 工 资 和

人事

私立学校补助( 幼儿园至

高中)

公立大学( 部分县)

生活保护( 町村地区)

儿童福利

保健所

警察

职业训练

市町村( 城镇)

城市规划等 ( 功能分区、城市设

施)

市町村道路

等级外河川

港湾

公营住宅

下水道

中小学

幼儿园

生活保护( 市域)

儿童福利

国民健康保险

看护保险

上水道

垃圾、屎尿处理

保健所( 特定市)

户籍

居民户口簿

消防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4. 3 义乌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义乌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抓住

了一系列机遇，从一个小县城发展为小城市，再成

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世界第一大市场和

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企业家型政府组建和运行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年义乌的村镇经济呈现出“一村一品”或“一

镇一业”的块状经济形式，其政府组织与全国各地

大同小异，是行政管理功能。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

发育，以各类产品为中心、以行业组织为纽带形成

了包括袜业、玩具、拉链、饰品、服装、五金、工艺品

等极具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随后过分的低成本

恶性竞争导致这些传统产业集群面临发展瓶颈，而

且规模较小、分布较散、档次偏低、人才素质有限，

无法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日益激烈的区域竞

争。这时的城市政府，在地方产业集群成长的关键

时期开始介入发展指导和协调，为了有效减少行政

交易环节提高空间单元运行效率，通过提供完善的

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扶持龙头品牌企业，将原来

分散的产业集群在空间上进一步集中，在 1992 年建

立了 城 市 次 级 准 行 政 空 间 单 元———义 乌 经 济 开

发区。
在开发区的内部，地方政府根据各自产业集群

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价值链，规划和建设了多个特

色专业园区。这与我国一般的工业园区以外资驱

动的增长方式和面向招商引资的管理模式大为不

同，将新的治理模式注入开发区的管理之中。一些

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为了提高与政府打交道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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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率，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并为行业自身提供更

多的信 息 和 更 好 的 服 务，自 主 组 建 了 非 政 府 组

织———行业协会。各行业协会凭借自身对于行业

的熟悉程度与组织能力，直接领导或参与了部分专

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与组织运行，例如玩具行业专

业园区和化妆品行业专业园区。
当地方政府与产业集群共同发展的联盟产生

后，政府又开始直接参与产业空间的规划和建设，

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设立更多新的地方治理空间单

元，并将这类新治理空间单元从县城扩展到周边的

乡镇，过去以家庭为单元、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各类

乡村地区产业集群，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政策引

导，生产空间开始向开发区和专业园区集中，与原

来的居住空间相剥离，于是各个街道、各个镇也都

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相对集中

提供了就业机会，于是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一

步刺激园区经济发展。后来，由于区域竞争和城市

内部空间单元的竞争日趋激烈，分散无秩序的市场

体系也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遭遇严峻的挑战。面

对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政府权力统一规划和建

设集中型市场和物流站场，并将所有权作为一种公

共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用低价出让的方法通过降

低交易成本将其出租给企业和商户，一方面使市场

的整体搬迁和提升变得易于实施，另一方面也促使

市场进一步集聚形成规模效益效应。
1998 年，为了进一步应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扩张

与升级的强烈需求，地方政府与市场群体又强有力

结合在一起，作出了选择跳出义乌老城，在东北部

郊区共同推进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建设的决策。事

实上，福田商贸城的建设，一方面促进了义乌市场

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化品质的提升，为广大商户和企

业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城

市商贸中心的空间转移和向商务中心功能的升级，

也使城市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张。2005 年，联合国、
世界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等机构联合发布《震惊世界

的中国数字》研究报告:“义乌，距离上海 300km，是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统计的 50
万种商品中这里就有 42 万种。2006 年，国家商务

部推出义乌日用消费品批发价格指数( 简称“义乌

指数”) 定期向国内外发布。自此，义乌小城也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
2015 年义乌借助国际贸易的地位和“义新欧”

专列的开通，仍然基于浙江中小企业经济集群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城市规划和

建设。从企业数据信息、网络信用体系、电子商务

服务、网络金融服务、智能物流服务、跨境电子商务

等方面构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企业间的项目

推介、交易订单管理、信用甄别和交易匹配。一方

面，通过企业组织升级和产业集群整合，构建相互

联系的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组织机

构; 另一方面，构建金融保险支持系统和境外投资

平台，除提供国际财务会计等服务外，主要还为中

小企业提供境外融资、保险、特殊风险控制和非商

业风险担保等。筹划设立义乌民营银行，建立义乌

“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基金”，发展第三方支付、互联

网跨境人民币支付、P2P 互联网融资平台和义乌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等新兴金融业务。在义乌市

场的基础上，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设，进一步将

地方企业( 下游厂商) 、轻工产品物流系统和“一带

一路”国家小商品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最终实现立

足于浙中区域经济，以全面开放为目标，国际贸易

为主线，强化浙中现代化区域经济中心、国家轻工

商品现代贸易试验区、面向“一带一路”的多边经贸

文化合作平台功能建设，由国内国际小商品市场区

转型发展为“专业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5 我国新城新区治理模式的创新

新城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是新生事物，

没有适用的经验和制度框架沿用，借鉴地方分权和

德、日和义乌城市治理模式，进行如下我国新城新

区治理模式归纳和创新思考。
5. 1 公司型政府治理模式

所谓公司，一般是指具有独立的财产、以营利

为目的的企业法人。新城新区开发资金来源往往

是一大难题，通常情况下，政府没有钱进行拆迁变

生地为熟地，那么土地出让项目运作就难以进行，

收益只有在投资之后才能产生，与国有大企业和私

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

径。既然城市财政资金有限，政府又无足够资金支

撑新城新区开发，融资就成为必须。地方政府可以

发放债券筹资，但不能向银行借贷或实际进行开发

建设活动。运用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出资建立新

的专事开发建设融资的城投公司，就可以直接进入

市场进行融投资，从而主导工程建设项目，这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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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新区开发就能获得市场资金注入的动力。我国

城市政府组建的城投公司多以国资为主，与私营部

门之间密切合作，负责融资和建设，并实行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新城新区开发时，城投

公司主要负责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资本运作、区域

开发公司运营等经营性管理工作，并负责新城区开

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产保值增值工作。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通过市场垄断保证城投公司收

益的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它解决了新城

新区启动初期的融资难和投资风险规避问题。例

如苏州中新工业园区，最初中新各拥有 65% 和 35%
的股权。由于这些股权具有国有和跨国企业财团

的成分，所以开发进程是依照新加坡既定的工业发

展模式展开的。这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因为它不

仅带来了高效能的基础设施的兴建，而且这些基础

设施又吸引了许多在中国其他地方找不到合适地

点的企业。
5. 2 企业型政府治理模式

所谓企业，一般是指运用土地、劳动力、资本、
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各种生产要素，以盈利为目的

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在新城新

区开发，一般地，城市政府会采用从政府各有关职

能部门派出人员或机构组建指挥部，除了重大事项

报市委、市政府研究外，其他纳入指挥部统管理，实

行权责统领的一门式服务，形成企业性的“准政府”
机构。具体说，在规定的土地开发范围内，土地实

行统一征用、统一储备、统一出让、统一管理。土地

出让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拍卖资金直接由指挥部

收取，实行专户储蓄，财政监督，全部用于新城新区

基础设施建设。新城新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其市

属权限内的规费、开发配套费和新城新区建设费均

由指挥部统收取，专项用于新城新区建设。开发初

期一般集中力量重点进行道路、环境、社会公共设

施等的建设，有利于迅速拉开新城新区开发框架。
这种运作模式的特点是简政、集权、便捷和高效。
“准政府”指挥部机制，是新城新区为了有效实

施城市重大发展战略，在短期内服务于大事件、大

项目的“企业型政府”。比较典型的如南京河西新

区，为了推动河西新城的建设，城市政府将开发建

设责任和权力从次级政府剥离出来，成立具备采取

更加灵活政策和策略的市直属专业型新区建设河

西指挥部，且被赋予很多的资源和市级管理权限，

例如: ( 1) 赋予快速决策和审批权。指挥部由副市

长兼任指挥长，开发地区的政府主要领导和市级相

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兼任副指挥长，市直各部门

在开发地区直接设置一站式服务窗口，所有开发建

设的事务在开发现场就能完成决策、立项和审批程

序，极大地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 ( 2) 赋予土地管

理和出让收益权。规定除上缴国家和省部分的资

金外，市属部分全部返还给开发地区指挥部用于新

城持续开发建设，仅此一项开发地区指挥部就比一

般区级政府多获得 32% ～ 42% 的土地收益; ( 3 ) 不

投入额外的财政资金，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自行筹

措，授权市场化运作公共资产并留成全部经营收

益，提供优惠的税收减免、返还和补贴等。这种由

“指挥部”、地方政府和市政府主要职能部门共同组

成的新型空间治理模式，表现为指挥部是新城开发

建设的主要责任人，承担新城区规划和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绿化等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工程

等开发建设，并负责组织、协调对外融资。地方政

府主要承担新城内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如拆迁安

置、市政养护等。城市政府不直接参与新城开发建

设，但实际上承担了信用保证的功能。总之，“指挥

部”、地方政府和城市政府三方通过构筑职权明晰、
合作共赢的“联盟”关系，共同推进了新城的快速开

发建设。
5. 3 企业家政府治理模式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二类。一类是

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从事

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类是职业企业家，他们不拥

有企业的产权，受雇于企业所有者从事企业的经营

管理。在更多的情况下，企业家只指第一种类型，

而把第二 种 类 型 称 作 职 业 经 理 人。企 业 家 政 府

(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治理是指招聘一批( 当

然不是全部) 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在地企业的职业经

理人参与政府部门经营管理，使新城新区的开发、
建设、运行和管理处处有利于地方企业发展的治理

模式。前述义乌模式就具有典型性。

6 结语

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处在加速阶段，城市群是国

家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新城新区必然是城镇化的热

点地区，强化这一地区的管理，并从管理中挖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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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动力，选择走向分权的善治之路具有重要的价

值。新城新区的上述三种模式，第一种以盈利为目

的实行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第二种组织“准政府”
的企业实施开发管理，第三种由来自企业的企业家

实施为了企业发展的增长管理，均从不同程度上体

现了走向分权的善治之路。我国的新城新区，可以

通过政府的减政放权和体制内的改革等，达到从传

统的行政管理迈向“善治”的过程。△
致谢: 本文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发展

研究》编辑部 2016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举办的“从

管理到治理: 新时期城市治理研讨会”所写，主要内

容在会中发表，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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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Urban Governance Models based on Decentralization:
Focus on New Towns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

GU Chaolin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towns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hinks that China＇s new town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 has very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also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management modes，such as the market oriented mode，the development zone mod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mode．
However，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many new towns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 appeared some urban
problems，for example，a short supply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funds，the lack of popularit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construction，a bad
urban management，some of them eve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serious excess capacity and real estate，traffic conges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risis． This paper tries to re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overnance
based on decentralizatio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governance modes from Germany，Japan and China ＇s Yiwu city，put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mode of China' s new town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inclu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governance
model for all corporates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The article considered that the three modes，the first put
to pro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osed and one － way managem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second is of " quasi government" enterprises，the third is enterprises from entrepreneurs to implement growth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all of them reflect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good governance from different extents． It is to said that China＇s new town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through the government＇s reduction of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are able to achieve
a good governa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ss．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 Urban Governance; New Towns and New Development Areas; Corporate Oriented Governance Model;
Governance Model for all Corporates; Governanc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