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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通

常指“在官方认可和记录之外的那

部分经济（约翰斯顿，2004）”，有时

也称之为非正规经济①。为便于研

究，本文将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未经

登记注册的个体经济活动。

对非正规部门的研究源于发

展中国家城市贫困人口的谋生方

式，Hart（1973）认为居住在贫民窟的

移民为维持生计而寻求多个收入

机 会 ，包 括 非 正 规 收 入 机 会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发

达国家的移民社区是非正规经济

活动的集中地（Sa s s e n-Ko o b，

1989），因为低收入人口的增长引

起对廉价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

而正规部门无法满足某些低收入

人口的需求，移民社区构成非正规

生产和服务的需求源（Sa s s e n，

1994），其非正规经济也多是维持

生计型的（Stepick，1989）。郊区化、

内城衰落和移民的涌入等城市变

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非正规经

济活动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尤其

成为某些移民的基本生存策略

（Kesteloot，Meert，1999）。但也有学者

认为底层社区（d e p r i v e d

neighborhoods）居民从事非正规经济

活动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目标，而更

多地是为了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和

巩固社区网络（W i l l i a m s ，

Windebank，2000；Williams，2001）。由

此可见，非正规部门是某些移民和

城市低收入者的谋生手段之一，多

在移民社区形成集聚。我国的“城中

村”是低收入外来人口的聚居区（闫

小培等，2 0 0 4；魏立华，闫小培，

2005），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城

中村”的形成机制（李立勋，2001）、

土地利用（李俊夫，2004）制度、政策

（李培林，2002；蓝宇蕴，2005；谢志

岿，2005）、改造模式（闫小培等，

2004；魏立华，闫小培，2005）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剖析。总体来看，虽然部

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内城改造、城市

更新等城市变化会对非正规部门产

生影响，但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也

有部分学者，主要是社会学者对“城

中村”内的非正规部门给予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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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但并未将非正规部门与“城

中村”改造结合起来研究。有关统计

显示，目前深圳有近80%的非正规

部门分布在“城中村”。因此，本文选

取两个不同改造模式的“城中村”作

为案例，通过分析非正规部门的成

因，引发对两种“城中村”改造模式

的反思，以期对“城中村”非正规部

门的正规化和“城中村”改造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蔡屋围和渔民村是位于深圳市

老中心区——罗湖区的两个“城中

村”，在区政府的指导下，由两村的

股份公司操作，分别于2000年和

2001年开始进行“城中村”改造，并

于2004年市政府发起全市“城中村”

大规模改造之前，分别完成了综合

整治和全面改造工作。因此，选取

蔡屋围和渔民村作为案例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1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特征
及成因

1.1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特征

1.1.1 非正规部门总体规模大而单

体规模小

从“城中村”总体情况看，非

正规部门的规模已达到相当大的程

度，2005年位于“城中村”的非正

规部门数量占总量的77.54%；从

单个“城中村”看，2005年蔡屋围

非正规部门的比例也占到了 66.

72%。“城中村”非正规部门主要

以个体经营活动的形式存在，以村

民出租屋底层为经营场所，面积极

为有限，90%以上的店铺营业面积

不足50m2，单个店铺平均从业人数

2～3人。可见，“城中村”非正规

部门的总体规模较大，但单个非正

规部门的规模却很小。

1.1.2 非正规部门沿“城中村”内

主要道路呈线状集中分布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按其外部

形态可分为流动货摊、固定货摊、固

定有棚货摊、店铺等四种类型。从图

1中可以看出，在水平方向上，蔡屋

围老围的店铺主要分布在蔡屋围街

和两条东西向主干道两侧，呈线状

分布；固定有棚货摊主要集中分布

在蔡屋围综合市场周围，这里靠近

老围的两个主要出入口，人流相对

集中；固定货摊位于蔡屋围街的中

部，蔡屋围街是老围内唯一贯穿整

个小区、连接城市道路的主干道，人

流量大；流动货摊则在老围的入口

外围活动。可见，“城中村”非正规部

门主要沿村内的主干道呈线状分

布，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顾客。此外，

蔡屋围建筑的底层区位条件好，顾

客最易到达，加上商铺的租金高于

住宅，建筑底层临街一面均为商

铺，因此，在垂直方向上，蔡屋围

非正规部门主要分布在建筑底层，

形成底层商铺，上层住宅的空间格

局，由此，建筑在功能上出现分异，

底层用于商业服务业，上层用于居

住（图2）。

1.1.3 经营活动以低端服务业为主

“城中村”是低收入外来人口的

聚居区（闫小培等，2004；魏立华，闫

小培，2005），其消费需求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市场供给的档次不会太

高。以蔡屋围老围为例，非正规部门

以经营百货、食品、维修等低端零售

业和服务业为主（图1），以满足居住

在此的低收入人口的基本需求，服

务半径较小，形成城市的低级中心

地；从业人员几乎全部是外来人口，

租住在老围的出租屋，形成居住地

和就业地合二为一的集约模式。由

此可见，“城中村”承担着双重功能，

既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住房，也为他

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1.2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成因

1.2.1 快速城市化形成“城中村”

非正规住房

深圳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

大量外来人口，形成暂住人口规模

超出户籍人口规模的特殊现象，外

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势必产生大量

的就业和居住需求。城市正规部门

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部分

外来人口转向就业门槛较低的城市

非正规部门；城市政府往往主要考

虑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外来人口

的住房则靠市场来供给，正规经济

住房供给的缺失使低收入外来人口

纷纷寻求价格低廉的非正规住房。

同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发

展绕开农村居民点，并逐步形成包

围之势（李俊夫，2004；魏立华，闫小

培，2005），形成“城中村”。由于“城

中村”保留了农村聚落一户一栋的

建筑和居住格局，村民住房也没有

被纳入城市正规住房市场，受市场

需求驱动，“城中村”村民以个体形

式向外来人口出租部分自建房屋，

形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市场，出

租房屋成为“城中村”村民的一项非

正规经济活动。房屋底层由于四面

临街，市场区位较好，而出租用作商

铺，上层用于居住。用作商铺的部分

受经营面积的局限，只能面向个体

经营者。由于建筑本身属于违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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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个体经营只能以非正规的形式存在。

1.2.2 城市规划忽视社会因素和“城中村”

首先，在现行城市规划中，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

社会分层、城市贫困、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等社会

层面的因素。在深圳城市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精英，同时也存在着

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有关研究显

示，深圳70%以上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

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属于城市低收入阶层（汪开

国，2005）。城市规划往往忽略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

房、就业及消费需求，而正规市场的供给主体是城市

中高收入阶层，难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刺激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市场和非正规部

门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城市规划较少考虑“城中村”。据统计，目

前深圳市共有320个“城中村”（按行政村计算），总占

地面积93.49km2，居住人口总数527.4万人（深圳市

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2005），人口平均密度5.64

万人/km2，位于深圳市老中心区黄金地段的蔡屋围

的居住人口竟达到每平方公里20万人。人口的高度

密集会产生对商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但“城中村”

却缺少大型的商业和服务设施。蔡屋围只有不到

10%的店铺营业面积在50～500m2，没有营业面积超

图1  蔡屋围老围非正规部门水平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桂园工商所提供“深圳市‘城中村’无照
经营调查表”，2005.7；蔡屋围老围业主委员会提供“蔡
屋围老围小区简介”及笔者实地调查（2005.7.14）综合
绘制而成。

图2  蔡屋围非正规部门垂直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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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00m2以上的店铺，绝大部分店铺

是营业面积不到50m2小型商业服务

业网点。虽然蔡屋围新围周边不乏

大型商业服务设施，但由于地处深

圳金融中心区，级差地租较高，主要

服务对象是中高收入阶层，缺乏面

向低收入阶层的设施，一路之隔的

老围周边却几乎没有大型的商业网

点。“城中村”商业服务设施规划的

缺失，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设

施的缺乏，势必会造成非正规部门

的广泛存在。

此外，现行城市规划和“城中

村”改造没有考虑小生意或低盈利

部门的活动区域，导致部分个体经

营者寻求像“城中村”出租屋、城乡

交接处的临时建筑等低成本经营场

所，而正是由于这些场地属于违法

违章建筑或不符合消防等要求而使

经营者无法登记注册，从而进行非

正规经济活动。

1.2.3 城市管理不到位

深圳市经济特区早在1992年就

实行了全面城市化，村民身份变为

城市居民，农村社区改为城市社区，

但“城中村”管理并没有真正被纳入

城市管理框架内。如，蔡屋围村民失

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并没有获

得和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同等优

惠政策或条件，也没有被纳入城市

社会保障体系（直到2004年才被纳

入），致使他们不得不靠仅存的宅基

地获取经济收入，谋生手段单一，于

是大量违法违章建筑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成为部分非正规部门得以存

在和发展的依托。虽然城市政府对

此已有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但“城中

村”多种体制的并存（李培林，2004）

和特殊的利益群体关系使这些政策

措施无法得到顺利实施，从而出现

一些管理上的漏洞甚至空白，给非

正规部门以可乘之机。

“城中村”人口的高密度化也给

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

是非户籍人口数远远大于户籍人口

数，而管理机构和人员是按户籍人

口配置的，由此造成对非正规部门

从业人员的监管不利。此外，特区全

面城市化后，“城中村”股份公司虽

已被剥离了社会管理的职能，但由

于股份公司掌握着“城中村”的土地

开发、物业管理等主要资源，具备相

当的经济实力进行村内的市政设施

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成为“城中村”

事实上的管理主体。以追逐经济利

益为主要目标的股份公司对既能为

其股东（“城中村”原村民）带来一定

利益又能活跃村内经济的非正规部

门多采取放任态度，即使存在管理，

也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力而难

以真正有效地进行管理。对“城中

村”非正规部门的管理涉及工商、城

管、税务、卫生、消防、文化等多个部

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不衔接之处

和“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管理的复杂

性给单个部门的执法管理带来了困

难（谢志岿，2005）。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城市正规

部门吸纳力有限，部分外来人口转

向就业门槛较低的城市非正规部

门。同时快速城市化使城市发展绕

过农村居民点，形成“城中村”。由于

正规就业渠道不畅，缺乏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城中村”村民主要靠

出租自建房屋来谋生，同时也满足

了部分无法获得正规住房供给的外

来人口的居住需求，形成非正规住

房市场。现行城市规划往往注重物

质规划而忽视了社会分层、城市贫

困等社会问题，忽视了“城中村”问

题，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消费、

居住需求也只能通过非正规部门和

非正规住房来满足，“城中村”供给

设施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

正规部门和非正规住房市场的发

展。此外，城市管理的不到位一方面

使“城中村”违法建筑大量涌现，并

进入非正规住房市场，另一方面也

使非正规部门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

外（图3）。

2 “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反思

2.1 “城中村”改造模式

深圳市目前“城中村”改造的做

法是根据“城中村”的现状、主要问

题、市场潜力及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对不同类型的“城中村”采取不同的

改造模式，包括全面改造和综合整

治两大类，其中全面改造指通过对

现状建筑物的拆除重建，彻底地改

变“城中村”的建筑形态和居住环

境，全面改造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

建筑完全进入房地产市场，二是为

周边提供配套服务设施，可具体采

取异地重建、整体拆建（如，渔民

村）、局部拆建等模式；综合整治指

在现状建筑空间形态不发生根本变

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手段对“城中

村”居住环境的净化、美化、优化改

造，如，蔡屋围就是在原有建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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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立面整修和道路管线的铺

设，改善了村内的居住环境，综合整

治是与周边环境相融合，适合外来

人口居住的一种改造模式（深圳市

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2005）。

2.2 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

2.2.1 现行改造是一种简单处理

“城中村”的模式

现行“城中村”改造是从宏观角

度和实施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现

行规划往往侧重物质规划，忽视社

会因素，是一种把“城中村”改造简

单化的处理方式。

（1）强调物质环境的提升而较

少考虑人的居住和就业需求

“城中村”属于一种社区类型，

但现行改造却很少将其作为一种类

型的社区考虑，而是就改造而改造，

强调提升居住环境等硬件设施的改

善，忽略了居住在“城中村”的人的

居住和就业需求。首先，“城中村”是

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居住区，“城中

村”改造却很少考虑他们的住房问

题。渔民村在改造之前，租住的外来

人口有4000多人，是村民人数的20

倍之多，主要是一些低端商业服务

业者、小商小贩、拾荒者等低收入群

体。建筑整体拆建配合基础设施建

设后，整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房屋

租金比周边高出20%～30%，定位

为中高档住宅小区，面向周边白领，

原来居住的低收入外来人口被排斥

在外。因此，如果在“城中村”的改造

过程中没有考虑低收入外来人口的

住房需求，而又没有其他供给渠道，

有可能会使该群体寻求其他非正规

住房，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城中

村”，甚至棚户区，给“城中村”改造

和城市更新带来更大的困难。蔡屋

围经过综合整治后，虽然仍可为部

分低收入外来人口提供住房，但由

于建筑本身未取得合法性，外来人

口的居住需求还是由非正规住房来

满足。

其次，“城中村”改造较少考虑

原村民的就业问题。渔民村2005年

有原村民191人，由于人口规模较

小，改造后通过成立物业管理公司，

可以吸收60%左右的适龄劳动人口

就业，另外40%左右的适龄劳动人

口则参与社会就业，基本可以解决

原村民的就业问题。但蔡屋围的原

村民有1432人（2004年），人口规模

较大，2005年原村民中适龄劳动人

口的就业率只有30%，其中蔡屋围

股份公司属下的五家实业公司和物

业管理公司吸纳了15%的适龄劳动

人口就业，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适

龄原村民仍处于待业状态，靠股份

公司的分红和出租非正规住房谋

生。可见，仅靠村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是无法解决所有原村民的就业

问题的，现行“城中村”改造只是考

虑了社区内部的就业机会供给，而

没有与社区外部和全市的情况结合

起来考虑。

（2）注重物质景观的改善而忽

略社会经济运作和管理方式的转制

“城中村”改造内在的核心内容

是实行法制化管理，但从蔡屋围和

渔民村改造的实际情况看，则是更

多地侧重景观、环境和物质设施等

表层现象的改善，较少涉及深层次

的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的

转变。主要表现在，第一，集体经济

发展方式和村民谋生手段单一，非

正规经济活跃。蔡屋围在改造之前，

集体经济主要靠出租集体发展用地

图3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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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物业为主，村民除集体经济分

红外，主要以出租房屋获取经济收

入。经过综合整治后，村内居住环境

得到了明显改善，但集体经济仍以

发展物业租赁为主，村民仍靠出租

屋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全面改造后

的渔民村的集体经济虽然由改造前

的物业出租转为物业管理为主，但

经济发展方式仍呈现单一化。与单

一的缺乏活力的村集体经济相比，

蔡屋围的非正规经济却一直表现较

为活跃，经过综合整治后，不仅非正

规部门的总体规模仍偏大，其经营

活动涵盖了零售、餐饮、制造、服务

等多个行业（图1），而且居住在蔡屋

围的外来人口的日常消费需求仍主

要由这些非正规部门来满足。蔡屋

围的综合整治除了使店铺的租金有

所提升外，并未给非正规部门带来

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村股份公司仍承担着社

会事务管理的职能。改造前和改造

过程中，蔡屋围股份公司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还承担了原村民的福利

供给和村内市政公共设施的建设，

包括投资兴建幼儿园、老年活动中

心，对六个居住小区进行路面硬化、

铺设管网、增设路灯和电子监控系

统等，先后投入资金累计4400多万

元，除罗湖区政府投入130万元用于

改造，村民集资700万元外，其余全

部由股份公司出资。由于改造没有

对这些福利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的

管理与维护予以充分考虑，因此，按

照“谁出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原

则，作为投资主体的股份公司自然

仍承担着这部分职能。

第三，管理方式相对封闭。蔡屋

围和渔民村的社区居委会的前身是

原来的村委会，特区全面城市化后，

基本上沿袭了原来的机构设置和工

作人员，而股份公司又以吸收本村

村民就业为主。经过改造后，情况依

然如此，参与管理的仍为本村人，租

住在村内的外来人口难以参与社区

管理。此外，“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受

股份公司或其下属的实业公司管

理，如，蔡屋围老围内的固定有棚货

摊定期向村某实业公司交纳一定的

管理费，不用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

即可开展经营活动，股份公司出于

保护村民租金收益少受损害，部分

店铺也存在此种情况，工商、城管等

有关职能部门很难对村内的非正规

部门实行有效管理。因此，改造后的

“城中村”管理主体仍是村股份公

司，管理方式仍相对封闭。

（3）重视村民利益而轻视低收

入外来人口

“城中村”内的出租屋是村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对“城中村”建

筑的拆迁、重建必然会影响到村民

的出租和收益，在改造过程中顾及

村民的利益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前

“城中村”是城市低收入外来人口的

聚居地（闫小培等，2004；魏立华，闫

小培，2005），“城中村”非正规部门

为部分外来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

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在

政府无力满足低收入外来人口的住

房需求，正规供给无法有效分配，满

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以追逐

利润为目的的市场又不懈顾及的情

况下，“城中村”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内仍将承担着为城市低收入人口提

供住房、就业和服务的功能。因此，

“城中村”改造就不能只考虑村民的

利益，而忽视低收入外来人口的居

住、就业、消费等需求了。

渔民村全面改造后，给每户原

村民不少于640m2的住房面积补偿，

高于市政府后来规定的每户480m2

的补偿标准，而且每户只需补交市

场价的10%土地使用费，即可获得

房屋产权。改造充分考虑了原村民

的利益，但改造的定位是面向的是

周边白领人士，没有考虑低收入外

来人口的居住需求。此外，全面改造

后的渔民村已经是一个现代城市居

住小区，其内部居民的消费需求主

要靠外部供给，对于居住人口只有

几千人的小“城中村”而言，可以通

过其它渠道来满足其消费需求，但

对于蔡屋围这样有着几万居住人

口、相当一部分为低收入外来人口

的大“城中村”，改造没有考虑到他

们的消费需求，周边又没有适合低

收入群体消费的配套商业服务设

施，仅靠外部供给很难满足，主要还

是靠内部的非正规部门供给。

2.2.2 “城中村”改造可以不同模

式同步推进

从房地产的角度看，异地重建、

整体拆建、局部拆建等全面改造模

式和综合整治模式对房地产开发和

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方面都有积极作

用，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同

时采取不同的改造模式，其主要原

因在于：

（1）“城中村”村民投资出租屋

是一种房地产开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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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出租屋是村民获取收

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扩大规模以

追求最大收益，村民在“城中村”保

留下来的有限居住空间内，尽可能

地使自己房屋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

积最大化，房屋建筑向水平和垂直

方向扩展，公共空间被压缩到极限，

形成“城中村”特有的建筑景观。从

房地产的角度看，村民的这种行为

属于房地产开发的一种行为，扩大

自建房屋面积构成房地产开发活动

的组成部分，村民成为房地产市场

的一个行为主体，每个村民都可视

为一种类型的开发商。所不同的是，

一般的开发商瞄准的是有购房能力

的消费群体，而村民则主要为没有

购房能力的外来人口提供廉租房。

他们构成房地产市场的两类开发主

体，服务对象具有互补性，这对活跃

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

住房需求是有益的。因此，从这个角

度看，对村民建出租屋的行为应该

进行合理引导，使之有序发展，而不

应一味地限制。

（2）综合整治没有将村民的房

屋纳入正规房地产市场

蔡屋围的综合整治只涉及建筑

的立面整修和建筑外围的基础设施

建设，保留了原有土地权属关系和

原有一户一栋的建筑格局，没有将

村民的房屋纳入正规房地产市场，

其建筑的产权仍不明晰，不能以合

法的身份进入房地产市场，只能以

非正规的方式出租，满足部分低收

入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和部分个体

户的商用需求。渔民村的改造是将

原村民的房屋统一拆建，村民通过

补缴一定的土地使用费和建筑拆建

费等相关费用后，可以获得房屋产

权，房屋也可以进入城市房地产市

场流通，纳入了正规房地产市场。从

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来

看，蔡屋围的改造还不彻底，非正规

住房及其它非正规部门仍大量存

在，渔民村的改造才是彻底的改造。

（3）全面改造不能满足低收入

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

渔民村经过改造后，村民获得

了合法的建筑产权，除留出部分房

屋自己居住外，仍将剩余部分出租，

吸引了较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外

来人口，具有中专或技校和大专学

历的外来人口比例分别比蔡屋围高

出了4个和16个百分点（表1）。较高

的学历层次有助于他们从事收入较

高的职业，在渔民村租住的外来人

口中约有60%是高级白领，约20%

是企业员工，另外约20%来自香港。

从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来看，渔民

村的改造模式还不能满足低收入外

来人口的需求，当前的改造主体还

应是蔡屋围的综合整治模式。

因此，“城中村”改造应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蔡屋围的综合整治模

式只是长期过程的一个中间态，是

“城中村”向现代城市社区的过渡，

最终还是渔民村的全面改造模式。

尽管蔡屋围还存在违法建筑，改造

不彻底，但由于受土地、资金等因素

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建大量廉租房。

因此，“城中村”改造不可能采取单

一模式，而是应结合自身条件、周边

情况以及城市规划采用不同的改造

模式，不同改造模式可以同步推进，

循序渐进，既考虑了社会因素，也尊

重了长期过程的客观规律，切合中

国目前大城市的实际情况。

2.2.3 “城中村”改造应在社区规

划的指导下进行

“城中村”不仅存在住房、市政

等空间设施问题，还有居民的就业、

人口的管理、社区产业等社会经济

和管理层面的问题，而社区规划是

一个综合协调社区方方面面的过

程。因此，“城中村”改造应在社区规

划的指导下进行。

（1）社区规划应作为“城中村”

改造的先行者

社区规划既包括物质空间规

划，也包括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

的规划。尽管蔡屋围和渔民村的改

造事先都作了规划，但只是就“城中

村”改造而作的物质规划，没有从社

表1  蔡屋围和渔民村外来人口学历结构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或技校 大专及以上 不详 总计
蔡屋围 49.84% 40.49% 3.02% 6.51% 0.14% 100%
渔民村 35.3% 35.21% 7.08% 22.31% 0.19% 100%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市罗湖区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桂园管理所2005年7月和深圳市渔民村出
租屋管理处2005年12月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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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蔡屋围和渔民村非正规部门规模
外部形态 流动货摊 固定货摊 固定有棚货摊 店铺 合计
非正规部门比例 蔡屋围 100% 55.45% 100% 66.15% 66.72%

渔民村 100% 0 0 0 14.71%
数据来源：根据桂园工商所提供“深圳市‘城中村’无照经营调查表”，2005,7,6；蔡屋围老围业主委员会提供“蔡屋
围老围小区简介”；蔡屋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蔡屋围新围小区简介”和“蔡屋围清庆新村小区简介”等资料及
笔者实地调查统计综合整理而得。

区的角度、从低收入外来人口的聚

居区的角度、从实施法制化管理的

角度进行规划。因此，可以考虑将社

区规划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一部

分，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的改造，都应

事先做好社区规划，综合考虑社区

内外、社区内不同群体需求以及社

区管治等方面，并制定具体的实施

措施，在“城中村”改造中予以贯彻。

（2）“城中村”公共服务的改善

和管理应在社区规划中予以研究解

决

社区规划既统筹安排住房、教

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也涉及人口的就业、管理等。经过改

造后，蔡屋围和渔民村外来人口的

住房供给主体仍是原村民，村内的

基础设施以及村民的部分福利等公

共服务供给主体是股份公司，蔡屋

围村民和部分外来人口仍多以非正

规就业的形式获取收入，仍然存在

不充分就业和管理困难等问题。“城

中村”改造过程中，在政府无力承担

所有外来人口的住房、所有“城中

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采取政府主导下

的多元供给模式，如，允许村民和股

份公司作为供给方之一，但如何体

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管理和维

护等是需要在社区规划中予以研究

的。同样，如何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如何既

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又避免搞防

范式管理，也是社区规划所要解决

的问题。

（3）“城中村”的经济发展应由

社区规划予以指引

社区规划既考虑股份公司的转

型，也考虑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蔡

屋围和渔民村的改造规划中没有对

社区经济发展予以充分考虑，改造

后股份公司不仅经营结构仍呈单一

化，可持续性不强，未来发展风险较

大，而且仍然承担了部分社会事务

的管理，蔡屋围的非正规部门仍存

在逃避管制、易转化为非法经济活

动等负面因素，长远看不利于社区

的经济发展。因此，股份公司的产业

提升和经济转型以及非正规部门的

正规化要通过社区规划来指导。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非正规

部门是“城中村”经济发展最为活跃

的部分，存在负面作用的同时，也存

在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商品服务和就

业机会等积极作用，“城中村”改造

应对此予以考虑，发挥其正面作用，

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同时将其

纳入正规化的发展轨道。蔡屋围虽

然经过了改造，但由于没有考虑非

正规部门，也没有触动非正规部门

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违法建

筑，非正规部门的规模仍然很大（表

2），其负面因素也没有根本消除。对

此，渔民村的做法是在区位条件较

好的临街建筑底层统一预留一部分

空间作为商铺，出租给个体经营者，

由于建筑本身已合法化，也满足了

个体经营者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条

件，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大大减少（表

2）。因此，“城中村”改造中的规划并

不应仅仅考虑物质景观的改善，还

应为小生意或低盈利部门规划出特

定的区域，创造就业机会，满足居民

消费需求，为社区经济发展发展提

供一定的空间。

3 思考

3.1 如何通过“城中村”改造使非正

规部门正规化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

本原因在于正规供给渠道不畅，低

收入外来人口被排斥在市场主体之

外。政府忽视了低收入外来人口的

住房需求，市场供给缺位，加上“城

中村”村民的谋生手段单一，为低收

入外来人口提供住房成为村民的自

然选择。但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村

民的部分房屋被列入违法建筑，无

法进入正规房地产市场，只能以非

正规的形式存在，也成为部分外来

人口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场所。

因此，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可以

考虑“城中村”村民作为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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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之一，将村民的出租屋纳入

城市房地产市场体系，给与其合法

身份，但需要政府对村民的房地产

开发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以符合

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使村民出租

房屋走上正规化的轨道。经营场所

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可以适时对“城

中村”非正规部门进行正规化引导，

可以考虑将部分非正规部门纳入社

区经济发展中，以利于对其进行“升

级”，在最小化其经营成本的同时纳

入政府的管理框架内。

3.2 如何通过社区规划指导“城中

村”改造

国外的社区规划更多地是一种

社会规划，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强

调公众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过程。中国的社区规划开展得较晚，

从实际开展的情况看，更多地强调

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注重社区内设

施的配套建设和社区事务的管理，

是“自上而下”的规划过程。从“城中

村”改造的角度看，社区规划应是一

种综合规划，既包括社会规划，也包

括物质规划，同时还包括社区管理，

统筹考虑和安排就业、住房、教育、

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供给；既强调

政府的宏观指导，也注重公众、非政

府组织（NGOs）等的参与，是“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规划过程的结

合；是 协 调 社 区 利 益 相 关 者

（stakeholders）的关系、明确各利益

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的过程。通过社

区规划，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中

村”的违法建筑、非正规部门等问

题，制定如何将村民及其出租屋纳

入正规房地产市场、如何正规化非

正规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社区与

城市具有同构性，社区规划所涉及

的内容与城市规划具有一致性（孙

施文，邓永成，2001），可以考虑将社

区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对“城中

村”改造起指导作用，改变以往城市

规划对“城中村”“开天窗”的做法。

注释：

①类似概念还有隐形经济（h i d d e n

economy）（Frey and Pommerehne, 1984）、

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Feige,

1993）、非官方经济（unofficial economy）

（Johnson, Kaufmann and Shleifer,

1997）、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

（Schneider, 1994）、半正规部门（semi-

formal sector）（Kamrava, 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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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特

征和形成原因，指出快速工业化和城市

化、正规供给渠道不畅、规划的缺失、管

理的不到位等因素是目前深圳非正规

部门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主要原因，

由此引发对蔡屋围的综合整治和渔民

村的全面改造两种改造模式的反思。从

宏观看，现有改造多是从实施规划的角

度考虑，而规划往往注重物质规划、轻

社会因素，这种重物质景观的改造模式

过于简单化；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看，

“城中村”村民出租房屋的非正规经济

活动是一种房地产开发行为，渔民村的

全面改造还不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

房需求，蔡屋围的综合整治模式应是主

体改造模式，不同改造模式可以同步推

进；从社区的角度看，“城中村”属于一

种类型的社区，“城中村”改造应在社区

规划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对如何通过

“城中村”改造使非正规部门正规化和

社区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城

中村”改造可以将村民视为房地产开发

的主体之一，将其纳入正规房地产市场

体系，将社区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
关键词：

“城中村”； 非正规部门；改造模式；蔡

屋围；渔民村

Abs trac t: T he info rmal s ec tors of

Shenzhen mainly distribute in the “ur-

ban villages”, which is due to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free

of regular supply, and lack of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Thus reflection on the

“urban villages” transformation is arisen

from. Caiwuwei and Yumincun are taken

as cases of two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modes, respectively synthetic transfor-

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novation.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

existence is too simple to resolve social

issues because it is considered from the

point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he

planning. However,the emp has is is

placed on physical planning but the so-

cial factors are ignored. It is insisted that

the “urban villages”  participate in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hous-

ing demand of the urban low-income

group. But the Yumincun mode still do

not meet their demand, so the Caiwuwei

mode should be the major transforma-

tion mode, and different modes can be

boosted synchronous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urban villages”  can be viewed

one of main par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urban villages”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process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mmunity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 villages” ; informal

sector; transformation mode; Caiwuwei;

Yumin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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