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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长期发展的稳固场地” ②。而其北面

的五岭山地，环拱于广州与岭南地区的北

面由东到西绵延数千里，海拔高度约1400

米左右，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将广州和岭

南地区与内陆的中原地区隔开。这虽然造

成广州与内地交往的不便，但同时也使广

州免受战乱侵扰，得以安稳地长期发展。

另外，历久不淤的河海连通港口和三江总

汇，使广州既享河港之利，又兼海港之便，

非常有利于广州对外通商，不仅成为岭南

最大的商品集散流通中心和我国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发源地，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我

国重要的外贸大港口。昌盛的内贸和发达

的外贸，刺激了广州手工业和近代工业的

成长，有力地促进了广州人口的增加和城

市规模的扩大，逐渐发展成为华南地区最

大的中心城市。③

根据城市治理的历史结点及城市经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下的
住区分布研究
◎曾珏霞

一、广州住区分布的发展演变

广州的原始城市格局对于今天的城

市空间结构以及住区分布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意义，其千年不变的城市位置奠定了当

今的城市中心，也是今天城市格局的形成

基础。

从建城始①至今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广

州基本在原始城址的基础上发展、扩建，

这与广州城的建设地点以及广州独特的地

缘经济优势是分不开的。广州北靠罗平山

脉，“南临南海，城市建于山海之间的大片

丘陵、台地和平原上，地势由东北向西南

倾斜，城市由丘陵、台地逐渐向江、海边延

伸，不用担心存在河水改道淹城等毁灭性

自然灾害的威胁，构成一个典型的背山面

海的地理环境，为其千年不移提供了一个

摘  要：以广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为背景，从经济学上探讨住区分布的形成原因

与演变趋势，并结合广州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寻求可行的住区分布优化调整措施，

进而起到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并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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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广州的住区分布

发展演变随时间轴的推进大致可分为如下

阶段：

（一）广州住区分布的形成（近代
以前）

这一阶段，广州的城市空间结构和

住区分布演变基本上是一个随自然经济发

展的历史过程。

南汉时，广州已形成典型的都城结

构——宫城、皇城、郭城；至清末，在都

城结构基础上形成三大商业区：老城区

（涵盖原都城结构）、新兴商业区（城

南）、城西商业区。

古时住区分布基本上与官府和商业

的分布相联系或混杂，通常机关重地以及

商务繁华地也是居住聚集的地方，并且因

为城址的连续性，每个时期形成的居住区

域都能在其后的时代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因此，住区分布相对稳定地随城市经济发

展向外延伸，并形成了几个群体特征明显

的居住分布区域，如：宫城为皇族的居

所、皇城为官僚贵族居住之地、郭城则为

居民的住所。而几个主要的商业区也是住

区的聚集区域。各区域大致范围如下：

宫城——皇族居住之所与皇帝处理

朝政的地方，位于今中山四路以北、省财

政厅与儿童公园一带高地。

皇城——宫城以南是皇城，大约在

今中山路以南、西湖路一线以北，以北京

路为中轴，政务机关多设于此。其东今仓

边路一带，是官僚贵族居住之地；

郭城——郭城在今西湖路一线以南至

文明路一带，也以今北京路为中轴，民居

与商铺分列左右，称“左街”、“右街”。

老城区——基本上为赵佗城城区范

围（包括原都城结构），由西向东约为今

华宁里至小北路、由北向南约为今越华路

至中山路稍南。

城南商业区——是老城区之南的新

兴商业区，沿珠江两岸发展。城南商业区

的居住区则主要分布在白鹅潭东岸洲头咀

到龙溪乡之间（约在今南华西路④）。

城西商业区——城西区以蕃坊（现

光塔街附近，为外国商人聚居区）为中

心，外国商人开了不少店铺，故也成繁华

之地。城西商业区为外商聚居地，主要分

布区域为蕃坊（蕃坊范围在坡山码头北

面，约为今中山路以南、惠福路以北、解

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中心在光塔街一

带⑤）、十三夷馆（现十三行路以南至沿

江西路部分⑥）、沙面。此外，还有在同

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

年间所形成的西关西部住宅区——主要有

今宝华大街以及上、下西关涌平原的宝

源、宝贤、宝庆、逢源等住宅区。

详见图1都城结构示意图、图2清末

商业区分布示意图、图3清末住区分布示

意图。

（二）近代以来至解放前广州住区
分布的演变⑦

这 段 时 期 的 广 州 经 济 仍 以 商 业 为

主，但工业开始逐步发展。1933年（民国

22年），民国广东省政府颁行以发展广东

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规

划并建立了广州第一个工业区——西村工

业区及之后的河南工业区。这种产业构成

之下，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上是单中心+

触角的城市空间结构：整个城市仍然以旧

城区的商业中心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市级

商业中心有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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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太平南和长堤、第十甫和上下九路

等3个，向西北角的西村以及河南南石头

伸出发展触角。见图4民国时期城市空间

结构示意图。

图�  都城结构示意图

图2  清末商业区分布示意图

图3  清末住区分布示意图

这 一 时 期 的 住 区 建 设 基 本 上 循 清

末 的 住 区 分 布 扩 展 ， 但 已 向 当 时 的 郊

外 —— 东 山 跨 出 了 一 大 步 。 清 末 民 初

（1909~1929年）时，由于广州工商业逐

步发展，私人投资房地产业也比较活跃。

当时东山空旷地多，水陆交通方便，而且

地价较低，工商界、归侨和侨眷都争先在

此购地建造房屋自用或出租出售，主要分

布于东山、东较场旧营垒（义山）、市区

   
图4  民国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5  民国时期住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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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星新街和惠福路等地。并且在1928年

（民国17年）时将东山部分地段划定为模

范住宅区，如马棚岗、竹丝岗等地。建国

前大致形成如图5民国时期住区分布示意

图所示住区分布。

（三）改革开放前城市空间结构发
展与住区分布变迁（�949~�977）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的29年间，广州

的房屋建设、市政设施建设、公用设施建

设等，是以工业为中心、按建设生产城市

的目标来安排的，广州城市空间发展与住

区分布的变迁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体现，是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的指

引结果。这时期主要是以工业建设为主，

住房建设很少。

在“建设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思想

下，广州开始陆续在郊区兴办工业，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有南石头、赤

岗、员村三处工业区，稍后又增辟鹤洞工

业区，七十年代则发展到黄埔区，基本上

形成以旧城区商业、文教、行政机构聚集

的单中心加卫星城（工业区）的空间格局。

住区建设主要有工业区配套住宅、

知识分子住宅、旧屋改建、华侨新村以及

水上居民住宅几类，主要分布在工业区周

围以及旧城区边缘地带，至七十年代末，

大致形成如图7 所示住区分布。

（四）改革开放后广州住区分布格
局的演变

改革开放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在各项政策利好

下，广州整体经济发展飞速，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进程也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经济的

增长推动城市整体空间的扩张变化，同时，

规划法规的实施也使得城市建设开始有章

可循。这一时期，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从单

中心逐渐向多中心、多组团的模式发展，随

着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广州住区分

布的发展也出现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978~�988）

改革开放后，广州确立了“建设现

代化中心城市”的目标，以工业建设为

主，同时注重住宅、交通、公共服务等

等相配套的城市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第三产业在经济体系主导地位的回

归。1978年编制的《广州城市总体规划》

图7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住区分布示意图

   
图6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城市空间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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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方案基本上也成为后续城市空间结

构发展的基础：该方案根据广州市的自然

地理条件及已形成的建设布局，确定今后

城市主要沿着珠江北岸向东发展的方向，

规划上采取带状组团式的布局形式：旧城

区（包括东山、越秀、荔湾、海珠区）为

第一组团，亦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

与对外交往中心；第二组团为天河区（包

括五山、石牌、员村和天河地区），为广

州市的主要科研文教区。第三组团为黄埔

地区，结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大

力发展工业、港口、仓库等设施。为有利

于控制城市规模和疏散市区过分集中的人

口，规划发展花县的新华镇、番禺的市桥

镇作为广州城市外围的卫星城镇。

在这一规划的指引下，广州基本上

呈多组团加卫星城的空间结构。此时的住

房建设则改变了过去“见缝插针”零星分

散建设的做法，而以成片、成线的手法兴

建，同时采取多渠道集资和引进外资开发

房地产，加速住宅建设的发展和住宅商品

化的进程，主要集中于旧城区和各组团的

住宅建设。借助于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机

遇，天河板块开始兴起,成为广州城市空

间向东发展的中心部分，为日后天河中心

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住宅建设也以该

区域为中心逐渐向东部延展。详见图 8改

革开放初期住区分布示意图。

2.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989~

�999）

1989年，相关部门对《广州城市总

体规划》的第十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调

整，规划建立以中心区、北翼、东翼三大

组团构架为基础，每一大组团又由几个不

同功能的小组团构成的大都市的多层次的

空间布局结构，基本上是将1978年规划的

第二组团合并至城市中心区大组团，天河

的珠江新城地区划为新城市中心，市中心

区范围由54.4平方公里扩大至92.6平方公

里；将第三组团扩大规划成东翼大组团，

包括黄埔区及白云区的一部分，拥有大沙

地综合城市副中心区、黄埔开发区、广

图8  改革开放初期住区分布示意图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３个

相互联系的小组团；流溪

河西北侧的雅瑶镇、神山

镇、江高镇、蚌湖镇、人

和镇及东南侧的新市镇、

石 井 镇 、 同 和 镇 、 龙 归

镇、太和镇和广花平原地

带构成北翼大组团。并建

立由广州中心区、卫星城

（市桥、新华、南沙）、

重 点 工 业 镇 （ 街 口 、 荔

城、新塘等65个）构成的

市域城镇体系。

该 规 划 指 引 城 市 用

地主要沿珠江北岸向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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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适当向南、向北发展，对于城市空

间进一步扩大的推动作用是无疑的，再加

上从1979年第一个商品房东湖新村的建设

开始，政府采取多渠道集资和引进外资开

发房地产以及1989年10月住房制度改革的

全面实施加速了住宅建设的发展和住宅商

品化的进程，掀起了住房建设的一个高

潮。最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区域：

首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雏形的

天河体育中心综合区，已经形成一个聚集

点，再加上珠江新城的新城市中心效应的

刺激，天河楼市以天河北—天河体育中心

—珠江新城为中心持续向东延展，最具代

表性的当属占地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华景

新城（1993），此后，陆续在东进方向上

形成天河东板块、广园东板块等。

再 者 ， 工 业 聚 集 地 海 珠 区 得 益 于

“中心大组团”的规划效应，产业结构跟

随变化，工业向第三组团转移搬迁，工业

用地向住宅用地置换，一些市政主干道

上、商业地带以及原来的工业聚集地带变

为住宅开发集中区域，如江南大道、新港

西路、工业大道、赤岗附近。

最后，是番禺的发展。在珠江三角

洲发展的带动下，番禺经济也跃上一个

新台阶；1988年8月落成的洛溪大桥以及

华南快速干线第一期于1999年9月的通车

打开了广州与番禺之间的交通瓶颈，使

番禺各县市与市中心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些利好为番禺楼市的大展拳脚创造了

基础优势。再加上，1992年番禺撤县设市

后，当地政府权限扩大，在新世纪撤市设

区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土地耕田的滥

权利用，开发商得以拿下成片的大面积地

       
图9  �989~�999 城市空间结构及住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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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用以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如洛溪新

城（1989，占地150万平方米）、丽江花

园（1990，占地81万平方米）、祈福新村

（1991，占地7500亩）等，主要集中于洛

溪大桥、华南快速干线沿线。

该图显示，除这三个区域的发展，

城区北面也成为新增住区分布的聚集点，

西边也有零星的住区分布。这主要得益于

广州市政府对交通的治理，一是机场路

的修、扩建打破了北面与旧城区的交通瓶

颈，促进北面楼市的发展，二是地铁一号

线于1998年通车，为西边的发展打造了大

动脉，虽然其影响还未完全体现，但已初

现端倪。

3. 进入新世纪以后（2000~至今）

依《广州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大广州策

略，广州得以跳出“云山珠水”的历史地

理框架，整体空间大幅度拉开，基本形成

以山、水、城、田、海的自然格局为基

础，主要沿珠江水系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城市结构，形成“一主三副两片”

的城市空间布局的雏形（见图10）。

“一主”——中心主城区：包括越

秀、荔湾、东山、海珠、天河、芳村、黄

埔和白云等原市辖八个行政区范围，为中

央商务区（珠江新城）、主要的商业区和

居住区分布点。

“三副”——南沙副城区、花都副

城区、萝岗副城区。

“ 两 片 ” —— 增 城 片 区 和 从 化 片

区，在《新一轮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2010-2020）——总体规划前期研究报

告》中则称为荔城组团及街口组团，但二

者的范围以及产业界定基本一致。

配合该方针的实施，东南西北各区

      
图�0  一主三副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  新世纪后广州住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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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以各自的特点相继成为住区建设亮点，

几个新兴区域陆续形成大规模的楼盘聚集

如：华南板块、天河东板块、广园东板

块、洛溪板块、白云板块、芳村板块等

等，使住区分布形成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真正的组团式分布态势。

如图11 所示，该时期的住区主要分

布于中心主城区、次中心以及发展片区，

在副城区以及发展片区的分布主要集中于

当地的政府所在地以及与中心主城区的主

要交通沿线附近。

（五）未来发展趋势

各时期的住区分布示意图显示中心城

区（原八区）内的住区建设已基本饱和，

住区分布正逐渐向新区扩散，若将各时期

住区分布情况叠加，这一结论尤其明显。

根 据 《 新 一 轮 广 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编制（2010-2020）——总体规划前

期研究报告》、《广州市住房建设规划

（2006-2010）》及广州土地储备情况，

在未来一段时间，住区建设将以优化和提

升这一城市主战略为指导，但由于住区建

设尚未完成在新区的布置，因此，几个新

兴区域仍将是住区建设的重点区域，包

括：珠江新城、白云新城、南部大学城小

谷围岛及南岸地区、广州新城、南沙中心

区、金沙洲居住新城、从化温泉、萝岗区

等。

二、广州住区分布发展演变的
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对住区分布演变的
推动作用

广州经济的发展为住区分布的扩展

和变化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新中国成立

以来，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广州的国内

生产总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从

改革开放以后，增速明显加快。

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广州的产业

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2000多年来，

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雄踞珠江三角洲的龙头地位。受其

历史上重商主义的影响，商贸的发展一直

比较繁盛，而工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这种

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到二十世纪50年

代中期，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体系里占据

了非常大的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强。之

后，在城市定位以及各时期不同政策的变

化的时点，产业结构也有着明显的调整：

解放后受国内整体“重生产、轻建设”的

思想，强调工业化城市建设，这一主导思

想的影响到50年代中期开始体现，此时第

二产业比重逐步加大，而第三产业则反

向下调；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现代

化”、“中心城市”等概念，使第三产业

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再次上扬，在八十年

代末九十年代初与第二产业并重，并且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再次超越第二产业

后，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一直

维持至今。

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反映在产业布

局和建设上，并带动住区分布变化，如：

在五十年代，工业区的建设和形成相对鲜

明，此时，住宅也围绕着工业区配套建

设；到了改革开放后，广州经济飞速发

展，同时，对于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也有

所加大，城市新建了很多商业设施，如后

来发展为城市CBD区域核心的天河城等，

带动了九十年代天河楼市的兴旺……

将广州产业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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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比例也相对较大，要在短期内改

变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解放后城市建设的

向外扩展以及各次中心的建设其实并未改

变其中心地位，整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

还是事实上的单极核或者中心主极核的模

式，只是通过圈层蔓延延续其中心效应，

而住区则围绕中心逐层逐圈分布，居住者

以自己的住房做规律的向心和离心运动。

随着住区分布越来越远离市中心，通勤距

离加长，在不改变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

下，各种不经济现象将更加严重。

（二）住房供求力量对住区分布的
影响

政府对于公共利益的创造以及对城市

经济增长的追求促使政府思考各种政策为

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了吸引和容纳更多

的劳动力，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多的房屋，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公共设施为人们提供公

共服务。随着城市的发展，旧城区的土地

已日渐稀少，对更多劳动力的安置、财政

收入以及经济增长的需要，使政府向城市

边缘地带发展新聚集中心、开辟新兴区域

表�  广州产业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与住区分布之间的关联变化

时期 古代 近代
解放后~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初期

改革开放
中期

新世纪以后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
为主

第三产业
为主

第二产业
为主

第二产业
为主

二三产业
并重

第三产业为
主，重化工
业加速发展

城市空间
结构

单中心 单中心+
触角（工业
区）

单中心+
卫星城（工
业区）

带状组团+
卫星城

三组团+
卫星城

一主三副两
片+卫星城

住区分布/主
要增长区域

行政区、商
业区周围分
布，相对分
散

聚集于旧城
区、珠江沿
岸、东山

聚 集 于 城
区、工业区
周围

聚集于城市
中心、芳村
区 、 海 珠
区、黄埔区

城市中心、
天河区、番
禺 、 白 云
区、海珠区

主中心区、
番禺、各副
中心、各区
域间交通沿
线附近

住区分布之间的变化做一整理，基本如

表1所示，从中可以发现：住区分布虽然

与城市空间结构同样持续向外扩张，但其

扩散速度明显慢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指引，

并且仍然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分布。这种

情况，有文中资料引用的原因影响——文

中所述空间结构基本上是根据规划文件而

来，有时只是指引，并未真正形成规划描

述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城市空间结构和

住区分布实施效果的影响，因为城市规划

中的中心、城区明显地与产业布局相关

——历次规划中的组团、副城区主要是工

业区，实际上是城市的经济增长极核。工

业区只要建设起来以后，基本能达到规划

的目的，但住区分布还受到开发商开发区

位选择、消费者选址行为的影响。此外，

由于广州沿任嚣城不变的城市中心的基础

发展已逾2200多年，历史上第三产业一直

居主导地位，而解放后虽有一段时间的调

整，但于1989年后第三产业又回归其主导

地位。所以，城市中心作为第三产业的空

间承载，具有历史的发展厚度和现代的发

展高度，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范围和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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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必然。土地市场化管理的今天，政府

作为土地供给者的同时也是房地产市场的

管理者，这个双重身份，使住区分布的走

向更加复杂。一方面，土地在不同地段的

放量决定今后住房建设的空间走向，而作

为住房供应的源头，其价格的市场化成为

住房价格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从而影响人

们的住房选址。另一方面，政府在新区开

发的前期，出于节省财政支出的原因，将

部分公共设施交予开发商建设，并划拨相

应的地块给开发商作为利益补偿。然而，

毕竟开发商是一个市场利益体，不可能以

全局统一的眼光去建设城市，也不可能以

公益的心态去建设公共设施，如此种种，

为后续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如建设

缺乏统一规划、公共服务不到位等等。此

外，开发商还可能在小区成熟后，以市场

手法经营、利用这些小区配套的公共设施

作为利润实现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造成

新区“移民”居住的隐性成本上升。

开发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也导

致住房以高密度、高容积率建设，促成聚

集不经济的产生。一方面，利用政府规划

在新兴区域以相对低的价格大面积购买土

地，降低开发的单位成本；同时，以高密

度、高容积率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土

地，使开发单位达到饱和，以获取最大利

润，获得规模内部经济。并且往往由几个

发展商在某一地区以板块状聚集，以获得

规模外部经济。种种因素共同作用，公共

服务不到位、人口骤然聚集，导致不经济

的产生。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选择远离城

市中心的住宅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结

果。一个家庭的居住区位的选择受到多方

因素的影响：房价、外部环境的舒适度、

通勤距离的长短、公共服务的完善度、交

通的便利性、可能获得的工资收入等等。

这些因素在家庭选址模型中可以通过替换

以与城市中心/就业中心的距离和房价的

函数表示，然后以家庭收入约束为效用最

大化的求解条件，做出家庭居住区位的选

择。阿隆索的区位平衡理论以一简化模型

大致概括了上述因子：

Y=PzZ（d）+P(d)g+K(d)

其中，Y为收入；d为距离市中心的

距离；Pz为其他商品单位价格；Z(d)为其

他商品数量，由于住宅和非住宅产品间具

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故以d的函数表示；

P(d)为距离市中心d处的地价；g为土地数

量；K(d)为距离市中心d处的交通费用。

新兴区域与中心城区相比住房价格

具备相当的优势，经济理性促成消费者在

新兴区域购置住房。但也要考虑各种决定

因子对不同家庭的权重性影响，如有学龄

儿童的家庭更关注教育的配套、老人更注

重医疗的配套，当这些权重因子得不到满

足或得分低下，家庭也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不购买或搬离新兴区域的住房。

三、住区分布优化的建议措施

广州当前面临的一些不经济的问题

如老城区“空心化”隐忧、交通拥堵、公

共服务缺失等从侧面说明整个城市空间结

构并未达至均衡状态，也可以通过住区分

布的优化来进行调整。优化调整的重点在

于中心主城区的疏解和扩散，但一定要把

握其扩散的度。

政府可以通过调节住房供应以及平

衡住房选择模型中的决定因子来贯彻该疏

解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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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住房供给的调节达到住
区分布的优化

1989年，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开始

正式实施，相当多的人在其中享受到了改

革的益处，但当时的改革过分强调了市场

化，弱化了政府“住房保障”功能。住房

从建设到出售各个环节都控制在发展商手

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对于住房市

场的控制能力低下，以至于不能很好地实

施城市建设向新区引导的意图。

当前，政府应收回部分控制权，加

强自身“住房保障”的职能，与市场合力

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的住房需求，而不能把

房地产完全市场化。其运作和管理模式可

通过土地、税收、财政等组合政策加以实

施，例如：

1.以开发商为主要建设力量的中高端

住房建设的土地管理可以延续当前的挂牌

出让、公开拍卖的模式。这使土地利用公

开化、透明化、合理化，市场竞争使土地

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增加当地的财政

收入；

2.对私人开发商以及有能力购买高尚

住宅的消费者征收相对高的税赋，成为财

政收入的另一大源流；

3.通过土地以及住房的管理所取得的

财政收入应回馈社会，通过转移支出把这

部分投入到经济房、廉租房的建造上，以

部分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4.与此同时，政府不应再过多地干预

住房的市场价格、建设户型、建筑面积、

建造格局等，而应留待市场规律自我调

节。

5.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则可以借鉴新

加坡政府的做法，如给予一定的土地使用

优惠、享有开发特权等。对于政府提供的

公共住房则制定严控投机机制以及完善的

管理体制，使政策真正为弱者服务，并且

督促弱势群体积极向上，通过自身努力增

加收入、摆脱贫困、向更高的阶层提升。

6.通过参与住房建设，以市场方式调

节住房的市场价格、对公共设施统一规划

建设、最大限度地控制住区分布，并且可

以更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以改善交通状

况、可以相对减少新区移动、扩散的聚集

不经济效应，更好地实现规划意图。

（二）平衡住房选择中的决定因子，
达到疏解目的

影响消费者住房选址的决定因子主要

有：房价、外部环境的舒适度、通勤距离

的长短、公共服务的完善度、交通的便利

性、可能获得的工资收入等等。这其中，

有部分是政府可以创造条件使模型平衡

的，如公共建设、就业、医疗、教育等。

结合广州的现状，可以集中于如下几点：

在参与住房提供的同时，政府应充

分发挥其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功能，尽快

统一规划和完善已有小区配套的公共建

设，应尽量避免将公共建设交予发展商。

因为，为达到利润最大化，发展商往往不

能严格地按照规划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

而导致新区的公共设施不能统一规划和按

实际需要建设、相对缺失，使新区的隐性

居住成本越来越高。若新区的房地产价格

加上消费者的各种心理预期补偿后与城区

中心的房价相比没有竞争力，人们将没有

动力选择这些地区的房屋，不利于城市

“疏解政策”的实施。

此外，2000、2005年的行政区划调整

对形成“大广州”版图下的“一主三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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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

番禺、花都撤市设区以及南沙、萝岗区的

新成立，更是为这一格局奠定了行政架构

基础。然而在这简单的文字描述之下，所

涉及的内涵却丰富得很，小至门牌地址的

更换、大至相关政策互通、互联，如政务

处理、公共服务的提供、信息系统对接等

等。番禺、花都二者原来以市独立系统运

作，很多政策与广州原八区有所区别，医

保等公共服务系统无法对接，给原八区搬

迁到新区的居民造成困难。政府应积极作

为，尽快消除各行政区域间的政策壁垒，

真正实现大广州策略，这对于住区分布的

合理化和优化将是很基础的一步，也是很

重要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在各中心经济分工的

基础上，进行人口的就业牵引。让各中心

的居民除了安居，还能乐业，才是根本的

解决之道。 

注释：
①据《广州市志·卷三》及《广府文化源流》,一般以秦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任嚣在甘溪水道(即

今仓边路所在地)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南海郡治——番禺城(俗称任嚣城)为广州建城时间。

②引自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P26

③引自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P19,P31

④据广州地图、广州地形图及网站查询资料综合推断。

⑤龚伯洪编著,广府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P41

⑥注：除特别说明外,古地段、地名的现址均来源于《广州市志·卷三》。

⑦以下所指的“住区分布”主要指新增加的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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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esidential Areas Distribu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Zeng Yuxi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idential area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under the context of Guangzhou’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feasible adjustment measures of residential areas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Guangzhou’s reality in urban development, thus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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