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中小学布局规划实施评估 

 

 

摘要：以教育公平的视角来审视当前我国中小学布局规划存在的问题。将规划实施评估与规划管理相

结合，改变以往“实施评估——规划修编”的反馈机制，通过建设和管理手段来探寻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供

给问题。本文以武汉市青山区中小学布局规划实施评估为例，从中小学具体现象出发，分析我国“教育公

平”政策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基础确定规划实施评估的关键影响因素：服务半径覆盖率与学位承载力。通

过中小学就学情况大数据的 GIS 分析，建立规划预警分区，制定相应的中小学建设分级管控政策，服务规

划管理，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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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

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的发展要求。针对教育公平，提出了“推

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标准化建设”等内容。武汉市“十三五”期间提出“全力打造民生升级版”，针对基础教

育、医疗等领域，大力实施托底计划，强调托底服务要均等化、全覆盖。公共服务设施与城

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密切相关，其空间分布的公平程度事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1]。从相关政策发布来看，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教育公平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基础

教育有学上、学校建设质量好、学校教学质量高”三个方面。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基础教育设施的规划布点，通过中小学布局规划对基础教育

设施的点位和面积进行管控，主要体现教育公平核心内涵的前两条。武汉市自 2014 年批复

《武汉市普通中小学规划（2013-2020）》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增加，

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基础教育设施面临较大压力。规划实施评估，一方面是要根据问题产生

的现象，找准具体问题发生的区域，另外更重要一方面，是要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为中小学

教育设施布局提供“教育公平”的路径。 

2 当前面临问题 

 “入学难”近年来成为民生关注的话题，但此现象并不是一直以来存在的，而是与我

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人口生育高峰波动、学校标准化建设等现象和要求密切相关。总

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2.1 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向城市集聚 

自 2003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后，湖北省、武汉市相继发文解除农民工子女

入学的障碍。随着武汉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以武汉城市圈为主的周边地区流

动人口进入武汉市，其子女自然成为学龄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建设的速度并未与之

匹配。 

2.2 新建小区配套学校建设滞后 

城市化带动武汉城市更新速度的加速， “三旧”改造、棚户区改造等推动了城市房地

产的发展，同时也带来城市庞大的拆迁工程。一方面，大量新建住宅小区得到建设，吸纳了

城市年轻一代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入住；另外一方面，基于房地产开发与公益性设施建设投入

产出收益的差异性，带来了配套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在开发时序、开发积极性上的滞后，配套

建设总是“慢一拍”。武汉市某小区 15年开学季，200适龄儿童无学可上，而楼盘建设已经

由 1 期建设至 10期，人口达 4万人之多。无对口小学，使得上学难题至今成为社会民生关

注的痛点之一。 

2.3 人口生育高峰及人口生育政策的变化 

07年“金猪宝宝”、08年“奥运宝宝”的大量出生，使得武汉市 13年小学入学人口达

到 7.8万人，创下新高，而随着 14年“单独二胎”、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未来 5

年内，城市学龄儿童入学必定会进入新的高峰。这些原因带来的 “入学难”问题，都是城

市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方面可以预知确无法避免的难题之一。 

2.4 学校标准化要求的提出 

2016年第五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点关注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问题，明确提出了“优

化学校布局，努力消除城镇‘大班额’现象”。武汉市也发文提出了要进行校园标准化建设。 

从 2009年秋季起，新生年级按计划招生，不得突破标准班额。其中，小学为每班 45人以内，

初中为每班 54人以内。对教室班额数进行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教学质量，而与之对应的

“大班额”现象，则是由于学生人数激增采取的应急办法。以武汉市青山区 2015年数据为

例，平均班额数已经达到 48人/班。而在城市三环线以内的学校平均班额数普遍高于平均，

部分学校平均班额数接近 60，远高于武汉市规定的 45人/班的标准。 

2.5 小结 

总结下来，当前中小学规划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就学需求不断增加，而学校建设并

未增加。具体来讲，就是学校服务半径覆盖率不足和学位承载力不足。服务半径覆盖率体现



的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无法满足就近入学。基于此可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享有公共服务

的差异性、公平性及影响因素和机制
[2]
。学位承载力体现的是学校对于周边学位需求的接纳

能力。如果突破承载力的限度，就会对学校基本教学、标准化建设等内容造成影响。不同于

风景旅游区承载力等相关概念，学位承载力具有用地指标需求的强制性，并不能通过类似“完

善、优化管网措施”、“优化口号”
[3]
等方式提高。 

3 规划实施评估 

3.1 方法体系 

传统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现状情况描述，主要问题分析，规划应对策略

等三个方面。实施评估的首要任务是全面盘整规划实施情况，通过主要指标实现度的比对来

对原有规划进行评价，然后对规划提出修编的相关建议。其中规划建议的内容往往偏向于原

则性，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规划修编。例如最常见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通过分项人口、

目标、用地、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分析评价，反馈到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中。 

中小学布局规划实施评估与传统城市规划实施评估具有一定差异性。2001 年，国家出

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在此原则指引下，全国各市开展了《普通中小学布

局规划》，改变了以往中小学布局无理可依的局面。在此之前，有学者将中小学布局规划存

在的问题归结于城市规划制度的失灵[4]。在有效规划原则指导下，国内近年中小学就学问题

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规划，而在于对中小学建设的建设和管控。在市场导向下，城市建设

活动偏向于更具有经济价值的房地产开发。由于对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忽视，导致建设的滞

后，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由于教育质量的不均衡使得择校热、学区房问题严重。

高饱和的优质教育资源与低招生率的普通教育资源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因此，对于类似

中小学布局这类指导建设的规划实施评估，其最终结论并不应该主要针对新一轮规划的编制，

而应该着眼于下一步能否给城市管理者带来应对策略。 

 
图 1：传统与创新实施评估反馈机制对比 

3.2 评估范围的界定 

由于中小学设施并无等级之分的特殊性，具体某一所中小学服务设施仅仅只是对应某一



片区。评价分析的范围在小范围相对集中，在城市大区域范围相对分散。这种特性使得中小

学布局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可以更好的对接管理。评价范围的选择，主要包括教育部门划分

的学区以及规划部门划分的规划管理单元。本次实施评估工作选择的评估分析范围是后者，

一方面教育部门为避免争议对学区的划分一直秘而不宣，学区还经常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另

外一方面，规划部门划定的控规管理单元相对来说稳定，同时也便于对与城市建设的规划布

局与管理。 

3.3 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实施评估研究的范围是武汉市青山区，位于主城区东北部，长江南岸，行政范围横

跨城市三环线。2013 年青山区编制完成中小学布局规划以来，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一

批居住、商业功能得到开发建设。同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教育部门对三环线以外中小学设

施进行了大量集并，学校数量不断减少。新的城市建设活动和中小学设施布局变动，使得近

年来中小学就学矛盾不断突出。原有中小学布局规划的内容虽然并未进行太多改动，但学校

建设往往滞后，原有布局规划的指导性被忽视。为了全面评估青山区中小学布局规划的实施

情况，寻找就学矛盾区域，更好的体现教育公平，开展了本项目。 

3.4 关键影响因素 

针对规划实施评估，主要考虑学校服务半径覆盖率和学位承载力两个关键影响因素： 

第一：学校的服务半径覆盖率。近年来出现的“入学难”问题，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周边

无学可上，服务半径覆盖率不足。2001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明确指出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武

汉市出台的《武汉市普通中小学布局规划（2013-2020）纲要》指出，小学服务半径 500米，

初中服务半径 1000米。虽然由于机动车交通方式大大提高了学校可服务辐射范围，但是从

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步行距离仍应作为学校服务半径主要考虑因素。服务半径如果能覆盖

到学位需求，则意味着有学可上。城市外围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原因，学校的服务半径

一般来讲可以适当的扩大，在本次实施评估中，武汉市青山区三环线以外区域采取小学服务

半径 1000米，初中服务半径 2000米的处理办法。 

第二：学位承载能力。就是指在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生均用地指标的要求下，学校的容量

能够满足入学需求。学位承载力体现的是对学校建设质量高低。在《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

设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中，对于学校功能室、特殊教室、操场、教室、办公楼等均进行了

控制。武汉市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根据城市区位的不同，对不同类型学校的生均用地标准

进行了规定。 



3.5 评估结论 

对武汉市青山区的中小学布局情况进行分析，基础数据的来源主要是教育部门提供的现

状学校学生数和班级数，以及规划部门提供的现状学校控制面积、位置以及城市人口分布相

关的数据。对以上数据进行 GIS 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办法： 

服务半径覆盖率分析法：在一个规划管理单元内，按照中小学服务半径所覆盖的居住用

地的比例进行分段分级评价。在本次中小学实施评估中，按照覆盖率 80%、50%进行分段分

析，得到的结果与区教育局管理人员所了解的入学缺口地区较为一致。 

 

图 2：小学服务半径覆盖率分析 

 

图 3：初中服务半径覆盖率分析 



服务半径覆盖率分析的结论一方面与中小学的数量和布局有关，另外一方面与管理单元

内用地构成相关。根据分析结论可以看到，青山区在城市三环线外围区域，服务半径覆盖率

较低。而城市三环线以内学校数量较多，大部分覆盖情况较好，局部缺口区域覆盖率较低。

总体来看初中服务半径覆盖率情况要好于小学，一方面是因为初中服务半径大于小学，另外

一个方面也反应出初中入学矛盾小于小学。 

学位承载力法：根据管理单元周边中小学用地按照生均用地指标（如下表）计算所能承

载的学位数量，与管理单元内的学位需求数量进行差值对比。将差值与武汉市规定的最小学

校班额（小学 18班，每班 45人，中学 18班，每班 50人）所承载的学位数量进行对比，根

据对比情况进行分段分析，得出结论。其中学位需求按照管理单元内部人口乘以千人指标得

到。通过现状人口及审批居住用地项目计算管理单元内部总人口。 

表 1：各学段生均用地指标一览表 

区域 
小学段生均用地（平方米/生） 初中段生均用地（平方米/生） 

18 班 24 班 30 班 18 班 24 班 30 班 

老城区 10.2~13.7 9.7~13.2 9.3~12.3 12.2~16 11.8~15.6 11.4~14.8 

建成区 13.7~20.5 13.2~18.4 12.3~17.5 16~22.2 15.6~19.8 14.8~18 

新建区 23.5 21.4 20.5 27.2 25.8 24 

 

图 4：小学学位承载力分析 



 

图 5：初中学位承载力分析 

学位承载力的分析结果与中小学的建设情况以及人口分布情况密切相关。从以上分析结

论，可以发现，近年来城市开发的热点区域（行政区西侧城市重点建设区）呈现明显的学位

承载力缺口，缺口数量至少需要新建一所以上最小班额小学或在现有小学面积基础上进行扩

建。从学位承载力分析方法能看出，初中的承载情况要好于小学，就学压力较小。 

4 规划应对策略 

4.1 衔接规划管理 

规划实施评估的结论必须要服务于规划管理，才能够使得城市做出教育公平目标的应对。

结合实施评估的结论，从规划的视角，建立一种“疏堵结合”的管控模式，将规划实施评估

结论转换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从实施评估结论看，一方面，规划学校布点必须与人口的分布

相协调；另一方面，规划学校的承载力必须与人口的学位需求相协调。“疏”的意思就是通

过新增学校的供应，以达到满足学校服务半径及学位承载力的要求。“堵”就是对已经出现

中小学入学矛盾的区域，适当控制人口增加速度。具体来讲，就是在规划布局与审批过程中，

控制居住类项目的供应速度。 

4.2 建立预警分区 

结合实施评估中服务半径与学位承载力两种方法，通过教育管理部门、规划管理部门、

社会公众相关意见的修正，按照预警从严的原则进行叠加，得到中小学实施评估预警分区。

对预警分区进行分级管理，:划分 “红、黄、绿”三个级别。通过预警分区的分级制定中小

学建设的相关管控规则。 



 

图 6：预警分区建设 

 

图 7：小学预警分区图 

 

图 8：初中预警分区图 

从预警分区的结论来看，小学建设是近年入学矛盾突出的重点，需要在规划管理中进行

建设引导。实际上从原青山区中小学布局规划来看，中小学存在的问题更多的在于“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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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建设”，验证了前文所提及的实施评估目的并不一定是对以前规划进行调整的结论。 

4.3 制定管控规则 

结合实施评估结论，制定“红、黄、绿”三级预警分区管控规则，服务规划管理。最终，

促进城市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朝中小学布局规划控制的目标发展，使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基

础设施建设同步，达到教育公平。 

其中红区预警区表示现状学校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新增学校建设来满足地区对中小学

设施的需求。在规划管理中，必须根据中小学建设的缺口进行建设补充。对于基础教育设施

用地的土地出让、拆迁安置、建设资金等进行优先考虑。 

黄色预警区表示现状学校存在一定的缺口，目前学校的布局情况虽尚能满足中小学上学

的需求，但难以满足大量新增学位增长需求。在规划管理中，对于新增居住用地的情况要进

行学位承载力分析，根据相关标准同步配建学校。 

绿色预警区表示现状学校供给尚可，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城市建设活动。但是对于新增居

住用地，仍然需要评估其带来的新增学位需求是否会对预警分区带来改变。如有改变则按照

相应预警区进行控制。 

表 2：预警分区管理措施 

预警分区 管理措施 

红 
教育部门积极上报学校建设年度计划，规划部门结合学校建设情况控制

住宅类用地供应速度 

黄 新增住宅类项目必须根据新增建设规模配建中小学设施 

绿 如若新增住宅类用地供应，必须重新进行实施评估 

将预警分区的成果转化为便于管理的规划图则。图则主要明确中小学预警分区、管理单

元中小学管理信息等内容。 

 

 

 

 

 

 

 

 

图 9：青山区小学预警分区图 



 

图 10：青山区初中预警分区图 

通过预警分区图则，便于城市管理部门合理推进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以公共服务设施的

底线思维控制城市建设速度，保障中小学设施的规划实施，真正达到教育公平。 

5 结语与展望 

传统意义上规划实施评估将结论引向既有规划，但多数情况下规划并无太大过错。造成

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紧缺的更多在于规划的实施与管理。本文以武汉市青山区中小学布局规划

实施评估为例，介绍将实施评估结论与规划管理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强调实施与管理对于城

市的重要作用。就中小学布局来看，实施评估落关注于服务半径覆盖率与学位承载力两个方

面，从规划的角度来保证教育公平。但目前基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造成的“教育质量公平”

问题尚需教育、规划管理部门共同努力，寻找实现教育公平、均衡布局的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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