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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深圳城市土地开发殆尽，

下一个三十年城市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更新。根据深

圳市政府规划，深圳当前需要进行城市更新的总

用地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占到全市建设用地的

30%。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启动后，对城市的功能、

产业、交通和人口等多个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深圳在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近1500万人

口，如何调控人口成为这座年轻城市的最大问题之

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到底会对深圳人口产生怎样的

影响，如何调整城市更新的方向和策略以避免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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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问题是深圳及北京 、上

海、广州等人口高密度城市都将面对的问题。

二、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一）深圳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分析

深圳自2009年以来实施《城市更新办法》，

鼓励业主自行更新或者自己寻找合作方进行更新，

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已经有300多个项目报批，其

中168项已经获得初步批准，36个项目已经开始启

动（其中有13个城中村、14个旧工业区和9个混合

区）。通过数学测算，可以合理推断这些已经实施

或即将实施的城市项目对深圳市人口的影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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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对人口总量、人口空间布局和人口结构三个

主要人口统计的维度进行分析。

1. 城市更新大幅提高容积率和改变用地性质，

导致更新后容纳人口不减反增

由于城市更新的成本较高，为了鼓励城市更

新，一般都大幅度提高项目的容积率，提供更多的

建筑空间。在36个城市更新项目中，容积率低于3的

只有1家，在3～4区间的有9家，4～5区间的达到16

家，大于5的有10家。从项目容积率分布来看，大部

分都在4以上。

另外由于城市布局的变化，导致部分用地的此

前功能和现在的城市格局不匹配。因此，伴随城市

更新的是对原来的土地进行功能改变，以符合现有

规划。从36个项目中，最终改变后为住宅项目的达

到30家，占比为83.3%，是主要的方式。对36个已经

公开城市更新规划项目统计可知，改造前的总用地

面积为38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530万平方米左

右，其中具有居住功能的建筑面积约为400万平方米

左右。根据人口登记系统，我们汇总得到的人口总

量是35.5万人。

更新改造后总建筑面积达到1314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面积达到1020万平方米左右。按照人均居住

面积为25平方米（深圳平均水平），则可居住人口

40.8万左右。和此前的居住人口总量比，增加了5.3

万人，增加比例为14.9%。从这一结果来看，城市更

新不仅不能减少人口总量，反而有可能导致人口增

加（见表1）。

 2. 人口密集区的居住主导型城市更新导致人口

分布不合理现象加重

不同类型的城市更新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不同。

如果城市更新是住改住，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人

口总量基本维持不变或略有上升，因此对于全市或

某区的人口分布影响不是很大。

如果是工改住，人口可能倍增，对于人口再分

布可能造成明显的影响。此前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布

吉、南湾、坂田、西乡、新安等街道，也存在大量

的厂房有待改造。但是，如果按照工改住模式来操

作，可能会导致这些区域人口密度进一步提升。从

人口分布的角度出发，不应该批准这些区域的工改

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这些区域本身距

离原特区比较近，配套比较完善，开发住宅往往市

场接受度高，因此更容易诱发原业主和开发商采用

工改住方式进行开发。

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人口分布合理的需要，是

深圳城市规划部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自

2012年以来，深圳规划部门开始严格控制工改住项目

的审批，更多的是引导工改工。其动机更多的是从产

业发展的视角，防止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我们把宝安区的三个街道（新安、西乡、石

岩）、龙华新区的两个街道（民治、龙华）和龙岗

区的三个街道（坂田、布吉和南湾）作为近郊区

域，把其他街道归为远郊区域，把原来特区内的街

道称之为市区。近郊区域普遍特点是夜间人口（在

市区工作在比较多），而远郊区域普遍特点就是基

本上是工业人口。

通过表2，我们得出结论：（1）市区的项目仍

以工改工为主，原因是尽管名义上是工改工，但实

际上可以作为办公使用，因此工改工既符合商业利

益最大化的目标，又符合政府产业发展目标。（2）

近郊的项目以工改住为主，近郊区人口密度比较

高，如果工改住将使居住人口进一步增加。但是近

郊实施工改工比较困难，由于周边的商务配套比较

落后，工改工后（实际上是办公为主）无法吸引企

业入驻，可能导致改造后失败。工改住从商业角度

来看，是风险最小的一种方式。（3）远郊的项目

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工改住，又有工改工和工改

商。主要原因在于远郊各个区域情况有比较大的差

异。比如，在有的远郊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商

表1  城市更新项目后规模情况

项目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总建筑面积（万m2） 530 1314 +187%

可居住面积（万m2） 400 1020 +151%

  居住人口（万人） 35.5 40.8 +14.9%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网站公示的城市更新项目整

理获得。

表2  不同区域工业项目城市更新项目性质变化情况

区域
工业区改造

数量（个）

改造后情况

工业（个） 住宅（个） 商业（个）

市区 4 3 1 0

近郊 4 0 3 1

远郊 6 1 4 1

合计 14 4 8 2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网站公示的城市更新项

目整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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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心，如果城市更新靠近区域商业中心，就会充

分考虑改为商业。从总体来看，远郊本身人口密度

较低，而项目改造方向的多元化导致其人口分布影

响不大。

3. 城市更新导致绅士化，挤出城市必要的配套

服务人口

城市更新对于区域人口结构的影响一般都非常

显著。城市更新往往是对比较破落、陈旧的区域进

行改造。目前深圳城市更新基本上还是以经济利益为

导向，改造后产品品质比较高，满足相对富裕阶层人

士的需要。因此，改造之后，新入住的人口（包括业

主和租户）在收入水平方面有大幅的提升。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片区改造将原来

低收入人群挤出片区，可能导致片区生活成本和营

商成本上升。举例来说，如果钟点工能住在雇主步

行距离区域内，就可以大幅度节省交通时间和交通

成本。如果被迫搬迁到较远距离的区域，则可能导

致其交通时间和成本上升，从而提高报价，雇佣成

本将明显上升。比较市区和郊区，市区的城市更新

可能导致“富豪化”运动；而郊区的城市更新则导

致“白领化”趋势。因此，毫无疑问，深圳也存在

“绅士化”趋势。

本次研究的36个项目，剔除工改工和工改商

项目，剩下29个项目。我们按照区位对这些项目在

改造前后人口结构情况进行了梳理。基本上所有的

项目均导致了人口绅士化现象。被置换出去的人口

主要为三类：一是工厂务工人员，这一类型人口在

近郊和远郊项目中占比较高；二是第三产业服务人

员，这一类型人口在市区项目和近郊项目中占比较

高；三是中低收入的白领人员，这一类型人口往往

是从市区被置换到近郊甚至远郊。

人口绅士化最典型的项目是京基100。京基100

所在地是原蔡屋围老围，是典型的城中村。该项目

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拆迁旧房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

米，其中村集体用房约4.5万平方米，村民房约10.5

万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约为62.5万平方米，包括写

字楼、住宅、商场、酒店和公寓。在改造前人口主

要为：（1）50%左右的中低收入白领，主要在蔡屋

围从事金融和贸易工作，工作年限在1～3年时间，

收入偏低；（2）45%左右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主

要为在蔡屋围周边的餐馆、百货商场和办公场所等

工作；（3）5%左右的原村民，基本不工作，靠出

租房屋为生。改造后人口构成为：（1）90%为高收

入人群，主要为在蔡屋围区域工作的金融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企业主，参加工作时间普

遍在8～10年及以上，收入水平较高，在深圳其他区

域也有住房，住在这里区域主要是为了便于上班；

（2）10%为原村民，因为环境美化了，部分此前搬

离蔡屋围的居民再次搬回来。

通过城市更新，此前居住在城中村、为商务区

服务的配套服务人口（如从事餐饮、酒店、休闲、

安保、快递、理发等职业者）不得不因为高房租而

搬离至较远的地带居住。距离带来的交通成本、时

间成本等导致其配套服务人口要求更高的薪酬，因

此导致区域的商务成本上涨。

（二）存在的问题

从人口调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深圳目前的城

市更新模式仍存在以下问题：

1. 城市更新项目制订的容积率过高，不利于深

圳城市人口总量调控

《深圳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龙岗区人

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宝安区人口发展十二五规

划》等多个政府文件中，都提出要通过实施城市更

新减少人口总量，缓解人口压力。但从数据分析来

看，由于城市更新项目容积率制定得过高，导致深

圳人口调控目标可能无法实现。

表3  城市更新项目对人口结构影响

区域 数量 改后住

宅数量

改造前居住人口情况 改造后预计居住人

口情况

福田 3 2 主 要 是 中 低 收 入 白

领、部分务工人员，

为中心区企业服务

企业主、个体户和

金领阶层为主

南山 4 3 主要为刚到科技园工

作的白领及部分从事

服务业的务工人员

企业主、个体户和

金领阶层为主

盐田 2 2 主要为盐田港服务的

务工人员和部分底层

管理人员

市区中高收入白领

阶层

龙岗 12 8 工厂务工人员、的士

司机等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

市区工作的中低收

入白领阶层

宝安 8 5 工厂务工人员、的士

司机等为市区服务的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市区工作的中低收

入白领阶层

合计 29 27 - -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网站公示的城市更新项目

整理和《深圳市城市更新研究》专项调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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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更新项目过于侧重实施商业性，不利于

提升深圳人口布局合理

深圳和其他城市一样，不仅仅人口总体密度过

高，而且分布不均衡现象也非常严重。罗湖、布吉

等地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超过

了新加坡等地核心区域的人口密度。因此，政府也

希望通过本轮城市更新来重新布局人口，缓解人口

分布的不均衡。从人口合理分布角度出发，人口密

集区应该尽量实施“住改商”、“工改商”或者甚

至置换为公共设施（如公园、学校），从而减少居

住人口和降低人口密度。但从商业利益最大化目标

考虑，采用“住改住”和“工改住”更新方式更有

利。这种更新模式其结果是产生恶性循环，人口越

密集的区域更新过后人口更密集，导致出行难、上

学难、购物难等城市问题。

3.城市更新倾向于拆除重建，人口绅士化现象导

致营商成本剧增

深圳城市更新目前主要采用拆除重建模式。最

为典型的就是城中村重建，其在更新前聚集了大量

收入较低的新入职白领（城市中心地带）和为商务

区配套服务的农民工。随着城中村改造为高档住宅

小区，原来的租户无法承受其租金纷纷搬离，置换进

来更高收入水平的白领、金领和企业主等。拆除重建

可以实现城区面貌大幅提升，实现产业升级，但也要

考虑到这一方式可能导致城市商务配套人口的外迁从

而导致商务成本大幅上涨，损害城市竞争力。

三、政策建议

人口调控是深圳和其他一线城市未来城市发展

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而城市更新大规模的实施对城市

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基于深圳

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实践，我们建议对城市更新工作进

行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的调整，具体建议包括：

一是推进城市更新规划与人口发展规划的衔

接，在规划层面实现两者的统一。在制定城市更新

五年规划时，把城市更新对人口的影响作为制定规

划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评审城市更新五年规划

时，人口管理部门作为重要评议部门进行参与。

二是 审批单个城市更新项目时增加人口影响

评估环节。具体的城市更新项目在重新规划土地功

能、容积率时，通过人口评估可以有效测算其对人

口的影响。在总体上，要尽量减少“工改住”城市

更新模式，以便全市控制人口总量。

三是对人口压力区和非人口压力区采取差异

性城市更新策略。通过全面的人口、交通和配套评

估，把城市各个片区划分为人口压力区和非人口压

力区。对于非人口压力区，可以采取提高容积率方

式来实现顺利推进城市更新，但在人口密度较高的

人口压力区则应该通过政府补贴、土地置换等手段

控制更新项目的容积率，从而减少区域的居住人

口，缓解人口压力。

四是保障房建设与城市更新相结合，保障城市

商务和居住配套人口的居住空间。在城市更新项目

中安排15-20%的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在区域类工作

的中低收入白领及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降低其生

活成本，保障区域整体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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