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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
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

刘乃全 吴伟平 刘

莎

摘 要：从总体结构、偏移增长、圈层结构以及不均衡特征等四个层面剖析了长三
角城市群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从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
素以及自然环境因素等四个方面探析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基于16个核
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
（1）长三角城市群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老龄化程度较严重且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
学历结构要优于全国其他地区；（2）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偏移增长量呈现上升趋势，
并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的人口空间圈层体系结构，但人口空
间分布的不均衡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房价
水平、环境质量和就业率是影响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的关键性变量。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群 人口空间分布 时空演变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1
人口空间分布失衡、大城市半城市化以及

一、引言

退潮风险加剧，表明我国人口问题性质已
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决定

与布局失衡制约型”，并长期困扰着区域

要素，人口要素的空间分布是人口地理研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府政策制定。

究的核心问题，能够表征人口的地理空间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

集散状态，受制于并反作用于区域的经济

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为

与社会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推进时期，

我国城市群建设提供了示范性作用。近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15BRK025）
，
上海财经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
公共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研究”（项目编号：16YJC79009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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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

核心城市共11036.48万人，行政区域土地

催生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一是人

面积约109911.9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口集聚落后于经济集聚，导致人口与经济

1004.12人/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常住人

空间不平衡；二是诸如上海、苏州等特大

口最多，为2415.27万人，舟山市人口最

城市和超大城市发展面临着土地空间有限

少，为115.20万人；人口密度最高的为上

的强约束“天花板”；三是特大城市与超大

海市，为3809.27人/平方公里，最低的是

城市面临人口规模最大承载力“天花板”，

杭州市，为543.38人/平方公里。从表1来

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区，使得中心

看，可以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密度分为三

城区因人口密度过度高而导致“城市病”

个梯度：第一梯度为上海市，即人口密度

加剧，公共服务软硬件设施面临着巨大的

大于3000人/平方公里；第二梯度为南京

压力与挑战。长三角城市群迫切需要通过

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嘉兴市，

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优化调整来实现土

即人口密度大于1000人/平方公里且小于

地集约利用与资源合理高效分配以及扩容

3000人/平方公里；其余的城市为第三梯

提质的目标。另外，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

度，即人口密度小于1000人/平方公里。

主体，人口空间分布与人口自然增长因素、

总体来说，人口密度东北高、西南低。另

经济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环

外，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2月公布的数据

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因素时

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0%。

刻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居住区位选择，乃

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的城镇化率

至城市总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

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为上海

势。因此，本文从总体结构特征、偏移增长

市，城镇化率87.6%，最低的是湖州市，

特征、圈层结构特征以及不均衡特征等多

为59.2%。同时，经比较可以发现，南京

个层面深入剖析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分布的

市和杭州市作为两省的省会城市，其城市

时空演变特征，并探析人口空间格局演变

化水平高于同省的其他城市。如果我们把

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解读人口与经济地

30%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初期，60%作为城

域空间分布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揭示人口

市化发展的中期，80%作为城市化发展的

空间格局的基本脉络与演变规律，并谋划

较高阶段，可以发现，整个长三角不同城

实现人口与经济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

市处于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

展对策，为破解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

差异比较大。

布的不均衡性难题、引导人口要素的空间
合理流动与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为了更进一步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人
口分布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
构，本文利用全国第六人口普查数据进

二、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
的时空演变特征
（一）总体结构特征
截至2015年底，长三角城市群16个



行更深入的分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显示：（1）性别结构特征。长三
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2010年共有男性
5474.72万人，占总人数的50.86%，女性
人数为5288.54万人，占总人数的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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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人口总量及密度分布

城市

常住人口数量
（万人）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口地理集中度

上海

2415.27

6340.50

3809.27

3.79

南京

823.59

6587.02

1250.32

1.25

苏州

651.10

8488.42

767.04

0.76

无锡

470.10

4627.46

1015.89

1.01

常州

1061.60

4372.15

2428.10

2.42

镇江

730.00

3840.00

1901.04

1.89

扬州

448.36

6591.00

680.26

0.68

泰州

317.65

5787.26

548.88

0.55

南通

464.16

8001.00

580.13

0.58

杭州

901.80

16596.00

543.38

0.54

宁波

782.50

9816.00

797.17

0.79

湖州

458.50

5820.00

787.80

0.78

嘉兴

294.95

3915.00

753.38

0.75

绍兴

496.80

8279.00

600.07

0.60

舟山

115.20

1440.12

799.93

0.80

台州

604.90

9411.00

642.76

0.64

注：人口地理集中度计算公式为GPRi＝(Pi/Si)/(P/S)。其中，Pi为i城市的人口总量，Si为i城市的土地
面积，P为所有区域的总人数，S为所有区域的总面积。

总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

其中，苏州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为103.5，稍低于全国总的性别比

比重最低，为8.51%；南通市65岁及以上

105.20，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性别比例较为

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高，为16.51%。

均衡。（2）年龄结构特征。长三角16个

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老龄化水平相对低

核心城市的常住人口中，0~14岁之间的

的是苏州、无锡和南京等经济相对较为发

人口数量为1149.55万，约占全部人数比

达的城市，老龄化水平相对高的城市为南

重的10.28%；15~64岁的常住人口数量为

通、泰州和扬州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

8919.23万，约占全部人数比重的79.75%；

上述情况说明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因为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1114.56万，约占

我国自计划生育以来的低生育率和医疗生

全部人数比重的9.97%。国际上通常把60

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受到由于经济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

活力引发的人口替代性迁移。总体来讲，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

长三角城市群的老龄化水平领先全国，老

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因

龄化高峰率先到来，随着长三角经济的迅

此，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全部进入

速发展，会引发越来越频繁的区域内部人

老龄化社会，但是内部差异还是比较大。

口迁移和省级迁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



特稿
SPECIAL FEATURE

和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

内的偏移增长量，ABSGR i为i地区在时间

对于南通、泰州和扬州等城市，人口净流

段(t 0,t 1)内的绝对增长量，SHARE i为i地区

出可能加剧老龄化问题。（3）学历结构
特征。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2010

在时间段(t 0,t 1)内的份额增长量，INTERSHIFTi为子区域的人口偏移增长量。表2

年大学（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总数为

给出了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人口份

1540.89万人，高中（含中专）学历的人口

额增长量和偏移增长量。从区域整体上

总数为1838.96万人，初中文化的人口总

看，人口偏移增长量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数为3995.73万人，小学文化的人口总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量有所增加，

为2642.79万人，文盲（特指15岁及以上不

上海的偏移增长量非常显著，说明上海市

识字的人）人数为390.91万人。其中，长

对人口的吸引在逐步增强。同时，可以看

三角城市群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出江苏省的人口正偏移量高于浙江省。在

有14316人，远高于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

1990年至2000年和2000年至2010年这两个

大学文化程度8930人，特别是上海市，每

阶段，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

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有21952人，

宁波的人口偏移增长量均为正值，镇江、

可见长三角城市群中经济发达的城市尤其

扬州、南通、湖州、舟山和泰州均为负

是上海市，更容易吸引到拥有高学历的人

值。

才。

（三）人口空间分布的圈层结构特征

（二）人口空间分布的偏移增长特征

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圈层结构的研

区域人口偏移增长经常用偏移-份额

究发现，上海市位于区域的圈层中心，其

法进行分析。此方法将某一时期某地区的

外围圈层依次为：苏州属于第一圈层，嘉

人口增长分解为“份额”增长和“偏移”

兴、无锡、常州、镇江、嘉兴和宁波属于

增长两部分。份额增长即指某一地区以整

第二圈层；泰州、扬州、湖州、绍兴、台

个区域的人口增长率作为其增长率时人口

州和舟山等属于第三圈层。长三角城市群

增加量，偏移增长即指该地区整体人口增

已经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

长量与份额增长量的差值。若某地区偏移

州为副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圈层体系

增长量为正，说明该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

结构，逐渐形成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

其他地区快，人口向该地集聚；如果某地

和杭州都市圈。

区偏移增长量为负，说明该地区人口增长
较其他地区慢，人口呈扩散现象。计算公
式为：

（四）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特征
不均衡指数是考察人口在某个区域上
的分布是否均衡和集中，其计算公式是：



（1）

（3）

（2）

其中，U为不均衡指数，n为研究单元

其中，SHIFTi为i地区在时间段(t 0,t 1 )

个数，x i为i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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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人口份额增长量和偏移增长量

城市

人口份额增长量

人口偏移增长量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上海市

1852181

3665306

1543657

2616108

南京市

717382

1366307

352983

399887

苏州市

783362

1514998

489860

2034223

无锡市

595534

1134245

292689

58532

常州市

455246

842218

110527

-95753

镇江市

361560

634407

-68751

-418039

扬州市

746308

1023468

-1450748

-1236392

泰州市

524211

1047903

483915

-1215104

南通市

1064210

1645141

-1219197

-1875225

杭州市

809752

1506606

236787

315045

宁波市

706760

1305604

164945

337483

湖州市

339989

574970

-164146

-307217

嘉兴市

438888

784657

-18979

134004

绍兴市

554956

942438

-247821

-334440

舟山市

135511

219383

-110107

-99652

台州市

676747

1128469

-399372

-313346

图1

2000和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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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后减小，到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自
然增长率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对
于我国而言，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
施和医疗环境的改善，出生率降低，死亡
率也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趋缓。

（二）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主要的并经常起
图2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圈层
结构特征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口迁移的基本动
因。瑞典经济学家Knut Wicksell在1910年
日内瓦召开的国际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的
会议上发表《论适度人口》的演讲，第一

为i城市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重。U

次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概念，采用经济

值越小，人口分布越均衡；U值越大，人

总量分析法，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有

口分布越不均衡。表3给出了长三角城市

其适度的人口规模、合适的人口密度，绝

群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指数。随着时间

不能使人口规模超过该国的农业资源及它

的推移，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不

所能提供食物的综合能力。一国的人口增

均衡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城市

长应与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群内部人口趋向于分散。

他强调指出，一国最适度的人口应当是它
的工农业潜力所许可的、最大生产率所能

三、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
的影响因素解析

容纳的人口。
增长极理论和现代空间经济学理论都
在探讨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经济活动在

（一）人口自然增长因素

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认为经济的集聚带来

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是区域内部不同地

人口的集聚。经济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区之间人口增长的不均等造成的，而人口

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第一，生产

增长又由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决定。

力发展水平。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随着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人口的出生率减去死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口数量也

亡率。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的人口自然增

不断增加，商业和工业成为了主要的经济

长率不同，造成不同的人口自然增长。随

活动，此经济活动的主要地点是在城镇，

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会先

所以生产逐步向城镇集中，人口也不断向
城镇靠拢。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表3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
不均衡指数

步，中小城市将会得到无限的发展，那时
人口会分布在地方性的城市。同时，不同

年份

1990

2000

2010

产业部门的结构对人口分布也有影响。以

不均衡指数

2.62

2.84

3.24

农业部门生产为主的地区，人口分布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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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比较分散的特点；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从而促进了人口迁移。同时，一个地区良

的地区，人口分布会比较集中，特别是城

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也会吸引人口迁

市人口比重大。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及

移。总而言之，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

其分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是决定的。 第

社会环境因素具体可以包括城镇化水平、

二，生产布局。由于技术的进步，许多国

交通便利度、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

家的工业部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一些

教育资源以及环境质量等。

老工业部门和工业区都出现了衰落的现
象，该处人口都迁往他乡，另一方面，新

（四）自然环境因素

兴工业区的人口却大量增加。总之，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周围各种自然要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经济环境因素具体可

素的总和，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和

以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产业结

空间，是人类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

构、房价水平以及就业率等。

源泉。任何时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

（三）社会环境因素

不开自然环境。人类是劳动和大自然结合
的产物。在古代，农业经济脆弱，生产力

社会因素中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比

低下，自然环境对于人口分布起着决定性

较大的首先为政策因素。政府对区域的定

的作用，从中华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

位及相关政策对人口的分布与流动起着

和长江流域可见一斑。从世界范围来看，

主要的导向作用。比如，纽约政府利用差

人口大多分布于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良

别地价和和税价来限制市区发展，鼓励郊

的区域，而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的地

区发展；香港在新市镇的建设中降低厂房

域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少。随着生产力的发

租金，兴建基础设施以吸引企业迁入；巴

展，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

黎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产业外迁；东京通过

增强，但是自然环境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

“工业控制法”来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和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多寡和环境的

外迁等。20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开

优劣、区位的差异都直接影响着各地区的

放浦东，这使得外国来华投资开始出现新

经济发展，进而影响人口分布。（1）地

趋势，即首先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

形地貌。据统计，我国乃至世界人口大部

角洲地区，然后沿江自东往西推进。这种

分都聚集在地势比较低平的平原和丘陵

情况下，上海及长三角其他地区纷纷抓机

地带，随着海拔的上升，气温和气压逐渐

遇，设立各类开发区吸引外资入驻，再次

降低，直接制约着人体的生理机能， 同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明星。根据韦伯的

时，不利于生产活动和交通运输，人口密

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中最重要的就是

度迅速下降。（2）气候条件。气候不仅

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能够创造正的外

直接影响人的身体，而且影响着一个地区

部性，对于那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基

的土壤、植被和水文等，通过对农业生产

础设施，如交通通信、港口、水利等。交

的制约间接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

通和通讯的发展相对地缩小了地区间的

的影响，从而影响人口分布。（3）水文

距离，减少了妨碍人口迁移的各种困难，

条件。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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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淡水的分布及其变

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挑选出最适合本

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生活、生产

文研究内容的估计方法。在实证分析前，

的空间布局，从而决定着人口迁移的方向

为了减少量纲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非比

和规模。（4）土壤条件。土壤是影响农

率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其中，具体构

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农业生产有着

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特别的重要意义，因而也是影响人口迁移
的一个重要因素。（5）自然灾害情况。自
然灾害也会造成环境难民进而引起人口迁
移。

三、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其中，i代表某个城市，t代表时间，
(i＝0,1,2…)为待估参数；gpr代表被解
释变量人口地理集中度；其他变量均为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变量，诸如人

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

口自然增长率（growth）、经济发展水平

短，可使用的有效数据非常有限，在定量

（rjgdp）、收入水平（wage）、产业结构

分析中，短期跨度难以使用时间序列得到

（industry）、房价水平（price）、就业率

可靠结论，降低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面板

（employ）、城镇化水平（urban）、交通

数据可以克服样本数据短的局限，考虑到

便利度（traffic）、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

中国有效时间序列数据较短这个具体特

平（fiscal）、教育资源（education）、环

征，面板数据分析具有更强的适用性。面

境质量（SO2）以及气候条件（temp）等；

板数据既可以像普通截面数据一样挖掘
因果关系，也可以利用其时间维度帮助模
型识别。考虑到现有国内实证研究中在解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释因果关系时往往只是分析时间维度或

本文选择人口地理集中度（gpr）作

同期解释变量的维度，使用面板模型可以

为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度量。其中，人口地

有效弥补当前实证研究的空缺。面板数据

理集中度数值越大代表人口相对集聚。

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不可观测的个体差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对长三角

异或“异质性”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同

城市群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总结出影响

时可以提供更多个体动态行为的信息，样

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

本容量大可以提高估计的精确度。因此，

几点：

本文在理论基础和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1）人口自然增长因素。根据人口

解析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城市群的现实

学和人口地理学理论，地区人口规模的扩

特征，构建了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面

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该地区人口

板数据计量模型。为了得出有效的估计结

的自然增长，二是来自外来人口迁入。相

果，本文将对比常用的混合OLS、固定效

比较而言，人口自然增长是地区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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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直接性因素，所以本文选择人口自

度上影响了人口空间分布；第二，交通的

然增长率（growth）作为人口自然增长因

便捷程度会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也

素的衡量指标。

会影响就业和通勤成本，从而间接影响人

（2）经济环境因素。本文选择经济

口空间分布；第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发展水平（rjgdp）、收入水平（wage）、

的完善度能影响人们的区位选择，比如受

产业结构（industry）、房价水平（price）

到人们广泛关注的教育、医疗资源，在一

以及就业率（employ）等变量作为经济环

定程度上对人口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第

境因素的度量指标。选择依据是：第一，

四，教育水平在宏观上会促进一个国家或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一个地区人口的分布，

者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微观上可以提高个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通常人口密度越高；第

人素质和生活质量，也会影响人口的空间

二，人总是会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追求自

分布；第五，不同的环境系统具有不同的

身效用最大化，所以，收入水平会影响人

环境承载力和人居环境适应度，成为影响

口空间分布；第三，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地

区域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的环境基础条

区的产业组成即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

件。最后，文章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不同产业的集中与发展会直接影响人口的

比率来衡量城镇化率，采用人均道路面积

就业区位选择；第四，房价会通过影响人

来测度交通便利度，以地区财政支出来衡

们的区位选择来影响人口分布；第五，工

量当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用学校

作是引起人类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

的师生比作为教育资源的测度指标，采用

向市区和大城市的聚集是为了寻找工作机

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地区环境质量。

会，所以就业岗位多的地区对人的吸引力

（4）自然环境因素。前文的研究表

强，从而影响一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

明，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

其中，利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

文特征乃至土壤环境都会影响到地区的人

平，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收入水

口空间分布。不过，考虑到地形地貌、水

平，利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

文特征以及土壤环境等变量数据较难搜

测度产业结构，运用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

集，所以，本文主要利用地区的气候条件

价格作为地区房价水平的测度指标，采用

（temp）来表征自然环境，并选用年平均

全社会从业人员与常住人口的比率来度量

温度作为对气候因素的衡量。

就业率。

因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相差比较

（3）社 会 环 境 因 素 。本 文 选 择 城

大，而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常

镇化水平（urban）、交通便利度（traf-

住人口，长三角核心城市从2005年开始使

fic）、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fis-

用常住人口统计量，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

cal）、教育资源（education）以及环境质

是2015年，所以本文的实证研究时间跨度

量（SO 2）等变量作为社会环境因素的衡

为2005-2015年。文章的所有研究数据来

量指标。选择依据是：第一，随着我国城

源于中国知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

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市区涌动的趋势

据库”《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

越来越明显，这说明城镇化率在一定程

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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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长三角各城市《统计

增长率不显著；回归方程4引入了环境质

年鉴》，部分空缺数据由各城市国民经济

量和就业率，发现环境质量在0.1%的水

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环境状况公报进

平上显著为正，就业率在0.1%的水平上显

行补充。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

著为负。经过对比，模型4的拟合程度最

见表4。

好，但是发现和实际情况有所差别。
接着，本文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

（三）基准回归估计

和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对回归方程4作进一

为了清楚地分析各因素对长三角城

步检验，然后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三

市群人口分布的影响效应，本文通过逐

种参数估计方式中的最优估计方式。从

步回归的方式来估计模型参数。另外，考

表6的回归方程5、6和7来看，在存在个

虑到影响因素变量较多，文章仅在回归结
果统计表中保留回归系数显著的变量（表

体效应的情况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
x2=32.16，P=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

5）。回归方程1仅以产业结构作为基础变

最终我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

（四）模型修正后的检验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为负，且在0.1%的水
平上显著；回归方程2引入了地区经济发

上述检验表明，本文的面板数据不

展水平即人均GDP，其参数估计值同样也

仅存在组间异方差，而且存在组内相关现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回归方程3引入

象。下面针对这些现象，我们通过FGLS

了房价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发现房价

方法进行修正。具体结果详见表6中的回

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人口自然

归方程8。通过对静态面板的FE和FGLS回

表4

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pr

人口地理集中度

6.76

0.47

6.11

8.25

growth

人口自然增长率

1.44

1.99

-2.76

7.31

ln(rjgdp)

经济发展水平

0.53

0.06

0.36

0.65

ln(wage)

收入水平

10.53

0.38

8.59

11.42

industry

产业结构

0.53

0.06

0.36

0.65

ln(price)

房价水平

8.66

0.46

7.66

9.69

employ

就业率

0.61

0.07

0.42

0.74

urban

城镇化水平

62.68

10.87

44.6

89.6

ln(traffic)

交通便利度

1.80

0.48

0.37

2.75

ln(fiscal)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

8.67

0.69

7.11

10.37

education

教育资源

0.06

0.07

0.42

0.74

ln(so2)

环境质量

11.30

0.73

8.36

13.15

ln(temp)

平均温度

2.83

0.05

2.67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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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OLS

OLS

OLS

OLS

-5.581***
（-5.62）

-5.010**
(-2.97)

-6.875***
(-3.57)

3.518***
(-3.49)

0.263**
(3.01)

0.640***
(3.42)

-0.0127
(-0.09)

ln(price)

-0.528*
(-2.01)

0.420*
(2.07)

growth

0.00865
(0.35)

-0.0883***
(-4.51)

industry
ln(rjgdp)

ln(so2)

0.480***
(6.99)

employ

-4.172***
(-5.92)

_cons

4.061
(7.62）

0.897
(0.68)

2.358
(1.38)

-3.302**
(-2.96)

其他影响因素

—

—

—

控制

R

0.1820

0.2026

0.2229

0.6991

样本容量

176

176

176

176

2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6

静态面板及模型修正后的检验结果

（5）

（6）

（7）

（8）

混合OLS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FGLS

industry

-0.0127
(-0.05)

-0.223***
(-6.91)

-0.226***
(-7.79)

0.119***
(9.08)

ln(rjgdp)

-3.518
(-1.71)

-1.137***
(-5.82)

-1.121***
(-6.39)

-0.318***
(-6.32)

ln(price)

0.420
(1.19)

0.116***
(3.64)

0.112***
(3.92)

-0.0940***
(-7.29)

growth

-0.0883*
(-2.15)

0.00965**
(2.76)

0.00997**
(3.19)

0.00125
(1.83)

ln(so2)

0.480**
(3.27)

-0.0444**
(-2.88)

-0.0516***
(-3.73)

0.0852***
(21.75)

employ

-4.172*
(-2.52)

0.212*
(2.20)

0.245**
(2.83)

-0.237***
(-6.43)

_cons

-3.302
(-1.50)

3.471***
(9.08)

3.586***
(10.98)

-0.277***
(-3.52)

其他影响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6691

0.4918

0.4933

0.5832

样本容量

176

176

176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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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排放也会越高。除此之外，本文创新性地

房价水平、环境质量和就业率对人口的空

探讨了气候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

间分布有显著的影响。（1）从产业结构对

分布的影响效应，但检验结果发现该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来看，

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

产业结构对人口集聚的边际效应为负，说

在于，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所在的

明随着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人口开

地理经度和纬度、地形地貌、温度、降雨

始由密集地区向外扩散。随着长三角产业

量等自然环境相差无几，都很适宜人口的

结构进行调整，若干制造型企业搬离中心

居住，所以在现有的样本量中，气候对人

城市或城区，使得迁入地增加大量的就业

口空间分布影响不大。

岗位，吸引大量劳动力就业和定居，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心城市过度的人口压

四、结论与启示

力。（2）从地区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城市
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来看，FGLS估计显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示地区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的效应显著为

催生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当前迫

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吸引人口的集

切需要通过城市群乃至城市内部人口空间

聚。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高，择业机

结构优化调整，来实现土地制约利用与资

会多，各种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也

源合理高效分配以及扩容提质的目标。本

相对丰富，这些都作为拉力，吸引人口的

文从总体结构特征、偏移增长特征、圈层

迁入。（3）从房价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

结构特征以及不均衡特征等多个层面，深

间分布的影响来看，FGLS估计显示房价对

入剖析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

人口集聚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房价

特征，从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经济环境因

的增加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人口集聚的

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环境因素等四

压力。因为理性消费者总是在收入一定的

个方面，探析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

情况下，选择自身效应的最大化，高额的

响因素，并基于16个核心城市2005~2015

房价水平对人口有挤出效应。（4）从就业

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影响长三角城市群

机会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

人口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进而解读人口

来看，FGLS估计显示就业率对人口集聚的

与经济地域空间分布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效应显著为负，但是在FE估计的情况下，

研究结果显示：

显著为正，可能存在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

（1）从性别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

的问题。（5）从环境质量对长三角城市群

群男女性别比稍低于全国水平，意味着该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来看，该变量的估计

区域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从年龄结构来

结果在FE和FGLS中不一致，造成这一结

看，老龄化程度较严重且城市群内部差异

果的原因可能是环境质量对人口空间分布

较大，经济较发达城市的老龄化水平低，

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的问

而经济欠发达城市的老龄化水平高。从学

题。比如，环境质量较好的地区是人口汇

历结构来看，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全国

聚的地方，而地区的人口密集越高则污染

水平，表明学历结构要优于全国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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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城市。

业率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

（2）从偏移增长特征来看，长三角

效应不稳定，但毋庸置疑这两个因素对长

城市群的人口偏移增长量呈现上升趋势，

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尤其是上海最为显著，江苏省的人口正偏

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以上

移量高于浙江省。从圈层结构特征来看，

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的发展格

长三角城市群已经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

局，但是根据首位度分析，南京和杭州的

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的人口空间圈

人口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长三

层体系结构，且上海市位于区域的圈层中

角城市群内部发展极不均衡，一些地级市

心，其外围圈层依次为：苏州属于第一圈

或者县级市人口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群在

层，嘉兴、无锡、常州、镇江、嘉兴和宁

系统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此，

波属于第二圈层；泰州、扬州、湖州、绍

应该加快副中心的建设，不仅能够有效促

兴、台州和舟山等属于第三圈层。从不均

进上海这一城市群龙头的非核心功能疏

衡特征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

解，还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中小

的不均衡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城市的合理布局和发展，完善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人口趋向于分散。

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等级结构。另外，考虑

（3）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产 业 结

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

构、房价水平、环境质量和就业率是影响

人口空间结构有序调整，所以，在进行工

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的关键性变量。其

业企业的布局调整以及主体功能规划时不

中，产业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地理集

能仅限于城市群内部各独立的城市，而要

中度的边际效应为负，说明随着第二产业

立足于长三角城市群这一个大局。最后，

产值比重的提高，人口开始由密集地区向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调整限

外扩散；地区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显著为

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就业管制制度，

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吸引人口的集

有效地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

聚；房价水平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说明

平，并通过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贫富

房价的增加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在

差距来实现城市群人口空间优化和扩容提

长三角城市群集聚的压力；环境质量和就

质目标。

参考文献：
[1]Glaser Edward. Cities, Agglomeration and Spatial Equilibriu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Mojica, L, Marti-Henneberg, J. Railway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France, Spain, and Portugal,
1870-2000 [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11(40): 28-43.
[3]Newling BE. The Spatial Change of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J].Geographical Review, 1969(59):
242-252.
[4]Papageorgiou, Y.Y. Population Density in a Central-Place System[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4,6(54): 450-461.
[5]高向东,郑敏,孙文慧.上海市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的模型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1-66．
[6]俞路,张善余,韩贵峰.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5):83-87.

17

特稿
SPECIAL FEATURE

[7]刘乃全,周效门,刘学华,姜乾之.转型关键期上海优化人口空间结构的政策建议 [J].科学发展,
2014(10):84-88.
[8]刘乃全,孙海鸣.上海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的互动关系研究 [J].财经研究,2003(1):55-62.
[9]吴伟平,刘乃全.属地化管理下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需匹配优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6(8):49-54.
[10]刘乃全,吴伟平.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序选择研究[J].湖湘论坛,2017(4):99-105.
[11]刘乃全,耿文才.上海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
究[J].财经研究,2015(2):99-110.
[12]苏红键,魏后凯.密度效应、最优城市人口密度与集约型城镇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5-17.
作者简介：刘乃全，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吴伟平，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
济与城市经济。刘莎，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
（责任编辑：卢小文）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Liu Naiquan, Wu Weiping, Liu Sh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overal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fset growth characteristics, laye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from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factors, soci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key factors with panel date of 16 co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⑴ While the gender ratio is balanced in this region, the
degree of aging is more serious and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bigger, and its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⑵
The population offset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s on the rise; it
has formed a population space circle system structure gradually, making Shanghai the center,
and Nanjing and Hangzhou the sub centers; but the disequilibrium index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n upward trend in general. ⑶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house price,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employment rate are key variable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word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patial
evolution;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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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区性中心城市的
功能作用及评价体系构建
◎

张欣炜

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另
一方面要严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因而拥有相当的人口规模、较强的经济基础和一定
综合服务能力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从中心城市的概
念内涵入手，对其经济、社会功能作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基础、集聚
能力和辐射能力三方面构建了评价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三级指标体系和中心性指数，并提
出了相关的城市发展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地区中心城市 功能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

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另一方面为

推进，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

避免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提出“严格控

提高到了2013年的53.7%，城市数量也从

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

193个增加到658个。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

模”。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拥有较大的人

镇化时期，传统城镇化道路逐渐显露出一

口规模、较强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综合服务

系列的弊端。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的推

能力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完全可以成为吸纳

动下，城镇化转型发展为必然，新型城镇

农村转移人口的空间载体。由于国内研究

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新时期

更多的聚焦在高级别的中心城市，对地区

[1]

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

层级的中心城市较少给予关注，因而本文

2014年初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对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创新

规划（2014-2020）》一方面提出要“增

性，对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1JZD0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 (11JJDZH003)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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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义。

文化、信息中心，控制着国家、区域乃至
世界的经济命脉。低等级的中心城市一般

一、中心城市的内涵

发挥区域的商贸、文化、交通中心等服务
功能。但一般而言，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把在国家或

都应该在其一定地域范围内发挥经济的集

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城

聚（极化）和辐射作用，并为周边地区提

市或特大城市称之为中心城市，它们构成

供综合性服务。

了国家或区域经济活动网络的主要节点。
其后，许多学者对中心城市的概念、特

（一）集聚和扩散区域经济活动

征、功能作用以及判定标准等进行了深入

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主要通过规模

的探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心城市

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

的概念被不断细化，出现了对更小区域范

设施效益等 [2]，将区域中的人口和各类要

围内中心城市发展的研究。

素，包括第二与三产业、人才、原材料、

总的来说，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

资金、科技和管理集中聚集于此。要素的

中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在经济、科技、

集聚达到一定程度，集聚效应便开始体

文化各方面对周围区域产生相当辐射作

现。中心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规模不断扩

用的中心城市。在中国，一般可以把区域

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区域社

中心城市分为3个等级：一是指全国性中

会经济活动中心和城镇网络的发展极核。

心城市，即在全国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的

中心城市在功能不断聚集、成为发展

城市，并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

极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扩散效应的出现。城

因而具有国际城市的地位；二是指大区域

市成长初期，集聚效应明显，中心城市不

的中心城市，即在跨省域经济中能够发挥

断膨胀扩张。而当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

重要作用的城市；三是指省内地区性中心

中心城市规模效益开始减退，各项成本上

城市，即在地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

升，扩散将占主要地位。中心城市通过产

市。

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经济要素
的扩散作用对周边经济产生影响，带动其

二、中心城市的功能

周边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并促进城市网络
的形成。

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在一定区域范围
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因

（二）组织物资集散和商品流通

为中心城市具有城镇人口规模大、经济实

中心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市场

力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交通基础设施

容量大。加之中心城市交通发达，各种商

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强等特征。

业服务比较完善，交易方便，有益于商品

不同级别的中心城市，其功能和强度

流通网络的形成。有些中心城市具有沿

有所不同。例如，高等级的中心城市一般

海港口的区位优势，是国际货物流通网络

为金融中心、大型企业总部所在地，也是

中的重要节点。所以，以中心城市为中心

20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组织物资集散和商品流通，有利于产销、

中心性＝Tz－Ez*Tg/Eg

供求之间的沟通合作；有利于城乡商品交

其中，Tz为中心地的电话门数；Ez为

流；有利于内外贸结合，互相促进；有利于

中心地的人口；Tg为区域内电话的数量；

减少不必要的滞留商品的中间环节，节约

Eg为区域的人口。

[3]

流通时间和费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三）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提供
综合服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学者对我国
中心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定量研究，确定和
划分了不同阶段和等级的中心城市。顾朝
林（1991年）利用图论原理与因子分析方

中心城市是为各项经济活动组织提供

法，构建了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

综合服务的中心。它不仅为本城市提供综

系，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包括经济

合服务，而且还为其辐射所及的整个经济

实力指标和物质实力指标，第二层次将上

区提供综合服务。由于中心城市的规模不

述两方面实力进一步分解为经济发展水

同、辐射的范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

平、辐射能力、吸引能力三个指标集，第

市职能各异，其服务的范围也就不同。如

三层次为各具体统计指标[5]。

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或经济中

宁越敏（1993年）等采用1984年和

心，并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而武汉、

1990年的统计资料，选择了三项分别反映

沈阳、成都等城市主要的服务主要是区域

人口、经济实力和信息中心的代表性指

性的。服务的领域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有

标：市区非农人口50万以上、全市工业总

生产、交换方面的内容，还有交通运输、

产值（或GDP）在30亿元以上和市区邮电

金融商贸、科学教育、文化旅游、信息情

业务总量，对35个城市进行了中心性测

报、调节管理、研究咨询等方面的内容。

度，确定了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我国20

实际上中心城市为所在区域提供综合性

个中心城市[6]。

服务的功能是其区别于一般城市的重要特
征。

周一星等（2001年）以1997年底223个
地级以上(包括地级)城市的统计资料等为
基础，选取两个层次9项指标组成中心性

三、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判定和指
标体系构建
（一）相关研究动态

指标体系，将我国城市分为5个等级体系。
其中第一层次反映商业、服务业、交通运
输及信息业、制造业4个方面；第二层次
用9个指标细化这4个方面的服务内容[7]。

城市中心性指的是一个城市中心职能

除了全国性的研究，一些学者还在前

作用的大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地理

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对地区性的中心

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克里斯塔

城市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勒用城镇的电话门数作为衡量中心性的主
[4]

一般认为，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

要指标 ，因为当时电话已广泛使用，电

长极，多数学者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话门数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城镇作用

这个角度建立地方性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

的大小，其公式如下：

系。如徐康宁等人认为，中心城市往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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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并用经济规模、

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茂军等人用商

经济素质、经济运行环境三个层次18项具

业(含饮食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合计值

[8]

体指标构建了评价体系 。王兴平、黄兴文

作为中心性分析的定量指标，对1955年以

认为省域中心城市是指城市整体实力具有

来对山东城市的中心性进行了测度[19]。在交

省域影响力的城市，其为省域中心城市提

通方面，贺崇明以广州为例，对中心城市

出了具体的前提性标准和目标性标准，并

的交通网络建设进行了论述 [20]；在文化方

将江苏省的中心城市分为3个等级。其认

面，一些学者探讨了城市文化对区域中心

为省域中心城市应当达到3个标准：①市区

城市发展的作用[21-22]，还有学者对区域中心

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上；②城市第三产业增

城市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23]。

加值占GDP的50%以上；③城市人均GDP
[9]

此外，有些学者还借鉴城市竞争力

达到8000美元以上 。此外，还有学者选取

概念评价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如

市区非农业人口、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市

孙希华从经济水平、人口与社会、基础设

区邮电业务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施、资源环境四个方面，27个二级指标对

额、全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全市工业总

山东省17个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了排

产值、全市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等指标，应

序[24]。谢守红等选取了经济竞争力、基础

用相关数学模型对江苏、黑龙江、江西等

设施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

[10-14]

省份中心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评价

。

力、环境竞争力等5个方面的14项核心指

一些学者从集聚与扩散功能的角度

标，对中部六省中心城市竞争力进行综合

对中心城市进行评价。陈鸿彬等选取了经

评价[25]。武杨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国

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指标对河南各中

内生产总是、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

心城市的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进行评价，

零售总额等15个指标对四川省18个中心城

[15]

但其在二者的指标选取上略有重叠 。周

市综合实力进行定量分析[26]。

加来等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经济、产业、

总体上来看，现有文献对于中心城市

对外联系、科技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求

水平的评价主要采用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指

出皖北六市的综合实力，以此替代传统断

标，该类指标较多的集中于经济方面，对

裂点模型中的人口规模指标求出皖北中心

商贸、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综合服

城市的辐射范围，并以此为依据从横向和

务功能体现不足，因此有一定局限性。

纵向的角度分析皖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
构、基础设施、科技实力、商贸物流、旅

（二）构建地区性中心城市发展水平
指标体系的分析框架

游等方面分析了南京、襄阳等城市的辐射

地区性中心城市是区域社会经济空间

情况[16]。此外有学者从经济实力、产业结

[17-18]

系统中的节点，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部分学者还以商贸、交通、文化等特

段的产物，具有经济活动的集聚与辐射、

殊要素对中心城市进行了分析。具有对外

商品物资流通和为周边区域服务的功能。

服务功能是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一些学

评价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一方

者从服务业的角度对省域中心城市进行了

面要考虑其社会、经济发展实力，这是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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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集聚与扩散功能的保证。另一方面要

相衔接，便于同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研究。

对其经济能量极化情况以及辐射能力发挥

城市评价体系不仅要便于不同城市之间的

情况进行分析，考察其对城市周围地区的

横向比较，也要利于同一个城市不同发展

影响带动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

阶段之间的纵向比较，以便了解城市各方

中心城市区别于非中心城市的关键所在。

面协调发展情况及与其他地区性中心城市

例如，中心城市往往能为周边地区提供专

的差距[27]。

业的商贸市场、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4.层次性

可以说社会经济基础是中心城市发挥功能

由于构成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要

的保障，而由集聚扩散功能形成的完善的

素较多，应按照其层次的高低、涉及的方

服务体系也会促进中心城市经济的持续发

面和作用的大小进行分类，并赋予不同的

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权重，从而使各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

（三）地区性中心城市评价指标选取
原则

的地位更加合理。

（四）指标的选取与构成

1.针对性

基于以上判断，按照针对性、可操作

衡量地区性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

性、可比性、层次性四个基本原则，构建

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指标所

了评价地区中心城市功能的三级指标体

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指标选取应依据地区

系。其中，一级指标由支撑指标、集聚能

性中心城市的特征及功能作用，科学全面

力指标、辐射能力指标构成；二级指标在

地反映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主要内涵。

此基础上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旅游、

2.可操作性

教育、医疗等指标，三级为若干具体指

指标的数据必须能易于搜集和计算，

标。

以减少主观臆断的误差，同时这些指标有

1.社会经济基础

利于指导中心城市未来的发展。

社会经济基础指标是中心城市发挥功

3.可比性

能的基础，不仅反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

对地区性中心城市的评价，应使指标

现状水平和所处的阶段，而且也预示着未

和资料的口径范围等与国内常用标准体系

来城市参与整个区域竞争所具备的能力，

图1

构建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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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由以下三类指标构成，每类指标又由

的范围和数量，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

若干具体指标构成：

况。

（1）城市规模

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指标

①城镇人口比重。地区性中心城市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性中心城市居民

有比一般城市更多大的非农就业机会、更

的富裕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劳动

高的收入以及更完善的服务设施，因此能

力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有较强的消费

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当中。城镇人

能力。

口决定着城市的扩张潜力，该指标反映了
该城市的发展水平。

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指标是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

②外来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日益成为

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

一个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外来人口

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业居

占总人口比重反映出一个城市吸引外地劳

民零售额总和的水平。其反映社会商品购

动力的水平。

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

③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是人与各种

况。

活动的聚集地和载体。建成区范围，一般

2.集聚能力指标

是指城市外轮廓线所能包括的地区，它包

中心城市在达到一定的经济实力后，

括市区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分散在近郊区

首先会出现要素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其

与城市有着密切联系，具有基本完善的市

以自身发达的交通网络为保障，以经济、

政公用设施的城市建设用地，是衡量城市

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医疗活动为主要内

实体规模的重要指标。

容，采用表征规模的三类指标构成：

（2）经济实力

（1）交通基础设施

①GDP。该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中心城市对外

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

联系、聚集要素的有力保证。一般来说高

终产品和劳务价值的水平，它是一个地区

等级的公路、铁路以及航空构成了中心城

经济实力和富裕状况的重要指标。一个城

市交通网的主要骨架。近年来，高铁的规

市能否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主要从该城

划与建设在促进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上的作

市在该区域的经济地位来判断。

用日益明显。主要包括以下指标：①高等

②人均GDP。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发
展层次和劳动生产率。
③第三产业比重。中心城市的集聚辐

级公路条数；②铁路条数（包括规划）；
③高铁条数；④机场等级；⑤航线条数。
（2）金融商贸

射功能主要通过非农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来

中心城市往往是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

体现，因而拥有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是中

和物流中心，拥有一批大型专业性的商贸

心城市的一般特征。

市场和物流基地。主要包括以下指标：①

④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
衡量地区中心城市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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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核心地位，对于世界级的中心城

量：体现信息流的规模。

市，例如纽约、伦敦、东京都扮演者金融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指标具有多重表

中心的作用。对于区域性中心城市，虽然

达性。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具有集聚

其金融保险业发展水平和地位有限，但对

和辐射的双重意义，在此列入辐射指标，

于组织周边地区经济活动仍有重要意义。

主要是考虑涉及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固

我们认为其可以通过以下指标来体现：①

定资产投资具有为区域服务的意义。

银行分行和支行数量；②保险公司数量；
③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3）文旅医疗

（五）权重的确定和中心性指数构建
城市中心性的测定分三步进行，首先

除了经济活动，中心城市往往还通过

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其次对各城

其独特的地方文化以及高质量的旅游资源

市和区域各项指标的原始指标值进行标准

吸引周边地区的游客。这些文旅资源的水

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的影响，最后加

平可以通过如下指标评价：①4A及以上旅

权求和。

游景区数；②博物馆数量；③省级科技文

对于权重的确定一般有主观和客观

化园区和文化重点企业数量；④省级以上

方法。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德尔菲

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数量；⑤是否国家历史

法等，多是采用综合咨询评分的定性方

文化名城；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法。该类法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往往

地方性中心城市多具有较丰富的医疗

会夸大或降低了某些指标的作用，但较为

资源，拥有一定数量的三甲医院和专科医

简单方便；另一类客观赋权法如主成分分

院。

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是根据各指标间的相关
3.辐射能力指标

关系或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权

作为地区性中心城市，对外的综合服

数，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但工作

务功能是其区别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主要

量较大[27]。具体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标志。而这种服务功能主要通过经济、文

择最适宜的赋权方法。

化、教育、科技等活动的扩散来完成。在

对于以上指标可以构建城市中心性指

这里，采用流量指标来表征这些扩散功能

数（M），以及三个分项指数：城市实力

的强弱，包括如下三类指标：

指数（A）、集聚能力指数（B）、扩散能

（1）经济类：

力指数（C）。

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②实际利
用外资额；③商品进出口总额；
（2）科教文卫类：
①高等教育教师和学生数量；②年内
省级以上会展次数；③专利授权量；
（3）通讯运输类：

四、对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建议
（一）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夯实
中心城市物质基础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心城市发

①客运总量：体现人流规模；②货

挥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基础，是城市竞争力

运周转量：体现物流规模；③邮电业务总

的核心要素。地区中心城市首先是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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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级指标

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判定三级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镇人口比重

城市规模

外来人口比重
城市建成区面积
人均GDP

A. 经济社会基础

GDP总量
经济实力

第三产业比重
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高等级公路条数
铁路条数(包括规划)

交通设施

高铁条数
机场等级
航线条数
大型综合和专业性商贸市场数量
省重点物流基地数量

商贸金融
B. 集聚能力

银行分行和支行数量
保险公司数量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4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
博物馆数量
省级科技文化园区和文化重点企业

文旅医疗

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经济

实际利用外资额
商品进出口总额
高等教育教师和学生数量

C. 辐射能力

文教科技

年内省级以上会展次数
专利授权量
客运总量

通讯运输

货运总量
邮电业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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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中心，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

区，同时应提高住宿、餐饮以及交通等综

产业支撑。作为地区性中心城市一方面要

合服务配套设施的水平，加强管理能力；

选择有基础、有前景的产业做大做强，并

在教育层面，应结合自身优势，提高

通过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形式增强产业集

高等院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形成具有

聚；另一方面要改善产业发展环境，吸引

一定知名度的特色专业；扩大高校和高职

外部资金进行重点投资。经济的发展提高

的办学规模和招生范围，服务于更大的区

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

域。在医疗服务方面，可和其他地区合作

会，增强了集聚人口的能力，从而为中心

引进医疗人才和先进设备，加大“三甲”

城市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医院的建设力度，引进和建设更多高水

（二）加快交通枢纽建设，保证集散
作用的发挥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中心城市对外

平、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专科医院，形成地
区性医疗服务基地。

五、结语

联系、聚集要素的有力保证。高等级的公
路、铁路以及航空构成了中心城市交通网

为避免人口过度集聚所带来的一系列

的主要骨架，而高铁的规划与建设在促进

问题，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了要严格

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上的作用日益明显。在

控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在我国，虽

公路、铁路建设方面，地区性中心城市应

然中小城镇数量众多，但是其集聚效益较

结合自身实际完善高等级公路和铁路（包

低，缺少产业支撑，尤其是公共服务设施

括高铁）的建设，从而更好的嵌入整个国

仍不够完善，难以吸引大量人口集聚。因

家的陆路交通网络，增强自身节点功能；

而，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功

在航空运输方面，应立足于地方机场的定

能发挥意义重大。

位，完善服务功能，争取更多客源，以开

地区性中心城市功能的评价，既要考

辟更多连接国家主要城市的航线，成为地

虑其经济发展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对其

区性的航空客货运集散中心。

金融、交通、教育、医疗等综合服务能力
进行考量，因为其是城市最本质的对外服

（三）提升专业服务品质，增强辐射
能力

市，应在夯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

除了经济活动，中心城市往往通过文

一步完善交通体系建设，增强对周边地区

旅医疗等服务资源吸引大量人流。在旅游

的综合服务能力，从而提升自身在更大范

方面，有条件的城市应加大历史文化遗产

围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并在区域可持续发

的保护开发力度，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景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务职能的直接体现。对于该级别的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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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Index System of Provincial Cor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ourbanization
Zhang Xinwe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o-urban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the most of core
cit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ga-cities is also necessary. So
that the functions of provincial core cities which have considerable population size, strong economic infrastructures and integrated service capabiliti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ginning with
the concept of provincial core cities,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its econom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n it constructs three levels of index system and centrality index including econom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concentration and radiation capabilities.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neo-urbanization; provincial core city; func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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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城市在“全球城市”新框架下的
全球化路径思考
——以成都为例
◎

姚

南

摘 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全球城市”进行了重新界定，该研究将全球最大的
123个都市经济区分为了全球巨头、亚洲锚点、新兴门户、中国工厂、知识资本、美国
中量级和国际中量级七大类型，指出了每类全球城市的特征、问题及发展建议。本文在
全面介绍该研究的基础上，以成都为例，进行了对标审视，并从中获取了对内陆城市全
球化路径的启示。
关键词：全球城市 竞争力 内陆城市 成都
【中图分类号】F290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3

一、引言
在全球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双重背
景下，全球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二、《重新界定“全球城市”》
研究解读
（一）研究框架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信息网络加

2016年9月，美国知名智库之一的布

速发展带来的扁平化等，使得越来越多城

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其对全球城市的研究

市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融入到全球网络之

成果，名为《重新界定“全球城市”——

中，全球城市的格局不断演变。

全球都市经济的七种类型》。该报告首先

与此同时，受益于国家在全球政治

对全球大趋势进行分析，指出城市化、全

经济地位的提升，我国诸多城市也提出了

球化和技术变革是重塑全球经济的三大

国际化、参与全球竞争等发展目标。然而

力量；其次构建了由贸易集群、创新、人

这些目标是否切合实际，需要对标国际标

才、基础设施和治理五方面构成的区域竞

准找到差距，为真正建成全球城市探索路

争力框架，并对全球最大的123个大都市

径。

区进行聚类分析；再次，基于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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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imensio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经济和产业
特征

都市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Indicator

Source

Population, 2015
人口

Oxford Economics, U.S. Census
Bureau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5
地区生产总值

Oxford Economics, Moody’s
Analytic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201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Oxford Economics, Moody’s
Analytics,U.S. Census Bureau

Output per worker, 2015
劳动生产率
Industry share of overall output, 2015
工业比重

Oxford Economics, Moody’s
Analytics

Industry output per worker, 2015
工业劳动生产率
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009-2015
绿地外商直接投资
Traded
Clusters
贸易集群

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er capita,
2009-2015
人均绿地外商直接投资
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bs created,
2009-2015
绿地外商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数
Share of total publications in top 10 percent cited
papers, 2010-2013
前10%引用论文总出版物比重
Share of total publications done with industry,
2010-2013
总出版物比重

Innovation
创新

Total patents, 2008-2012
专利总数
Total patents per capita, 2008-2012
人均专利数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millions of dollars per
1,000 inhabitants, 2006-2015
每1000名居民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millions of dollars,
2006-2015
风险投资

Talent
人才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Intelligence data

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udies (CWTS) and
Leiden Universityindustry, data

REGPAT

Pitchbook

Share of population 15+ with tertiary education,2014
or latest year available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Oxford Economics, U.S.
CensusBureau

Total aviation passengers, 2014
航空客运量

SA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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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Dimension
基础设施的
连接性
Governance
政府治理

Indicator

Source

Total aviation passengers per capita, 2014
人均航空客运量
Average internet download speed, 2015
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

Net Index

Data not available across all metro areas
各都市区均无可用数据

N/A

提出了全新的全球城市类型划分，明确了

类型都市区中相同变量的变化特征，总结

各类型全球城市的名录及特征；最后，探

该类城市的关键趋势。

讨了城市参与全球经济的多种模式，并对
每一类型全球城市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数据及方法
该研究根据2015年购买力平价，选取
了全球最大的123个大都市区作为样本，
采用哈佛商学院的竞争力五因素框架，构
建了包括贸易集群、创新、人才、基础设
施和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综
合运用主成分分析、K均值聚类和凝聚层
次聚类等聚类算法，识别大都市区的不同
类型，并将123个城市归类。通过分析同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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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年123个都市区重要指标占
全球的比重

七种类型全球城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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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23个全球城市分类名录

Group name
分类名称

Metro areas
都市区

Number of Observations
数量（中国城市数量）

Global Giants
全球巨头

London, Los Angeles, New York, Osaka-Kobe, Paris, and
Tokyo

6

Asian Anchors
亚洲锚点

Beijing北京, Hong Kong香港, Moscow, Seoul-Incheon,
Shanghai上海, and Singapore

6（3）

Ankara, Brasilia, Busan-Ulsan, Cape Town, Chongqing
重庆, Delhi, East Rand,Guangzhou广州, Hangzhou
杭州, Istanbul, Jinan济南, Johannesburg, KatowiceEmerging Gateways
Ostrava,Mexico City, Monterrey, Mumbai, Nanjing南京,
新兴门户
Ningbo宁波, Pretoria, Rio de Janeiro, Saint Petersburg,
Santiago, Sao Paulo, Shenzhen深圳, Tianjin天津,
Warsaw, Wuhan武汉, and Xi’an西安.

28（10）

Changchun长春, Changsha长沙, Changzhou常州,
Chengdu成都, Dalian大连, Dongguan东莞, Foshan佛山,
Fuzhou福州,Haerbin哈尔滨, Hefei合肥, Nantong南通,
Qingdao青岛, Shenyang沈阳, Shijiazhuang石家庄, Suzhou
苏州, Tangshan唐山,Wenzhou温州, Wuxi无锡, Xuzhou
徐州, Yantai烟台, Zhengzhou郑州, and Zibo淄博

22（22）

Factory China
中国工厂

Atlanta, Austin, Baltimore, Boston, Chicago, Dallas,
Knowledge Capitals Denver, Hartford, Houston, Minneapolis, Philadelphia,
知识资本
Portland, San Diego, San Francisco, San Jose, Seattle,
Stockholm, Washington DC, and Zurich

19

American
Middleweights
美国中量级

Charlotte, Cincinnati, Cleveland, Columbus, Detroit,
Indianapolis, Kansas City, Miami, Orlando, Phoenix,
Pittsburgh, Riverside, Sacramento, San Antonio, St.
Louis, and Tampa

16

International
Middle-weights
国际中量级

Brussels, Copenhagen-Malmö, Frankfurt, Hamburg,
Karlsruhe, Köln-Düsseldorf, Milan, Munich, Nagoya,
Rome, Rotterdam-Amsterdam, Stuttgart, ViennaBratislava, Athens, Barcelona, Berlin, Birmingham, (UK),
Kitakyushu-Fukuoka, Madrid, Melbourne, Montreal,
Perth, Sydney, Tel Aviv, Toronto, and Vancouver

26

（三）全球城市的分类分布

研究型大学的44％，占所有专利的65％，
吸引了82％的全球风险资本；同时它们也

123个大都市区的总人口占全世界的

是关键性基础设施最为集中的区域，2014

13%；它们是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年航空客运量为49亿，世界上最繁忙的50

拥有推动全球增长的竞争力资本，其经济

个国际机场占到了86%。

产出总量占全球的近1/3，吸引了全球总投

123个大都市区被划分为全球巨头、

资的1/4以上；它们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关

亚洲锚点、新兴门户、中国工厂、知识资

键驱动力量，拥有世界上最具科学影响力

本、美国中量级和国际中量级七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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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锚点

其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具体名录见表2。

（四）全球城市分类特征及问题建议

6个面向亚太地区和俄罗斯的区域性
商业、金融结点，平均人口规模为1610

1. 全球巨头

万，平均GDP为6680亿美元，仅次于全球

6个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指挥和控制

巨头，自2000年以来，人均GDP年均增长

中心，不仅是本国极其强大的主要对外门

4.2%。这些城市的蓬勃发展与亚洲的崛起

户，而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公司决

有关，中国、俄罗斯的逐步自由化，使这

策制定和国际交往的集聚区。全球巨头城

些城市成为了吸引国际投资的焦点。2009

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1940万，实际产出超

年至2015年，平均有460亿美元绿地投资

过1万亿美元，是亚洲锚点城市的3倍；其

进入这些地区，进而带来了新的产业和经

财富主要来源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已形成

济发展能力。在这些城市中，金融和商业

先进生产服务业产业集群；是全世界人

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其劳动生产率仅为全

力、资本、知识流动的主要结点，拥有最

球巨头的1/3，虽然是各国的创新中心，但

高的教育水平，知识创造逐渐成为这些都

创新能力与全球巨头和知识资本城市还有

市经济的主要功能。

一定差距。

该类城市有两大不足，一是过度依赖

该类城市当前的发展动力并不足以维

金融作为经济驱动力，二是高度不平等造

持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为此，必须专

成了中低收入家庭压力大。因此，在未来

注于提高生产力，鼓励创业，投资教育、

几十年中，全球巨头应着重培养有利于中

技能，增强基础设施的承载力。由于这些

小型创新企业将新产品、新技术带向市场

地区不再是企业的“低成本”选择，因此

的环境。与此同时，应放宽对住房供应的

必须在品质和服务质量上与发达地区竞

限制，激励廉价住房供应，协调住房、交

争。应着重培养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

通和土地利用规划，确保各收入梯队上的

业，而不仅仅是引入跨国企业地区总部。

家庭能够继续在这些城市生活和工作，以

3. 新兴门户

为劳动力市场贡献他们的补充技能。

28个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主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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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七类都市区平均地区
生产总值

图4

2009年-2015年七类都市区外商直
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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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的大型商业中心、

快的。该类城市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

交通门户和部分政治中心。这些城市的平

40%，以全国25%的人口产出了全国制造

均人口1000万，平均GDP为2650亿美元，

业增加值的1/3（8000亿美元）。

自2000年以来，人均GDP年均增长5.5%，

中国工厂城市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

当前为2.8万美元。这些城市不同程度地

大的环境成本，其污染水平是世界卫生

集中了国家的竞争力资产，生产性服务业

组织建议值的40倍，40%的中国河流受到

约占GDP的25%。新兴门户也是全球人力

污染，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十分突出。商

和资本流的重要切入点，2009年至2015年

业、金融和专业服务仅占GDP的12%，远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580亿美元。在知识

低于其他类型全球城市32%的平均水平，

资本方面尽管快速增长，但其创新水平仍

由于经济缺乏多元化，其外商直接投资、

有较大差距。

风险资本吸引力以及国际乘客数量均在七

该类城市在未来将有快速的增长，

类城市中排名最后。加速自动化和全球供

然而在生产力、研发能力和基础设施方面

应链向新的低成本市场转移的趋势，使得

仍有明显不足，且其中一些城市如里约热

该类城市当前增长模式的回报大不如前。

内卢等还存在高度不平等。提高生产力和

因此，解决环境和债务问题，提高生产

研发能力，必须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努力

力，促进产业转型，加大教育投资，是保

吸引人才集聚，以及推动企业和大学的合

持增长的必要措施。

作。优先投资机场等接入全球网络的基础

5. 知识资本

设施，着力解决不平等引发的社会问题。

19个美国和欧洲的中等城市，高产的

4. 中国工厂

知识创造中心，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源和精

22个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显著依赖

英研究型大学。该类城市的平均人口为

出口密集型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参与

420万，平均GDP为2830亿美元，人均GDP

全球分工。这些城市平均人口为800万，

和劳动生产率是七类城市中最高的，具有

GDP为2050亿美元，产出和就业年均分别

极强的生产力。知识资本城市依靠庞大的

增长12.6%和4.7%，是七类全球城市中最

人力资本存量、创新型大学、企业家，以

图5

2015年都市区商业、金融和专业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图6

2015年七类都市区的制造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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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在最高增值的经

该类城市增长乏力往往是由于当地重

济领域中竞争。世界100所最具影响力的

要的产业部门面临衰退或陷入危机，但这

大学，有20所位于这19个城市中，并以世

些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专业性仍较为突出。

界人口的1%，实现了全球专利的16%。过

因此，寻找新的增长渠道和市场机会极其

去十年，全球超过一半的风险资本基金流

迫切，包括运用软件和互联网改造既有的

入这19个城市。

制造业和服务模式，推动自动化发展，创

该类城市保持和扩大技术优势是他们

造新的技术服务，提高出口竞争力。

的首要任务。但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不及

7. 国际中量级

其他全球城市，表明有必要提升其关键产

26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的中等

业和技术在全球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城市，参与全球的人才和投资流动，但金

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些城市

融危机后增长滞后。该类城市平均人口为

因为投资者、高管和高技术人员的收入上

480万，GDP为2340亿美元，人均GDP为

升导致地区房价上涨，因而限制了劳动力

4.9万美元，排名第五。国际中量级城市

流动，影响了城市的活力，这类问题也应

具有多样性，大多数城市拥有多元化的贸

得到重视和解决。

易部门，专门从事知识服务业、先进制造

6. 美国中量级

业或两者结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移

16个美国中等规模都市区，主要为美

民和资本流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中

国北部和东部的中型生产中心，以及经历

22%的居民是国外出生的，人均外商直接

快速人口增长的南方城市，平均人口300

投资存量近2000美元。人力资源的受教育

万，平均GDP为1490亿美元，人均GDP为

程度、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知识产出率都

5.2万美元。2000年至2015年，其GDP、人

位于前列。

均GDP和就业的增长都滞后于其他全球城

该类城市多数尚未走出经济危机的

市。该类城市的非贸易集群高度集中，而

困境，他们往往缺乏吸引创新创业资本的

贸易产业的生产率往往低于全国平均水

环境，甚至由于过分监督阻碍了创新的发

平。

展。为此，需要调整制度环境，创造新的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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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知识资本类都市区创新资产
占全球的比重

图8

2015年七类都市区贸易部门的
产出比重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商业模式、新的产品和服务。人口减少和

为东莞的1.5倍，然而其出口总额仅为东莞

老龄化是这类城市面临的另一危机，应放

的23%。

宽移民政策，补充劳动力，并为新移民提
供必要的技能培训。

该报告反复强调创新对全球城市的
重要性，看重精英研究型大学等创新资
源，强调科技的转化率和商业化。成都拥

三、内陆城市的全球化路径思
考：以成都为例

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包括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军工研发企业等等，但能达到精英
研究型大学水准、研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进入该研究报告的中国全球城市有35

院所实属凤毛麟角，而科技的转化率和商

个，被归入了亚洲锚点、新兴门户和中国

业化也不尽如人意，创新产出与创新资源

工厂三类，虽然归类不尽合理，但客观揭

并不匹配，成都的高校数量是深圳的近5

示了中国城市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三种方

倍，然而2015年的专利授权量只有深圳的

式。从国内视角看具体的入选城市，主要

62%，这也揭示出成都本土企业尚未成为

包括国家级中心城市、内陆区域性中心城

重要的创新力量，外来企业的研发环节也

市和沿海专业化城市三类，本文主要以成

少有在成都安家落户。

都为例，分析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全球
化路径。

（一）成都的对标审视

该报告指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
长、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力量，此处的人力
资本是指存在于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
能、专长和能力。成都一直以来具有较强

成都作为一个并非以制造业为主导的

的人口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较好的城市环

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何以被界定为中国

境与氛围、较低的生活成本，并以腹地人

工厂类全球城市，一方面说明了城市的门

口密集区为支撑。但对人才而言，发展机

户地位还不够突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

会更为重要，这也是北京、上海虽然房价

以出口型制造业接入全球产业链，即作为

居高不下，但仍有人才不断涌入的根本原

了某些跨国企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

因。成都在就业机会和创业环境方面与一

之一，如英特尔、戴尔、苹果（富士康）

线城市还有差距，而既有的环境优势也因

等，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内外资生产企业

受到近年的雾霾等问题影响而减弱，亟待

不在此列，而成都的商业、金融等服务业

重视与反思。

中心功能主要在西南地区发挥作用，尚未

该报告认为基础设施的连接性之所

企及国家层面的中心或门户地位。即从评

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企业要参与到全球价

价全球城市竞争力五项指标之一的贸易集

值链之中都必须要以物理或数字的方式接

群来看，成都切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方式还

入全球网络，因此研究中以航空和互联网

较为单一。与此同时，相对那些真正意义

作为衡量指标。近年来，成都一直致力于

上的“世界工厂”城市，成都的出口型制

通过航空的发展来突破内陆困局，在机场

造业并不突出，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

建设、国际航线开通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

也排名靠后，2015年成都的工业增加值约

点，2015年旅客吞吐量达到422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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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中国的“航空第四城”，且在全球

表类型包括“中国工厂”和部分“美国中

排名第32位。然而在互联网建设方面，由

量级”“国际中量级”全球城市。在上述

于主要由几大运营商主导，城市政府并未

三类中，生产制造类无疑在产业链的最低

有特别的行动，因此也无优劣势可言。

端，走的是低成本竞争路线，不仅没有积

该报告认为有效的城市治理包括召

累效应，还需付出环境代价。成都目前作

集各种资源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增长，

为“中国工厂”类全球城市，若继续锁定

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公共服务，以帮助

该类发展模式，以制造业为纲，或许在短

企业提高投资效率等。成都在城市治理方

期内仍有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则为不智之

面，一直积极努力、勇于探索，从2001年

举。因此，成都更应积极探索其他融入全

的投资体制改革，到前几年的规范化服务

球产业链的路径与模式，在服务领域和创

型政府建设，再到最近的智慧政务服务，

新领域寻找专而精的突破口，如匹兹堡试

成都的投资环境持续优化，政府效率不断

图在数字医疗面向全球有所作为，努力构

提高。然而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债务

建具有成都特色和优势的贸易集群。

问题无可回避，截至2015年底，成都全市

2. 加大教育投资，增强人才吸引力

地方债务余额为2063.85 亿元，高于当年

城市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竞

①

地方财政收入2051.5亿元 ，政府债务率超

争力，在该研究中不仅“知识资本”类全

过了100%的警戒线。

球城市折射出人才的巨大价值，“国际中

综上，成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量级”全球城市中的大量移民也为这些城

“中国工厂”全球城市，但该报告对该类

市链接全球网络做出了重大贡献。成都要

全球城市的诊断却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成

想人才集聚，本土培养和外来吸引不可偏

都，切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低端制造模式不

废。本土培养应从教育入手，立足长远，

可持续，环境问题、债务问题亟待解决。

加大教育投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二）成都全球城市路径的启示

等教育并举，为经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
人才。外来吸引需要持续提升城市的软硬

1. 探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多种途径

件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资

该研究对全球城市的分类揭示了融

环境、公共服务、创新创业氛围等，建设

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多种途径，大致可分

宜居宜业城市。国际人才是联系城市与全

为三类，一是高端服务类，其贸易集群为

球网络的重要纽带，包括跨国公司高管、

金融、商务总部、专业服务等先进生产

留学归国人员等，成都一方面应加强国际

服务业，代表类型包括“全球巨头”“亚

交往活动，促进人才的流动；另一方面应

洲锚点”和部分“国际中量级”“新兴门

着力建设国际化的城市环境与氛围，如建

户”全球城市；二是知识创造类，其贸易

设国际社区，加强双语教育等。

集群为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科技研

3.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发、制造及服务业，代表类型为“知识资

“知识资本”类全球城市的成功，不仅

本”和部分“美国中量级”全球城市；三

在于其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以及产出大量

是生产制造类，其贸易集群为制造业，代

的研发成果，而在于将研发成果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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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强的科技转化能力，进而处于价值

为重要，就如华为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

链顶端，获取最大的附加值和最高的生产

州一样，其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更强的植

率。创新的主体包括了科研机构和企业，

根性，而外来科技企业往往难以将研发功

但创新的市场化主体只能是企业，纯粹的

能及其高附加值环节放到本地。因此，成

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往往缺乏将其研发成

都应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尤其

果商业化的动力和能力。此外，本土创新

为中小型创新企业提供研发支持与创业环

型企业的培育比外来高科技企业的引进更

境，逐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注释：
①该数据来源于成都市政府官网www.chengdu.gov.cn，为市财政局公开的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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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Globalization Path for Inland Cities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of
“Globa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Yao Nan
Abstrac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defined the global cities.
In their research report, the world’s 123 largest metro areas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including Global Giant, Asian Anchors, Emerging Gateways, Factory China, Knowledge Capitals,
American Middleweights, and International Middleweights.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s of each type of global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takes Chengdu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hengdu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to obtain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globalization path of inland cities.
Keywords: global cities; competitiveness; inland cities;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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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制造2025思路与对策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视角
◎

韩永辉 李子文 韦东明

摘

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广州制造业面临着新挑战和新机遇，亟须转变

发展方式。本文详细分析广州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剖析目前存在的发展问题，结合“一
带一路”战略，研判广州制造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探索对接“一带
一路”产能合作的有效路径，通过产能合作破解广州制造业发展难题。最后，本文围
绕战略规划、人才建设、创新驱动等方面提出保障“广州制造2025”实现的对策建议，
促进广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广州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率先建成“中国制造
2025”全国试点示范城市。
关键词：广州制造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 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4
个关键转型时期，传统产业供给过剩，新

一、引言

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引擎动力明显不
足，产业发展“青黄不接”，产业结构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州经济高速

合理。新常态下，广州制造业结构亟须优

发展，GDP由43亿元增长到1.96万亿元，

化，发展方式亟须转变为创新驱动。寻找

增长456倍。然而，广州经济也进入了一

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是推动广州制造业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广州制造 2025 思路与对策研究：基于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视角”（2016GZYB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产业政策的实施
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供给增长和供给结构的视角”（71603060）；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研究”（2016A070706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产业政策推动供给侧变迁研究：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16YJC790023）；2017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课题“广东与‘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 : 基于贸易投资的互补竞争联动分析”（17GWCXXM-14）的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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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

本优势，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

驱动转变的重要途径。中央提出“一带一

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广州确立

路”、“走出去”与“中国制造 2025”等

了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

伟大设想为广州制造业提升创新能力带来

工制造业为重点战略产业。这些产业逐渐

了新契机。2016年2月，《广州制造2025

形成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广州制造的支

战略规划》发布，旨在加快广州制造业的

柱产业。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广州制造业

转型升级，由“广州制造”转变为“广州

开始进入中低速转型增长期，在产业结构

创造”，实现创新驱动，建设制造强市。

调整过程中，科技创新特征显现，创新驱

《规划》提出，到2025年，广州制造业综

动力逐渐增强，产业布局逐渐优化。

合水平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市前列 。2017年4月，广州在全国率先获

（一）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增速
放缓

批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产业

两化结合迈上新高度，质量效益进入各省
①

②

广州的制造业升级势在必行 。基于此背

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升级，广州全市制造

景，本文详细分析广州制造业的发展现

业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广州制造业总产

状，剖析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一带一

值约为1.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占全

路”倡议的发展契机，研判广州制造在

省制造业总产值的13.8%，制造业增加值

“一带一路”的发展优势和合作空间，探

为0.4万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2.2%。广

索推动广州制造国际产能合作以促进转型

州制造业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增

升级的有效路径，实现广州制造由大变强

长速度已逐步转入中低速平稳增长期（图

的战略目标。

1）。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城市，其
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对外依

二、广州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赖性较强，因此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较大（姜怀宇等，2012）[1]。近年来，国

广州曾凭借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成

内经济发展下行，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内
外交困境况也抑制了广州制造业的快速增
长。在广州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汽车制
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
三大支柱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2015年，
三大支柱产业实现产值9014.89亿元，同
比增长8.7%，占全市工业生产总产值的
48.3%，共有企业1108家，吸纳就业高达
43.92万人，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和百亿的制
造类企业分别为1家和18家。广州制造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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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年广州制造业的发展
状况分析③

改革开放的前30年，经历了快速增长期，
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制造产业体系，是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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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重要的制造业大市。现阶段虽然进入了

头（图2）。汽车零配件制造对广州汽车

产业转型时期，增速有所放缓，但《广州

制造工业体系有着重大的增长贡献。2014

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适时提出，将为广

年，广州汽车零配件制造业产值突破千亿

州制造的转型升级指明方向，有利于促进

大关，到2016年产值更达到1187.05亿元，

制造产能稳定快速发展，实现“调结构，

占汽车制造业生产总值的27.31%。

稳增长”的战略目标。

（三）制造业的产业布局持续优化

（二）制造业呈现集群化和规模化
趋势

了以产业链带动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发展模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特大型城市，

式，产业的集聚发展，奠定了广州制造符

具有国家城市中心功能，现阶段共形成了

合现代产业体系的产业空间格局。在汽车

35个工业行业（全国共有41个工业行业大

制造领域，形成了广州开发区、花都、南

类），已成为华南地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

沙、黄埔、增城、白云等6个汽车零部件

城市。凭借着这一发展优势，广州制造业

产业聚集地，带动了全省汽车零部件配套

发展逐渐呈现出集群化的特征，特别是

发展；在精细化工领域，形成了东部石油

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

化工产业基地、广州（黄埔）精细化工产

工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

业园、南沙精细化工产业园等；在信息技

趋势明显。目前，广州已形成了汽车、电

术领域，形成了核心园区（广州科学城、

子、石化和电气机械器材4个千亿级制造

天河智慧城等）、南部地区（南沙集成电

业产业集群，还有通用设备制造、运输设

路产业基地等）、北部地区（广州花都光

备制造、食品制造、医药制造等14个百亿

电子产业基地等）和东部地区（网易智慧

级产业集群。以三大支柱产业集群为例，

谷等）；在重大装备领域，形成了广州重

汽车、电子和石化产业已形成了较为完整

大装备制造基地（大岗）、广重南沙重机

的工业生产体系，具有较强的制造能力和

装备制造基地、增城科利亚农业机械装备

加工配套能力，产业规模逐年增长。2016

生产基地等。为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要

广州制造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

年，三大支柱产业的总产值较2009年增长
了4403.12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1.89%，
规模增长速度领先全国。其中，广州的汽
车制造产业涵盖乘用车、商用车、汽车研
发、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等在内的完整
产业链，在广州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形成
了规模化的产业集群。2016年，广州汽车
制造业的总产值为4346.27亿元，较2009
年增长了87.57%，年均增长12.51%，除了
2012年受到“钓鱼岛事件”影响而出现下
跌外 ④，其他年份均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

图2

2009-2016年广州汽车制造业及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发展情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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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快广州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新一

产基地项目等，培育了一批涵盖3D打印、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战略

新材料、卫星导航、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

性新兴产业也加快了在广州的空间产业布

示范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广州）智能

局。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传统制造产

装备研究院正式成立，成功引进中国机械

业的发展基础，在广州中心展开布局，从

工业集团智能业务总部等智能制造创新平

白云区，经天河、海珠、番禺到南沙区，

台，为广州智能装备和机械人产业发展奠

自北向南形成了战略新兴产业带，与传统

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州传统的制造业借助

制造产业形成支撑，助力广州制造的产业

互联网热潮，也加快了自身发展方式的转

结构转型升级。

变，创新了业态模式。2015年，广州跨境

（四）制造业的科技创新特征初步显现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潮流中，转换经

电商企业总数已达879家，跨境电商创造
进出口总额68.5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
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陆续吸引了

济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发展是主流的方
向，也是改革的目标。近年，广州高新技
术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不断提升在价
值链上的位势。2016年，广州规模以上工
业高技术产值高达3278.64亿元，同比增
长9%，除了2012年外，多年连续增长，
较2009年提高了99.34%，增长迅速（图
3）。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也逐步增加，
2016年产值占总产值的17.26%，较2009年
增加了约4个百分点。在高新技术制造业
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值遥遥领

图3

2009-2016年广州规模以上高技术
工业发展状况⑥

图4

2016年广州主要高技术制造行业的
发展状况⑦

先于其他行业，其产值达到2681.7亿元，
占整体的81.79%。其次是医药制造业，产
值达275.27亿元。其他较为突出的高新技
术行业还有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医疗设备及仪器制造业、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等
（图4）。目前，广州已形成广州科学城、
天河智慧城、中新知识城、国际创新城为
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平台。依托这些产
业平台，广州吸引了大批高新技术项目落
户，如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LG8.5代
液晶面板、富士康10.5代显示器生态产业
园、广州奥翼电子柔性显示总部及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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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科技华南总部、腾讯、阿里巴巴等龙

模。广州制造业面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头企业加快进驻。2016年，“阿里巴巴-

外生增长动力减弱的困境。因此，必须要

广州产业带”正式上线，打开了“广州制

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优化传统产业结

造”的线上突破口，加快了广州传统优势

构，培育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转型升级。

发掘新型增长动力。

三、广州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尚待进一步
提高

尽管近年广州制造业的规模效益、内

研发投入强度是国际通行的反映一

生增长和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

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

但由于国内外环境发生了不可预测的变

体现的是知识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投

化，制造业在成长的同时依然暴露出了一

入水平（韩永辉等，2015）[2]。广州市委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要引起重视，防

新型城市化专题调研小组对北京、上海、

患于未然。

天津、重庆、深圳、成都、杭州、武汉、
南京、沈阳等十个城市的“研发投入”支

（一）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
偏低，增长动力不足

出占GDP比重数进行了比对分析，广州比

广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发展外

倒数第三名的位置。在研发投入方面，无

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

论是投入经费还是增长率，广州都远低

位、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竞争优势，逐步

于深圳，2015年广州的研发投入不足深圳

融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的1/3（图5）。广州制造业产业研发投入

体系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承接海外

偏低，导致自主知识专利和新产品数量偏

产业转移，其制造企业多为加工、制造和

少，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的关键核心

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

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竞争优

科技含量低。时至今日，广州的制造业在

势，严重制约广州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重数为2.25%，在十一个城市中只能排在

研发、设计、营销等战略环节方面仍然比
较欠缺，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
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低端位置，利益分成极
少。自20世纪90年代起，广州就锁定了发
展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
工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这一结构至今没
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放
缓，广州制造业受到较大的冲击，三大支
柱产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动力，制造业整
体增速放缓。除此之外，新兴产业方兴未
艾，发展速度虽快，但并没形成足够的规

图5

广州、深圳的研发投入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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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等，2013）[3]。

成就，但也累积了不少问题。在国内经济

（三）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大转型”的背景下，广州制造业在增长
动力、创新能力、产能结构、人才储备等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广州产业发展

方面的问题越发突出。“一带一路”战略

的“痼疾”，不仅困扰着传统产业，新兴产

的提出正契合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

业也难逃厄运。如传统的家具制造产业，

“广州制造2025”目标的现实要求。广州

由于家具行业门槛低，近年来涌现出一大

可依托多年累积的对外开放经验，深度对

批家具企业，家具行业竞争的白热化与家

接“一带一路”制造产能合作，扩展合作

⑧

具卖场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广州家具行

空间，释放产能压力，整合国内外要素资

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供需失衡，大批企

源，为制造业发展寻求有效的突破路径，

业面临被淘汰出局。作为新兴产业的LED

进一步促进广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产业现状也不容乐观，广州LED企业近年
来的销售额下滑，生产设备满开的企业仅
⑨

占一半 。尽管LED市场本身需求并没有下

四、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制
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降，但是市场的产能过剩，已经远远超过
了需求，企业在中低端大打价格战，造成

实现“广州制造2025”规划目标，从

了结构性产能过剩，尤其是LED下游的低

制造业大市转型升级为制造业强市，应

端市场，更是成为产能过剩的重灾区。

充分把握对接“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

（四）制造业高端人才储备不足

机遇。下面采用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
（RSCA）和Lafay指数剖析广州与“一带

人才对争夺未来经济的制高点起到关

一路”沿线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通过遵循

键作用。随着广州制造业逐渐向规模化和

国际产能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中深挖

高端化发展，人才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

产能合作空间，在合作中提升广州制造自

约广州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广

身的创新能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位势。

州的社会从业人员中，从事劳动密集型行
业的人员占大多数，而从事技术和资本密

（一）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

集型行业的人才，尤其是受过职业教育、

为了厘清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制

熟悉先进技术的高级技师极其紧缺。2015

造业的比较优势，本文采用RSCA指数进行

年，广州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零售业

分析，研判广州与沿线国家制造业位势。

的人员比重高于北京、上海和天津，而技

1.RSCA指数定义

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比重均低于各地，

在研究比较优势的文献中，显示性比

广州高级工以上技工缺口超过10万人，熟

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

悉机床行业、汽车行业等数字化操作技术

tage Index，RCA指数）是应用较为广泛的

[4]

的人才更是匮乏（周志文，2015） 。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依托
对外贸易优势，制造业发展取得了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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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方法。RCA指数由Balassa（1965）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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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值，X iw为世界产品i的出口值，X tw为
[5]

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的比较优势指数一直

世界总出口值 。使用RCA指数度量，可

是正值，而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加工制

以直观地表现出一个地区不同贸易部门的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印刷业4

比较优势程度。如果RCA指数大于1，则

个行业的指数一直为负值。这说明广州在

说明该地区在该产业的贸易部门存在比较

服装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劳动力密集型

优势，否则是比较劣势。然而，Benedictis

行业在长期存在稳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

et al.（2005）进一步研究发现，RCA指数

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加工业、非金属矿

在度量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存在非对称的

物制品业、造纸印刷业等的制造业行业则

[6]

缺陷 。若指数值处在0-1之间将判定为

呈现长期的比较劣势。其次，从RSCA指

比较劣势，而指数值为1至正无穷将判断

数的绝对值看，广州金属冶炼行业RSCA

为比较优势。两者的判定值范围不对称，

指数的平均值在-0.9（甚至有些年份指数

使所度量的指标存在分布偏斜性问题，

值达-0.998），造纸印刷业、木材加工业

直接影响了对各产业部门比较优势的直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RSCA指数的平均

观判断。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对称性显示

值在-0.7左右。这些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处

性比较优势（RSCA）指数，修正RCA指

于较为显著的比较劣势地位。第三，从

[7]

数的偏误（尚涛，2010） ，其公式为：
RSCA=(RCA-1)/(RCA+1)。通过修正RCA

RSCA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广州设

指数的非对称偏误，将RSCA指数的取值

劣势，上升到了0.756的比较优势地位，说

范围缩小至[-1，1]。若RSCA指数的值为

明广州近20年来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设备制

[0，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存在比较优

造业上呈现了较强的追赶势头，产业转型

势；若RSCA指数的值为[-1，0]时，表明

升级效果明显。

该地区该产业存在比较劣势。
2.RSCA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变量采用1995-2014年样本，数

备制造业RSCA指数从最初-0.782的比较

3.广州与沿线比较优势的对比分析
为更清晰地分析广州与“一带一路”

据来源于世界贸易数据库，联合国贸易

沿线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状况，需要进行横
向的对比分析，把公式RCAit=(Xij/Xtj)/(Xiw/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广州统计年

X tw )中的X iw 、X tw 表示为“一带一路”地

鉴》。下面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

区，则可以呈现广州相对于沿线地区的比

（GB-T4754-2011），整合相关制造业，

较优势。表2计算出1995-2014年广州相

把制造业部门分为食品加工业、木材制

对于“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制造业

品业、非金属矿物业、金属冶炼加工业、

的比较优势指数⑩。如表2所示，从制造业

化工制品业、皮革制品业、造纸印刷业、

RSCA指数的变化规律来看，相对于“一

服装纺织业、金属制品业、文体娱乐业、

带一路”沿线国家，广州的服装纺织业、

设备制造业11个行业部门，测算广州制造

金属制品业、皮革制品业和文体娱乐的

业各部门的RSCA指数，结果见表1。从表

RSCA指数在大部分时期均为正值，金属

1可以归纳如下结论：首先，从制造业区

冶炼加工业、化工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分行业的指数变化规律来看，广州的服装

品业的RSCA指数一直为负值。这说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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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品
加工

1995-2014年广州制造业区分行业的RSCA指数测算结果
木材
加工

金属
冶炼

化工 非金属 金属
产品 制品 制品

设备
制造

皮革
制品

服装
纺织

造纸
印刷

文体
娱乐

1995

0.373 -0.663 -0.983 -0.044 -0.599 0.630 -0.782 0.501

0.537 -0.844 0.501

1996

0.326 -0.689 -0.985 -0.602 -0.584 0.580 -0.556 0.419

0.234 -0.868 0.645

1997

0.280 -0.687 -0.988 -0.504 -0.568 0.679 -0.809 0.559

0.686 -0.878 0.479

1998

0.233 -0.548 -0.990 -0.406 -0.552 0.688 -0.681 0.700

0.371 -0.881 0.778

1999

0.186 -0.409 -0.993 -0.309 -0.536 0.737 -0.549 0.840

0.674 -0.862 0.671

2000

0.139 -0.269 -0.995 -0.211 -0.520 0.606 -0.417 0.981

0.976 -0.842 0.632

2001

0.038 -0.234 -0.993 -0.165 -0.346 0.815 -0.364 0.837

0.565 -0.813 0.440

2002

-0.102 -0.144 -0.994 -0.328 -0.218 0.574 -0.157 0.677

0.742 -0.793 0.800

2003

-0.008 -0.352 -0.995 -0.423 -0.386 0.229

0.290 -0.366 0.378 -0.724 0.719

2004

-0.077 -0.426 -0.995 -0.299 -0.496 0.506

0.543 -0.176 0.594 -0.601 0.597

2005

-0.206 -0.296 -0.998 -0.444 -0.607 0.497

0.710 -0.228 0.321 -0.545 0.507

2006

-0.237 -0.108 -0.997 -0.372 -0.654 0.651

0.777 -0.083 0.603 -0.432 0.328

2007

-0.370 -0.343 -0.997 -0.291 -0.631 0.268

0.864 -0.604 0.486 -0.333 0.662

2008

-0.456 -0.840 -0.990 -0.403 -0.702 0.227

0.807

0.027

0.672 -0.133 0.140

2009

-0.626 -0.460 -0.987 -0.519 -0.666 0.863

0.666

0.109

0.734 -0.239 -0.266

2010

-0.726 -0.736 -0.983 -0.505 -0.811 0.738

0.644 -0.338 0.735 -0.556 -0.256

2011

-0.761 -0.711 -0.990 -0.439 -0.818 0.651

0.551 -0.820 0.939 -0.547 -0.645

2012

-0.781 -0.329 -0.988 -0.521 -0.746 0.280

0.717 -0.228 0.799 -0.591 -0.489

2013

-0.818 -0.817 -0.986 -0.572 -0.619 0.825

0.875

0.607

0.354 -0.535 -0.186

2014

-0.816 -0.830 -0.988 -0.562 -0.202 0.792

0.756

0.546

0.398 -0.529 -0.420

州在服装纺织业、金属制品业以及皮革

州近年来在设备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产业

制品等制造业部门具有长期稳定的比较

转型效果较为显著。

优势，在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加工制造

按照“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所在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部门则呈现长期

区域分组为西亚、中亚、南亚、独联体、

的比较劣势。从RSCA指数的数值来看，

中东欧以及东盟和东亚等六大区域。图6

广州金属冶炼的指数值徘徊在在-0.97附

为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

近，非金属矿物制品的指数值处于-0.84

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图。从1995年到

左右，说明这些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处于显

2014年间，相对于南亚、中亚国家，广州

著的比较劣势地位。从RSCA指数的变化

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比较优势，但近年

趋势来看，广州设备制造业从最初-0.613

来出现下降的征兆，特别是相对于南亚国

的比较劣势，上升到0.449的比较优势地

家，1998年起就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下

位；食品加工业的指数值波动上升，逐渐

降幅度较大。虽然广州制造业相较于南

从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综合说明广

亚、中亚拥有更大的技术人才优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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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5-2014年广州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制造业RSCA指数测算结果
食品
加工

木材
加工

金属
冶炼

化工 非金 金属
产品 属制品 制品

设备
制造

皮革
制品

服装
纺织

造纸
印刷

文体
娱乐

1995

-0.136 0.626 -0.989 -0.911 -0.890 -0.556 -0.613 0.299

0.357

0.336

0.613

1996

-0.221 0.455 -0.990 -0.827 -0.879 -0.785 -0.586 0.347

0.223

0.091

0.571

1997

-0.461 0.194 -0.991 -0.744 -0.869 -0.513 -0.559 0.396

0.395 -0.155 0.813

1998

-0.701 0.333 -0.991 -0.660 -0.859 -0.242 -0.653 0.445

0.286 -0.400 0.591

1999

-0.556 0.672 -0.992 -0.577 -0.848 -0.390 -0.551 0.494

0.417 -0.646 0.101

2000

-0.411 0.411 -0.993 -0.493 -0.838 -0.537 -0.448 0.543

0.549 -0.891 -0.389

2001

-0.739 0.474 -0.990 -0.449 -0.747 0.157 -0.496 0.551

0.642 -0.417 -0.196

2002

-0.632 0.276 -0.989 -0.542 -0.713 0.503 -0.432 0.349

0.690 -0.357 0.724

2003

0.095

0.042

2004

0.379 -0.736 -0.990 -0.527 -0.827 0.523 -0.024 0.082

0.216 -0.336 -0.319

2005

0.468 -0.886 -0.995 -0.599 -0.872 0.238

0.046

0.044

0.439

2006

0.309 -0.941 -0.991 -0.517 -0.866 0.147

0.025

0.667 -0.010 -0.377 -0.720

2007

0.652 -0.160 -0.994 -0.424 -0.804 0.012

0.030

0.794

2008

-0.674 0.329 -0.965 -0.645 -0.893 0.104

0.293

0.781 -0.014 -0.426 0.350

2009

0.225 -0.326 -0.955 -0.612 -0.864 0.118

0.291

0.657

0.586 -0.030 0.322

2010

0.239 -0.579 -0.957 -0.629 -0.873 0.256

0.423

0.626

0.541 -0.711 0.080

2011

0.371 -0.624 -0.959 -0.653 -0.874 0.491

0.418

0.679

0.577 -0.957 0.466

2012

0.318 -0.292 -0.950 -0.689 -0.873 0.388

0.519

0.771

0.473 -0.868 -0.099

2013

0.239 -0.691 -0.950 -0.700 -0.836 0.197

0.460

0.843

0.434 -0.057 0.013

2014

0.432 -0.725 -0.969 -0.728 -0.714 0.298

0.449

0.724

0.821 -0.222 -0.302

0.401 -0.988 -0.583 -0.791 0.519 -0.151 0.040

0.419
0.459

0.151
0.024

0.017 -0.299 0.676

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一直保持着比较优

在2008年从比较劣势扭转为比较优势，但

势，但是，随着广州劳动力成本提升，人

到了2009年则转折为比较劣势，并出现持

口红利消失，南亚、中亚的劳动力成本优

续扩大的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势逐渐显现，广州制造业相对于这些地区

国内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国际市场需求低

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1995年至2008年，

迷，这些不利因素均削弱了广州制造业的

广州制造业相对于东盟、西亚和中东欧等

国际竞争力。广州与东盟国家的制造业结

地区的国家是处于比较劣势的，但比较劣

构大体相似，而东盟国家有着更低的劳动

势程度是不断减弱。2008年后，广州的制

力成本（王世豪等，2011）[8]，从而放大

造业相对西亚和中东欧，逐渐出现比较优

了广州制造业相对东盟的比较劣势。近几

势，并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主要原因

年，广州制造业面临着双重压力：内部人

可能是西亚和中东欧地区受到国际金融

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持续上涨，外部经济形

危机的重创，经济发展疲软，制造业出口

势持续萧条，贸易数据每况愈下，在低端

受到较大影响。广州制造业相对东盟地区

制造业方面受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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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N是制造业总数量。把X j与M j解
读为广州对“一带一路”相关产业的进出
口，可反映广州相对于沿线的比较优势。
La f a y指数的
为广州
制造业部门j相对沿线国家的竞争指数，
为所有制造
业部门贸易累计的竞争指数，这两个式子
图6

广州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显示性
比较优势情况

在中括号内相减，表示两者的背离程度。
为广州制造业部
门j与沿线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

成本冲击，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则在国内市

的比重，比重越大则该部门的Lafay指数

场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因此，在内

的绝对值越高。通过Lafay指数值的正负

外双重压力下，广州制造业开始进入一种

可判断制造业部门是否存在比较优势。

新常态。

指数值为正说明该制造业部门专业化程
度高，相对于沿线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

（二）基于 Lafay 指数的比较优势分析

指数值为负说明该制造业部门的进口额

通过RSCA指数可分析广州与“一带

度大，存在比较劣势。Lafay指数还能反

一路”沿线的比较优势现状和趋势，但

映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内贸易程度，指数

RSCA指数的测量侧重产业间贸易，未能

值偏离零值越远，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发掘产业内贸易的信息。在制造业贸易方

2. 广州与沿线国家制造业Lafay指数

面，产业内贸易的贡献不容忽视，需要进

与比较优势变动

一步探析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的

借鉴尚涛（2010）的方法，将广州的

影响作用，全面揭示广州与“一带一路”

制造业分为食品加工制造业、木材制品

沿线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状况。下面借鉴

业、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加工制造业、

[9]

Zaghini et al.（2005） 方法，采用Lafay指

非金属制品业、金属制品业、设备制造

数（Lafay Index，LFI）度量广州与“一带

业、皮革制品业、服装纺织业、造纸印刷

一路”沿线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业、文体娱乐制造业11个制造业部门，分

1. Lafay指数

别测算广州11个制造业部门相对于“一带

与RCA指数相比，Lafay指数可度量广

一路”沿线的Lafay指数。数据样本的时间

州与沿线各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和产业

跨度为1995年至2014年。数据来源于世界

内贸易的变化趋势，公式为

贸易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广州统计
年鉴以及相关统计公报。表3为Lafay指数
测算值。结果显示，2014年，服装纺织业
。X j 代表

的Lafay指数值最大，其次是设备制造业，

广州第j个制造业部门对沿线国家的出口

再次是金属制品业，而金属冶炼加工业的

额，M j是第j个制造业部门对沿线国家的

指数值最小。广州服装纺织业的指数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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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食品
加工

木材
加工

1995-2014年广州各制造业部门Lafay指数值
金属
冶炼

化工 非金属 金属
产品 制品 制品

设备
制造

皮革
制品

服装
纺织

造纸
印刷

文体
娱乐

1995

0.253 -0.475 -6.125 -1.468 -3.518 0.884

0.057

0.884

1.528 -1.464 0.878

1996

0.383 -0.505 -6.100 -1.869 -3.550 1.033

0.184

0.312

1.510 -1.709 0.733

1997

0.147 -0.644 -6.241 -1.947 -3.494 1.151

0.620

0.434

1.495 -1.832 0.686

1998

0.116 -0.713 -6.550 -1.538 -3.763 1.095

0.529

0.528

1.612 -1.851 0.523

1999

0.070 -0.875 -6.402 -2.208 -3.899 1.062

0.352

1.229

2.348 -1.944 0.456

2000

0.125 -0.768 -6.236 -3.312 -3.354 1.049

0.736

0.387

2.091 -1.598 0.454

2001

0.125 -0.585 -5.994 -3.162 -2.685 0.972

0.832

1.344

2.523 -1.384 0.482

2002

0.135 -0.480 -5.519 -2.525 -2.336 1.046

1.000

0.255

2.763 -1.188 0.479

2003

0.040 -0.402 -4.982 -2.839 -2.521 1.060

1.029

0.106

2.697 -0.999 0.430

2004

0.007 -0.327 -4.967 -2.884 -2.490 1.004

1.428

0.668

2.764 -0.824 0.135

2005

-0.003 -0.261 -4.630 -2.934 -2.452 1.100

1.296 -0.113 3.081 -0.702 0.049

2006

0.195 -0.198 -3.598 -2.772 -2.888 1.090

1.695

0.573

2.889 -0.837 0.203

2007

-0.036 -0.212 -4.199 -2.714 -2.321 1.079

2.429

0.968

3.554 -0.477 0.002

2008

-0.087 -0.205 -4.017 -3.363 -1.932 0.706

2.778

1.118

3.324 -0.464 0.093

2009

-0.128 -0.228 -4.043 -2.848 -2.683 1.605

3.834

0.994

3.472 -0.358 0.126

2010

-0.181 -0.286 -4.025 -3.067 -2.629 1.713

3.934

1.118

3.520 -0.413 0.122

2011

-0.182 -0.357 -3.748 -3.364 -2.415 1.644

4.355

1.147

3.476 -0.441 0.135

2012

-0.205 -0.372 -3.647 -3.216 -2.806 2.134

4.331

1.147

4.189 -0.433 0.090

2013

-0.272 -0.408 -3.211 -3.012 -2.306 2.337

3.809

0.730

4.059 -0.353 0.108

2014

-0.330 -0.533 -3.151 -3.103 -2.892 2.448

4.183

1.487

4.265 -0.295 0.159

1995年的1.528逐步上升至4.265，分工优

工业、木材加工业和造纸印刷业的Lafay指

势程度高，发展速度快。广州设备制造业

数绝对值都较小，离零值较近，这说明广

指数值在1995年为0.057，波动上升至2014

州的这些制造业部门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内

年的4.283。由此说明广州设备制造业和服

贸易程度较高。因为这些制造业部门相对

装纺织业不但存在着显示性比较优势，而

沿线国家来说，进出口净值与进出口总额

且在广州对“一带一路”的制造业贸易中

的比值相对较低，并且它们的进出口总值

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广州金属冶炼加

与广州进出口总额的比值也较低。

工业的指数值很低，虽从1995年的-6.125

将表3中的数据绘制成图7，以更直观

一直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但到2014年仍

地体现出广州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然为-3.151。这说明广州金属冶炼业从沿

家历年各制造业部门Lafay指数的时间趋势

线的进口贸易额超过出口贸易额，存在较

和空间分布。如图7所示，服装纺织业、

大的贸易逆差，但逆差规模在逐渐缩小。

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远离中轴线零

广州的皮革制品业、文体娱乐业、食品加

值，说明这三个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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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很低，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设备

趋势表明，广州在沿线国家的设备制造业

制造业和服装纺织业远高于零轴线，说明

部门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升高，而化工产品

其比较优势比较很高；而金属冶炼业和非

制造业的Lafay曲线呈下降趋势，说明广州

金属矿物制品业远低于零轴线，说明其比

在该制造业部门的比较劣势在逐渐扩大。

较优势很低。设备制造业Lafay曲线上升的

广州的食品加工业、文体娱乐业等制造业
部门Lafay指数曲线贴近零轴线，表明它们
的进出口贸易额与沿线国家相差不大，产
业内贸易程度高。

五、广州制造对接“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的路径分析
本文通过RSCA和Lafay的多样本重复
测算，分析了广州制造业与“一带一路”
图7

1995-2014年广州与沿线国家各制
造行业比较优势变动趋势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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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广州对接“一带一

系，提升价值链位势，优化产业结构（赵

路”产能合作应从低端和过剩产能寻求

东麒等，2016）[11]。

突破，向适合国家转移低端产能和过剩产
能；在中高端产能结合“走出去”和“引

（二）从中高端产能拓展合作空间

进来”战略积极拓展合作空间；联通广

广州的制造业规模呈不断扩大之势，

州与“一带一路”金融网络，整合资金渠

设备制造的比较优势也持续增长，产业

道，为产能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加强文化

集群特征明显，配套完善，有着良好的营

交流，减轻广州制造业“走出去”和“引

商环境，针对中东欧等有着较高比较优

进来”的文化阻力；联通双边制造业发展

势的地区，加强中高端产能的合作，积极

信息，发掘合作机会（图8）。

发掘合作机会，主动招商引资，吸引“一

（一）从低端产能和过剩产能突破
合作藩篱

带一路”中高端产能的先进制造业项目落
户广州，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广州
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除了“引进来”

随着国内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

外，广州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具有实力的企

的提供，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高，人口红

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的投资

[10]

利消失（韩永辉等，2016） ，广州的劳

建设，构建跨国企业体系，整合“一带一

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势不断被削弱，取

路”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区域发展资源，

而代之的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劳动力

扩大母公司规模，增强发展实力，推动企

成本更低的国家。广州的服装纺织行业、

业的创新升级。

金属制品行业等行业无论是相对世界市
大的比较优势，但缺乏自主品牌，特别是

（三）金融护航，为制造业的“走出
去”和“引进来”提供强力支持

知名品牌，品牌质量较低，导致产业附加

广州的制造业对接“一带一路”产

值低，创新能力较差。凭借较强的比较优

能合作是跨国合作，有着较高的合作成

势和市场统治力，广州可尝试从这些低端

本和风险，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难以实

制造业开始，对接“一带一路”的产能合

现的。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可以通过

作。甄别“一带一路”中产业结构相似，

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大力发展金融产

且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国家，如非洲、

业，加强金融服务功能，辐射全省，依托

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将低端产能和过剩

港澳，面向“一带一路”，引入“一带一

产能转移至这些国家。一方面可以促进产

路”的金融外资，打造特色金融机构，联

业承接国的经济发展和加快工业现代化进

通广州和“一带一路”的金融网络，为广

程，实现共建共荣的目标；另一方面可以

州制造业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多

减少广州低端产能和过剩的比重，释放产

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支持。有了

能压力，还能增加母公司规模，倒逼企业

强力的金融保障，双边企业才更愿意进行

加强创新研发，向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

产能合作，加快广州制造业“走出去”和

占领核心环节，构建完整的跨过分工体

“引进来”的进度。

场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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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搭桥，联通双边制造业信息

相关政策。首先，应科学编制广州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规划，推动工业企业的技术革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锋城市，

新，接轨工业4.0时代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也具有悠久的对外商贸历史，是一个典型

的发展机遇，统筹兼顾，深入推进工业和

的外向型城市。广州的制造业要对接“一

信息化的创新转型。其次，制定高端制造

带一路”的产能合作，除了加强经贸联系

业发展计划，加强对新兴业态的扶持，整

外，还需要在联通双边文化，加强交流。

合现有财政专项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横跨亚欧非

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制造业关键核心技

等大洲，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巨大（郭建

术突破、载体建设、骨干企业培育等专项

[12]

鸾等，2017） 。广州可以通过与“一带一

工作。提高全市研发（R&D）经费支出比

路”重点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双

例，联合广东省建立投资基金，吸引更多

边文化交流，增强两个城市的民众多双方

的创新投资企业。再次，出台组合政策，

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减轻双边制造业合作

推动降低制造企业的生产要素成本，加快

的阻力。同时，可以对两个城市的制造业

为企业减负。最后，政府要发挥广州海外

发展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互通产业发展

交流协会等对外交流协作平台的作用，引

信息，从中发掘合作机会，在对接“产能合

导涉侨商贸资源、华侨华人专家学者资源

作”时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合作成功率。

流入广州，推动先进制造业项目、人才、
资金在广州落户。

六、对策建议
广州的制造业从加工制造逐渐向智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
市场环境

能制造等中高端制造业转型，《广州制造

知识产权是品牌建设的根本保证，

2025战略规划》的出台契合了《中国制造

因此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积极

2025》对制造业的改革要求，有利于广州

鼓励和引导名牌产品及时进行商标的国际

制造业加快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信

注册，并基于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充分运

息制造、高端制造等的转变，打造“中国

用商标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构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基于广州制造

建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立国际化的知识

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结合“一带一路”

产权服务机制；同时还应进一步合理放松

战略，本文围绕战略规划、人才建设、创

市场准入要求、完善运行标准、探索退出

新驱动等方面提出“广州2025”的对策建

机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营造开放的

议，保障广州制造对接“一带一路”的产

市场环境，使市场发挥其有效功能，激发

能合作，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广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活力。进而，培育一批

州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

具有市场影响力和带动性的龙头企业，促

（一）科学规划发展，完善政策安排
广州要完善促进现代制造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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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端制造业的品牌化、专业化和规模化
发展。鼓励现有制造业企业推行标准化生
产，提升产品质量，建立品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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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集高端人才要素，促进制造
业智力升级

型升级融入“互联网+”的大潮，统筹兼
顾，深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的创新转型，
推进互联网技术在金融、物流、专业服

基于广州制造业高端人才缺乏的现

务、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科技咨询等高

状，需要建立一支国际化高素质人才队

端服务领域的广泛运用，进而实现制造业

伍。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海外高端人才的

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广州制

引进力度，通过“千人计划”人才引进战

造业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设计、营销等略

略凝聚一批素质优良、 创新成果突出的

环节延伸，实现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制造业高层次人才落户广州，对突出人才

上的升级。

给予奖励以及积分入户优惠。重点打造
州制造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人才

（五）以创新为驱动，推动高端制造
业发展

需求。二是重点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逐

自主品牌少、创新能力弱、高端制造

步通过“菁英计划”选派留学生去海外攻

业缺乏一直是广州制造业的软肋。要在广

读涵盖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州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着重提升自主

新兴产业领域，打造人才高地，推动产业

创新能力，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保障高新

向高端发展，加大对跨国经营管理复合型

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由“广州制造”向

人才的培训，加快高端装备行业专业技术

“广州创造”的转变。一方面，要增强企

人才专家队伍建设。三是创新人才激励机

业在创新方面的主体作用，大力支持创新

制，探索建立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有机

型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科技创

融合的机制。

新投入力度，促进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保

“一带一路”人才交流平台，保证满足广

护自主知识产权，逐步发展成创新型龙头
（四）推进“互联网 +”发展模式， 企业；鼓励和引导中小型企业通过技术引
实现价值链升级
进、产学研合作等方式进行改造，增加科
推进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 技含量。另一方面，加快进广州地区高校
化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一方面能够 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转变为制造资源，
拓宽产品的营销渠道。鼓励企业搭乘“互 鼓励学界科研机构深入业界，与企业进行
联网+”的快车，创新商业模式，以此减 联合研发。通过提升广州制造业的自主创
少交易的中间环节，扩展商品的海内外营 新能力，促进企业转型，把工业机器人、
销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互联网对制造 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高端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将制造业的转 业打造成为广州新型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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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通知》，中国广州政府网，http://www.
gz.gov.cn/。
②《广州打造“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力争2021年IAB产值冲刺万亿元》，中国广州政府
网，http://www.gz.gov.cn。
③数据搜集整理自广州统计信息网http://www.gzstats.gov.cn/。
④2012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购买的方式企图“国有化”钓鱼岛，此举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日游行，出现
抵制日货的现象，特别是抵制日系汽车。
⑤数据搜集整理自广州统计信息网http://www.gzstats.gov.cn/。
⑥数据搜集整理自广州统计信息网http://www.gzstats.gov.cn/。
⑦数据搜集整理自广州统计信息网http://www.gzstats.gov.cn/。
⑧资料来源：《广州家具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业内称今年面临大洗牌》，羊城晚报-金羊网，http://
news.ycwb.com/2015-10/31/content_20822196.htm，登陆时间2017年7月27日。
⑨资料来源：《广州LED产业发展》，南方网，http://tech.southcn.com/t/node_252486.htm，登陆时
间2017年7月27日。
⑩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沿线国家资料，选择65个国家作为研究样
本，包括印度、埃塞俄比亚、波黑、黑山、土库曼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巴勒斯坦、阿尔巴尼
亚、阿富汗、爱沙尼亚、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黎巴嫩、阿曼、巴林、也门、埃及、
约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文莱、东帝汶、不丹、阿联酋、泰国、越南、新加
坡、以色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捷克、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柬埔寨、格鲁吉亚、匈牙利、伊
拉克、伊朗、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摩尔多瓦、马尔代夫、马来西
亚、马其顿、蒙古国、尼泊尔、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
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南非、斯里兰卡、土耳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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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de in Guangzhou 2025”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in
Capac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n Yonghui, Li Ziwen, Wei Dongming
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uangzhou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calls for immediate changes in its mod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gzhou
and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analyz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gzhou,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cooperation in capacit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olves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by cooperation in capacit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ade
in Guangzhou 2025”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in the aspects of strategic planning, talent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and so on. These will upgrad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Guangzhou, making it the first domestic city to achieve the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Keywords: Made in Guangzhou 2025;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in capacit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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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战略研究
◎

罗伍丽 陈德宁

摘 要：新的历史时期，广州提出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这是适应全球城市发展新
趋势，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实现国家对广州的定位目标，巩固提升国家重要中心
城市地位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从城市发展水平现代化和城市职能运行国际化两个维度，
构建了包括8个二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间接测度
广州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总结了广州在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并
探讨广州如何借鉴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探索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战略路径。
关键词：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资源配置能力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5
球资源的重大转变 [2]，而广州作为重要的

一、引言

国家中心城市，通过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
心，深化对外开放合作，这是提升广州在

随着全球市场要素的加速流动，掌握

全球城市体系中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内在要

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的城市正在逐渐形

求，也是提升广州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

成，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日益成为城市

必然选择。

[1]

参与全球合作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

2013年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正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通过

构想，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实施“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

系等重大战略，实现从参与国际市场到运

广州要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

作国际市场、从集聚全球资源到配置全

兵和主力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一国两制’下大珠三角地区多中心城市区域协调关
系构建研究”（编号：2016WTSCX038）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实验区与港
澳深度合作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编号 2016A030313806）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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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构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来说是一个非

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资源的功

常好的机遇；2014年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能；2016年8月公示的《上海市城市总体

南沙片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广州南沙建

规划2040（草案）》，则以“建设卓越的

立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

全球城市”为总目标，采用了“在全球资

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

源配置领域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国际中心

行地呼之欲出；2016年广州“十三五规划

城市”的提法。同年年底，广州市委书记

纲要”设立了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

任学锋在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

空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三大战略枢

广州要高水平建设“三中心一体系”和国

纽”的发展目标，随着国际航运中心、国

家创新中心城市，强化枢纽型网络城市功

际物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

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可见，从枢

务体系“三中心一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

纽型网络城市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是广州

和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强化枢纽型网络

城市发展演进的必然逻辑，也是广州迈向

城市功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

全球城市的重大战略选择。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的决

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世界

策部署，可以预计，广州将迎来建设全球

城市理论研究中的崭新领域，目前尚处于

资源配置中心的新高潮。

发展的初级阶段。根据陈信康对“全球资

因此，本文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

源配置能力”的解读，他认为全球资源配

涵和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基础条

置能力是指该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凝

件出发，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找标杆，通过

聚、配置和激活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构建城市发展水平现代化和城市职能运行

的战略资源的能力 ①。这种能力反映了一

国际化两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广州

个城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规

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国际、国内两个

模、质量和效率，是一个全球城市取得经

层面的比较，间接评估广州的全球资源配

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并探讨在新时期全球城市体系中

置中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对资源用

广州如何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强化集聚、

途、布局和流向进行整合、创新、决策、

枢纽和辐射功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

控制、分配和激活的城市中心 [3]。陈鸿宇

力，探索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战

认为，配置中心必须是一个资源聚集、扩

略重点和实施路径。

散、流转的枢纽。与过去一般的资源配置
中心相比较，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要实现

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与
基础条件

的，是从参与到主导国际市场的转变，是
由集聚全球资源到配置全球资源的转变②。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像广州这样一个正在

在国内，首先使用“全球资源配置

崛起的全球城市而言，建设全球资源配置

中心”这一概念的城市是上海。2011年12

中心不单指经济学上某个要素资源的简单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二五”时期上

配置，而是其综合能力的表现。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提出要显著

实行全球资源配置是当今世界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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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中心城市提升竞争力

分[10]，加总后得到各大全球城市的综合评

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广州有必要也有条件

分，但该文并未对各子系统中的具体评价

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从“十二五”工

指标加以说明；也有学者单从科技创新资

作的主要成效来看，广州也已具备建设全

源配置力 [11]、文化资源配置力 [12]等角度构

球资源配置中心条件。具体来看，广州的

建评价指标体系，但都没有系统性地展开

综合经济实力有新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由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研究。本研究将以全

2011年的1.24万亿元提高到2016年的1.96

球城市为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

[4]

万亿元，同比增长8.2% ；开放型经济发

计一套较为全面的评价指标，据此量化评

展迈上新台阶，2016年出口总额786亿美

价广州在全球城市中的城市国际化水平。

元，实际利用外资57亿美元，对外实际投

城市国际化指城市各个要素通过自

资52.8亿美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40％、

身变革主动融入全球城市体系，并且在该

[5]

24.6％和6.7倍 ；创新驱动发展有新成

体系中的地位由边缘向核心逐步提升的动

效，制定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系列政策，

态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经历的深刻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

变革过程，是城市政治、经济、金融、贸

验核心区建设扎实推进，一批领军企业进

易、交通、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活

[6]

驻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 ；城市规划建

动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冲破国界，

设管理水平有新提高，城市发展格局更加

走向世界的过程 ③。这一过程中，城市不

优化，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

断扩张和深化国际经贸联系，参与国际分

略枢纽建设成效突出，2016年广州港货物

工和资源要素的分配，加强跨国政治文化

吞吐量4.0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595.3万

交流，促进城市运行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国

[7]

标箱，均居全国第4位 ；信息枢纽地位增

际最新发展潮流兼容，畅通物流、人流、

强，光纤入户率快速提升，国家超级计算

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跨国互动，树

广州中心天河二号运算速度连续6次世界

立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

[8]

第一 。综合以上因素判断，广州发展已

控制力，提升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当中的

经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国际国内发

重要节点功能和地位，最终成长为具有强

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广州仍然处于大有可

大控制力和辐射力的国际城市[13]。因此，

为的黄金期、窗口期、机遇期[9]。

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实际上是城市国际化的
升级版 ④，两者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建设

三、广州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分析

资源配置中心意味着在原来国际化基础上
再升级一步，衡量广州现阶段的城市国际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评
估体系构建最为全面的是上海财经大学课
题组，其将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划分
为资本资源配置力、创新资源配置力、信

化水平也就大致能够判断广州的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

（一）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广州

息资源配置力、文化资源配置力和全球资

弗里德曼（1986）认为世界城市是

源配置保障力5个子系统分别计算单项得

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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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功能，

出国际城市的体系划分，构建了指标体系

并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着重研究

对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英国拉

[14]

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和布局 。斯

夫堡大学的全球化及世界级城市研究组

威夫特（1989）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

与网络（GaWC）自1998年起持续对国际

想，但更强调城市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

化城市进行分类跟踪研究，确认了世界级

此他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全球中心（纽

城市的3个级别及数个副级别，由高到低

约、伦敦）、洲际中心（巴黎、东京、香

顺序为Alpha级、Beta级和Gamma级；美

港、新加坡等）、区域中心（悉尼、芝加

国《外交杂志》、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

[15]

哥、旧金山、休斯敦等） 。近年来，致

尼公司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联合推出

力于城市国际化研究的研究机构也陆续提

“世界城市排名”，自2008年起每两年发

表1
世界城市等级
体系划分
第一层级：
全球城市

第二层级：
洲际性国际城市

第三层级：
区域性国际城市

城市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城市排名

国际城市

英国
世界城市排名[16]
（2016年）

美国
全球化
城市指数[17]
（2017年）

日本
全球城市
实力指数[18]
（2016年）

纽约

Alpha++

1

1

伦敦

Alpha++

2

2

东京

Alpha+

4

3

巴黎

Alpha+

3

4

新加坡

Alpha+

6

5

香港

Alpha+

5

7

北京

Alpha+

9

17

洛杉矶

Alpha

8

13

首尔

Alpha

12

6

上海

Alpha+

19

12

芝加哥

Alpha

7

25

悉尼

Alpha

17

14

马德里

Alpha

13

26

莫斯科

Alpha

18

35

台北

Alpha-

47

33

波士顿

Beta+

21

27

广州

Alpha-

71

—

孟买

Alpha

30

39

深圳

Beta

80

—

大阪

Gamma+

51

22

数据来源：根据GaWC、Global Cities Index、Global Power Cities Index世界权威最新排名整理得到。
注：广州、深圳并未上榜全球城市实力指数42个名额，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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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次；日本森纪念财团和首尔研究院联

上海、广州等国内核心城市的研究中倾向

合发布了“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综合以

于选用反映城市国际影响力的指标[19]。因

上权威机构的评价结果，本文挑选出20个

此，评价广州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有必要

代表性城市按层级进行排序，基本可以看

在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

出广州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见

国特点设置适合国情的一套指标体系进行

表1）。

评估。

从以上城市国际化各评价指标排名来

参照国内学者郭建国对国际化城市

看，当前广州处于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划分

特征与功能的总结[20]，本文选取以下具有

中的第三层级，即“区域性国际城市”，

代表性的4个城市、28项指标因素（见表

与悉尼、马德里、莫斯科等国家首都城市

2），评估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城市

和芝加哥、大阪等发达国家重要城市位

综合实力雄厚，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

置相当。广州的城市国际化水平在中国内

分为经济现代化、文明现代化、建设现代

地城市中仅次于北京、上海，又领先于深

化和创新能力4个子系统；二是城市要有

圳、杭州等城市。综合其他城市综合实力

较大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即城市对

评价体系中的表现来看，广州的城市国际

发展资源的凝聚和辐射能力、对国际事务

化发展水平已初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广

的参与和控制能力、对全球文明的传播和

州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已占据一定地位。同

影响能力等国际化职能突出，分为经贸、

时也要看到，广州的国际化水平与纽约、

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4个子系统。为方

伦敦这两个全球城市的差距巨大，与第二

便城市间的统一比较，对数据采用标准化

层级中的香港和新加坡也有相当大的距

方式处理，将广州的各项指标标准化为

离，在第三层级中也仅处于后列位置。

100，利用比值法计算出北京、上海、深
圳的数值。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

（二）广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国内比较

性，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地统计局等权威性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对比国

机构发布的2016年统计年鉴。另外，考虑

际化城市发展水平最普遍的做法是构建

到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故“大

指标体系，通过各指标的表现进行对比评

学以上学历占人口总数比重”指标采用

价。国际上有以斯威夫特、弗里德曼、萨

2010年的调查数据。

森、泰勒等为代表，侧重选取反映跨国公

要明确广州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可

司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等较为单一

在城市国际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下，

的经济领域相关指标进行衡量，还有以戈

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先进城市为参

特曼、亚伯拉罕森等为代表的综合指标研

照物，对广州的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

究，研究中不仅考虑了经济方面，还考虑

综合比较分析。北京、上海是全国综合实

了人口、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中国

力最强的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已经处

学者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大部分是从反

于较高级别并逐步走向世界城市；深圳近

映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核心要素两个方面

年发展快速，城市对外开放度和城市国际

构建指标体系，也有一些学者在对北京、

化程度显著提高，逐渐出现赶追并超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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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比较

总目标 分目标 子目标
城市
经济
城市
发展
水平
现代
化

城市
文明
城市
建设
城市
创新

城市
国际
化发
展水
平评
价指
标体
系

经贸
领域

指标项（单位）

广州

北京

上海

深圳

人均GDP（元/人）

100

78.20

76.21

116.01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100

118.76 100.97

87.59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人）

100

197.34 143.65 203.90

非农业劳动力比例（%）

100

103.85 104.74 108.40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m2）

100

98.51

56.26

87.04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个）

100

72.95

42.68

41.84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100

148.64 170.10 156.5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00

116.54

92.70

人均交通道路占有面积（m2）

100

51.28

131.30 115.43

R&D投入占GDP比重（%）

100

240.56 149.20 167.20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个）

100

92.25

53.45

134.97

大学以上学历占人口总数比重

100

254.90 114.20

89.40

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

100

211.70 243.41 385.60

世界500强企业集团总部[21]

100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个）

100

149.07 495.37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

100

189.00 245.93 124.40

[22-23]

外资金融机构数量
城市
职能
运行
国际
化

社会
领域

（个）

政治
领域

400

200
82.41

100

525.71 612.86 145.71

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100

72.36

155.28

127.5

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00

137.0

200

—

100

593.75 343.75

62.50

国际通航点数量 （个）

100

191.53 152.54

33.90

接待国际游客人数（万人次）

100

116.11 200.22

53.46

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

100

106.55 101.81 105.30

国际艺术展演数量（个）

100

376.80

国际新闻机构办事处（个）

100

1020.4 1971.5

—

友好城市数量（个）

100

144.44 169.44

52.78

使领馆数量（个）

100

296.23 139.62

0

国际组织数量（个）

100

[24]

国际会议数量 （个）
[25]

[26]

文化
领域

2600

108.36

400

286.0

100

—

—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2016年广州统计年鉴、2016年北京统计年鉴、2016年上海统计年鉴、2016年深圳统计
年鉴和外事办网站最新统计数据。

州的趋势。通过与以上城市的对比分析，
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
置中心的优势与不足，并据此提出加快广
州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路径与对策。

（三）比较结果与分析
从表数据可知，28个指标项中广州有
21项表现差于北京，22项指标差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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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医生

为2.5%，远低于北京、深圳的研发投入规

数指标表现强于三市。整体看来，广州的

模，无论是在研发经费的支出还是科技上

城市国际化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仍有一

的产出，广州与深圳的差距很大。广州虽

定差距，这一判断与英国全球化与世界城

然高度集聚了广东省的传统创新资源，但

市研究组和美国《外交杂志》相关研究结

由于受制于科技体制不灵活等因素，导致

果相一致，也与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等

广州的科研机构及高校没有充分发挥出应

国内科研机构目前开展的有关城市开放度

有的原始创新作用，而深圳对广东省在全

等研究成果吻合。具体到子系统和单项指

国专利申请与授权方面保持全国前列的贡

标，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表现出以下不足：

献作用远远超过广州 ⑤。广州在金融业、

1.整体上看城市现代化建设不输其余

高新技术产业、互联网经济等方面缺乏

三市，但国际化职能薄弱滞后于现代化发展

敏感性，发展远落后于深圳。面对近邻深

衡量城市现代化质量的12个指标项

圳逐渐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创新中心，

中，广 州在 4 项 指 标（人 均 地 方 财 政 收

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广州集聚创新资

入、非农业劳动力比例、每百人公共图

源，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任重道远。

书馆藏书和R&D投入占GDP比重）上明显
弱于三市，其余的6项指标与三市表现相

3.经济国际化程度偏低，制约城市辐
射力和控制力

近。由此可见，广州与北京、上海、深圳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方面相差不大，四市各

的基本条件，高能级国际城市通常具有巨

有优缺，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大的经济体量。虽然广州经济持续快速增

在城市对外交往能力方面，经贸领

长，但经济总量与高能级国际城市相比差

域的6项指标中，广州除了在“跨国公司

距较大，2015年广州GDP总量仅相当于纽

地区总部”“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上分别

约的33.2%、东京的37.85%[27]，在全球经济

位于深圳、北京之前，其余各项均排在末

体系中的影响和地位较为弱小。从指标表

尾；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作为省会

现来看，广州在经济贸易国际化方面表现

城市的广州虽好于深圳，但与北京、上海

较差，3项指标严重低于上海，其中“进

两市差距甚大。可以说，广州的国际化职

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与“实际利用外

能和对外交往能力明显薄弱，不仅与北

资占GDP比重”指标更排在末尾，这与广

京、上海相比差距较大，在经济对外交往

州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地位和建设国际商

方面也落后于深圳。

贸中心的需求不相适应，反映了广州与国

2.科研创新能力不够，影响城市现代
化水平的提升
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2013年的研究

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和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
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制约了广州的对外辐
射能力。

表明广州在专利授权量上仅仅是深圳的

国际城市往往聚集众多跨国公司总

1/5，不到上海的1/3，而2015年已高于北

部，是全球生产经营和企业跨国运营的决

京和上海，反映出广州在自主创新能力上

策中心。“世界500强总部”和“跨国公

有很大的进步；但广州的R&D投入强度

司地区总部”这2项指标能够反映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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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经济控制力。大量跨国企业总部的

普及率应达到40%以上 [28]，例如纽约和伦

集聚，使得北京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的

敦，国外出生人口超过占其总人口的三分

“第二大世界500强总部城市”；上海则

之一，新加坡有30%以上的外国人口[29]；

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中国大陆投资性

2015年，伦敦接待境外游客达3150多万，

公司聚集城市。广州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

纽约达1237万[30-31]，不仅广州，连北京、上

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差距较大。这反映出

海当前的发展情况与以上标准尚有较大距

广州对高端国际资源的吸引力相对不足，

离，在人员流动方面都尚未具备高能级国

对广州参与国家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产

际城市强调的吸引力和包容性。

生了相当的制约作用。而“外国金融机构

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数量是城市对外交

数量”指标可以考察城市金融的市场辐射

流频度的重要标志，据统计，巴黎每年举

和对外开放程度。目前，驻穗外国金融机

办的大型国际会议数量在200～300个，新

构数量不及上海的1/6，不足北京的1/5，

加坡平均有150个左右。2015年广州举办

金融业发展受到香港、深圳的挤压，反映

的国际经贸、文化、学术交流等会展活动

出广州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国际资本影

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低于这些国外先进城市

响力偏低。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其

以及北京、上海，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也有

金融产业与香港、北京、上海、深圳相比

较大差距。

是落后的，与其城市发展水平也很不相
称。以上衡量资本构成国际化的3项指标

5.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足，制约城市
集聚和交换能力

中，广州均处于落后地位，表明广州吸引

从对外交通国际化指标来看，纽约、

外资的集聚力和对国际资本配置的能力相

伦敦、巴黎等国际城市都有4个以上国际

对较弱。

机场，国际国内航线数量和运送旅客人次

4.对外交往活跃度较低，影响城市吸
引力和沟通力

众多。2015年纽约六个机场运送旅客接近
1.19亿人次 [32]、香港机场客流量达到6850

国际城市是国际交往中心，国际交流

万人次、广州的旅客吞吐量达5521万人

活动频繁，国际交往人口规模庞大。在城

次；新加坡樟宜机场与世界上78个国家的

市对外交往方面，当前广州的友好城市和

320多个城市通航 [33]，香港机场每日有约

使领馆数量少于北京、上海，尤其是在常

1120个航班飞往世界190多个城市 [34]，而

驻境外媒体方面与两市有较大差距，表明

截至2015年底，广州白云机场开通国际航

广州的对外交往途径相对狭窄，与国际社

线达130条，国际通航点数量大幅低于北

会的交往程度和信息交流程度相对较低。

京和上海；从信息国际指标来看，广州的

另一方面，人口的国际交往表现为城市中

国际互联网普及率也较低，不仅低于北上

国际性人口流动的状况，能够充分反映城

深，与新加坡和香港的差距也很大。虽然

市的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一般而

广州城市基础设施整体上比较完善先进，

言，国际城市的外籍侨民占本地人口比重

但在对外交通和信息交换指标表现上与级

应在0.6%以上，入境旅游人口占本地人

别较高城市相比仍有较大不足，说明广州

口比重应高于40%，市民运用英语交流的

与国际社会的人员和信息交换能力尚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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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枢纽型网络城市功能尚待完善。

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和广东自贸

综上所述，从当前发展水平来看，广

试验区建设，是广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

州的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总体上低于北

新体制的三大抓手 ⑥，也是推进广州城市

京和上海，局部低于深圳，在全球国际城

功能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转变的加速器，

市的体系划分中大致处于中级偏上国际城

广州应立足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现实基

市的位置；广州在城市现代化建设方面与

础，从配合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配

北京、上海、深圳的水平大幅相当，但城

置全球资源所需要的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

市国际化职能方面表现较弱，尤其是文化

综合实力、以科技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创

软实力和对外传播能力有待提高，参与国

新力、以总部经济与高端资源会聚的集聚

际经济交往、国际资本凝聚的能力有待加

力、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体现的覆盖力

强，政府和民间对外交流交往的深度与广

和以对内统筹对外获取话语权的驾驭力，

度还需进一步拓展。从对标的全球城市发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35]。

展经验来看，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共性经

为此，广州必须根据国际资源特别是

验主要有：在产业结构上，实行现代服务

高端要素选择、流动及发挥作用的规律，

业与先进制造业双引擎驱动，金融业领先

根据国家赋予的重要中心城市使命和国际

优势突出；在要素集聚上，强化高素质总

一流城市的发展规律，着力打造全球资源

部经济布局，注重人才与科技集聚、创新

配置新节点、扩大资源配置新空间、提升

园区和创意文化的发展；在支撑条件上，

资源配置高能级、拓展全球资源吸纳容量

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便捷高效的交通枢

和提高城市品牌形象美誉度，助推广州迈

[35]

纽、优良的生态与社会环境 ；在城市治
理上，强化科学的城市规划引领，强化城
市参与高端国际交流对话的能力。
由此可以判断，广州要建设成为全球

上全球城市体系的更高层级。

（一）建立“一带一路”战略通道，
打造全球资源配置新节点

资源配置中心，需主动从全球城市体系中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对外开放的

找标杆，从国家大战略和区域发展中找动

顶层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广州

力，从全球发展要素配置和国际产业分工

服务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应尽义务，也是

中找机遇，面向全球集聚高端资源，提升

建设广州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重要机遇。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广州应借助“一带一路”的有利契机，通
过构建高度一体化的超级城市区域网络，

四、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的战略路径

构建通达全球的中枢式国际交通网络，构
建面向未来智能社会的国际信息网络，构
建多元包容、汇融世界的国际交流网络，

新的历史时期，对标全球城市，广

健全内连外通网络，加快资源开放流动。

州需要在主动承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基

广州作为“一带一路”南线的起点，

础上，集聚高端要素，不断提升广州在全

要建设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不仅要

[36]

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一带一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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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配置远程和远期的全球资源，拓展广

要更好地发挥城市群的整体效应，协调区

州的对外辐射能力，从而带来各种各样的

域发展，以广州的高端国际化引领珠三角

价值在城市中的流动。因此，广州一要以

城市群深度一体化，以区域国际竞争力和

产业衔接与贸易自由为抓手，通过建设价

辐射力的增强提升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

值园区，围绕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链，强化

置中心的发展动力。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

战略的整合与创新并形成协同效应，靶向

通的推进，合作理念的创新升级，在建设

聚焦全球高端资源；二要以经贸服务为支

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广州可以与香港、

撑，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者在

深圳等核心城市形成功能互补、资源整合

广州投资高端产业，尤其吸引企业在自贸

的错位发展局面，并把各项专长和特色发

试验区注册，拓展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业

挥到极致。一方面，随着广州建设枢纽型

务，同时鼓励更多有实力的广州企业到全

网络城市的推进，广州作为湾区内地部分

球布局，投资基础设施和经贸园区，拓展

商贸、物流和交通中心的地位正在不断强

新兴地区市场；三要以科技与文化融合为

化，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

长期目标，加强经济、科技、人文的全方

广州未来可以更好地从湾区的整合大势中

[37]

位交流 ，硬、软实力兼施助推全球资源

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另一方面，广

配置，争取在城市品牌形象塑造、国际活

州作为粤文化的发源地，在整合过程中，

动聚集、加强世界文化名城和传媒之都的

可以扮演独特的文化纽带作用，拉近湾区

建设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增强广州全球

内地部分和港澳的文化、心理距离。并在

资源配置话语权。

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经贸、金融领域的整

（二）携手港澳打造珠三角世界级
城市群，扩大广州资源配置空间

合和要素市场的互联互通，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共享。

端连接着中国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人口密

（三）借力南沙自贸区平台，提升广
州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能级

集带超过4亿的人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

南沙作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同样肩

说，粤港澳大湾区是链接中国和世界的一

负着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新使命。南

粤港澳湾区一端连接着世界，另一

⑦

个“超级枢纽” 。广州作为全球资源配

沙新区发展规划和南沙自贸试验片区建设

置中心的地位，若能放到粤港澳大湾区城

方案都明确提出要把南沙建设成为落实

市群中去找位置，将为广州拓展战略腹地

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区和示范区，协助广州

创造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广州在珠三角

发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作用。而南沙自贸

地区面临着香港、深圳两个同量级超级

区天然的制度、创新、开放优势和广泛的

大都市的资源竞争，区域竞争格局略显尴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广州新的发展提供

尬，如何处理好广州和周边城市的关系，

了动力源。因此，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

深化彼此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

中心需充分发挥南沙“双区”战略叠加优

资源共享就显得尤为重要。

势，以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建设为抓手，

因此，广州打造全球资源配置中心需

以构建全球对外开放大平台、提升全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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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能力为支撑，推动南沙建设成为服

围内能够对资源的用途、布局和流向有整

务内地、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

合、创新、决策、控制、分配甚至激活的

新高地，全球航运、贸易、物流资源配置

能力⑧。通过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实现

新平台，以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

对外联通、结构互动、能量转换，产生新

[38]

务枢纽 ，进一步增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

的生产要素，创造新的要素组合，可以有

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

效支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发展，增强广州

在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过

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程中，广州也应加快南沙城市副中心的建

因此，广州应全力实施“枢纽+”战

设。一是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框架和规

略，强化三大国际战略枢纽功能，构建辐

则体系，以自贸区南沙片区为依托，加强

射全球、面向未来的国际高端交通枢纽和

对国际最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的研究，以及

信息通信枢纽，打造高端资源吸附器和辐

对接港澳通行规则新标准，推进南沙新区

射源。航运航空方面要做大产业规模，打

实现行政办事、投资贸易高效、便捷、有

造特征鲜明、功能强大的战略发展节点，

序化，破除国内市场的诸多约束条件，与

推动枢纽与枢纽、枢纽与节点的高效互

国际市场需求相符合；二是打造以集聚高

联互通，扩大全球城市网络节点的枢纽功

端要素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格局，重点围绕

能，深度步入世界级城市圈，力争国际话

临港区位优势，集聚高端要素为核心，吸

语权；创新生态系统方面，通过建设引领

引国际资本和高端金融人才在南沙集聚，

新科技革命的全球创新网络枢纽，构建连

强化“互 联网+”功能 要素助 力金 融 创

接国际资源市场的全球服务网络枢纽，提

新、科技创新，推动全行业的全面创新，

高全球创新与服务位势，推动资源价值跃

加快构建以海洋经济为特色、以生产性服

升；国际信息通信网络方面，统筹完善新

务业为主导，与先进制造业相互促进的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光网城市和无线

“双轮”驱动新格局。把实施国家战略与

宽带城市，提升枢纽型国际信息港功能，

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结合起来，加快建

强化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和

成“三中心一体系”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综合服务能力。

区核心功能区，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科技
创新枢纽主要承载区，努力打造广州未来
[39]

之城 。

（五）明确广州城市形象定位，建设
新型国际商贸中心
城市国际形象是城市重要的无形资

（四）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拓
展广州吸纳全球资源的容量

可或缺的要素之一[40]，但由于广州在国际

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城市外部形态与内

媒体上曝光率较低，在国际社会和公众舆

在结构的统一体，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

论中的品牌美誉度还不够，使得广州的国

是巩固和提升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的

际形象定位模棱两可。不同时期提出的宣

重大战略；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是城市在全

传推广口号也没有对国外受众的兴趣点和

球网络中价值和功能的体现，是在全球范

接受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缺乏持续性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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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而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定位和优势

新空间，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进商

明显，国际国内的认同感也较强。因此，

贸机构“走出去”，创造商贸新价值 [2]。

广州应从国际贸易中心开始，建设新型国

推动广州从集聚全球商贸资源向配置全球

际商贸中心配置全球资源，实现千年商都

商贸资源转变，为广州提升全球资源配置

向现代商都的转型。

能力提供重要支撑。

未来广州应做实做稳商贸龙头地位，
在全球供应链上发挥引领作用。一是做

五、总结

大商贸新功能，坚持构建多样化、综合化
的功能定位，强化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商

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外向型

务、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商贸新业态、

经济不断推动着城市国际化发展，对珠

商贸大数据等新功能。二是营造商贸新

三角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格局，重点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建设体

然而，就对全球资源集聚与配置的能力

验消费中心，推进传统的批发市场转型升

来说，广州与北京、上海相比还有很大差

级。三是发展商贸新业态，包括发展商贸

距，与国际上的综合性世界城市及区域性

商务总部，移动电商、跨境电子商务等。

国际城市相比差距更大了。未来一段时间

四是培育商贸新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服

将是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重大机

务业和商贸大数据产业，抢占全球价值

遇期，广州应通过以上五种战略路径，着

链高端。五是打造商贸新枢纽，加快南沙

力打造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以

自贸区扩区建设，吸纳更多国际功能性机

科技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创新力、以总部

构；另外要推进广交会转型升级，建设全

经济与高端资源会聚的集聚力、在全球城

球商贸网络平台，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总

市网络体系中体现的覆盖力和以对内统筹

部经济，打造全球跨境电商枢纽，集聚高

对外获取话语权的驾驭力，全面提升广州

端商贸资源。六是拓展商贸新空间，搭建

集聚国内要素和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成

虚拟国际贸易平台，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注释：
①纵观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陈信康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N].解放日报,2014-07-12(007).
②广州的新雄心：打造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心[EB/OL].时代周报,http://money.163.com/17/0613/05/
CMPM50EV002580S6.html.2017-06-13.
③盛文,翟宝辉,张晓欣.城市国际化评价研究述评[J].中华建设,2009(04):56-59.
④“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国际经验与广州实践”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6-06(004).
⑤周春山,王朝宇,吴晓松.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研究[J].城市观察.2016(4):5-16.
⑥蔡赤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J].广东社会科学,2017(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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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同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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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Study of Building Guangzhou into a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Luo Wuli, Chen Deni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proposal by Guangzhou to build itself into a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adapt to the global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spiri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conference,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positioning targets for Guangzhou, to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status of the major central city
in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moderniz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ncludes 8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28 third-level indicators. Besides, it indirectly measures
Guangzhou’s global sourcing capacity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nd
concludes the shortcomings in building the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Finally, it also
discusses how Guangzhou learnt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global cities and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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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path to build the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Keywords: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city; index system;
Guangzhou; strategic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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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与定型：经济地理格局中的
城市能级与层级态势研究
◎

何

雨

摘 要：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这种巨变体现在
两个层面：一是城市的能级不断跃升，二是城市的层级基本定型。能级跃升与层级定
型的矛盾，是当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客观现实。这意味着，对于雄心勃勃的强
二线城市来说，能级继续跃升的空间依然很大，但想在层级上与一线城市比肩，几无可
能。故，对强二线城市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尊重近4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城市层级秩
序，把方向与精力放在提升城市能级上。
关键词：城市 能级与层级 定型化 态势
【中图分类号】F293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
2018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以下简称“一线城市”）。[1]春江水暖鸭

了。这是一件改变了中国国运的大事，也

先知。两位作者分别为大成基金首席经济

是一件改变了13亿人民命运的大事。40年

学家和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长期

间，斗转星移，桑田沧海。中国在各个方

浸淫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化一线，对当代

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与工

中国经济变化的新迹象、新态势之敏感度

业化并行、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现代化动力

要远远强于学院派学者。透过他们的分析

之一的城市化，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

与视角，能够让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经济

印。经过40年的冲击、奋进、洗礼与沉淀，

地理的巨变保持着时代的敏感性。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的城市经济地理
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城市已经进入
了新的阶段，新的起点。中国城市经济地

一、巨变中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
新格局

理的新迹象与新态势，也反映在了近期
姚余栋、管清友的最新文章中《重塑中国

在“一线城市”文中，两位作者明

经济！六个城市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

确指出：“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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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

大的，也就是在沿海省份的部分地区。时

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

至今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

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占比分别为

设想，基本落空。事实上，对小城镇模式

51.5%、37.0%、24.9%、22.6%和14.7%。”

的怀疑，几乎发生在小城镇模式提出的同

由此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

时。1984年11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大城市

线城市人口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他们就此

人口问题和对策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

提出了中国新一轮城市发展方向的重点，

了不同意见，主张“迅猛发展的大城市是

即要重点“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因为

一个世界性趋势”“大城市是国家的超级

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城市人口分布结

金库”“控制大城市发展是违背客观经济

[1]

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人为办法，是

构，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尽管是新观点，但是其背后逻辑与

脱离财政经济利益考虑的片面方针”。[3]

脉络的源头，却并不新鲜。从城市发展的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关于重点发展

角度看，该建议的实质是在经济新常态的

大城市的政策建议遭到了压制与反对，

背景下，对由来已久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

然而，中国城市却在自身的实践中展现出

中“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镇优先”之争

“不唯书不唯上”的态势，按照客观的城

的新进展。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

市发展规律在向前演进。受工业化进程

议，正式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

加速、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松绑、规模经济

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中国

等因素的影响，大城市依然在争议中不断

城市化战略。1984年，费孝通在《瞭望周

前行。形势比人强。进入21世纪后，国家

刊》上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系列调

重新认识到大城市的独特作用，在相当

[2]

研文章， 明确提出应当把小城镇作为中国

程度上为大城市的发展进行松绑，由此，

城市化的主要方向，并指出其优点在于发

大城市也迎来了高速成长的黄金期：城市

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之优势，

的边界在不断扩展，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增

实现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工业化就业。

加，城市的经济在不断壮大，城市的形象

实事求是地说，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

在不断更新……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不仅

经验，其源头来自于苏南地区——主要是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然跻身

吴江——的乡镇工业化样板。这一模式的

世界一流，而且还孕育出了诸如杭州、苏

形成，有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因素，如苏南

州、青岛、南京、武汉、重庆、郑州、天

地区临近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工程

津等一批强二线城市。其实，这一信号释

技术人员，本身的社队工业基础良好，在

放出来的是，从横向的全球性比较与纵向

历史上有着较为深厚的商业传统，等等。

的国内分析看，中国的城市能级已经跨上

这些因素，往往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了一个新台阶。

故，把这一具有地域特殊性的经验在全国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城市能级不断跃

范围进行推广的话，恐怕会出现南橘北枳

升的势头仍在继续。正如2010年王小鲁通

的结果。事实也表明，经过近40年的改革

过计量模型分析的发现那样：从全球范围

开放洗礼，真正能够把小城镇模式发扬光

看，城市发展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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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人口密度、交通条件、地理位置

市值1700亿，有22万名员工的汽车制造商

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并以此预测到2020

比亚迪；市值3000亿，有34万名员工，坐

年，百万人以上规模城市人口占中国总人

拥14架货机、16000台运输车辆、12000个

口的比重可能达到30%左右，而到了2030

营业网点的巨无霸物流企业顺丰速运……

年，这一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到39%。这

深圳，仅仅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城市能

意味着，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新

级与层级巨变的一个缩影。随着粤港澳大

[4]

增上百个百万规模人口级别的大城市。

湾区、杭州湾、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

随着“十三五”帷幕的拉开，人们对

沿江高铁、武汉城市群、郑州城市群、长

大城市的认识也跃上新台阶，国家对大城

沙城市群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区域节点城

市的功能与定位也在不断地深化。2010年

市战略进入国家层面，在国家政策与时代

2月，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全

机遇的双重冲击下，无论是传统的东部强

国城镇体系规划（草案）》，在国家层面

市，还是新兴的中西部以省会为代表的新

肯定了中心城市的独特作用，即，引领、

锐城市，正在深刻改写着数千年来的中国

辐射、集散功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

城市经济地理版图，开始了从“矮穷丑”

员辽阔的国家，没有一批国家级中心城市

向“白富美”的质变跨越阶段。

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无法想象

与传统农耕经济状态下，受资源条件

的。正是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家中

制约，在一个历史时期，往往只有一个中

心城市”成为各个地方性中心城市纷纷

心城市不同。随着经济能力的成长、技术

争抢的金字招牌。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

手段的进步，中国具备了支持多个超级城

息，能够入选国家中心城市的，并不会很

市发展的物质基础。2016年以来，包括南

多，大概只有12个左右城市。

京、杭州、厦门、武汉、郑州、成都、西

事实上，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巨变，

安等在内的强二线城市，它们的经济体量

不仅体现在城市能级上，也同样体现在

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万亿元，人口规模基本

城市层级上。如果结合中国城市的最新进

都在千万左右，直接把中国城市经济地理

展，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城市经

从“一城独大”推进到了“诸侯争霸”的

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巨变中。

新时代，让城市发展进入了“百花齐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宠儿，其中的典型莫过于

百家争鸣”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

深圳。有人从GDP的数据变化研究发现，

姚余栋和管清友的“一线城市”文，则是

2001年香港的GDP总量是深圳的7倍，但

对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巨变的一个

[5]

到了今天深圳几乎逼平了香港。 从势头

诊断，是对中国城市迈向中高端世界级城

与潜力上看，深圳较之于香港还要更胜

市的一个展望。

一筹。深圳已经成就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
企业：市值近2800亿美元，有4万名员工
的互联网企业腾讯；营收5000亿人民币，

二、层级定型化的中国城市经济
地理新格局

有17万名员工的科技公司华为；市值700
亿，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公司华大基因；

巨变，就在眼前，就在身边。城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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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跃升，打破了改革前基于计划经济安

局限于制度层面。正如工业化与城市化是

排下的城市层级旧秩序，让区域经济地理

中国现代化的车之双辙、鸟之两翼一样，

中的城市层级秩序进入了新时代。那么，

定型化同样也在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的

人们又该如何理解由能级与层级变化所

演变中。

引发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的这一巨变

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意义上的“定型

呢？其发展意涵是什么呢？未来前景又是

化”，同样至少有三个层面意涵：一是定

怎么样呢？犹如硬币拥有正反两面，与中

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层级格局，将从急

国城市经济地理千年未有之巨变同步的

剧变革态进入相对稳定态；二是进入相对

是，处于质变临界点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

稳定态的城市经济地理层级格局，基本划

格局，在城市能级继续跃升巨变的同时，

定了各区域主要城市或中心城市的经济

也正在城市层级层面进行深刻的“定型

地理势力范围；三是除非发生重大技术变

化”。

革，否则定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层级格

何谓“定型化”？这一概念的首次

局，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城

提出，是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行讲话系列

市经济地理秩序的基石。也正是在此意义

中。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

上，我们不妨可以理解当前正在上演中的

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城市在人才、资源与定位上的大博弈、大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

争夺，实质上是各个城市基于即将定型化

[6]

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可以看出，“定型化”的意涵至少有

的城市层级格局而展开的城市竞争与城市
战争。

三层：一是制度本身从变革态进入了稳定
态，即，不会发生大的制度变动；二是定
型化的制度，也是较为成熟的制度，是经

三、难以打破的一二线城市经济
地理层级格局

过实践长期磨合与调整后的制度；三是定
型化后的制度，将会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
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制度。

城市经济地理层级格局的定型化之
争，可以在多个维度观察到：从单体城市

今年已经是2017年，距离1992年提出

的首位度之争，到多个城市联合体的城市

的定型化设想，已有25年之久，基本接近

群之争，以及不同能级与层级的城市所展

其所设想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的时间

开的“晋级”之争，如二线城市向强二线

节点。这是“定型化”设想在制度层面的

城市的“晋级”、强二线城市向新一线城

表现。其实，了解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者都

市的“晋级”等等。在定型化之争的多个

知道，我国的现代化是在多个维度同时展

维度中，处于舆论风口的无疑是从“强二

开的，即，除了制度维度外，如，“四个

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晋级”之

现代化”目标就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

争。

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

作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道秀丽风

国现代化的这一实践特征意味着，在当前

景，近年来“强二线城市”强势登场，

这一时间节点上，“定型化”也绝不仅仅

一时间风头无限。2015年5月，刘晓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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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网文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7]他把

的潜质”。似乎是担心名单范围过小，可

“强二线城市”定义为：“GDP超过8000

能引起落选城市的反驳与争议，在引入

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超过1.5万

了“一带一路倡议”（其原文表述为“战

亿元人民币，两个条件全部符合，就可以

略”，这是不准确的，国家层面的规范

入选。（基于2014年的数据）”。以此对

表述为“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

照，当时符合条件、能够入选“强二线城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以及高铁及其站

市”的只有7个，分别是天津、重庆、成

点的影响后，姚余栋、管清友二人又给出

都、杭州、苏州、南京和武汉。其中，在

了一个扩大版名单：“具备成为一线城市

2013年度，武汉仍被列入“弱二线城市”

基础的城市有杭州、天津、南京、苏州、

城市之首，但随着长江经济带概念提出，

成都、武汉，而重庆、宁波、青岛、厦

以及武汉各项数据的进步，2014年度武汉

门、西安、无锡、长沙、郑州和合肥有望

进入了这一名单。

成为准一线城市”。[1]

“强二线城市”现象的出现，反映的

至此，姚余栋、管清友把“新一线城

是继北上广深外，中国城市能级与层级序

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具备

列中的第二梯队出现了大分化，部分佼佼

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共有6个城

者率先脱颖而出，相对于二线城市中的其

市入围；第二个层次为“准一线城市”，

他城市，在经济规模、发展潜力、辐射影

共有9个城市。

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后，作为一种

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准一线

现象，“强二线城市”开始大规模地进入

城市”，对于入围城市来说，重要的是，

人们的视野。名单中的各个城市，也都与

都不再是“二线城市”，这是其城市发展

有荣焉，更加信心百倍地要建设更加辉

愿景上的一个“晋级”和“质变”。然而，

煌、更加美好的明天。

对“一线城市”的批发式扩容，其合理性

“强二线城市”，是中国城市经济地
理能级与层级格局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

究竟有多少呢？其依据究竟是什么呢？这
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征，在反映现实最新变化的同时，也进一

从姚余栋、管清友提供的论据上看，

步激发了人们的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

之所以要有这么多“一线城市”的原因似

名单中的城市，原本与有荣焉的“强二线

乎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外的经验是这样

城市”名头，似乎没有让它们摆脱依然是

的——即，“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

“二线”的梯队尴尬，于是满足人们虚荣

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

心的“新一线城市”的名头又开始应运而

占比分别为51.5%、37.0%、24.9%、22.6%

生。

和14.7%”。中国一线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在“一线城市”文中，姚余栋、管清

友在综合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常住人

与之相距甚大，故，要想达到这些国家的
水平，一线城市大有可为。

口指标、新增专利指标、房地产价格等主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才叫做

要指标后指出：“杭州、天津、南京、苏

“一线城市”呢？在这个问题上，姚余

州、成都、武汉等城市，有成为一线城市

栋、管清友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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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以具体的城市，即北上广深是一线

中西三线工程，就是以国家之力，为北京

城市。故，尽管其没有给出关于“一线城

的一线城市地位保驾护航。这种待遇是后

市”的定义，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大致推

发的这些所谓“新一线城市”想都不要想

测出其一线城市的主要标准，即向北上广

的。另外，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已经

深看齐。事实上，这一新概念更多的是噱

接近60%，进一步提升的潜力非常有限。

头，无法反映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层级格局

换言之，由高速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红利，

基本定型化的现状。原因在于：

新一线城市也不可能再经历。以南京为

一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一线

例，近五年来，净增人口只有30万人。事

城市需要足够大的能级。能级至少要体

实上，仅就毕业生而已，南京每年都有大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量要上台阶，

几十万人，然而，他们却纷纷用脚投票，

二是城市吸纳的人口要足够多。从前者

出走南京。这样一个缺乏人才吸引力的

看，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准一线

城市，要想跻身为实至名归的“新一线城

城市”，其在经济体量上与现阶段的北上

市”，几乎是天方夜谭。

广深差距非常明显，且这种差距，几乎是

四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新一

无法填平的。从后者看，北上广深四大城

线城市”几乎没有重大事件来助推其实现

市，人口都已经过千万，其中，北京和上

层级质变。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重大事件

海，更是超过两千万，而观之其余城市，

始终是驱动城市提档升级的极为难得的契

大部分没有达到千万。

机。[8]第25届奥运会的举办，让巴塞罗那

二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一线城

从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西班牙

市需要足够的高度。从这个维度看，入围

最大的商港和工业中心、欧洲第七大城市

城市似乎表现不错，但是，一线城市最核

和世界著名旅游热点地区；第26届奥运让

心的高度指标，就是其辐射力与影响力。

亚特兰大成为美国东部的工业中心和重要

无论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还是作为经

的交通枢纽，美国第二大通讯发达城市；

济中心的上海，或者是作为创新中心的深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则让北京整个城市

圳，都具有全国甚至全球影响力，而名单

旧貌换新颜，成为一座悠久历史与现代文

中的入围城市，甚至区域影响力都有限。

明交相辉映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尽管

例如南京，其向东影响力超不过镇江、扬

没有举办诸如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体育赛

州，向西影响力也就在滁州、马鞍山。显

事，然而，却是国际级政治会议、经济会

然，与真正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不可比肩。

议、文化会议，以及专业性体育盛会的举

三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跻身

办地。与之相比，各“新一线城市”几乎

“新一线城市”的时代机遇已经不复存

不可能得到如此重磅事件的垂青与眷顾。

在。北上广深的兴起，既处于中国改革开

城市的能级跃升与层级定型，是当代

放的历史机遇中，又累积了大量国家政策

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在上演中的盛

与资源的支持。可以说，几乎是以举国之

事。对于置身于其中的城市来说，新概念

力来实现的。甚至直至今天，这种举国之

固然能够振奋人心，然而往往也会脱离实

力的支持还依然可见。如，南水北调的东

际。与其在新概念的幻觉中自满，不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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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机遇中脚踏实地、乘势而为。在

际的层级幻想，不如致力于提高城市能级

已经基本定型化的经济地理城市层级序列

的努力中去。抓住国家中心城市的机遇，

中，“新一线城市”重现北上广深这类现

提高所在区域中的首位度，不断提高、扩

有一线城市的时代机遇已不复存在。故，

大城市辐射力、影响力与牵引力，才是建

对于强二线城市来说，与其醉心于不切实

设美好城市的更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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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hanges and Stereotypes: A Study on Urban Energy Levels and Hierarchy in
the Economic Geography Situation
He Yu
Abstract: Nowadays, the urb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China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is change is reflected on two dimensions: first, city’s energy levels are constantly
rising; second, city’s hierarchy is basically stereotyp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jumps of
energy lev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hierarchy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urban economic geogra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means for ambitiously strong second-tier cities, the improvement space in terms of energy level is still great,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are with those firsttier cities. Therefore, for them, the better choice is to respect the urban level order formed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and turn their focus and energy on upgrading the urban energy level.
Keywords: urban; energy levels and hierarchy; stereotyp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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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区公交停靠与道路通行状态的
互动研究
◎

宗

刚 朱丽南 曾庆华

摘

要：在对公交停靠站点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对工作日平峰、高峰时段北京市

典型道路通行状态和公交停靠站进行实地观测，利用调查统计数据考察公交停靠与道
路通行状态的相互作用。为特大型城市公交停靠站设置模式、公交线路规划以及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结果表明，交叉口附近设置公交停靠站、公交排队
至机动车道、站点占用机动车道以及连续多站点占用机动车道降低道路通行速度；道路
拥堵越严重，公交进出站时间越长，且港湾式停靠站公交进出站时间普遍长于直线式停
靠站。
关键词：公交停靠站 城市公共交通 交通拥堵  
【中图分类号】F294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7
空间形态与城市布局不协调 [3]、交通基础

一、引言

设施功能级配结构失衡 [4]、交通出行方式
[5]

结构不合理 。交通拥堵不仅带来时间延
随着我国城镇化、机动化进程的不

误、燃油消耗、污染物增排等机会成本，

断加快，城市交通拥堵成为伴随城市经

还包括感官和舒适度效用损失的内涵成

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交通拥堵一

本 [6]。北京市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

方面源于交通系统的外部问题，如人口

增加，交通拥堵日益严重，2016年6月工

[1]

持续增加、机动车保有量不断上升 、职
[2]

作日高峰时段平均交通指数高达7.5，为

住空间的错位 等；另一方面是交通系统

“中度拥堵”状态且同比上一年（5.7）上

自身问题，包括交通系统容量不足、路网

升31% ①。为建设北京市“人文交通、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JY048）“轴辐式网络设计下特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机
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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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交通、绿色交通”的新型交通体系，实

的公交影响时间和道路条件进行调查，设

行“公交优先”战略已成为缓解交通拥堵

计不同停靠类型的通行能力模型并进行模

的主要措施，公交线路设计、换乘站点规

拟[16]。（3）对站台尺寸的研究包括，曾奕林

划、公交停靠站的设置决定了公交车辆运

（2005）针对不同公交站形式下的站台长

行效能以及交通拥堵治理效果，同时道路

度、宽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各类站点

通行状态反向影响着公交停靠行为。故有

站台尺寸适宜模型[17]。

必要研究公交停靠行为如何影响道路通行

综上，目前学者在分析公交停靠站对

状态，其影响机制具体是怎样，明确道路

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上取得较大成果，但

通行状态如何作用于公交停靠行为，北京

道路通行能力不同于道路通行状态，不能

现有公交规划方案存在何种问题，为特大

直观反映车辆行驶通畅程度，与交通拥堵

型城市公交规划方案的改革、缓解城市交

存在一定差异。且针对道路通行状态对公

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

交停靠行为的作用方式分析较薄弱，有待

国外学者对于公交停靠站与道路通

进一步分析。本文依据《道路通行状态信

行能力的研究大多从站点优化设计、公交

息发布规范》，将道路通行状态用机动车

停靠影响以及公交站点通行能力等方面展

行驶速度表示。本文基于站点设置模式分

开。《美国通行能力手册》具体描述了公交

类，对平峰、高峰时段北京市典型道路车

站点通行能力，学者在此基础上分析公交

速和公交停靠站进行实际观测，考察公交

[7]

[8]

运行效率 、交叉口设置 、交叉口上下游通
[9]

停靠与道路通行状态的相互作用。

[10]

行状况 、公交停靠站出现排队现象 对道
路通行能力的影响，并提出通行能力的改

二、公交停靠站设置模式

进方法或对公交停靠站的设置提出建议。
Jaime Gibson等（1989）探究发展中国家大

不同类型的公交停靠站影响相邻车

交通流背景下公交停靠站的公交以及社会

道及本车道的车辆运行速度，公交停靠行

[11]

车辆和行人的延误情况 。国内学者大多构

为对车道车辆产生冲突，形成临时交通瓶

建不同公交停靠站的道路通行能力模型，

颈 [18]，变换车道、减速进站、上下客、加

并建立仿真模型验证不同因素对通行能力

速出站会对非机动车道的车辆以及位于进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给出停靠站优化设计

站公交后、出站公交前的车辆造成不同程

方案。（1）从公交进出站影响时间角度出

度的影响，显著降低道路通行速度。综合

[12]

发，比较不同公交和机动车到达率 ，交通
[13]

[14]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以及北京

流量 以及公交进站速度 条件下港湾式和

市城区内二、三、四环道路公交站点的设

路边式停靠站对延误时间的影响。（2）完

置形式，总结出以下几类站点设置模式：

善通行能力模型的研究有，孙峰（2013）考
察不同公交泊位数对直线型公交停靠站通

（一）设置在人行道上的直线式停靠站

行能力的影响，得出能确定不同时空通行

该类站点公交在进出站变更车道以及

[15]

能力测量模型 。杨孝宽（2008）通过对北

加减速过程中影响后续机动车行驶速度，

京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上不同类型停靠站

其进站变更车道以及上下客过程中对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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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①类站点

图2

②类站点

非机动车产生阻碍，如图1所示。但优点

原非机动车道作为机动车道，供公交停靠

是在上下客时段机动车正常通过，保障其

以及转弯车辆行驶，如图4所示，此类站

行驶速度。

点多见于站点前方为交叉口路段。在保障

（二）设置在人行道上同时占用非机
动车道以及机动车道的直线式停靠站

自行车正常通行的同时为公交进站增加
车道，无需变道，不影响后续机动车正常
通行，出站时临近路口，根据转弯需求变

该类站点由于非机动车道较为狭窄，
如图2所示，公交停靠上下客时不仅阻挡后
续非机动车流运行，对相邻机动车道车辆
也造成一定程度阻碍，后续机动车可选择
等待公交出站或向内变更车道继续行驶。

（三）设置在机动车道上的港湾式停
靠站

图3

③类站点

图4

④类站点

图5

⑤类站点

该类站点的设置一般出现在无非机动
车道的快速路上，为保障后续机动车的正
常行驶，在站点处进行拓宽处理，为公交
停靠预留空间，图3所示。站点受停靠公
交数量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最外侧车道
造成阻碍。当进站公交较少或停车泊位充
足时，最外侧车道上机动车正常行驶；当
进站公交较多，停车泊位不足时，后续公
交需排队等待前方公交出站，阻挡最外侧
机动车的行驶，后续机动车选择等待公交
进站或向内变更车道继续正常行驶。

（四）设置隔离带的直线式停靠站
该类站点将非机动车引入港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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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车道。若站台距交叉口较近，车流量过

通过对收集数据进行处理，将公交

大、信号灯造成等候车辆排队至站点影响

停靠站距交叉口50m计为站点设置在交叉

范围内或邻近影响范围时，将影响公交及

口附近，142个站点设置地点及站点断面

其余机动车转变车道，易导致车辆拥堵。

速度以及15分钟区间速度的统计如表1所

（五）设置在机动车道上的直线式停
靠站

示。
由表1可知，在交叉口附近设置公交
停靠站对道路车速降幅超过5%。在公交

该类站点公交停靠时占用最外侧机动

停靠站较近距离出现交叉口对路段通行状

车道，如图5所示，后续车辆选择停车等

态的影响机制为：（1）机动车为等待路

待或向内变更车辆。

口出车以及信号灯变灯需提前减速，在通
过路口后又需加速至路段平均通行速度，

三、公交停靠对道路通行状态的
影响

减速加速过程无形中降低路段通畅程度；
（2）造成多辆公交共同等待信号灯，由
于公交车辆车身较长，减少通过交叉口的

公交停靠站周边环境、站点设置模

机动车车辆数，延长机动车等候时间，降

式以及公交停靠的行为本身均对道路通

低路段通行速度；（3）当停车等待车辆

行状态有一定影响。由于高峰时段全路网

较多且排队至公交停靠站附近时，为使公

通行缓慢，无法衡量以上因素对通行状态

交车辆汇入机动车流，后续机动车需等待

的作用程度，因此选取平峰时段即工作日

车间间隙扩大至足以使公交进入的距离才

的14-17点进行调查。通过对北京市城区

可启动车辆，对道路正常通行造成影响。

二、三快速路以及四环的快速路辅路全路
通行状态的影响。全路段共223站，根据

（二）公交排队溢出对道路通行状态
的影响

简单随机抽样样本容量确定标准，在5%

当发生大量公交集中进站且车流量大

的抽样误差、95%的置信范围以及成数方

时，后续进站公交需从第一台公交后排队

段进行实地观测，考察以上三因素对道路

[19]

差的极大值条件下 ，需选取141个样本，

依次上下客，当车辆排队溢出港湾或排至

结合实际情况，共采集和统计平峰时段车

机动车道且无空间变更车道时，后续机动

速和142个有效站点数据。

车仅能排长队等候公交出站，对非机动车

（一）交叉口处公交停靠对道路通行
状态的影响

及最外侧机动车道车辆通行造成一定程度
阻碍，路段车速出现明显下降。
当公交停靠溢出港湾或由非机动车

公交停靠站设置在交叉口可兼顾换乘

道排队溢出至机动车道时，对相邻机动车

的便利性和公共交通的通达性，距交叉口

道的影响分为如下三种情况：（1）若公

较近便于乘客下车后步行至另一方向道路

交占用机动车道时间小于最外侧机动车

上换乘其他公交通行，但易造成公交无法

道车流的平均车头时距时，在后续机动车

顺利变道出站的现象。

到达站点时公交已出站，对道路通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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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叉口对道路通行速度的影响程度
频数

断面速度(m/s)

区间速度(m/s)

公交停靠站距交叉口较远

103

6.840

6.326

公交停靠站位于交叉口附近

39

5.036

5.941

26.37%

6.09%

车速降幅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调查所得。

表2

公交车辆排队至机动车道对道路通行速度的影响程度
频数

断面速度(m/s)

区间速度(m/s)

公交无排队溢出现象

51

6.675

6.539

公交排队溢出至机动车道

91

6.430

6.212

3.67%

5.01%

车速降幅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调查所得。

无影响；（2）若公交占用时间大于最外

增加。 因此，最外侧及次外侧机动车道车

侧机动车道车流平均车头时距，后续机动

流量、站点处停靠公交线路数量、公交到

车有足够空间向左变更车道躲避公交站

达率、公交服务率、站台泊位数均对道路

点，由于机动车需减速变道，对道路通行

通行状态发生作用。

速度有较小程度影响；（3）若相邻车道

通过调研，对公交车辆排队溢出至机

无足够车头间距，则后续机动车需减速等

动车道从而降低道路通行状态的情况进行

待公交进站，由于公交排队时一直占用机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动车道，因此排队等待时间决定对路段通

由表2可知，公交排队溢出现象对道

行状态的影响程度。根据排队论，公交排

路通行速度的影响较小，一方面由于调查

队进站情况可用排队论中的M/M/S模型表

时间为平峰时段，道路车流密度较小，公

示，排队等待时间与每线路公交发车率、

交与后续机动车车头时距较大或后续机

停靠公交线路数量、站台泊位数以及公交

动车可变更车道躲避公交停靠站；另一方

服务率有关。公交发车率以及停靠公交线

面，公交排队车辆较少且上下客乘客较

路数量与排队时间正相关，公交到达越频

少、进出站速度较快，占用机动车道时间

繁，同时进站的公交数量越多，发生拥堵

较短。因此，本次调查中，排队溢出现象

的概率越大；站台泊位数则与排队时间负

降低道路通行速度，但影响程度较小。

相关，站台泊位数越多，可同时停靠的公
务率则由公交车门数量、上下客数量以及

（三）站点类型对道路通行状态的
影响

上下客人口结构共同决定，前后门下车、

根据公交停靠时是否占用机动车道将

中门上车的公交服务时间短，有老、弱、

所有站点划分为两大类。②⑤类站点占用

病、残、孕上下车时，公交服务时间相应

机动车道，无论进站公交数量多少均对路

交越多，缩短公交排队等待时间；公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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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通行有影响，若车头时距小于公交停靠

车道。从142个有效站点中筛选出11个连

时间则产生影响，且影响时间分为以下两

续两个及以上站点发生占用机动车道的情

部分：（1）公交加减速时间，是公交即

况，测算发生占道站点路段、占道站点前

将进站时由道路行驶速度v减速为0以及由

后段相同数量站点路段以及总体路段平均

0加速至v的时间；（2）公交服务时间即

速度，整理得出8个占道路段通行速度变

上下客时间，与上下客人数、人口结构以

化程度，如表4所示。

及车门数量有关，上下车人数多、行动不

由表4可知：（1）在11个路段中，6个

便者较多以及仅有前后2个门时公交停靠

路段的占道站点路段平均速度低于前后路

时间较长。①③④类由于设置港湾或处在

段总速度，至少可降低全路段速度的5%，

非机动车道上，为机动车通行预留空间，

最大降幅达21%；两个路段低于后一路段

减少公交车辆对旁侧以及后续交通的干

平均速度，影响程度超过12%。连续多站

扰，路段通行较为顺畅。当无公交排队溢

点占用机动车道，机动车需不断变道以保

出情况时，对道路通行状态的影响时间由

障正常通行速度，由于两站间路程平均在

公交加减速时间与车头时距共同决定。

0.8公里左右，多次变道需多次减速且找准

根据调研实际情况，是否占用机动

时机汇入相邻车道车流中，在一定程度上

车道对道路通行状态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

对后续机动车通行造成阻碍。（2）连续

示。

两个或三个站点发生占道情况对道路通行
由表3可知，无溢出条件下公交停靠

速度影响较大，平均影响程度达11%。由

占用机动车道对道路通行状态影响较大，

于平峰时段车流量有限，因此两三站连续

因此设置成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对道路通行

拥堵较为常见，若在高峰时段则拥堵站点

状态提升较大。

大大增多。由此可见，连续多站点发生占

（四）连续多站点占用机动车道对道
路通行状态的影响分析
以上均是对单一站点的分析，现考察
连续多站点占道对道路通行状态的影响。

用机动车道的现象对道路通行速度影响程
度较大，影响程度平均约为10.3%。

四、道路通行状态对公交停靠的
影响

由于发生排队溢出以及站点自身占道站点
的最终结果均为占用机动车道，因此将这

（一）对于港湾式站点（③④类）以

两种情况中任意一种发生算作占用机动

及设置在非机动车道的直线式站点（①

表3

站点类型对道路通行速度的影响程度
频数

断面速度(m/s)

区间速度(m/s)

公交站点不占用机动车道

92

6.944

6.560

公交站点占用机动车道

50

5.462

5.218

21.34%

20.46%

车速降幅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调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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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路段

多站点占用机动车道对静态拥堵的影响程度

起点站

终点站

站点数

平均速度(m/s)

影响范围

车速降幅（%）

1

海淀桥西

中关村西

2

4.40

全路段

21.15

2

红领巾桥南

四惠桥

3

3.64

全路段

16.90

3

南沙窝桥

五棵松桥南

2

5.04

全路段

11.42

4

望和桥

望和桥东

2

4.09

全路段

7.05

5

学院桥西

志新桥西

3

5.16

全路段

5.34

6

正阳桥

岳各庄

6

5.33

全路段

4.91

7

望京桥东

东风桥

3

5.21

后一路段

12.73

8

四季青桥北

东冉村

2

7.78

后一路段

2.87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调查所得。

类），道路通行状态对公交停靠行为的影

（三）同时进出站公交数量对公交停

响仅发生在进出站变更车道阶段。公交进

靠时间存在影响。公交在发车处按一定发

站时需向右进入港湾或变更车道，受站点

车间隔发车，由于在行驶过程中遇到信号

处道路通行状态的影响，当道路为拥堵状

交叉口、拥堵等原因，在进入某一车站时

态，车头时距较小，无法改变车头方向，

易出现多辆公交集中进站的情况。当多辆

需停车等待，进站时间较长；当道路为通

公交同时进站时，后进站公交在前一公交

畅状态，车间间距较大时，顺利进入港湾

后停下下客，当前面公交出站后，向前移

或变更车道，进站时间较短。在公交出站

动到站牌处再次停车上客，进站时间相应

时需插入相邻机动车道车流中，依据可接

延长。

受间隙理论，假设驾驶员具有一致性和相

通过选取北京市二、三、四环公交停

似性，当机动车道车流的车头时距小于公

靠站上10个港湾式和8个非港湾式公交停

交临界间隙时，公交无法插入机动车道车

靠站，调查工作日每个停靠站高峰时段和

流中，需停车等待，出站时间较长；当车

平峰时段各四小时，考察不同道路通行状

头时距至少等于公交临界间隙时，公交可

态下每辆公交进出站时间，不包括上下客

插入机动车道中，当车头时距大于首辆公

时间。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交的临界间隙以及后续公交的跟随时间

由表5可知，港湾式公交进出站时间

时，多辆公交可连续汇入机动车道中，出

普遍长于非港湾式，车辆通行速度对公交

站时间较短。

进出站时间存在较大影响。对于港湾式公

（二）对于直接停靠在机动车道上的

交停靠站，依据排队论和间隙接受理论，

⑤类站点，道路通行状态对其的影响表现

停车等待时间可看做M/M/1排队系统中的

在沿原道路行驶，从道路通行速度减至为

延误时间，该系统中公交到达率和公交服

0的过程。道路通畅时，减速较快，进站

务率均服从负指数分布，机动车流量，公

时间短；道路拥堵时，车辆移动缓慢，进

交汇入机动车道所需临界间隔共同决定停

站时间延长。

车等待时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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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道路通行状态

不同道路通行状态下公交进出站平均时间
港湾式

非港湾式

进站时间(s)

出站时间(s)

进站时间(s)

出站时间(s)

畅通

7.13

6.88

6.68

6.45

缓行

10.05

9.74

9.61

9.23

拥挤

17.65

20.6

13.65

14.06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调查所得。

间普遍长于直线式停靠站。公交在港湾式

五、结论与建议

停靠站的进出站时间受车头时距以及机动
车道车流量的影响较明显；直线式停靠站

公交停靠行为和道路通行状态是相互
作用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考察工作日平

处公交无需变更车道，公交加减速过程是
道路通行状态对其影响的全过程。

峰时段北京市二、三环快速路以及四环快

公交停靠站设置模式影响道路通行速

速路辅路上142个站点的设置模式及道路

度，因此为兼顾通达性与便捷性，应在距

通行状态，分析道路通行状态对公交停靠

交叉口合理距离处设置公交停靠站。公交

行为的影响。通过对10个港湾式和8个非

站点的公交线路数量、公交发车频率、公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的定点观测，考察不同

交服务时间、站台泊位数均对道路通行状

道路通行状态下公交进出站时间差异，得

态存在影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延长站台

到以下结论：

长度可缩短进站排队等候时间，提高站台

（一）交叉口附近设置公交停靠站造

利用率；采用错站换乘的方式，即当多辆

成道路通行速度较大幅度降幅。公交停靠

公交行驶线路存在重复时，在重复路段处

溢出港湾或由非机动车道排队至机动车道

错开停靠站点，并非每辆公交站站停靠，

时对道路通行状态造成一定程度影响，影

可间隔几站停靠以减少站点处停靠公交线

响程度由车流量、公交线路数量、公交到达

路和进站公交数量，降低拥堵概率；在早

率、公交服务率、站台泊位数共同决定。公

晚高峰时段设置交通疏导员，引导乘客在

交停靠无溢出条件下，站点占用机动车道

指定地点排队上车，加快上车速度，提高

对道路通行状态影响较大。连续多站点占

上车效率。站点处机动车道紧邻非机动车

用机动车道时大幅降低路段通行速度，且

道易造成对机动车道造成干扰，需要从物

连续两三站均为设置在快速路辅路上占用

理上改变这种设置模式，采用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的直线型停靠站为高频站点。

外绕的方式，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间设

（二）道路拥堵越严重，公交进出站
时间越长，且港湾式停靠站公交进出站时

置隔离带、护栏等设施，保障车、人的通
畅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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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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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of Bus Stop and Road Traffic State in Urban Areas of Beijing
Zong Gang, Zhu Linan, Zeng Qing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us sto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of bus
stops and road traffic state by means of statistic observation on typical road traffic status and bus
stops in Beijing during peak and off-peak period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bus
stop modes, public transportation route planning and solving transportation congestions. Results
show that road speed is decreased by bus stops near intersections, lining the roadway, occupying the roadway and continuously occupying roadways. The more serious the road congestion, the
more time bus stops occupy, and harbor-style bus stops are generally more time-consuming than
ordinary bus stops.
Keywords: bus stop; urban public transit; traffic jam

89

城市空间
URBAN SPACE

旧城改造中业主主导下
自助拆迁改造模式的分析与探讨
◎

方

彬 张

婷 葛幼松

摘 要：社区的拆迁改造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切身利益。在传统模式下，我国政府和
开发商在拆迁改造过程中结成的利益同盟，使得原业主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地位。业
主因自身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和行为，使得拆迁改造工作陷入困境。
在不断的冲突和实践中，探索出了由业主主导的拆迁改造的自助模式。为深入了解我国
的拆迁改造困境并探讨自助模式的可行性，通过对传统模式、现行模式和自助模式的对
比，归纳和总结了自助模式的优势和目前推行的壁垒，认为由“自助拆迁”和“业主合
作建房”两部分构成的自助拆迁改造模式是破解拆迁改造困境的有效手段，并对今后
该模式的推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旧城改造 业主 社区 自助拆迁改造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8
造过程中业主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尊重、

一、引言

利益诉求能否得到充分满足，是拆改造工
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从我国过去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种特 殊的商

近40年来的实践来看，不少拆迁改造工作

品，住房经历了重大的变革，随着住房的

的进展非但不顺利，反而冲突频发。冲突

商品化以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城市物质

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政府与开发商结成利益

空间的改造需求，城市更新已逐渐成为城

同盟，对被拆迁房屋业主的利益造成了侵

市规划和建设中的常态。这导致了越来越

害。自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多的土地被征收和征用，越来越多的地区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通知》，

被拆迁和改造。而拆迁改造本身就是一项

取消福利分房，使得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体

极其复杂的社会事务，涉及政府、开发商

系建立以来，这种冲突就在不断增加[1]，甚

和业主居民等多方的利益。作为房屋的合

至还因此爆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 [2]。拆迁

法产权所有人和切身利益相关者，拆迁改

改造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社会治理的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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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国家为此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整，城市

仅靠拆迁补偿难以买到与原住房价值相当

政府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自助

的住房，从而导致了业主对拆迁仍然抱有

拆迁改造模式极具创新性，其可行性和推

抵触情绪。这可能是当前拆迁改造过程中

广的可能性值得探讨。

比较普遍的问题。

二、我国拆迁改造的历程
（一）政策演变

（二）探索尝试
除了国家层面政策的调整以外，地方
层面也进行了一些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

为了走出拆迁改造困境，国家在不同

如海南三亚月川社区 [4]和广东佛山南海区

历史阶段颁布了相应的法规、条例和通知

桂华邨小区 [5]尝试的“自助拆迁”模式，

（表1），意图使拆迁补偿尽量合乎市场规

以及2003年由北京青年于凌罡 [6]提出、当

律，以缓解由拆迁改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

家做主网 ①进一步完善的“合作建房”模

冲突。2003年以前，政府在拆迁改造中一

式，都是对以居民为主导的拆迁改造模式

直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从2003年开始，

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政策方面给予

情况发生逆转，地方政府在拆迁中的权力

鼓励和支持，如2009年的《深圳市城市更

逐步受到约束，一直到2007年都处于相对

新办法》中第五条规定：“城市更新可以

弱势的状态；2007年后，政府在拆迁中的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分别由

[3]

行为逐渐恢复理性 。2011年国务院颁布

市、区政府、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其他符合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后的

规定的主体实施。”2016年的《深圳市城

最大转变在于，之前拆迁作为一种行政许

市更新办法》仍然沿用了这条规定。在小

可的方式，使得政府置身于拆迁人（开发

区改造中，深圳市人民政府鼓励业主自选

商）和被拆迁人（业主）的矛盾之外；2011

开发商[7]。

年条例颁布以后，废除了通过以颁发拆迁

以上尝试都在试图探索旧城改造中以

许可证为凭证的拆迁方式，所有国有土地

业主居民为主导的自助拆迁改造模式，充

上房屋征收行为都变为政府的直接行为，

分发挥业主的主观能动性，让政府退出拆

政府需要直接承担责任，且不得责成有关

迁改造的具体事务，由业主自主完成拆迁

部门强制拆迁。除此之外，还明确提出了

改造工作。这种由“自助拆迁”和“合作

“先补偿，再搬迁”的原则。由此，我国的

建房”构成的自助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

拆迁改造工作逐步进入文明理性的阶段。

是否具有推广的可能性是接下来需要分析

尽管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政府也逐渐

和探讨的问题。

担负起拆迁改造的责任，但仍然存在一些
尚未解决的问题。居民收入的增速远低于
城市房价的增速，低收入者难以通过市场

三、旧城改造中拆迁改造的相关
模式

购入住房或实现住房品质的提升。虽然媒
体会有一些关于居民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

为了便于区别和比较，根据我国旧城

报道，但在多数的拆迁改造中，很多居民

改造中拆迁主体的不同，将拆迁改造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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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时间

国家针对拆迁改造问题颁布的法规、条例和通知

法规、条例、 拆迁改
通知
造主体

说明

国务院第78号
令《城市房屋
1991年
拆迁管理条
例》

（1）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开端；
（2）规定拆迁主体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个
人”；
（3）补偿标准不明确；
（4）条例导致地方政府在拆迁遇到阻碍时，往往做出有利于
拆迁人的裁决。

国务院第305
号令《城市房
2001年
屋拆迁管理条
例》

（1）废止国务院第78号令；
（2）未明确界定商业性拆迁和公益性拆迁；
（3）虽然补偿评估标准由政府制定，但补偿标准缺乏参考依
据。

《关于认真做
（1）落实拆迁资金安置被拆迁人前，不得拆迁，确保被拆迁
好城镇房屋拆
人利益；
2003年 迁工作维护社 拆迁人
（2）对不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强制拆迁需经依法裁
会稳定的紧急 （开发
商）是 决后才能进行。
通知》
拆迁的
主体 （1）在提供拆迁许可法定要件、拆迁计划和补偿安置方案得
《国务院办公
以落实、补偿资金到位后，房屋拆迁许可证才能发放；
厅关于控制城
（2）住宅改为非住宅等房屋拆迁的补偿应根据其经营情况、
2004年 镇住房拆迁规
经营年限等给予适当补偿；
模严格拆迁管
（3）各地按照批准的拆迁规模，加快建设适合被拆迁居民购
理的通知》
买的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缓解拆迁安置用房
供应不足的矛盾。
2007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1）《物权法》的出台使我国的拆迁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
（2）明确了征收的前提，必须先进行补偿。
（3）自此以后，强制拆迁减少，“钉子户”层出不穷。

《城市房地产
2007年 管 理 法 修 正
案》

为了应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的规定相
矛盾，防范因《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有关
规定的不一致而导致的条例无法执行。

地方政
《国有土地上 府是征
2011年 房屋征收与补 收与补
偿条例》
偿的唯
一主体

（1）废止国务院第305号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条例对征收目的、征收管理、补偿时间、补偿标准、公
共利益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3）首次提出地方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4）政府取代开发商成为征收与补偿的唯一主体，废除行政
强制拆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
（5）征收过程程序化，强调尊重被征收人意愿，“先补偿，
再搬迁”。
（6）明确了由第三方机构对补偿进行市场评估，使评估的执
行有明确依据。

式分为三类：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主体的“传统模式”、2011年至今的以地

收与补偿条例》颁布之前以开发商为拆迁

方政府为唯一拆迁主体的“现行模式”和

92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仍在探索中的以业主为拆迁主体的由“自

迁，也禁止了建设单位参与搬迁，避免了

助拆迁”和“合作建房”构成的“自助模

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图2）。

式”（表2）。

从传统模式到现行模式，实际上是进
行了主要矛盾的转移，将业主和开发商之

（一）传统模式和现行模式

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转嫁到业主和政府之间

传统模式中开发商作为拆迁主体，向

较为缓和的矛盾。过程虽然体现出了对业

当地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拆迁的行政许可，

主意愿的充分尊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

取得拆迁许可证以后便可实施拆迁。开发

足其利益诉求。

商为了追求利润，往往会将拆迁补偿标准
尽可能压到最低，并将拆迁的负担转嫁到

（二）自助模式

房价中，因此容易造成拆迁人与被拆迁人

“自助拆迁”和“业主合作建房”虽

矛盾激化。而当业主与拆迁人因拆迁问题

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其在拆迁改造的

产生矛盾时，政府和法院又往往会做出有

过程中具有承接性的关系，可以说是自助

利于拆迁人的判决（图1）。

模式的两个不同阶段。拆迁是为了拆除和

而现行模式中房屋的征收和补偿工

安置，解决改造的前期问题，为改造创造

作完全由政府负责，这两项完成以后再进

条件；建房是改造的手段，通过建房达到

行拆迁改造，新模式中禁止了行政强制拆

获得改善居住条件的和提升房产价值的

表2
拆迁主体

目的。将二者相结合，不仅可以降低开发

我国拆迁的三种模式
开发商

政府

改造的成本、将业主利益最大化，还可以

业主居民

拆迁模式 传统模式 现行模式 自助模式

图1

减少业主与政府、开发商之间不必要的纠
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传统模式的拆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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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行模式的拆迁流程

图3

自助模式的拆迁流程

1.自助拆迁

公司作为项目的申请主体。该主体完成与

“自助拆迁”包括“自助拆”和“自

项目相关的手续后，通过招投标等形式委

助迁”两个部分，整个拆迁过程由业主自

托拆迁单位进行拆迁和临时安置工作，业

行商议决定。业主统一意见以后，可在业

主组成的项目申请主体需向拆迁单位支付

主委员会或者发起人的组织下，自行成立

相应的拆迁安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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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自助拆迁案例的解读，对

完全是业主组织自发的，业主自己投资，

自助拆迁的流程进行了梳理（图3-a），

不需要补偿，也不存在暴力拆迁的问题。

并将“自助拆迁”的特点概括如下：

实现该过程的关键在于业主之间需要

（1）业主可自助申请。旧城区中某

统一意见、统一决策，并解决好前期拆迁

社区内有拆迁意向的业主，可自行通过沟

安置的费用筹备问题。在自行委托拆迁单

通交流，在大多数业主统一意见后，向政

位进行拆迁之前，一定要办好相关手续，

府部门提交拆迁申请，申请获得批复后，

并确认受委托拆迁单位的资质，避免发生

可进行拆迁改造。如果是政府在业主申请

“违法违规”拆迁的情况。

前已经做出了拆迁决定，则此过程可以略

2.业主合作建房

过。

自助拆迁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建

（2）业主可自发成立公司。通过居民

设，业主居民可以通过合作建房的方式实

自发成立的公司进行拆迁工作的投资收

现收益，与自助拆迁形成承接关系。合作

益等方面的管理。对于部分不愿意拆迁的

建房有多种形式[8]（表3），“业主合作建

业主，业主群体可以通过邻里关系和共同

房”应当算作“个人合作建房”的特殊情

利益进行感化和说服，这样比作为 “对立

况，常规的“个人合作建房”指的是：有

面”的政府和开发商上门做工作更加有效。

建房需求的个人联合在一起作为出资人，

（3）业主可自行选择拆迁单位。无

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公司等法人机构，并聘

论是政府决定的拆迁改造还是自助申请的

请相关人员，招标设计院建筑公司、施工

拆迁改造，业主都可以通过招投标等方式

单位和监理公司等，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

自行选择拆迁单位，通过业主成立的组织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在出资人购买的

全面管理拆迁的过程。

土地上完成施工建设，最后验收入住[9]。

（4）不存在补偿和暴力拆迁。在该

与常规的个人合作建房的形式相比，

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只需制定好上位

业主合作建房的不同之处在于，业主拥有

规划、做好业主拆迁改造申请的审批工作

该改造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将土地使

和改造方案的审核工作，就可以引导业主

用权抵押给银行以获取项目的贷款，用作

进行自助拆迁改造，规避因房屋征收和补

开发商进行项目开发的资金。业主前期几

偿过程中与业主的矛盾。因为拆迁的行为

乎不必出资即可完成新房的开发建设。程

表3

合作建房的五种形式

序号

形式

发起主体

说明

1

住宅合作社建房

住宅合作社

2

共有产权保障房

政府

需要考虑特定保障对象的需求

3

合作型保障房

政府

需要考虑特定保障对象的需求

4

众筹买房

开发建设单位

5

个人合作建房

社会个人

由职工单位主导，职工个人有一定话语权

投资主体多元化，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筹款
社会个人通过成立房地产公司、投资公司、合作
法人等形式从事房屋建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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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可以将土地使用权通过协议出让的

则相当于按照其原有拆迁房屋的面积大小

方式转移给开发商进行开发。通过这种方

获得相应的投资股份和机会，除去中间过

式，最后用新建楼盘的富余面积的增值收

程的成本，最终可以享受新建楼盘富余面

益偿还贷款。在改善居住质量的同时，业

积带来的增值收益。业主也可以选择将这

主还可以获得剩余的富余房产增值的红

种投资股份和机会转移给他人以换取现金

利。

收益。
自2003年起，全国各地个人合作建房

（3）减轻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压力。

运动陆续兴起，北京、广州、深圳、温州

业主成立的法人机构没有进行开发建设的

等城市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合作建房组织。

资质，因此拆迁改造的实施必须要具有相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除2006年温州

应资质的开发商参与（新模式下资质的问

商人赵智强在温州实践成功以外，其他地

题也有值得商榷的空间），同时建设过程

[10]

方都尝试未果 。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

中的各项审批也离不开政府部门。合作建

是因为在拿地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而业

房的模式下，减轻了开发商的资金压力，

主合作建房的方式直接绕过了这个难题。

政府也无需纠结于征收和补偿，且二者不

根据对相关资料的解读，对业主合作

必因与业主的纠纷等问题而浪费不必要的

建房的流程进行了梳理（图3-b），将业
主合作建房的特点总结如下：

成本。
实现该过程的关键在于业主之间统

（1）土地使用权和重建的主动权掌

一意见、统一决策，通过成立公司，聘请

握在业主手里。业主可以自主成立公司，

专业人士进行公司管理，代表业主行使权

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

利。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需要不断与设计

和规划报建手续。业主作为改造地块土地

院等机构进行沟通，确保在依法依规的情

使用权所有人，不存在拿地的问题，不会

况下为业主争取更多的建筑面积，将业主

因为拿不到土地而使项目胎死腹中。业主

的利益最大化。

可以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公司对项目进行管
理，全程把控项目的进展。

（三）小结

（2）业主可对拆迁改造的项目进行

现行模式虽然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

投资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拆迁改造的

有很大突破，有效规避了强制拆迁导致的

“以旧换新”。传统的旧城改造中，为确

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纠纷，但政府将

保建还比例并控制土地的支付成本，政府

拆迁改造前期的征收补偿工作揽到自己手

通常规划新建面积都会大于原拆迁面积。

中，实际上也同时接手了矛盾和冲突，这

传统模式和现行模式的非公益性拆迁改

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业主的利益诉求，再

造实际上最终都是由开发商全额投资，且

加上地区差异的作用，现行模式无法从根

开发商几乎获取全部收益。而开发商的盈

源上破解拆迁改造的困境。

利来源是新楼盘富余面积的销售和租售盈

自助拆迁改造模式既尊重了业主的

利。在业主合作建房的投资模式中，业主

意愿，又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诉求。自助拆

将土地使用权抵押作为项目开发的资金，

迁、业主合作建房，能够充分发挥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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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业主作为决策者，政府作为审批

不敢轻易尝试。如果缺乏政府的认可和支

和监管者，开发商作为实际建设的参与

持，短时间内想推广开来恐怕还有难度。

者，三者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如此将以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必然是一

往业主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对立关系转

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过程中必然

化为了合作关系，三方共同将拆迁改造工

会有挫折、会有阻力，但不能就此因噎废

作向前推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食。从当前的探索状况来看，自助模式具

除了减少拆迁改造的纠纷之外，该自

有传统模式和现行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助模式可能还会帮助政府解决其他的困扰

对于解决拆迁改造的问题可行性较高，做

治理的社会问题，如因房价增长过快而买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可能是进一步发展

不起房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国家投入

和推广的关键：

大规模资金进行保障房建设，但保障房被

（1）搭建和完善业务交流洽谈的平

违规占据的新闻不绝于耳，保障房非但没

台。业主需要一个权威的平台发布其自助

保障到中低收入人群，反倒成了特权阶层

拆迁和合作建房的公告，并通过该平台招

[11]

的消费品 。这违背了国家“建设适合被

募专业的经理人运营业主共同出资成立的

拆迁居民购买的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

法人机构，同时在平台进行招标，选择具

商品住房，缓解拆迁安置用房供应不足的

体执行该项目的开发商、设计院、建筑公

矛盾”的初衷。自助模式的推广或许可以

司和监理公司，更完善的状态是还能跟政

让国家以更少的资金投入达到更好的安置

府在该平台交流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效果。

（2）培养专业的经理人。业主虽然
成立了公司，但他们对拆迁改造的一套流

四、结论与讨论

程并不熟悉。从拆迁申请到项目落地，都
需要专业人士进行运作，该经理人需要

由自助拆迁与业主合作建房构成的

懂得系统的金融、建筑、规划、工程管理

“自助拆迁改造模式”是一种不同于“传

等相关知识，能对整个项目进行全方位把

统模式”和“现行模式”的新型拆迁改造

控，否则该项目的建设将难以为继。若该

模式，它从根源上颠覆了以往的拆迁理

模式能顺利推广，可以预见拆迁改造经理

念，赋予了业主更大的决策权。该模式可

人将来很可能成为一项收入可观的职业。

以实现业主、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三方

（3）获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2011

共赢，帮助破解拆迁改造困境的同时也改

年在“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工作”联

善城市的环境和形象，有助于推动我国的

组会议上，时任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姜

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但目前由于实践较

伟新表示合作建房仍然需要研究[10]。相关

少，积累的经验还不够丰富，仍然处于摸

研究表明，自助拆迁改造模式只有获得政

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且由于房地产市场

府及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有效地发

瞬息万变，不乏浑水摸鱼之徒制造骗局，

挥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能推动该模式的

普通民众对相关信息难辨真伪，加之政

终极推广[12]。

策风险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业主居民也

（4）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因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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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形式上虽

言，“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对制度改

然并不违法，但也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认

革和模式创新的莫大鼓励。同时政府应多

可和保障。关于该模式中的税收、交易定

一些宽容和鼓励，为新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价以及各单位与业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相

和完善提供试验的土壤。可以考虑在国内

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明确的规定。这是该模

设置若干个试点，相信通过不断地探索与

式推广过程中的一大阻碍。

尝试，自助模式必会逐步完善，也希望该

2014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廉政工作
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对市场主体而

模式在将来能顺利推行并帮助破解困扰我
国社会治理多年的拆迁改造困境。

注释：
①当家做主网（http://www.dangjiazuozhu.com/）是全国首家民意征集及拆迁投资的第三方网络平
台，现已覆盖全国22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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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a Mode of Self-serviced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ominated by Former Property Owners in Old Town Transformation
Fang Bin, Zhang Ting, Ge Yousong
Abstract: The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are of concern to the property
owners. In former modes, property developers make alliances with governments to seek profit
for themselves, putting property owners in a passive and weak position. Property owners’ hostile
emotions and behaviors push the work of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 dilemma due to the
lack of full guarantee of their interests. After plenty of conflicts and practices, a self-serviced
mode of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ominated by property owners has been develope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lemma of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lf-serviced mode, the authors summarize the benefits and popularization barriers of self-serviced mode by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 the current
mode and the self-serviced mod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lf-serviced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ode consisting of self-demolition and property owners’ cooperative house-building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inally, some prospects for
the mode’s popularization are provided.
Keywords: property owners; community; self-serviced demol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perty owners’ cooperative house-building

99

城市社会治理
SOCIAL GOVERNANCE

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趋势及机制
——以北京S社区共享生活为例
◎

陈

晶 何俊芳

摘 要：通过北京S社区共享生活呈现互联网时代下社区共享经济兴起和发展的新
趋势，尝试探讨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可能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共享经济不仅
酝酿着社区新业态、经济新模式以及社区经济发展的无限潜能，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结构和社会关系；社区共享经济与社区融合在不同的层次上相互作用、互相促进，不仅
是由于空间、资源、社群在社区内部的交叠、重组和变革，也是“利益驱动”和“关系
驱动”并驾齐驱的社区价值观以及人际信任与市场信任互构共赢的社区信任结构升级
的过程与结果。
关键词：共享经济 社区融合
【中图分类号】F49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09
社区共享经济是以社区信任为前提，

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以经济互利为基础在社区范围内展开的集

变化 [1]。城市社区共享经济对于社会治理

体行动，它能够促进社区融合。“互联网

创新、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社会关系的重

+”时代下的城市社会，“共享”发展理

建以及社会公平与进步均具有颠覆性的价

念正由宏观经济运行逐渐向社会生活方式

值和意义，大大推动了城市社区的社会融

渗透，共享性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整合日

合。本文尝试通过对北京S社区共享活动

常生活空间。李克强总理指出，共享经济

的实践分析探讨社区共享经济活动促进社

让“人人参与、人人受益”。共享经济不

区融合的新趋势，深入剖析社区共享活动

仅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以共享为特征的经

促进社区融合的内在机制，体现共享经济

济活动组织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资源

对社区生活以及社区中的人们的深刻影响

共享条件下的分工合作与共享发展，实质

和深度变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国来华居住、学习与就业人员的社会交往与融合研究”
（17BSH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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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心理文化的需求。

一、文献回顾：社区融合与共享
经济

随着共享经济从国家战略转向社会行动，
共享经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了
一系列前所未有且难以预见的影响。一

社区融合是以构筑良性的互动交往

是它正在构建一种休戚相关、伦理价值

与和谐社区为目的，个体与个体或群体

共享的共同体社会。龚天平（2016）[12]认

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形成稳定的生

为经济共享是稳定社会成员心理、增强

活、地域共同体的状态和过程，具体表现

社会成员情感联系、维系社会成员团结

在社区各群体之间经济生活、社会关系、

的基本纽带，能够增进社会凝聚力。吕本

社区互动参与、社区归属感和社区信任等

富（2016）[13]提出，共享经济能够重塑城

方面。一般说来，社会融合与社区紧密相

市文化价值。何方（2016）[14]认为，共享

连。目前不少研究将社区融合看做是社会

经济的兴起与发展通过建构新型社群塑

融合在社区层面的微观体现，它表现在社

造了一种新型社会结构，推动人的关系和

区经济、社区公民权利及公民待遇、社区

角色向本源回归，构建强社交关系，使人

心理融入及社区认同感等维度层面（童

们在共同体内“不仅具有物的连接、钱或

[2]①

星和马西恒，2008 ；郑祥福、杨美凤，
[3]

[4]

利益的连接，还有价值的连接和情感的连

2012 ；李增元，2013 ）；另一种观点更

接，彻底摆脱工业化对人性的异化[15]”。

突出社区融合的“社会关系融合”性质，

宋逸群（2016）认为共享经济最深刻的变

关注文化价值、归属感、心理认同、人际

化就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方式的

[5]

互动交往等层面（唐钧，2006 ；王桂新
[6]

[7]

跃变，真正具有了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

等，2007 ；崔岩，2012 ），特别是强调

联合体”特点[16]，个人的地位得到提升，

社区融合侧重于“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跃升形成了新的组织

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社区自治、社区参

方式。二是共享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并

与、人际网络体系、培育普遍信任的邻里

重构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由此带来的新型

关系、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等（孙

社会关系将对人际交往、信任体系、职业

[8]

[9]

肖远，2010 ；陆自荣，2014 ）。社区融

与阶层结构、资源流动，乃至整个社会的

合充分体现了“共享”的价值观和互动体

公平与进步都产生不小的影响（蔡丹旦

验。同样地，共享经济发生的初衷正是在

等，2016 [17]）。国外很多研究都指出社交

于满足人们社群意识的认同和增加社会联

网络对于在共享经济中建立信任的重要

[10]

系的渴望（Gorenflo,2013 ）。

性（Botsman和Rogers[18]）。三是改善了人

共享经济的实质是将个人、集体或

际信任模式。信任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保

企业的闲置资源，包括商品、服务、知识

证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融合的基

和技能等，通过互联网构建的平台，实现

础（Simmel, 1950[19]，陈捷等，2011[20]），

不同主体之间使用权的分享，进而获得收

而信任也是共享经济的前提和核心。不

[11]

益的经济模式 。共享经济不仅满足了物

少学者将“信任”视为共享经济的重要特

质资源共享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社会交

征或基本内涵之一，认为只有建立起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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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陌生人之间

2个高校家属院小区。从2016年初见端倪

才能够接受共享模式（佩珀斯和罗杰斯，

至2017年3月，建成运行的社区公众号及

[21]

2014 ）。四是通过增进人与人之间社会

社区共享微信平台近百个，涉及社区成员

互动的强度和社会关系的亲密度增进人们

家庭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主要集中在二

的归属感（蔡丹旦、于凤霞，2016）。共

手闲置转卖、信息资源分享、各类社区活

享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身份、价值观念多

动、兴趣社交、生活服务等。本文调查涉

元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同和以往

及了S社区2个公众号、12个二手闲置微信

[22]

基于单一身份形成的归属感 。共享经济

群、8个小区邻里微信群、6个孩子家长微

预示着一个追求节约、低碳、实现物质与

信群（本学区）、9个团购微信群、10多

精神均衡的新生活方式与新生产方式的革

个兴趣微信群以及房产租赁、商业服务

[23]

命正在兴起（张孝德，2015 ）；而新型

微信群。其中以二手闲置转卖等为主题的

社群的网络交流、平台构建、活动传播、

微信平台占40%以上，参与人群98%为女

生活分享等，也正在引领社会价值观，

性。这些社区共享微平台以社区居民自发

即对“社群精神”“社群情感”的价值认

组织为主，也包括提供生活服务的商户所

同。由此，我们看到，共享经济正在致力

搭建的微平台，主要分为居民自组织型平

于重构和唤醒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关

台、物业导入型平台、精英引领型平台、

系、人际信任以及互动与归属感等，与城

商务拓展型平台、邻里微商型平台等五种

市社区共同体的精神价值是一致的，形成

类型，活动情况见表1。

了促进社区融合的新动力和新趋势。

社区共享平台的发展状况和共享活
动为社区居民营造了符合共同价值和需求

二、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
的实践

的共享环境。一是微平台共享活动活跃频
繁，基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物品置
换交易蔚然成风。例如，由社区居民自发

本文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S社区的共

组建不以营利为目的、自主运营仅限社区

享微信平台的共享经济活动为实践案例，

居民身份居民自组织型平台，群成员可以

展现社区共享微平台经济活动促进社区

自由交换信息、交易物品等，此类平台的

融合的发展状况，分析S社区共享活动促

活跃度很高，共享活动频繁，成交笔数最

进社区融合的状况和特点。本文所说的

多，发言频次月均5000余人次，闲置物品

社区共享平台主要指以社区成员为服务

交易额也绝不可小视，其中一个二手闲置

对象、以社区资讯和生活服务为主要内容

互动群月均交易额近6万元（2016年10月

的社区微信公众号、社区微平台以及社区

至2017年3月）。二是由微平台确认的社

论坛等。S社区是集大型购物商业区、教

区邻里身份与群友们互助友善的群生活

育区、超市、银行、医院等服务设施一应

使得群成员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俱全的大型中高档成熟生活社区，社区居

交流过程中，彼此亲切问候、幽默调侃、

民约12000户，包括16个小区，其中，4个

办事求助，在旧物转让、邀约活动、分享

高档小区，3个多产权（回迁户）小区，

趣闻、反映问题、利益维权等事项上都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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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种类型

群名称

S社区共享微平台活动情况

主题功能

成交数
成交量 发言频次 信息分享 线下活动
（笔/月） （元/月） （条/月） （条/月） （次/月）

1.居民自
组织型

闲置二手
群、宝宝二
手闲置群

二手物品；
以物易物；
团购

311

58737

5533

33

交接

2.物业导
入型

孩子王家长
群、生活汇
服务群

教育咨讯/
学习活动；
闲置转让

19

8000

156

10

19

3.精英引
领型

女性生活
群、羽毛球
群、借书群

交友；
兴趣；
休闲

15

2000

14390

18

15

4.商业拓
展型

休闲钢琴
吧、儿童艺
术吧、艾灸
按摩馆

教育服务、
健康服务、
生活服务等

4

20000

660

8

4

5.邻里微
商型

晓燕自家生
活馆、福建
特产、文具
到家

食品、用具
等有形物品

42

2800

230

3

交接

向于从社区居民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出

资讯信息和服务，既解决了社区居民的燃

发进行互动。三是社区范围内的线下交易

眉之急，也有助于对社区公共管理和治理

方式更增进了彼此的认知和邻里情谊。例

事务进行监督。六是微平台满足了社会范

如，微平台组织的售卖、团购、参观、旅

围内近距离、可信度高、可及性强的各类

游、跳蚤市场等社区居民公共线下活动，

生活需求。以商业拓展性为主的微平台在

通过信息和物品共享为社区居民提供了

社区范围内的实体服务商业创造了社区居

较多的见面和资源共享机会，提高了居民

民在生活圈范围内的消费惯性和便捷性，

的熟识度和信任感，还为邻里互助创了可

不仅满足了生活需求、兴趣爱好等，提高

能。四是满足了社区居民对社会交往和社

了生活质量，在平台上的消费体验公开还

会关系资源的需求。如“辣妈群”“羽毛

有利于营造公开透明的社区市场环境。

球群”“瑜伽群”“茶吧”等微平台发言
频次最高，利用自身社交聚集能力和优势
搭建平台，组建社交俱乐部，营造了许多

三、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
何以可能？

邻居见面和互动的机会和场景，加强了社
区内的社会网络。五是微平台充分调动了

博茨曼认为，共享经济的产生依赖群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S社区

聚的社会群体、闲置产能、共同享有的理

公众号每天推送社区范围内发生的大事小

念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24]。因此，社区共

情、物业信息、失物招领、闲置置换、入

享经济至少应具备共享社会群体、共享

学报名、送餐洗衣、社区事务论坛等各类

资源、共享理念和信用机制等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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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一

流动成本，提升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公平

种包涵并联结了人、物、关系在其中的概

（王家宝等,2016[26]）。通常来说，高价值

念。不仅如此，它还天然地具有空间的概

的信息和更优质的资源总会在高价值的阶

念，“共”从根本上拉近了空间距离和一

层内流动。共享经济平台的出现有效减少

些“看不见”的关系。本文在梳理社区共

了对信息流通的阻碍。也有研究表明，中

享经济与社区融合关系的基础上，从社区

低收入消费者是共享服务主要的需求方，

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主要动力、网络

也是共享经济服务供方的主力军，同时也

基础和信任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二者之间的

正是通过共享经济消费转移效应实现福利

互动机制。

提升的最主要获益群体[27]。《瓶颈》[28]一书

（一）空间、资源、社群三者叠合重
组——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主
要动力
1. 社区共享空间和阶层增强了社区同

指出，居住在一起的一群人却无法接触到
彼此的网络，这仍然是阶层流动的瓶颈，
因为只有接触到网络才能接触到机会。因
此，社区空间内的共享平台对于创造机会
和弥合阶层资源不通畅具有重要作用。
②
3. 社群化 重建社区交往结构

质性
空间形塑着邻里互动，植根于邻里间

在共享时代，社区个体的生活世界不

的空间认同和阶层认同。社区成员进入了

断被社群化，在城市中构成了一个个社群

微平台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熟人，原

化的社区。S社区成员在参与社区共享经济

本异质性的个体克服了身份和阶层的约

的过程中，通过正式的经济往来加深彼此

束走向一个同质性群体。在共享经济情境

的了解与信任，形成社群化的生活轨迹和习

下，同一社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阶层

惯，这种新的社群化关系会在不断重复中

[25]

上会逐渐越来越接近和同质化 。同时，共

建立忠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参与者之间

享微平台的“去阶层化预设”增进了不同

通过频繁的互动不断形成互惠的行为规则

阶层社区成员间的认知和感情，有助于瓦

和诚信的交易环境，社会关系不断从熟人

解阶层性排斥。S社区共享平台就是在其

圈子向陌生人圈子拓展。段永朝（2012）[29]

成员不了解各自经济背景的情况下，共同

认为，网络群组织是“一个不断发育、生长

构筑互动平台，而且在身份、职业、地位

的网络”，它使得个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更

“无标签”的情况下进行信息交流分享。

为凸显，成为一种“主体间的共同体”。当

2. 资源分享促进社区阶层融合

基于社区认同的社交网络、社区信任与社

社区共享经济加速了社区资源的市

区网络平台的社群认同和信任相互叠加，就

场化配置，越来越接近真正的需求，并满
足了不同阶层群体的需求，同时促进了阶

更有利于促进社区融合。

社区阶层间流动的核心。信息资源分享有

（二）互利社交型社会资本——社
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网络基础

助于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提升。社区共

1. “关系驱动”和“利益驱动”并驾

层的互动和流动。信息带来的机会是促进

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资源匮乏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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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共享经济得益于社会交往网络的

“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友善的举动，每

连接，也促进了社会交往。社区共享经济

个人都想在邻里间传递友善的讯息，树立

在实现满足社区成员生活类需求的同时，

良好的信誉和威望，以期获得更多更优质

还发展了社会资本。社交化的社区共享平

的社会关系资源。调查发现，分享行为越

台是促进社会融合，助推城市空间更新，以

多的成员，识别率越高，信誉度和威望越

信任为前提、以经济互利为基础展开的集

好，线下结识为朋友的概率也最高。在S

体行动。共享平台成员之间不仅具有物的

社区共享活动中，每个个体不但可以享受

连接、钱或利益的连接，还有价值的连接

到低价与个性化的服务，也获得了可靠的

和情感的连接，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交

社会关系资源。通过共享机制盘活并整合

换关系的零社会交往的状态，它在社会资

物质和人际资源，使社区成员在更近的时

[30]

本的积累方面也存在着积极的作用 。社交

空内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更高品质生活的

化依赖于每个社区成员内心深处激发的主

同时，构建新型社群关系，推动人际关系

动性、内在潜力和创造精神等内在驱动性。

和角色回归本源，这种“生活过程分享”

我们看到，精英引领型微平台的发言

和“社会记忆共享”的社会交换方式追溯

次数月均14000余条，进行充分的朋友般
的互动交流。即使其他微平台也都发言活
跃，参与率高；二手闲置群成员原在“闲
鱼”等二手交易网上没有交易的宝贝很快
就在社区内部完成交易，并且能放心地进

和丰富了社会融合的价值内涵。

（三）人际信任与市场信任的互构共
赢——共享促进融合中社区信任的建构
逻辑

行面对面交易，从社区“陌生人”变为熟

1. 共享活动催生新的社区信任结构

悉的邻居。社区共享经济让社区成员从互

社区信任是促进社区共享的重要基

联网平台转移过来，因为只有在共同社区

础，与社区融合和社区发展密切相关。S

中的交往才有可能是持续性的。社区融合

社区成员通过共享活动增加了认知、互

的纽带将共同体情谊联通共同利益和需

信、交流、互动，通过自律以及平台规范

求，将共同体关系更私人化、个性化、具

和监督的约束，加强了彼此交往行为的可

体化，利益交换也更明朗化、纯粹化。以

预期性。在共享的社会里，信誉资产是获

社区为引擎的共享经济模式，依赖的是在

取陌生人信任的凭证 [31]。因此，社区信任

资源共享过程中与所有参与者形成的强社

是社区共享行为产生的前提，信任基础

交关系，建立在“共同意识和利益”价值

决定着信任的程度，进而影响共享行动的

观基础上“以人聚商”的商业模式。

活跃度和平台的发展。现代化就一定“破

2. 共享经济活动使社会关系价值增量

坏了社会关系网和以关系为基础的信任”

社区共享经济活动对个人在社区强社

吗？当城市化“遇上”共享经济，由于经

会关系的形成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济活动往来，各阶层的互动联系反而是越

形成的社区邻里社会关系将对个体的信

来越紧密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和

用威望、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家庭发展

信用基础上的各种资源分享和交换越来越

乃至整个社区的发展都产生不小的影响。

决定了个体在社区互动中的角色、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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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并越来越重视并积极维护自身在社

形势下，仍需要强调人际信任对于弥合制

区互动中的形象和作用。

度信任失灵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共享时

2. 共享经济对社区信任的潜在培育

代的社区信任是在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相

信任是共享经济的内核。社区原本陌

互校验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生的个体，尽管没有任何信任背书，但通
过平台最大限度地参与资源交换、社区协

四、问题与思考

作等，释放了个人生活时间和空间。“分
享”的社交特性可以帮助社区成员打开更

本文研究表明，社区共享经济逐渐为

宽广的生活圈，有助于在社区内形成社交

城市社区广泛接纳，它不仅酝酿着社区新

强关系，让人与人在分享过程中产生连接

业态、经济新模式以及社区经济发展的无

互动，实现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收

限潜能，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社会

获，从而有效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更重

关系；社区共享经济与社区融合在不同的

要的是，共享经济让社区信任得以通过共

层次上相互作用、互相促进，不仅是由于

享平台相互传播，S社区成员通过线上建

空间、资源、社群在社区内部的交叠、重

立起信任，之后在线下进行交易，使平台

组和变革，也是“利益驱动”和“关系驱

成员切身感受到社会距离的缩短和信任力

动”并驾齐驱的社区价值观以及人际信任

的上升，并且随着共享模式的常态化，社

与市场信任互构共赢的的社区信任结构

区信任的门槛也进一步降低。

升级的过程与结果。如今，共享经济的热

3. 人际信任与市场信任共建社区信任

潮引发了关于城市共享经济发展的一系

卢曼将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

列讨论，其中，共享经济基础上的“共享

信任（或系统信任），制度信任主要以人

城市”概念应时而生。本文认为，共享社

与人交往中所受到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

区是共享城市建设的基础，而进一步“融

[32]

管束制约为基础（Luhmann,1979 ）。基于

合”不仅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后果，也是共

市场的交换信任是一种制度信任，它依赖

享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本文认为，

于市场社会的运作逻辑，甚至“接替和取

研究还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33]

代了若干具体的‘人际信任’的功能” 。

一是深度梳理共享经济与社区融合乃

S社区共享活动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共

至社会融合的内涵和外延。两套理论皆内

享经济将“市场诚信”带入社区，且深得

涵丰富但外延模糊，明确的界定将有助于

人心。在分享经济模式下，社区内人与人

进一步研究两者的关系，探究互动的本质

互通、互联、互动造就了信任流程，而资

和实践策略。

源与资源的互通、互换、互惠也培育了交

二是实证研究中，结合实际地创新分

易流程。这就是为什么社区中的历次交易

析社区共享经济与社区融合关系的方法，

都不必担心先付款却收不到货。是市场规

探究二者互动过程中的影响、问题及原

则建立的货币信任构成了信用保障。但同

因。共享经济在社区内的拓展提供了便利

时，大多交易由双方分担所有风险，因此，

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共享

在人口流动速率加快和阶层间充分互动的

平台、社群和经济活动的监管问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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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问题、社区公共干预问题等。

区需求顺势而为，重视对共享社区的建设

三是在政策应用层面，政府应立足于

规划，探索实现智能共享社区治理的“平

“共享城市”建设发展的目标，从社会政

台化”管理及运作方式，挖掘社区经济潜

策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研究将“共享经

能，为社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为社区居

济”的理念融入到民生所需的产业链中”

民提供优质服务和便利环境，进一步促进

的行动策略，结合智能社区建设，根据社

社区融合。

注释：
①他们认为，社区融合是社会融合的浓缩。城市社区这一区域性社会共同体为移民是否实现融合提
供了综合性考察的可见场所。而且，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社区）的融合是一种自下而上启动的融
合，并提出了外来新移民与城市社区或城市社会融合的三阶段：“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
认同”。
②社区社群化主要是指社区成员借助互联网社交工具，因兴趣追求、价值认同、共识达成、情感交
流和信任建构而聚集在一起的相对固定的群组及其社会关系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借助微信、微博、
QQ等社交工具建立各种如闲置社群、兴趣社群、行业社群、学习社群、消费交流社群、商业投资
社群、文化社群、健康养生社群等不同主题内容、功能属性的新型社群，是共享经济不可或缺的组
织单元。这里说的社群，不同于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是指个体基于共同的生活为目的、以个体的自
愿为基础在社会交往中所产生的社会共同体，它是相对于国家公共空间来说的“社会空间”。而社
群主要是指基于偏好、价值观、利益、情感需求等形成的同质性群体，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个
意义上来说，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兴趣-利益聚合体或者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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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Inclus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Promoted
by The Sharing Econom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ic
Activities in S Community of Beijing
Chen Jing, He Jun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haring economy development of
general urban communit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sharing economic activities in S community of
Beijing’s Haidian Distric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n social inclus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study show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the
sharing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urban communities. It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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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brewing emerging economic mo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urban communities,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s the community’s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t has
changed the status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returning the urban
community to its natural community ecologic essence. It founds that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inclus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promoted by the sharing economy mainly includes the restructuring of space, resources and communities, mutually beneficial social capital as well as the winwin relationship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ystem trust.
Keywords: sharing economy; social inclus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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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探讨
——以浙江省H市SC区XY街道为例
◎

方亚琴

摘

要：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为研究对象，从经验层面考察了社区社会组

织在我国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作用，发现我国的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非正式的
邻里互动，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社
区社会组织较低的发展水平。由此采用社会资本的视角，以浙江省H市SC区XY街道社
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三社”模式作为研究个案，考察双向培育模式的特征，对政府介入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合理性与合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资本 双向培育
【中图分类号】D32.9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10
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着重在社

在解释集体性社会资本来源的众多

会维度与心理维度展开，以真正意义上的

理论模型中，普特南与福山等人汲取并发

“社会共同体”或“精神共同体”作为社

展托克维尔的结社思想，对志愿性组织培

①

区建设的目标取向 ，强调社区的内在发

育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了系统

展过程。与此相适应，在社区建设的具体

的阐述，形成托克维尔理论模型，并成为

路径上开始重视社区力量的参与，从“政

解释社会资本来源的主导模型。该模型认

府为主导”的行政化模式向“多元行动主

为，相比于非正式的邻里互动，社区内的

体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变。无论是目标升

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社区社

级还是路径转换，我国当前阶段的社区建

会资本更为重要的来源，因为较为稳定的

设都要求培育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换言

成员关系保证了个体的持续互动，创造了

之，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建设中兼具

合作得以发展的要件之一即重复博弈，组

目标与路径的双重意义，因此，探讨如何

织成员在参与志愿性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学

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

习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并且组织的正式与

践提出的迫切理论要求。

非正式机制会对成员的不合作行为进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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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不仅如此，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

载体而形成的集体性社会资本，是人们在

信任与和合作经验能够通过组织之间相互

社区这一具有明确边界的地域范围之内通

交叠和相互连锁的社会联系而扩展到整个

过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关系网络中

社会。在我国，居民自愿发起成立和运转

所蕴含的信任、规范、积极的情感等，这

的志愿性组织（即社区社会组织）在改革

些要素能够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开放后才逐渐出现，但在最近二十年的社

促进居民相互合作从而维护和增进社区

区建设中获得了快速发展。为了探索社会

的公共利益。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互动是

加速转型时期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路

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人们的交往和

径，本文将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在我国社区

互动形成社区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孕育信

社会资本培育中的作用，着重讨论以下两

任、规范与积极的情感。居民的社区互动

个问题：第一，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快

可以分为两种：非正式邻里互动与正式社

速发展是否已经使其成为社区社会资本的

会互动。组织参与即正式社会互动，而非

主要来源？第二，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

正式互动形成了关系网络以及与之密切联

看，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现存模式存

系的互惠规范，更有助于在社会成员之间

在什么样的问题？

形成关联意识和社会支持。

本文以个案研究为主，选择了辽宁省

为了探讨我国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具

J市的SDL社区和浙江省H市的XY街道作为

体机制，笔者在辽宁省J市的SDL社区采用

研究个案，分别于2013年4月-10月和2014

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社区关系网络

年6月-8月进行田野研究，通过抽样问卷调

形成也即居民相互认识的具体途径（调查

查、观察、深入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的研

结果见表1）。

究资料。对于辽宁省J市的SDL社区辖区内

首先需要对表1中的第（1）种途径

三个住宅小区BD小区、ZYC小区和JX小区

“通过工作关系认识或入住之前就认识”

的个案研究主要考察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

加以说明。三个小区中有26.6%的居民主

形成机制。对浙江省H市的XY街道的个案

要通过工作关系认识或入住之前就认识小

研究着重考察我国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典

区其他居民，这意味着居民之间多种社会

型模式。另外，笔者还采用了“社区建设

关系交织重叠，这既与BD小区和JX小区

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课题组于2014

的社区性质有关（前者是单位社区，后者

年1月-12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

是安置房与商品房混合的社区），也与J

8个城市的125个社区通过访谈、问卷等方

市的社会空间特征（城市规模较小、同质

式所收集的有关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性较高、流动性较低等）相关，因为即使

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的相关资料。

是在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商品房小
区（ZYC小区）中，被调查居民中有19.2%

一、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
源：非正式的邻里互动

的人主要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或入住之
前就认识”其他居民的。对于由此折射出
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对社区交往从而对社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以社区为依托或

区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待下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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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个小区居民相互认识的途径（N=188）

您主要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小区其他居民的？（多选）
1-通过工作关系认识或入住之前就认识

50

26.6%

既有的社会关系

2-在小区锻炼或散步时

66

35.1%

非正式邻里互动

3-陪孩子在小区玩耍时

54

28.7%

4-上下楼梯或进出小区途中

24

12.8%

7-上小区的业主论坛或QQ群

8

4.3%

5-参加小区居民自发建立的社团

6

3.1%

参与社区组织

6-参加小区的公共事务与集体活动

10

5.3%

社区参与

8-其他情况

6

3.1%

无既有关系的居民之间主要通过其

里互动主要自发形成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社

他六种途径相互结识从而形成社区关系网

会性活动之中。在小区锻炼或散步、陪孩

络。而这六种具体的途径反映了社区关系

子在小区玩耍与上下楼梯或进出小区是居

网络从而也是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三种具

民在小区公共空间中的自发性活动和必要

体机制：一是非正式的邻里互动，既包括

性活动，它们能带动儿童游戏、打招呼、

以小区物理公共空间为依托的非正式邻里

交谈以及被动式接触等形式的社会性活

互动（表1中的第1、3、4种途径），也包

动。由于邻里互动主要自发形成于社区公

括以社区虚拟公共空间为依托的非正式邻

共空间的社会性活动之中，而社会性活动

里互动（表1中的第7种途径）；二是正式

主要是由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必要性

社会互动，即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表

活动与自发性活动发展而来的 “连锁性”

1中的第5种途径）；三是社区参与，即居

活动 ②。因此，空间的性质和结构影响着

民对社区公共事务与集体活动的参与（表

社会互动的频率和性质，丰富且分布合理

中的第6种途径），社区参与同时具有非

的社区公共空间以及相应的活动设施（如

正式性与正式性特征，正式性是指居民对

健身设施、儿童游乐设施），能够提高居

社区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的参与往往是在

民自发性活动的发生频率，带动并提高连

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和动员下进行的，而

锁性社会活动的发生频率，如儿童游戏、

非正式性是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集体活

打招呼、交谈等社会活动 ③。可见，改善

动的居民往往不限于组织成员，与组织之

社区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公共设施、提供

间并未形成正式关系网络。

更多的“第三种地方”（third places）④，

从表1可以看出，社区关系网络主要

根据社区的社会结构来安排公共空间的物

通过非正式的邻里互动形成。在三个小

质结构，实现居民及其活动在空间上一定

区的被调查者中，主要通过“在小区锻炼

程度的聚集，是促进居民社区交往从而增

或散步时”或“陪孩子在小区玩耍时”或

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的重要环节。

“上下楼梯或进出小区途中”认识其他居

另外，三个小区中4.3%的居民主要

民的占总数的76.6%，这表明非正式的邻

通过“上小区的业主论坛或QQ群”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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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居民，这表明：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

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条件。

使人们的社会互动进一步摆脱地域的限
制，为居民的社区外社会互动和“脱域共
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但与此同

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现代城
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生长点

时，也为“不在场”的居民提供了再嵌入
社区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运用互联网工

表1的数据显示，三个小区中有80.9%

具建构虚拟交往空间能够减少居民及其活

的被调查居民主要通过小区公共活动空

动在时间上的分散化对社区交往的限制。

间中的社会性活动或社区虚拟交往空间中

并且，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存在重叠关

的邻里互动来结识其他居民，而主要通过

系（即业主论坛的用户和QQ业主群成员

参与社区志愿性组织认识其他居民的仅占

基本都是本小区的业主）时，虚拟社区有

3.1%，可见，在三个小区中，社区社会资

助于生成大量邻里弱关系，有助于促进业

本主要从持续的、重复的非正式邻里互动

⑤

主形成集体认同 。此外，业主们在网络

中发育而来，社区内的志愿性社团尚未成

上对小区公共事务的互动式讨论能够将

为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社区社会组

社区/业主论坛、业主QQ群和业主微信群

织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较弱的作用，不

建构为小区的公共领域，在网络交往空间

仅表现在它较弱的社会纽带作用，而且在

中的交流与讨论有助于业主（居民）形成

培育居民的信任与合作态度与能力方面也

一定的社区归属感，虚拟的邻里弱关系甚

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课题组在全国范围

至可以在业主集体维权运动中成为重要的

内的社区调查也证实这一现象不仅仅存

动员结构。可见，在社区建设中，运用网

在于作为研究个案的三个小区中，恰恰相

络和其他新媒体打造与现实社区相重合的

反，它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社会资本

“虚拟社区”，通过这一平台积极发布或

的主要形成路径。因此，对于大部分城市

共享契合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类有

社区来说，非正式邻里互动的缺失必然导

效信息，将“不在场”的居民重新嵌入到

致社区社会资本的衰落和贫乏。然而，这

现实社区生活与社区交往中从而减少和弥

是否意味着社会资本来源的主导模型即

补由于时间分散对社区交往的限制，也是

“托克维尔模型”在解释我国社区社会资

促进社区交往、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

本的形成时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路径。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非正式邻里互动比

我国的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非正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发挥

式的邻里互动，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邻里

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现象，原因有二：一是

互动的主要场所已逐渐从原来的私人空间

对于类似于J市这样的中小城市而言，较

转移至社区的公共空间，因此，通过社区

小的城市规模、较高的同质性与较低的流

物理公共空间与虚拟公共空间的构造，实

动性造成了社区成员之间关系的多重性，

现居民及其社会活动在社区空间上一定程

居民之间除了邻里关系之外，还存在亲戚

度上的聚集，并且在时间上重新将居民嵌

关系、同事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社区生

入于社区生活中，是促进社区交往、培育

活与邻里互动在个体生活中具有较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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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二是社区社会组织较低的发展水平限

由于目标和活动的单一性，对于成员之间

制了其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中的作用。社

的合作和信任的要求比较低，组织成员很

区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力

少在社团活动中承担实质性的责任，即便

取决于其发展水平，社区社会组织之所以

是负责人，也仅负责确定活动的时间和地

在上述三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培育中发挥

点，因此社团参与并未能发挥托克维尔模

着相对较弱的作用，是由小区内的志愿性

型所分析的相应作用。

组织的数量、类型、组织特征以及居民的

为了比较不同发展水平的社区社会组

参与程度所决定的。首先，这三个小区中

织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能力上的差异，

的志愿性组织数量较少、类型单一。BD

笔者选取了H市MHB社区与本文所考察

小区、ZYC小区和JX小区中的志愿性组织

的BD小区、 ZYC小区和JX小区所在的J市

数量分别为4个、4个和2个，并且类型比

SDL社区进行对比。在H市MHB社区中，

较单一，以文体娱乐类组织为主，其成员

通过参加社区社会组织认识其他居民的比

以老年居民为主；其次，除了两个业主委

例达到12.8%，而在J市的三个小区中该比

员会和ZYC的少北武术团之外，其他几个

例仅为3.1%。两个社区中的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团体的正式程度很低，组织结构

之所以在形成社区关系网络上具有显著的

简单和松散，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规范，

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

成员的出入和流动因缺乏硬性的规章制度

展水平有异（见表2）。相比于J市SDL社

的约束而比较自由，活动目标和内容比较

区，H市MHB社区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

单一，甚至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再次，小

更多，居民参与的比例更高、类型结构也

区居民对这些社团的参与程度比较低。参

更为合理。正因为此，社区社会组织在H

与程度，一是指居民的参与比例。由于组

市MHB社区关系网络的形成中发挥着更为

织数量少，规模比较小，三个小区居民的

重要的作用。

⑥

参与比例 均比较低，分别为12%，1.6%

可见，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

和1.9%；二是指成员的参与水平，即成员

中，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社区物理公共空

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斯托勒（1998）

间和网络公共空间的构造，实现居民及其

用“是否为组织的某个任务负责”和“是

社会活动在社区空间上一定程度的聚集，

否与其他成员一起为群体计划或准备过

并且在时间上重新将居民嵌入于社区生

一个项目”来衡量成员在其社团中的参与

活中，营造邻里互动空间，为非正式邻里

水平。相比之下，业主自治组织成员的组

互动提供结构性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

织参与水平比较高，他们制定组织的规章

要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社区的

制度和用于指导和调节社区行动主体行为

异质性与流动性不断增强，城市社区尤其

的社区公约，商讨与大部分业主和整个小

是大城市的社区日益趋向于陌生化，非正

区密切的重大事件并形成相应的对策。因

式邻里互动已经无法回归到传统社区的水

此业主委员会在对其成员有较高的公民技

平。而社区社会组织在最近二十年中较快

巧的同时，也为成员提供了一个训练其公

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

民技巧的平台。而在其他类型的社团中，

中初步显露出的积极作用表明，在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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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J市SDL社区与H市MHB社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比较
J市SDL社区

H市MHB社区

全国平均水平

社区的社会组织数量（个）

11

19

9.98

每万人拥有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个）

8.33

15.85

10.28

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比例

4.3%

15.6%

5.9%

4（36.4%）

6（31.6%）

13.3%

社区事务类

0

3（15.8%）

21.15%

文体休闲类

6（54.5%）

5（26.3%）

39.9%

社区维权类

1（9.1%）

1（5.3%）

4.89%

社区慈善类

0

4（21.1%）

12.1%

社区服务类
类型结构

区的邻里互动无法回归到传统社区的水平

拥有16家社区社会组织。

这一社会背景下，培育与发展社区社会组

从合法化程度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可

织，为居民在社区内的正式互动提供社会

以分为注册类、备案类和既未注册又未备

空间，弥补非正式互动的不足，是我国当

案的纯草根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种类型。

前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路径。

在XY街道，注册类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
为31家，占总数的16.1%。备案类社区社

三、社区社会组织的双向培育模式

会组织的数量为161家，占总数的83.9%。
另外，根据街道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

根据培育主体的不同，我国社区社会

负责人估计，还存在二三十家未经注册或

组织的培育路径主要有三种：以政府为主

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注册类社区社会组

导的自上而下培育路径、以社区力量为主

织在发育程度上高于另两种类型的社区

导的自下而上培育路径以及政府与居民为

社会组织，具体表现于组织规模、组织资

共同主体的双向培育路径。然而从实践层

源、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在XY

面来看，双向培育路径的培育效果更好。

街道，77.4%的注册类组织为服务类社区

浙江省H市SC区XY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社会组织，它们因能够承接政府向社会转

的“三社”模式典型地体现了我国社区社

移出来的部分服务职能而得到社区和街道

会组织培育实践中对双向模式的探索。为

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了探讨社区社会组织双向培育模式的特征

根据组织的活动内容，社区社会组

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双向培育模式可能遭

织在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社区服务类、文化

遇的困境，笔者以H市SC区XY街道的“三

体育类、社区事务类、慈善救助类和社区

社模式”为个案进行研究。

维权类等五种类型。在XY街道已注册或

（一） XY 街道内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况

备案的192家社区社会组织中，社区服务
类、文化体育类和社区事务类这三种类型

截至2013年底，XY街道注册或备案

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势头较好，分别占总

的社区社会组织共192家，平均每个社区

数的38%、31.3%和19.3%，而慈善救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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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区维权类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

社、以社助社”的“三社模式”，即以社

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占比例分别仅为

会需求为导向培育社会组织，以社会力量

8.3%和3.1%。

整合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发

从运作机制的动力来源看，公众参与

展助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主线，推进社

和政府推动是社区社会组织形成和发展

会组织建设。这一发展模式具有以下几个

的两种动力来源，由此形成三种类型的社

特点：

区社会组织：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与

1.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动力机制

合作型。在XY街道，上述三种类型的社

推动XY街道和整个SC区的社区社会

区社会组织的比例分别为33.3%、53.1%和

组织在近5年中蓬勃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

13.6%。从表3可以看出，政府和社会力量

个：一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社会需求，二是

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时既有共同关注

自上而下的行政需求。SC区属于老城区，

的领域又各有侧重。社区事务类和社区服

主要由传统的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构成。

务类是政府重点培育和发展的社区社会组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社区生活逐渐

织类型，其原因在于这两种类型的社区社

暴露出各种问题：其一，原有的生活设施

会组织能够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

简单落后，已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

职能和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而文化体育类

求，在给居民的社会生活需求带来诸多不

和社区服务类是在社会力量推动下发展最

便的同时，对社区资源诸如停车位等的争

快的两类社区社会组织。可见，满足社区

夺也成为邻里矛盾和纠纷的主要导火索；

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成为政府和社会力量

其二，单位在单位制解体过程逐渐退出社

合作的支点。

区管理，而这些传统社区又无法吸引专业

（二）XY 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
模式

的物业公司接替单位来对社区进行物业管
理和服务，导致社区在住房维护、公共设
施维修、绿化、卫生、治安等方面均面临

XY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

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

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社孵社、以社促

境和生活质量；其三，老城区居民构成的

表3

XY街道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与合作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分布情况
XY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

合计

社区服务类 社区事务类 文化体育类 慈善救助类 社区维权类

形成的主
导力量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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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26
40.6%

32
50.0%

4
6.3%

2
3.1%

0
.0%

64
100.0%

社会

31
30.4%

3
2.9%

54
52.9%

11
10.8%

3
2.9%

102
100.0%

合力

16
61.5%

2
7.7%

2
7.7%

3
11.5%

3
11.5%

26
100.0%

73
38.0%

37
19.3%

60
31.3%

16
8.3%

6
3.1%

1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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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有些社区中老年人在

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

人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30%，老年人的生

决定着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

活照顾和陪伴等问题成为社区中众多家庭

境。从政策层面看，自2000年以来，省、

面临的问题。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促使居

市、区三级地方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态

民自发地采取行动寻找解决途径，而社区

度从限制、忽视、排斥逐渐转向吸纳、扶

社会组织正是在社区居民运用社区资源解

持、合作。由此，社区社会组织获得合法

决上述问题的合作行动中逐渐形成的。另

性身份的门槛降低，并且通过吸纳和合作

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

两种途径可以从体制内获得一定数量的生

基层社会的稳定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

存资源。正因为如此，包括XY街道在内

从社区类型看，SC区以传统社区为主，政

的整个SC区的社区社会组织从2008-2014

府是社区公共服务主要的提供者，改善社

年间在数量上获得了迅速发展。⑵政府

区的生活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绿化、环

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区社会组织

卫、治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建设和谐社

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成员为主

区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从居民

体，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

的年龄构成来看，SC区的大部分社区已进

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社区成员自主

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成为政府的一项

成立、自愿参与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

重要任务。为了切实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

因此，社区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

服务职能，政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对社区资源的动员和使用。但社区社会组

将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作为实现政府职能

织对社区资源的动员能力较弱，而基层政

的现实路径。正是在社会需求和行政需求

府（包括区政府、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

这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社区社会组织

行政权威使其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表3可以看出，社

社区社会组织依赖政府对社区资源进行动

区服务是社会需求与行政需求的结合点，

员和整合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SC区，

因此，社区服务类组织在两种力量的共同

政府通过以下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动员和

推动下快速发展，并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类

整合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是在

型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

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之外，还通过成立社

2.政府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以推动社
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社区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慈善公益一日捐等多种方式

从SC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来看，

来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以解决成为社区社

社会需求和行政需求构成其发展的两种动

会组织发展瓶颈的资金问题；二是通过挖

力来源，但由于我国缺少结社传统，社会

掘社区中的能人或是草根组织来发展备案

的自组织能力比较弱，因此，在社区社会

类社区社会组织；三是通过组织能力建设

组织的培育离不开政府的扶持。SC区政

等方式将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为注册

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

类社区社会组织。⑶除了制定和完善相关

现如下：⑴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为社区社

政策以及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来促进社区

会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合法性来源，框定

社会组织的发展之外，基层政府还直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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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工作。2008

组织服务中心——街道社区社会组织服务

年，HZ市政府明确将社区民间组织培育

中心——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履行社区

发展纳入政府工作范围，并将社区社会组

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功能。为了促进社区社

织培育工作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由此，

会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政府除了动员社

每一个区、每一个街道、每一个社区在社

区能人或是草根组织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工作中都需完成

以及提升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

一定的数量目标。由市政府和市委联合发

之外，还直接承担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

布的《关于加快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的

培育工作，即围绕街道或社区的工作内容

若干意见》规定：到2008年，主城区和有

（如综治、计划生育等）直接成立相应的

条件的区、县（市）每个社区均有一定数

社区社会组织，如和事佬协会、治安巡逻

量的群众文体、社区服务、维护权益、捐

队、计生服务队。

赠救助类的社区民间组织，均有1个能承

可见，在SC区的培育模式中，政府不

接政府社会事务的社区民间组织；到2009

再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唯一主体，社会

年，每个社区均有8个以上群众文体、社

力量在政府的动员和整合下成为社区社

区服务、维护权益、捐赠救助类社区民间

会组织培育的共同主体。然而，政府在社

组织，3个以上能较好地承接政府社会事

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

务的专业性社区民间组织；到2010年，每

用，形塑着XY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个社区均有10个以上具有本社区特色的各

轨迹。2008年，HZ市委办公厅和政府办

类社区民间组织。由SC区委、区政府联合

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快社区民间组织培

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培育和发展民间

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到2013年

组织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明确了

底，社区群众活动团队备案率达到100%；

2008-2010年这三年中社区民间组织培育

各街道新发展社区社会组织15个以上，力

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这一文件成为HZ市

争到2015年底，每万人(常住人口）拥有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0家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2013-2015年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

期间，全区打造15家“双强”新社会组织

的助推作用。以XY街道为例，2009年辖

党组织，每个街道建设1个以上有社会影

区内的注册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从

响力的优秀公益项目品牌、培育2～3个活

2008年的5家增加到92家，增长了18.4倍。

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力

2013年5月，SC区制订了培育发展社区社

强的示范型社区社会组织，每个社区成立

会组织的“2+5”文件，对社会组织的发

2～3家“能人（特色）工作室”，并且将

展方向、培育和管理、登记备案机制、政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列入本区社会

府购买服务和绩效评估、社会组织公益创

建设工作考核范围，作为对区相关部门和

投工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政策

街道年度绩效考核的内容。为了完成上述

的出台带来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第二个

任务指标，区、街道和社区成立了培育和

高峰， 从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这一年

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的三级网络：区级社会

间，XY街道新增社区社会组织53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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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9家为注册类组织，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扶持方向决定了社

38.13%（见图1）。

区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

3.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组织的自治能力是影响组织长期发

社区社会组织成立之后所面临的一

展的重要内部因素，组织的自治能力表现

个问题是组织如何维系生存、如何发展壮

为组织自主的制定和完善各项制度、健全

大，即自我发展的问题。与政府的主导作

组织结构和开展组织活动程度。从以上几

用形成对照的是社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

方面来看，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治能

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组织对社区资源的

力较弱。在制度层面，不仅有大多数组织

动员能力不足、组织的自治能力不足和组

未能在制定组织章程的基础上根据组织

织的专业服务能力不足。

运行状况制定活动制度、人事制度和财务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依托于社区

制度，甚至有一部分组织的章程也是在社

资源，但社区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人力

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和帮助下制

资源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而言是潜在的，这

定的。在组织结构层面，大多数组织的结

些资源能否直接服务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

构单一、松散，未形成正式的治理结构，

展取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在当

组织的运行往往由一两个自发形成的核心

前的发展模式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资

人物负责，导致组织活动开展的随意性较

源的动员能力较弱，大部分组织生存和发

强。在组织活动层面，由于一部分组织是

展所需的资源或直接来源于政府，或依赖

由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牵头成立的，

于政府对社区资源的动员与整合。而政府

或者是由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培育形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并非采用“一视同

成的，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是配合社

仁”的策略，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倾斜，社

区的工作而未能自主的开展组织活动，因

区居民的需求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引导

此，存在社区或街道为这些组织制定活动

着政府的扶持方向，那些既能满足社区居

计划的现象。

民需求又符合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社区社

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

会组织往往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组织。因

需求是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职能，因此，

此，在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资源动员能力

服务能力不仅影响着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
认可程度，而且影响着组织对社区资源的
动员能力，从而关系着组织的生存和长期
发展。大部分成员在兴趣或奉献精神的驱
动下加入社区社会组织，但往往缺少社区
服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社区养老
服务组织为例，这些组织成员为社区老年
人提供的养老助老服务主要停留于生活照
顾，但由于缺少专业的社会工作知识，对
于老年人的心理、精神等深层次需求无法

图1 XY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轨迹

提供相应的服务。在缺少相应的理念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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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很难依靠自身

理者由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担任或由其

的力量来提高专业服务能力。

指定，组织所需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其组织活动主要是配合政府的行政工作，

四、思考：政 府介 入的“合 理
性”与“合理化”

因此组织的社会性不强。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具
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过强的主导作用会

XY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三

侵占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治空间，限制其自

社模式”反映出我国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双

我发展能力的成长，并在社区社会组织发

向培育模式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即在认识

展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一阵风”等不

到政府介入的合理性的同时使政府介入的

良现象。因此，在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

方式更为合理化，以保证社区社会组织的

培育过程中，既要肯定政府积极介入的

自治空间与自我发展能力。

“合理性”，又要探讨政府介入的“合理

首先，无论是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而

化”。

言还是从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来看，

政府介入的合理化是指政府以一种合

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都需要基层政府

理的方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笔者

的积极介入，这是因为：由于我国缺少结

认为，政府合理介入的关键在于其在社区

社传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较弱，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角色应限定于“间接培

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育者”，而将“直接培育者”的角色交由

于外部激励性环境。政府，作为制度的制

社区能人/社区精英来完成。政府的“间接

定者、社会资源的主要拥有者和分配者，

培育者”角色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种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和

①“扶持者”，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

发展的外部环境。另外，从我国城市社区

所亟需的基础条件，包括政策资源支持、

社会组织的培育实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

物质资源支持以及管理技术支持；②“引

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介

导者”，根据居民的社会需求，重点扶持

入程度。政府的积极介入能够为社区社会

社区迫切需要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公益

组织的发展提供激励性外部环境，直接推

类社区社会组织，以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类

动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促进社

型结构的优化；③“动员者”，动员社区

区内的横向联结。因此，社区社会资本的

精英或社区能人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直

培育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介入。

接培育者”，利用其社区影响力和专业技

从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实践来

能来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并动员社区居民

看，政府的积极介入往往导致政府在社区

参与。这种模式强调政府介入方式的间接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主导性。在XY街道，

性，以克服“政府为主导”培育模式下的

有一半左右的社区社会组织由街道、社区

行政化冲突，让来自政府的政策、资金、

牵头成立或帮助成立的，具有较浓的行政

信息和场地等资源最大效率地使用，同时

色彩。这些组织往往是应街道办事处或社

在因循社区组织自身的成长规律的基础上

区居委会的行政工作需要而产生，组织管

保证组织的自主性与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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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4).
②[丹麦]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7.
③简霞.城市社区户外共享空间促进交往的模式研究.人文地理,2011(1).
④Monica M. Whitham，“Community Connec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Success”，Sociological
Forum, Vol. 27, No. 2, 2012，pp.441-457.
⑤Keith N. Hampton, “Grieving for a Lost Network: Collective Action in a Wired Suburb ”,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19, No. 15,2003，pp.417-428
⑥计算方式为每个小区中参与志愿性组织的人次除以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由于有些志愿性组织的
成员数量不固定，根据组织负责人所给出的最高成员数量进行计算。
作者简介：方亚琴，渤海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研究。
（责任编辑：卢小文）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Taking XY Street in SC District of H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ang Yaqin
Abstract: Taking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ole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capital cultivation in China, and discovers that th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mainly comes from
informal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 our country, wherea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community has not fully playe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e fundamental cause is the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Taking
the mode applied in XY Street in SC District of H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way cultivation pattern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discuss the rationa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capital; two-way cultiv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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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能空间布局
疏解京津冀雾霾污染
◎

李

庆

摘

要：雾霾污染关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不能

在满眼雾霾中实现。京津冀雾霾问题的症结在于三高产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
在人口密集地区过度集中，产生的巨量排放在不利气象和地理条件下与城市交通、采
暖、扬尘等排放因素叠加形成严重的雾霾污染，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
化高耗能产业的空间布局，协调好产业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尤其要处理好高耗能产业与
高密度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关系，抓紧制定三高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通过实施三高产业
空间优化布局战略打破三高产业在人口稠密地区的过度集中，实现对京津冀地区雾霾污
染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产能 空间布局 京津冀 雾霾
【中图分类号】F124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11
雾霾污染物对人体具有显著危害，其

的污染物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累积产生的，

中PM2.5具有颗粒小、能深入人体器官并

能源排放是雾霾的主要来源，不利气象条

长期积存等特点，因此，雾霾污染已经成

件是雾霾存在的环境要素。为了准确监

为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心肺之患。尽

测大气环境质量，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地

快治理雾霾，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是人民群

级以上城市的监测网点，实时监测二氧化

众的殷切期盼，是当前党和国家最贴心的

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

民心工程。

粒物（PM10）、一氧化碳（CO）、臭氧
（O 3）、细颗粒物（PM2.5）的空气质量

一、京津冀雾霾及其气候条件

指数（AQI）。在雾霾污染严重的京津冀
地区，组建了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

雾霾是能源使用过程中排放到空气中

东、河南20个城市的颗粒物组分监测网，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 重大国情调研项目“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国情调研”。

122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不仅监测PM2.5浓度，而且对污染发生、

天气。夏季高温条件下，京津冀地区空气

发展、消退过程的颗粒物化学组分特征与

湿度大，低层风速小，PM2.5非常容易积

来源进行实时追踪和快速解析，从监测数

累且不易扩散，同时空气中光化学反应增

据可以看出京津冀及周边区域PM2.5组分

强，一次污染物产生较多的二次污染物颗

中主要是有机碳、硝酸盐、硫酸盐、元素

粒，细菌会黏附在这些颗粒物上，随呼吸

碳和地壳类元素，这些元素是燃煤、工业

进入人体，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更为严重。

生产和机动车的主要排放物，可见，京津

京津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是太行山和燕

冀地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交通

山山脉，山体阻挡减弱了北方冷空气南下

和冬季采暖。

的强度，又阻碍了南部污染空气的向北移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全球气温在逐

动，地形条件明显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年上升，而且增温幅度有逐步增大的趋
势。全球变暖使得大气层空气运动趋于稳
定，空气动力不足，在不利温度、湿度、

二、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物排放
来源

气压条件下进行自净能力弱、环境容量低
的大气环境，导致雾霾污染不断加重。气

从近年发展态势看，雾霾已经从局部

象监测数据显示，自1961年以来，京津冀

地市的空气污染发展为跨区域大尺度的大

年平均风速呈逐年减小趋势，减小幅度达

气污染现象，京津冀地区是雾霾污染的重

37%，尤其在近十年，地区气温升高，降

灾区。雾霾污染主要来源于用能排放，从

水减少，使得京津冀地区的大气环境容量

京津冀地区的用能数据看，2014年京津冀

（大气容纳污染物的能力）持续变小。在

三地的总能耗为4.37亿吨标准煤，北京能

冬季，京津冀地区冷空气次数减少，同时

源消耗总量为0.68亿吨，占15.6%；天津

易受西南弱小风影响，整体呈静稳态势，

能源消耗总量为0.81亿吨，占18.6%；河

大气扩散气象条件差，容易形成重雾霾

北省的能源消耗总量为2.87亿吨，占三地

雾霾生成条件

气候气象

其他

1、能源使用量大
2、能源利用效率低
3、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4、污染物净化量少

1、异地输送
2、秸秆焚烧
3、垃圾焚烧
4、扬尘
……

其他

采暖

交通

工业

1、温度、湿度、气压有
利于二次污染物生
成，不利于雾霾扩散
消纳
2、地形地貌不利于雾霾
扩散
3、持续静稳天气不利于
雾霾扩散

能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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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耗的65.8%（图1），从总量角度看河

从工业烟尘排放量指标看，京津冀

北是京津冀地区能源排放的主体，尤其是

地区工业烟尘去除后总排放量为127.3万

距离北京市仅有180公里的唐山市能源消

吨，其中唐山市的排放占37.6%，邯郸为

耗总量就达到0.81亿吨，占三地总能耗的

16.8%，北京仅为2.1%，天津也仅为4.9%

18.4%，超过北京市能源消耗总量，与天

（图3），虽然这一指标不能全面反映雾

津市的能源消耗总量持平（图2），从总

霾污染的来源，但是充分反映了河北以钢

量上看北京、天津和唐山能源消耗量明显

铁产业为主的高排放产业对雾霾贡献的权

高于其他各市，河北的排放总量是京津冀

重。尽管河北的钢铁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地区排放的主体（表1）。

已经普遍是规模以上大型企业，具有较高

在河北省的能源消费总量中以钢铁行

的技术装备水平，采取了严格的污染物处

业为代表的黑色冶金能源消耗占河北规模

理措施，落实了规范的管理和监督程序，

以上工业能源消耗的一半以上，占河北总

但是由于产业规模大和本身耗能高的特征

能耗35.8%，占到京津冀能源消耗总量的

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排放。

24%，接近1/4，而河北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近年来河北

占到京津冀总能耗46.5%，接近一半。河北

强力压缩高能耗产业产能，关停钢厂、水

省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4年河

泥厂的新闻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是从工

北省能源消费的煤炭占比为88.46%，可以

业烟尘排放量指标看，河北地区排放仍

说河北省工业能耗排放是整个京津冀能源

然呈现上升态势， 2013年到2014年，京

消费体系中的主要出口，也是治理京津冀

津冀13市仅北京、秦皇岛和石家庄市工业

雾霾的主攻方向（表2、表3）。

烟尘排放量有所降低，其他各市都有明

图1  京津冀能源消耗量占比

图2

京津冀各市能源消耗量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2015年统计年鉴、天津市2015年统计年鉴、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北京
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河北省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中国
统计年鉴、2015年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2015年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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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名称

PM2.5

面积

微克/ 万平
立方米 方公里
北京

京津冀各市主要总量指标表

常住
人口

GDP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能源
消耗

规上
能耗

万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吨

万吨

85.9

1.6

2151.6 21330.8 4544.8 16627.0 6831.2

工业烟 工业烟
尘去除 尘排放
万吨

万吨
2.7

天津

83.0

1.2

1516.8 15722.5 7766.1 7759.3 8145.1

664.0

6.3

石家庄市

126.0

1.6

1061.6 5170.3 2417.5 2265.2 4234.5 2848.45

52.5

10.5

承德市

52.0

4.0

352.7

1342.6

671.0

445.8

1411.0 927.32

206.2

3.2

张家口市

35.0

3.7

442.1

1349.0

575.4

533.9

1436.7 1090.48 432.2

4.3

秦皇岛市

60.0

0.8

306.5

1200.0

449.2

576.1

963.6

208.0

7.8

唐山市

101.0

1.3

776.8

6225.3 3595.2 2071.4 8061.8 7225.84 1635.8

47.9

廊坊市

100.0

0.6

452.2

2176.0 1045.7

1751.6 674.20

135.4

2.4

保定市

129.0

2.1

1149.0 3035.2 1563.2 1046.7 2121.6 821.06

132.6

3.9

沧州市

88.0

1.4

737.5

3133.4 1628.3 1187.4 2597.6 1111.95 174.3

5.5

衡水市

108.0

0.9

442.3

1149.1

549.9

432.7

949.2

1.6

邢台市

131.0

1.2

725.6

1646.9

780.1

593.5

1732.6 1187.79 335.3

9.8

邯郸市

116.0

1.2

937.4

3080.0 1543.5 1133.4 3471.2 3385.28 959.8

21.4

河北省

95.0

18.9

7383.8 29421.2 15012.9 10960.8 28731.4 20343.2 4346.4

118.2

924.8

748.69

322.16

74.2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2015年统计年鉴、天津市2015年统计年鉴、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北
京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河北省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中
国统计年鉴、2015年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2015年能源统计年鉴整理。

显上升，承德市增加高达140%，天津增

地传输，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各个城市在

加78%，其他多数城市增加在30%~40%，

雾霾污染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环保部

其中天津、承德、张家口、唐山、保定、

环境规划院PM2.5跨区域输送矩阵显示，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工业烟尘排放都

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市PM2.5本地贡献

处于连续三年增加状态（图4），这说明

66%，河北输送占18%，天津、山东输送

河北地区的高排放产能仍然在增加，也就

分别占4%。天津市本地贡献56%，河北对

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排放源（如集中供

其输送占20%，山东占10%。河北62%的

暖、散煤治理）都有所改善的前提下，京

PM2.5来源于本地排放，11%来自于山东

津冀地区雾霾仍然日益加重（图5）。

输送，6%来自于河南，5%为山西输送。
雾霾污染主要由能源燃烧造成，排放

三、雾霾污染物的地市差别

源主要是工业、交通和采暖用能，从更深
层次看，雾霾污染与各地市的工业化发展

大气环境是超越行政区划的公共物

阶段、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息息相关，

品，污染物既有本地排放，也有大量的异

这其中涉及劳动生产率、技术装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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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河北高能耗产业用能量

行业

指标值（万吨标准煤）

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

18531.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909.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699.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296.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10.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497.6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018.3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20343.2

河北省总能耗

29320.2

数据来源：根据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整理。

表3

黑色冶金

10497.6

六大高耗能

18531.6

规模以上工业

20343.2

河北总能耗

29320.2

京津冀总能耗

43707.4

全国能耗

426000.0

河北规模工业能耗占比

黑色
冶金

六大
高耗能

规模以上
工业

河北
总能耗

京津冀
总能耗

全国
能耗

10497.6

18531.6

20343.2

29320.2

43707.4

426000.0

100

56.6

51.6

35.8

24.0

2.5

100

91.1

63.2

42.4

4.4

100

69.4

56.5

4.8

100

67.1

6.9

100

10.3
100

数据来源：根据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整理。

图4
图3 2014年京津冀工业烟尘排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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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表4

京津冀工业烟尘排放变化

京津冀各市2013 -2014年工业烟尘排放变化表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承德

张家口 秦皇岛 唐山

廊坊

保定

沧州

衡水

邢台

邯郸

2013

2.72

6.28

10.50

3.20

4.26

7.81

47.86

2.41

3.91

5.46

1.60

9.81

21.39

2014

2.27

11.21

10.43

7.69

5.17

5.92

53.61

3.87

5.38

6.35

2.27

13.16 30.18

变化量

-0.45

4.94

-0.07

4.49

0.91

-1.89

5.75

1.46

1.47

0.88

0.67

3.34

8.79

变化率 -16.5% 78.6% -0.7% 140.1% 21.4% -24.2% 12.0% 60.4% 37.7% 16.2% 41.6% 34.1% 41.1%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2015年统计年鉴、天津市2015年统计年鉴、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北京
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河北省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中国
统计年鉴、2015年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2015年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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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建筑等诸多
方面。中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
阶段，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呈现出很大差

四、理清主要矛盾，实施产业布
局调整

异，即使在京津冀地区范围内各城市间的
差异也非常明显。

减少雾霾污染最直接的途径是减少能

北京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均

源消耗，这就需要大规模的削减高排放产

GDP达到10万元，单位GDP能耗仅为0.36

业的产能，例如削减京津冀地区的钢铁工

吨标准煤，产业结构中工业制造业比重

业产能。尽管削减过剩产能是我国经济现

相对较低，二三产业比仅为0.27，工业能

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仅仅削减过剩

耗较少，比较突出的污染物排放是机动

产能远远不能满足治理雾霾污染的需要，

车尾气和冬季采暖散煤燃烧，这与北京

基于治理雾霾的削减产能与产能过剩的削

市PM2.5组分的构成相吻合。根据对北京

减产能不能相提并论。从整体上看，中国

市大气PM2.5污染源解析结果，在北京市

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正在

PM2.5的本地污染源贡献中，机动车排放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达到饱和，对

占比为31.1%，燃煤占22.4%，工业生产占

重化工产业的需求还十分强大，即使达到

18.1%，扬尘占14.3%，因此控制机动车污

了三高产业的产能需求峰值，中国经济仍

染是北京市治理雾霾的首要任务。

然会对重化工产品保持长期的强大需求，

天津市的人均GDP也达到10万元，单

靠关停三高企业治理雾霾不是最终出路。

位GDP能耗为0.518吨标准煤，二三产业比

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加强污染物处理的

为1，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较大，工业能

角度看，虽然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最大可能

耗总量比较大，但是能源效率比较高，在

地提高三高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加强三

产业结构偏重的城市中属于能源效率较高

高企业的污染物处理能力，但是三高产业

水平。天津市既存在比较突出的工业污染

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特征在短期内

物排放，也存在大量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和

不可能根本改变，基于能源消耗总量难以

冬季采暖散煤燃烧排放。

大规模减少，三高特征不可能很快消除的

河北省产业结构明显偏重，是能耗大
省，单位GDP能耗水平达到1.023，远高于

强约束条件，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谋求更加现实的治理雾霾途径。

国家0.76的平均水平，其中仅唐山市的用

除了大规模的工业能源消耗，我们发

能总量就达到8062万吨标准煤，超过北京

现高能耗产业的过度地理集中也是造成局

市，仅次于天津市，而且单位GDP能耗高

部地区雾霾严重污染的重要原因，京津冀

达1.3吨标准煤，是典型的用能总量大、能

地区严重雾霾污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

源效率低的高排放工业城市，这与唐山市

能耗产业在京津冀地区空间高度集中。环

以钢铁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从

保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及周

能源消耗总量、用能效率和用能结构看，

边六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

河北工业能耗对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污染程

东、河南）在全国7.2%国土面积上，钢铁

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表5）。

产量3.4亿吨，占全国43%；焦炭产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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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京津冀各市主要单位指标表
人均能耗

单位
GDP能耗

吨/人

吨/万元

0.27

3.2

0.360

1.00

5.4

0.518

48701.7

1.07

4.0

0.819

39.0

38062.8

1.51

4.0

1.051

53.0

29.0

30513.5

1.08

3.2

1.065

54.0

49.0

39158.8

0.78

3.1

0.803

163.0

73.0

60.0

80138.3

1.74

10.4

1.295

100.0

159.0

36.0

49.0

48121.5

1.13

3.9

0.805

保定市

129.0

224.0

67.0

55.0

26415.8

1.49

1.8

0.699

沧州市

88.0

138.0

40.0

33.0

42486.5

1.37

3.5

0.829

衡水市

108.0

192.0

42.0

43.0

25978.4

1.27

2.1

0.826

邢台市

131.0

235.0

75.0

62.0

22696.7

1.31

2.4

1.052

邯郸市

116.0

187.0

57.0

52.0

32857.3

1.36

3.7

1.127

河北省

95.0

165.0

55.0

48.0

39984.0

1.37

4.1

1.023

国家标准

35.0

70.0

60.0

40.0

46629.0

0.89

3.1

0.760

名称

PM2.5

PM10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人均GDP

微克/
立方米

微克/
立方米

微克/
立方米

微克/
立方米

北京

85.9

116.0

22.0

57.0

99995.0

天津

83.0

133.0

49.0

54.0

105231.0

石家庄市

126.0

216.0

64.0

54.0

承德市

52.0

111.0

40.0

张家口市

35.0

78.0

秦皇岛市

60.0

114.0

唐山市

101.0

廊坊市

二三
产业比

元/人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2015年统计年鉴、天津市2015年统计年鉴、河北省2015年经济年鉴、北京
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河北省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中国
统计年鉴、2015年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2015年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亿吨，占全国47%；电解铝占全国38%；

高的地区之一，在2.3%的国土面积上常住

平板玻璃产量1200万吨，占全国33%；水

人口达到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

泥产量4.6亿吨，占全国19%，原料药产量

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座（北京、天

占全国60%，农药产业占40%左右，产能

津、石家庄、保定）。高密度城市人群产

的高度聚集使得能源消费高度聚集，消耗

生的大量机动车尾气排放、取暖燃煤排

了全国33%的煤炭，这些产能多数是高能

放、扬尘、焚烧等污染物在不利气象地理

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产能，使得京

条件下，与工业排放污染物相互叠加演

津冀地区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

化，生成大量的二次污染物，二次污染物

平的4倍左右，三高产业的集中排放是京

与一次污染物污染叠加产生的雾霾污染放

津冀地区雾霾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

大效应是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严重的另一

对京津冀地区而言，雾霾污染严重

个主要原因。更为严重的是，三高产业地

不仅因为三高产业过度地理集中，更因为

理集中与人口密集地区重合使雾霾污染更

三高产业的过度地理集中与人口密集地区

多地作用于高密度人群，对民生健康造成

高度重合。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

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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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观上看，治理雾霾污染的主要任

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国家，

务是减少工业用能排放，但是基于中国的

不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向其他发展

发展阶段，靠削减产能减少排放的方式并

中国家输出污染，因此，通过调整三高产

不可取，改变过度集中的三高产业布局就

业的空间布局，把他们安排到扩散条件较

上升为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主要矛盾。京

好、符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远离人口密

津冀雾霾污染问题的症结在于三高产业在

集区的地理空间，实施三高产业的空间布

人口密集地区的空间过度集中，解决问题

局调整战略是当前减少雾霾损害的最优可

的主要矛盾从减少能源消耗转变为调整三

选途径。

高产业的空间布局，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
地承认三高产业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长
期占有重要地位，大幅度减少产能并不可

五、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攻克治
霾难关

行，要通过实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打破三
高产业在人口稠密地区的过度集中，立足

实施高排放产业的空间转移必须依

全域规划三高产业空间布局，协调好三高

据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坚决杜绝急功近

产业和城市群的空间关系，尤其要处理好

利的三高产业转移。回顾前一阶段沿海发

高排放产业与高密度城市人群的空间布局

达地区为了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模

关系，通过优化三高产业产能空间布局疏

式转型大肆向内陆地区实施传统产业梯度

解京津冀雾霾排放源，达到治理雾霾污染

转移，迫使很多三高产业迁往内陆，内陆

的目的。

地区为了谋求发展，千方百计争取产业落

回顾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不

户，最终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了华丽的产业

仅可以看到空气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发展

转型，而内陆地区则陷入污染日趋严重的

阶段高度相关，而且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

境地。事实上，无论是技术装备水平、气

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三高产业空间转移的事

象扩散条件还是污染物处理能力，沿海地

实，污染企业的海外转移是他们治理雾霾

区都具备更好的条件，沿海先发地区对承

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

接三高产业布局具有无可替代的责任，盲

的污染产能转移战略才使得包括中国在内

目向内陆转移三高产业是忽视生态文明建

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当前的严重雾霾污染问

设思想的表现，必须对依靠承接传统产业

题。在目睹了发达国家和中国所经历的环

梯度转移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战略安排进

境污染之后，三高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行反思，内陆地区有必要秉承青山绿水就

甚至欠发达国家的转移已经很难实现，而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对产业转

且靠污染转移实现了环境治理的发达国家

移设定严格的环境准入门槛，坚决抵制不

现在会用环境正义等舆论工具围攻新的高

符合环保条件的产业落户。

排放产业国际转移；更为重要的是，以中

我国新常态下实施的三大区域发展

国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对三高产业还

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有很强的产能需求，不能靠向海外转移高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进一步实施区域

排放产业来减少雾霾，最为重要的是，中

总体发展战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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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战略举措，特别是“一带一路”建

高污染物排放的处理能力；⑹大幅度提升

设，把区域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结合

空气质量环保标准；⑺在生态文明建设大

起来，是着眼全球的开放开发合作新舞

背景下，建立对雾霾排放的源头预防、过

台。在建设新的经济发展区带的过程中，

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

尤其要秉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科学合理

制度体系。

地实施三高产业的空间布局。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

实施三高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首先

题是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不仅表现在经

要对三高产业的空间规划进行专门深入研

济部门结构上，也突出表现在经济布局的

究，基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制定三高产

空间结构上。空间结构不合理是区域经济

业的空间布局规划，⑴坚决去除不必要的

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也是造成地区间环境

过剩产能；⑵基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

质量差异的主因。从全局的高度放眼解决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发展战

雾霾等环境质量问题的出路，必须是在生

略对三高产业的空间分布进行总体安排；

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导下，围绕产业、区域

⑶选择便于扩散和远离人口稠密地区进

等结构性问题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行产业区位选址；⑷在合理空间布局前提

动体制机制创新，把宏观经济布局与地方

下鼓励做大做强优势企业，提升产业集中

经济发展的利益协调起来，把环境质量效

度，充分发挥大企业的人才、技术和资金

益作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成果的重要

优势，提高能源效率和排放治理水平；⑸

部分增强改革的整体效应，才能有效治理

抓住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的契机促进企业的

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最终实现全面小

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的能源效率水平，提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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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Capacity and Easing Haze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Li Qing
Abstract: Haze pollution related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cannot be achieved under such hazy sky. The crux of haze
pollu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over-concentration of high energy-consumption, high emission and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in populated regions where massive industrial
emissions combined with other emissions such as urban traffic, heating, and raising dust, causing
serious haze pollution in unfavorable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and cities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articular, the spatial lay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high density
city agglomerations must receive better planning. By these means,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haze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capacity; spatial layout; Beijing-Tianjin-Hebei; 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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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地下综合管廊法制建设的
经验与借鉴
◎

宁超乔 张家睿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热潮的开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开始着手进行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虽然我国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
设工作已受到了重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针对国内管廊法规体系建设当中存在问
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境外地区的相关经验借鉴，对我国地下管廊的法规制度建
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包括开展专项立法、完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法规体系建设以及鼓
励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参与到城市地下管廊的建设当中。
关键词：地下综合管廊 法规体系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93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12
关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指导

一、我国地下综合管廊的发展与
制度建设

性文件，尤其是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
见》提出：“从2015年起，城市新区、各类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又称共同沟，是

园区、成片开发区域的新建道路要根据功

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

能需求，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老城区

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

要结合旧城更新、道路改造、河道治理、地

政管线的公共隧道，这一结构在容纳城市

下空间开发等，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地下

中各类公用类管线的同时还留有供检修人

综合管廊建设”，正式对在全国范围内开

员的行走通道，适用于交通流量大、地下

展大规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出明确

[1, 2]

管线多的重要路段 。
2013年至今，国务院相继出台多部有

要求。此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投融资模式、
技术规范及财政支持等方面的细则文件，

【基金项目】2016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课题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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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了国内城市轰轰烈烈建设地下管廊的

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管理意见、编制规

热潮，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开始着手进行

范等，虽为我国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运营

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相关的理论和实践

管理提供了基础性的法律支持，但在法规

[3-7]

研究也不断增加 。可以说，地下综合管廊

内容、谱系建设、主体划定等方面仍存在

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战略要点，它

显著问题亟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尚无专门

以其集约化利用地下空间、安全性能高、

针对地下管线或综合管廊管理与保护的法

改善城市景观及道路开挖现状等优势，成

规；上位缺失导致各地方制定相应制度时

为地下管网治理工作推进的抓手，在新常

缺乏依据，无法完善执行细则；未能对管

态经济形势下，对于拉动投资、去库存、去

廊各相关单位的法律权责进行明确划定，

产能等政策目标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导致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地下管线建设管理

我国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起步较

的过程中难以统筹协调，执行力不佳。

晚，1958年第一条综合管沟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下建成，其后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
也先后进行了地下综合管廊的开发建设。

二、制约地下综合管廊法规制度
建设的深层因素

但是，相关的政策法规却是从2013年开始
才陆续出台（表1），其内容主要涉及管廊
表1
政策法规

虽然我国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工作

我国地下综合管廊相关法规政策
出台时间

主要相关内容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
2013年 试点规划、规划、可开发建设管廊的道路
见》
试点任务、建设区域、规划、配套设施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
2014年 求、投资运营建议、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
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息系统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 2015年

编制主体、管理控制、编制内容、成果要
求

总体要求、规划目标、建设主体、质量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
2015年 全、入廊、管理要求、有偿使用指导性说
廊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支持政策
总则、术语定义、基本规定、规划、勘察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管理标准》
2015年 设计、施工与监理、检测与监测、竣工验
(CECS 401：2015)
收
总则、术语定义、基本规定、地下空间环
《城市地下空间运营管理标准》(CECS
2015年 境质量控制、地下建筑消防、地下结构健
402:2015)
康监测、智能管理、应急管理
《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
有偿使用制度、市场定价机制、费用承担
2015年
度的指导意见》
主体、费用构成、保障措施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
2015年 债券发行放宽政策
引》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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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受制于发展

部门不予各类审批，既有管线应逐步有序

思路、技术、体制、资金等多重因素的影

迁移至地下综合管廊”。但从现存法律和

响，目前的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主要体现

制度的性质、地位上看，《中国2010年上

在三个方面。

海世博会园区管线综合管沟管理办法》是

目前我国国家层次指导性意见及地方近年
（一）管廊主体混乱、性质不明确， 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的范本，此外只有综合
投资建设与后期管理有诸多争议
性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缺乏专项立
目前我国地下综合管廊交叉存在着 法，权威性不足。另外，国家层面的法规政
三种管理体系：一是职能管理，主要涉及 策的指导性虽强，但有关运行维护、监测
投资计划、财政、城市规划、工程建设、 管理和应急防灾等后期事项的法律政策仍
城市管理、安全监督、信息档案、保密、 不够细致深入，目前只覆盖了入廊和定价
国土资源、国家安全等部门；二是行业管 问题，针对运营管理只提供了行业标准，
理，主要涉及电力、电信、供水、排水、 并未建立完整的法规措施来约束监督，故
燃气、热力、工信、能源等行业主管部 仍应抓紧构建完整的法律政策体系。
门；三是权属管理，主要涉及中央和地方
在地市政府层面，我国仍未有城市出
相关企业等。而国内管廊发展却主要依靠 台完整的地下综合管廊法规体系，包括规
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实施理念来推动，大 划建设方案及实施细则，多数城市仅对局
多仍遵循“谁用谁投资，谁拥有谁管理” 部区域进行考量，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地
的模式，故容易引发部门各自为政，条块 下综合管廊建设。随着我国地下综合管廊
分割、交叉重复、多头管理的问题，致使 建设的全面推广，地下管廊在实践过程中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面临许多难题，诸如资 缺乏一套整体统筹和协调的法规体系引
金到位难、清理整顿难、道路开挖难、执 导，从而给后续建设带来难题 [11]，甚至引
法管理难等等。
发返工和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即使综合管廊建成后，归口管理也较 同时整体法规体系的缺失还使得城市供
混乱，从目前来看，有属于城市道路管理 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热力等市
部门的，有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也有属 政管线各自为政，整体局面仍旧是分散建
于各开发公司管理的，缺乏有效的整合管 设、自成体系，整合难度较大。
理 [1, 8-10]。因此，针对我国地下综合管廊管
（三）地方设计和施工规范滞后
理机制的完善工作须加快脚步。
在发达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规划与设
（二）入廊规范制度未形成体系，规 计都有相应规范，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技
划建设过程中实施和协调难度大
术体系，相比之下、国内相关规范指引则
2015年《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不尽完善。
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已建设地下综合
我国于近年才陆续颁布了包括《城市
管廊的区域，所有管线必须入廊，在其他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和《城
区域新建管线的，规划、建设、市政道路 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等在内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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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规定，除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规

善过程，最终形成的地下管廊法规体系，

划编制做出了初步引导外，还涉及给水、

包括城市规划法规、管道安全法规、道路

雨水、污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等城市

法规、共同沟法规、建设法规及相关行业

工程管线采用综合管廊方式敷设及安装

规范等诸多方面。

时、应用的技术规定及标准。以上设计规
范的出台对我国地下综合管廊规划技术的

（一）地下空间与综合管廊的协调发展

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但因管廊建设在

发达国家的中央层级的法规体系非常

管线属性、施工技术、材料性能及地质条

成熟，形成了多层级、多范围、多对象的

件等诸多方面有较大的区域间差异，故仍

制度谱系。从日本的地下管廊相关法谱系

须在具体实践中进行实施细则的补充完

的发展来看（表2），为了推动综合管廊

善，根据不同地区实施的现状特点，研究

的建设，日本在1963年4月颁布了《关于

制定相关的地方设计规范，以实现对我国

建设综合管廊的特别措施法》及《综合管

地下综合管廊设计的标准化管理。除此之

廊法实施细则》，有效解决了综合管廊建

外，在规范出台之前各地区已有一定的管

设的城市道路范围及地下管线单位入廊的

廊建设实践，各地管廊布设方式及技术标

关键性问题。

准有所差异，也会对后期区域协调造成一
定隐患。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大量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深度地下空间的开发

随着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推广

利用问题，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12]。对地

和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也会逐渐加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的关注，也促进了对综

大，有必要针对目前的制度体系提出更高

合管廊建设的完善。1991年，日本政府制

的要求，以适应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下综

定了《地下空间公共利用基本规划编制方

合管廊的发展需要。因此，借助一些先进

针》，内容包括提出地下空间是城市空间

的国际经验来完善我国地下管廊法规制度

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上地下空间规划

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国外地

同等重要，试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最

下管廊入廊、运营和管理有诸多成功的制

大限度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2001年

度经验，但因所有权、经济市场性质和国

颁布的《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

情不同，我国地下综合管廊的法规建设也

法》则是将城市地表5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

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需要在充分了解

无偿划为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公共事业使用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情进行借鉴。

空间，通过对因公共利益事业而为大深度
地下使用的要件、程序等制定特别措施，

三、地下综合管廊的境外经验及
启示

强化了大深层地下空间资源公共性使用的
规划、建设与管理，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的法律由单一管理向综合管理推进[13]。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境外

虽然日本在早期大规模开发利用地

的综合管廊建设的法规体系相对完善，多

下综合管廊过程中也曾暴露了一些问题，

数国家都经历了几十年的综合管廊法规完

如：中长期规划制度不够完善，地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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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未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网；既有的地下

设情况考察研究而发布的相关报告；相关

设施建设制约着新的地下管廊布局。但

法规制定或修订时置入的共同管道方面内

是，日本政府通过数十年的法规体系建设

容；以及由个别地方政府制定的共同管道

过程，形成了从综合法律、单项法律、到

相关法规。

配套辅助法律的完善法规谱系（表2），

其次是法规体系建立阶段：2000年台

从而实现了地下空间、综合管廊的统一规

湾正式颁布了《共同管道法》，以此为转

[14]

划管理法规制度 。

折点标志着其地下综合管廊的法规体系步
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3年，台湾共同

（二）核心法规和具体法规的互补关系

管道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内容涉及共同

199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为了实现

管道规划建设方面的母法及其施行细则、

“提升城乡生活质量，统合公共设施管线

建设基金及运用办法、工程设计标准等

配置，加强道路管理，维护交通安全及市

（表3），为后期各县市制定和修正共同

[15]

容观瞻，推动共同管道建设”的目标 ，启

管道地方规章制度提供了依据[16]。

动地下综合管廊的立法准备与法规制度构
建工作，其发展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最后是制度框架完善阶段：在全域法
规体系建立的基础上，2003年之后共同管

首先是立法基础探索阶段：主要进展

道的立法工作在各个县市全面铺开，各项

包括基于对境外共同管道工程及制度建

地方层面的相关条例和办法陆续颁布。如

表2
法规类型

日本地下综合管廊规划管理法规体系
具体法规

综合法律 《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别措施法》

主要内容
（1）明确相关内容的具体定义；
（2）规定了基本方针；
（3）规定了大深度地下使用的认可、
取消等；
（4）规定了事业区域的转让、补偿。

（1）明确必须建设综合管廊的城市道
路范围、建设主体、编制规划、管理
规程等；
（2）确立了综合管廊的使用申请、许
《关于建设综合管廊特别措施法》
可，使用权的继承转让，监督与处分
单项法律
《关于建设电线综合管廊的特别措施法》 等管理内容及程序；
（3）规定了综合管廊的相关费用、重
点明确建设费、维护管理费的分担原
则与计算方法以及国家、地方政府的
政策性补贴、收入的归属等。
《促进民间参与都市开发投资紧急措施》
《道路整备紧急措施法》
配套或辅助
规定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建设支
《道路开发资金贷付要纲》
法律
持、融资制度等相关内容。
《推进民间都市开发特别措置法》
《有关民间事业者能力活用临时措置法》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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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台湾地区全域层级共同管道法规制度体系简表

名称

颁布时间

主要内容

《共同管道法》

2000年6月

总则、规划与建设、管理与使用、经费
与负担、罚则

《共同管道建设及管理经费分摊
办法》

2001年12月

建立管理及维护经费专户、经费分担方
式

《共同管道法施行细则》

2001年12月

对公告、检讨书、实施计划、申请、贷
款申请、档案管理的内容要求

《共同管道建设基金收支保管及
2002年4月
共同管道建设基金的收支、保管及运
运用办法》
（2008年1月废止） 用，会计与审计制度等
《共同管道系统使用土地上空或
地下之使用程序使用范围界线划
分登记征收及补偿审核办法》
《共同管道工程设计标准》

2002年5月

对公告、边界、经费补偿、申请书等的
要求

2003年5月

术语定义、调查资料、位置、线型、管
道间距、内部尺寸、覆土深度、结构设
计、防水、接缝、特殊设施、排水、盖
板、安全、及其他配套设施等要求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台北市共同管道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自
治条例》、《高雄市共同管道管理办法》
等均是在这一阶段颁布实施的[15, 17]。

建立。

（三）国家权力监督下法规权威的确立

总的来说，台湾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善

除了法规本身的体系完善外，法规的

的地下综合管廊的法规体系，主要体现在

权威性地位也是后续建设、管理过程中能

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在结构上，台湾共

够依循法规制度进行强有力推进的原因。

同管道法规制度体系包含全域和地方两个

地下管线管理领域亦如此。尤其在部分西

层面，囊括法律、命令、自治法规、工程

方国家，地下管线管理法制化的必要性更

设计及管理制度等多种类型。在内容上，

为突出，运用并实施严格而完备的法律法

则包含了共同管道建设管理过程中的各项

规体系，以有效监管各种市场主体的相关

重大问题，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工程设计

行为，是一种普遍的政府管制手段[18]。

制度、经费制度和管理维护制度三方面[15, 16]
（图1）。

以英国的地下管线规划实施管理为
例，《管道法》（Pipeline Act）将管线管

从台湾的法规制度建设历程来看，最

理提高到了立法及国家管理的层级。以新

先制定的是上位层级的核心法规，从而对

建管道为例，《管道法》规定所有新建管

整个工程体系进行宏观把控和总则制定，

道都必须在施工起始日期之前至少16周向

并突出综合管廊的工程建设制度。随着具

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提出申请，

体工程的推进，具体领域的相关问题接踵

由国务大臣根据《城乡规划法》（1947）

而至，从费用控制到权属把控，再到具体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进行审

的工程标准，分阶段地完成了法规制度的

核。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务大臣可以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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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程序
工程设计制度
设计标准

台湾共同
管道法规
制度体系
内容概要

建设基金制度
经费制度
建设与使用费分摊标准

管理办法
管理维护制度
公告制度

图1 台湾共同管道法规制度体系内容概要建设与使用费分摊标准
议院或者众议院召开公开听证会，对申请

度的差异为例，地下综合管廊作为一种大

进行裁决。未按规定提出新建管道申请或

型公共工程，其推进往往是以公共利益

者申请中的施工路线图不符合要求，或者

而非盈利性为优先考量，因此在土地私有

实际施工路线与申请路线不符都将被依法

制制度下，土地权属问题就成为了制约其

处以罚款。英国的规划行政监督的突出特

规划建设的一大瓶颈，为破除这一消极桎

点则在于，在立法与司法监督的基础上，

梏，日本就曾于2001年颁布了《大深度地

更侧重于行政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机

下使用特别措施法》，规定“将私有土地

制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严密完善和成熟

地下50米以下的空间使用权无偿提供给公

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了行政监督能够严格

共事业使用”[20]。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19]

地依法进行。

土地国有的属性使得政府在地下综合管廊

所以，即便是建立起了法规体系，如

的规划建设中具备更大的话语权和控制

果在执行过程中不能维系建设法规的权威

力，遭遇的阻碍也相对较少。然而，当管

性，在工程的规划审批过程中不严格遵循

廊建设区域地上部分的土地使用权被转让

规划规章，随意变更管廊规划，那么法规

给社会资本时，其空间权属尤其是地下部

本身也会沦为一纸空文。

分的使用范围应如何界定，则是在我国土
地制度下也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因此，我国在地下综合管廊法规体系
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与境外有所

我国在土地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投

不同，在借鉴境外地下综合管廊的发展建

资环境等方面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

设经验时，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

和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以土地制

我国的实际情况，发挥其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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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法规谱系的完善，即法律、法规、标

（一）开展专项立法填补法规的模糊
地带

国仅有上海市的《上海市城市道路架空

与境外的地下管线法规体系的完善和

线管理办法》（2010年）和重庆市的《重

成熟相对比的是，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

庆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2006年）

对于地下管线建设，既没有项目规划、施

等，缺乏更上位层面的法规统筹。当然，

工建设、经营管理方面的对应法规，也没

这一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应该给予充

有设计、施工、验收方面的对应标准，而

分的尝试和试验，逐步完善其内容，其具

仅仅是参照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进

体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准、制度的多层次体系的入手和关注。我

行。同时，相关标准还存在口径不统一、实

第一，明确地下管廊开发利用的主管

施欠缺规范的问题。现有的《城镇燃气设

机构及权限范围。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

计规范》（GB50028-2006）对地下燃气管

会制定法律，或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相邻管道之间的

令地下管廊开发利用得到规范。考虑到城

水平净距离有较为明晰的规定，《建筑设

市管廊建设的迫切性，近期可由地方制定

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对电力电

相关法规初步实施规范。

缆不应与可燃气体管道、热力管道埋设在

第二，将地下管廊开发利用纳入法

同一管沟内也有规定，而地下综合管廊在

制化轨道。除了制定《地下空间资源管理

管线布局上均突破了这些规定，对于地下

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外，还

综合管廊可以容纳哪些管线还没有统一的

应当制定专项立法，如《地下综合管廊

标准，尚未形成一套具体的针对地下综合

法》，以及相关配套或辅助立法等。

管廊的设计规范、技术标准和验收规范。

第三，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应将

因此，为了调整、理顺地下管线管理

实施细则的出台及制度的完善作为探索的

中涉及的各专业管线权属单位、行业性的

重点，对入廊、运营管理过程中的行为主

行政主管部门、综合性的行政管理以及地

体的权责及相应的鼓励性和惩罚性对策作

下管线其他主体（如物业管理单位）和社

出明确的规定，强调细致性与可操作性的

会公众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

规范。

系，有必要借鉴境外在地下管线管理法制
的城市地下管线管理的专门立法工作，构

（三）在法制的框架下鼓励多元主体
的参与

建与《城乡规划法》《建筑法》等法律法

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规相配套、相衔接的地下管线管理的法律

提出要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

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国家层面

[21]

规范。

（二）完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法规体
系建设
除了法规体系的空白的填补，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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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如此庞大的建设工程，单靠政府的

廊开发利用的法规体制。还有就是要建立

开发显然是难以承担的，在可见的将来，

长效的管理制度和平台，尽可能地吸纳更

政府将会在全国范围内鼓励更多的社会主

多样的主体，从而形成可持续和健全的咨

体参与到共同的城市管廊建设当中。

询、决策网络，实现整个行政组织的科学

因此，地下管廊法律法规的建设，也

化、合理化与法制化。

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将更多的主体纳入到地

国外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地下综合

下综合管廊的建设中来，也包括一系列投

管廊作为城市发展的中枢神经与血脉网络

融资模式、技术规范及财政支持等方面的

由来已久，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为

内容。首先，地方政府要起主导和监督作

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值得关注的安全与

用，具体工作可以由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全

便利。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面负责。同时借助专家委员会的力量，在

断提高，在国务院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

分工明确和决策透明的前提下，借助其专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发展的大好契机。

业性资源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其次，要

我们应把握这一机会，通过有效和完善

保证参与的过程是在充分且专业的论证下

的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城市让生活更美

进行，建议形成政府、建设单位、社会专

好”这一目标向前迈进。

家和使用主体等多方共同参与地下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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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Tunne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Ning Chaoqiao, Zhang Jiaru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boo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many and various cities have begun developed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
has been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laws and regulation on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
system on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 drawing less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 Those
suggestions including: developing spe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central to local, and encouraging multiple participants to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Keywords: underground comprehensive tunnel; legislatio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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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下
粤港澳文化交流与合作
◎

余

欣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已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愿景规划，作为极具经济活力的
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三地文化各有所长，且三地文化合作以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稳步推进为原则，在各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并可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助推粤港澳文化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
业传播和发展，是值得当前探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粤港澳文化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合作
【中图分类号】G127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13
“一带一路”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出

力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步伐也越来越

去的一个发展平台。众所周知，“一带一

快。三地文化各有所长，且三地文化合作

路”沿线国的语言文字、历史传统、文化

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稳步

习俗、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存在很大差

推进为原则，在各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并

异；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

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着不同理解，甚至存在一定误解，对中国

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助推粤港澳文化融合发

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

展，实现民心相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价值观念也还存在一些模糊的、甚至是

化，促进文化产业传播和发展，塑造中国

不合理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一

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是值得我们当前探

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难度。尽管有这些困

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难，我们要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倡议
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符合沿途国家人们的意愿。加强民生
建设，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各国努力的重
要目标，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已被纳入国家
“一带一路”愿景规划，作为极具经济活

一、文化交流合作在“一带一
路”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
的灵魂和支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和宗教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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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治立场、利益诉求、行为模式都存

讲话时强调，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

在巨大差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国支持不

在于心相通，而实现民心相通，首要而有

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

效的手段就是文化交流。文化的影响力超

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

越时空，超越国界。发挥文化交流的向导

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亚

力、融合力、创造力、想象力、感染力，

洲国家地方省区市建立合作关系。亚洲

可以全面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

旅游资源丰富，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史文化、政治现状及利益诉求，从而起到

应该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让旅游合

消除偏见、化解歧见、增进共识的效果，

作和互联互通建设相互促进。以国际留

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学生为例，根据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

古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古

展报告（2016）》蓝皮书显示，“一带一

代中国许多科学文化创新创造通过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明显增加。印

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

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的一些现

增长幅度超过10%。生源排名前15名的来

代科学知识，“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不

源国中，泰国、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等

同文化深入交融的融合剂。不同文明之间

10个国家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习近

的交流互鉴，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

平总书记同时提出，中国将继续全面对

主要渠道，也是世界文明日益多元、相互

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

包容的时代标签。“一带一路”倡议是为

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了使欧亚非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

绸之路，实现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

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从提

共享。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

出伊始，就把“经济合作”放在首要位置

容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角，大力开展中

上。诚然，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力量，但

外文化交流，在学习互鉴中，为推动人类

文化的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国家领导人

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在各种场合关于“一带一路”的论述中，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传播中国优

反复提及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

秀传统文化、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举

鉴”，要“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

措。开展“一带一路”战略与弘扬传统文

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从古至今，文化

化是无法分割的。首先，“一带一路”本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发挥着潜移默化、润物

身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唤醒

无声的作用，文化交融的结晶甚至能在人

和延续，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所蕴含的

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更为永恒的记忆。

精神理想与融合中西文化、广纳八方精华

（二）
“一带一路”是我国推进文化
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

的汉唐风度是一脉相承的。通过“一带一
路”，世界将感受到更加立体、鲜活、充
满历史底蕴又与时代同步的中国传统文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

化。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打

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

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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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崇和向善的传统战略文化。如今，

明日益多元、相互包容的时代标签。

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亚洲的兴衰荣辱紧密连
接在一起，从“同舟共济”到“亲、诚、
惠、容”，中国道路越走越明晰，传统文

二、 粤港澳和“一带一路”文
化交流与合作

化作为我们的战略底色随着国家的发展
也不断得到彰显。这些战略理念将内化为

文化是在一个城市经济繁荣的基础

中国的软实力，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具有

上呈现的硕果，所以文化需要强烈的经济

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总

基础作支持。“从这个方面来看，粤港澳

体战略之下，文化传播前景广阔，文化建

大湾区或是‘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最重要

设大有可为。应抓住这个文化发展的战略

的发动机”。粤港澳大湾区已被纳入国家

机遇期，将中国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传

“一带一路”愿景规划，作为极具经济活

播，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从而更好地培

力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步伐也越来

育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越快。三地文化合作以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平等协商、稳步推进为原则，在各方
（三）利用文化先行，
使“一带一路” 面取得良好进展，并可在“一带一路”建
走向和平和共赢
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香港具备广阔的艺术
在建设“一带一路”进程中，我们应当 创作空间及多元的文化氛围，在过去多年
坚持文化先行，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高度 亦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同层次的
自觉，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 文化交流。三地可发挥优势，研究在粤港
创新，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 澳文化合作平台上促进文化及青年交流，
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深
展。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体现了人类跨越 化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并
阻隔、交流互鉴的胆识和毅力，在古代东 把握契机，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同时推动
西方文明交流交往历史中写下重要篇章。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带
正是在丝绸之路的引领推动下，世界开始 动港澳地区文化的提升与发展。
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顺应求和
（一）粤港澳文化依托“一带一路”
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追求，“一带一
路”新倡议被赋予新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 走出去
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创新迎
“一带一路”对提升粤港澳文化艺术
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一带一路”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一带一路’走
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作用，就能把地区间 出去，可以让粤港澳文化艺术成为一张闪
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亮的世界名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一带 地区为粤港澳艺术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一路”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深入交融的融 空间，对拓宽艺术眼光和提升技艺都有帮
合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当今世 助。“一带一路”要做到与沿线国家地区
界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渠道，也是世界文 民心相通，文化艺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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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解，使关系更融洽、

到了国际水平，但是中国的音乐真正地做

合作更顺利。粤港澳应扮演好文化传承、

到“走出去”还有一定的距离，“一带一

推动民间交往的角色，融入祖国的发展中

路”不仅为各国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沟

去。“一带一路”也给粤港澳年轻人提供

通渠道，更是艺术文化的交流平台，也是

了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应将眼界放宽，把

中国音乐走向国际化的大好机遇。

国家发展与个人的理想与前途相结合，人

4.广东文化走出去

生将更有目标和动力。

近年来，广东省文化厅积极配合国家

1.饮食文化

外交大局，密切开展央地文化交流合作。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香港义

除开展“欢乐春节”活动外，还主动与中

工联盟常务副主席马浩文在接受采访时认

国驻外文化中心合作，圆满完成了一批规

为，“一带一路”战略在艺术文化交流方

格高、影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项目。以莫

面大有可为，而对于中国来说，最适合推

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为契机，2012年至

出去的文化，就是饮食文化。“有研究表

2013年，广东省与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开

明，中国人到外地旅游时，约有一半以上

展年度合作，共组织9批184人次出访俄罗

的时间去寻找当地的美食，而外国人来到

斯，以大团组结合小队伍、多批次的交流

中国也会首先寻找当地的特色食物，所以

方式形成连续效应，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

以饮食文化作为文化交流的‘先行军’，

民俗文化。2015年，广东积极与柏林中国

有非常大的前景。”虽然中国的饮食文化

文化中心开展年度对口合作，全年合作项

有巨大的前景，但因为还没有全球化的中

目达12个，积极推送文艺演出、雕塑展、

国饮食集团，这也阻碍了饮食文化的大范

艺术展、现代舞等精品项目赴德国交流，

围推广。未来应该着重打造中国饮食的特

参加当地节庆活动，成为广东省依托文

色品牌，并坚持风格，从而达到饮食文化

化部平台、加强对外联系、统筹海内外资

“走出去”的目的。

源、助推广东省内文化精品和企业走出去

2.影视文化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影视文化风
靡一时，然而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当下社
会似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在如今的社

的成功实践。

（二）
“一带一路”促进粤港澳三地
文化融合发展  

会下，对于曾经的辉煌应该采用“去其糟

1.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发展

粕，取其精华”的态度，而香港还在其中

粤港澳文化合作第十八次会议于2017

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样也会让新时代的

年6月1日至2日在广东佛山召开。会上，

年轻人更有兴趣，更有文化认同感。相信

粤港澳三地共同签署了《粤港澳共同推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机

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

会，是将自己的新的文化形象重新介绍给

《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及

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机遇。

《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与合作意向书（第

3.音乐文化
目前中国许多歌手在音乐方面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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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推动青年文

使，在国际上唱出好声音、讲述好故事、传

化交流、加强品牌建设、完善合作机制等

播正能量，树立了文化广东的新形象。

共识。三地政府及文化部门紧密结合共建

近年来，广东积极开展对港澳文化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挥粤港澳独特

交流基地工作，推动三地合作向纵深化发

优势和作用，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文化

展。粤港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同

交流品牌，增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

宗，广东省与港澳文化交流规模占据内地

交流与文明互鉴，是对不久前结束的“一

各省总量近一半。

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积极响应。同

加强制度化建设是推动粤港澳文化合

时，粤港澳三方未来将更系统、更全面地

作的基础。广东省文化厅积极落实《粤港

推进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

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领域更广阔、层次更丰富的交流平台，为

的相关要求，与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

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培养青年人才。三地

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签订了《粤港澳

在多个范畴的合作取得进展。演艺方面，

艺文合作协议书》、《粤港澳文化交流合

继2017年年初成功举办《粤乐集结号——

作发展规划2009—2013》、《粤港澳文化

跨界广东音乐会》后，三地正计划进行粤

交流合作发展规划2014—2018》、《粤港

乐巡演。粤港澳的演艺团体交流亦见频

澳文化交流合作示范点工作协议书》等合

繁；文博方面，三地继续筹划多个大型巡

作文本，实现了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从民

回展览，推广出色的文艺精品；人才培育

间自发到政府引导、从临时性到计划性、

方面，推进专题性的研究和培训，提升公

从交往到共事的深度融合。

共服务和专业水平。2018年三地亦会继续
在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创
意产业方面合作，以促进相关服务和文化
界别的发展。

（三）
“一带一路”助推港澳与内地
文化融合
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呈

2.制度化建设推动粤港澳文化交流

现出日益紧密、丰富、健康发展的态势，

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是经济

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交

建设强省，也是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

流格局，有力助推了中华文化在香港的传

的排头兵。近年来，广东省文化厅围绕国

播与传承，对增进香港同胞对国家、对民

家外交大局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要求，大力推动广东文化走出去，完成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工作

多项高规格、影响大的涉外文化项目，文化

战略方针指引下，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丰

产品及文化服务的竞争力显著增强。2011

富多彩，项目年均交流量达750项、1万人

年至2015年，广东省对外和对港澳台双向

次，较回归之初增长了一倍。

文化交流共计3300余批、5.5万多人次。尤

文化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其是2015年，双向文化交流创下历史新高，

2005年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区更紧密文化

达到1024批、1.59万人次，继续领跑全国。

关系安排协议书》，以“互惠双赢、加强

一批批来自广东的文艺团队充当文化大

合作、共同发展”为原则，规划了内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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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文化方面加强合作的领域和渠道，

化的特性与规律，立足于文化的“互动

从机制上保证了与香港地区的文化交流

性”，在文化的不断变化中，与时俱进地

与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双方在重大文

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关注中国文化的传

化活动合作、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惠民服

承与发展，思考提炼文化传播的内容，才

务、文化产业合作、携手共推文化走向世

能在“一带一路”战略所提供的机遇中，

界等方面合作全面深化，促进共同发展。

在与国际的交流与互动中，长远而持续地

文化部加强与香港开展重大文化活动合

传播中国文化。

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文化施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有两

政。鼓励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

参与和举办重大文化活动，支持香港实现

中的人对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具有“自知

成为国际文化大都会的愿景。经过多年合

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有充

作打造，“欢乐春节”“香江明月夜”庆

分认识；其二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

中秋活动“根与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

演”“故宫精品系列展”“中国戏曲节”

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

等品牌项目持续不断地将内地文化艺术精

化的“自觉”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的

品带到香港。同时，“港澳视觉艺术双年

文化，客观、自觉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当

展”“香港经典电影展映”“香港北京舞

下，并预测未来。在此基础上再去了解其

蹈双周”等活动在内地的影响不断扩大，

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中

逐渐成为内地与香港艺术交流的重要平

反观自身文化的特点，了解其他文化的特

台，让内地观众更加直接了解和感受到香

点，在“知己知彼”的过程中明晰自身的

港文化艺术发展与精彩魅力。

需求及目的。

港澳与内地社会风情各不相同，但传

相对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化具有一

统文化基因中包容、接纳的共同特质，使两

定的稳定性，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在短

地得以突破地域的界限而相互联结。如何

短40年内，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不仅使

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尤其是在国

物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精神

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焕发出属于当

世界、价值体系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也都

代的活力，是值得两地共同探讨的课题。

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所以，我们既要尊

期待加深对彼此的认知和了解，发掘新的

重历史，又要关注当下，在文化的变化与

合作机遇，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

互动中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
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与人类认识文化不

三、文化融合传播在“一带一
路”推行中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可避免的简约性是跨文传播过程中最难突
破的制约。文化本身是复杂的，因而影响
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以及相关障碍也是多重

（一）文化的固有特性及跨文化传播
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而复杂的。除了文化思想本身的差异外，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遵循文

差异性文化内涵，也造成了跨文化传播过

148

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所表达的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程中的困难。

是全人类、全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

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与民族有大有小，但决
（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无优劣高下之别，这就如同联合国每一个
面临着很多可预见的障碍和不确定的困难 成员国都有平等的表决权一样。
中国的经济体量之庞大、发展速度之
文化交流必须相互尊重。每一个国
迅猛、能源消耗之巨大，让一些国家在亲 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
近中掺杂着畏惧和担忧；西方舆论不遗余 的内涵，决不能因为科技和物质发展水
力地炒作“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也 平不同，就胡乱给各种文化贴上“先进”
干扰了中国的外向发展；不少沿线国家和 或“落后”标签。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平等
地区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产区，既是大国虎 对待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尊重“一带
视眈眈的战略要冲，也是复杂的宗教和民 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传统，绝不会搞西
族问题的敏感区，动荡不安的地方局势进 方“普世价值”那一套，将其他文明视为
一步加剧了中国与之合作的困难。种种问 “未开化”，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凌驾
题叠加，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解、质 于其他国家之上。
疑甚至责难和抗议，单纯靠资源置换、利
文化交流重在学习互鉴。不同文化和
益置换也许无法达到一些国家的期待。因 文明不仅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民族
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交流能起到积 的代代相传，而且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充分尊重沿线各国历 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我
史文化宗教的不同，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 国古代就从与西域文化交流中获益良多，
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 石榴、葡萄、胡萝卜等物产都是从西域传入
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文化符 内地，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音乐就
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吸 占五部，等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下的
收融汇，互学互鉴，才能使各国人民产生 文化交流需要特别注意，互学互鉴而不是
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增进彼此感情。 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下文化
交流的基本原则

四、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推进粤港
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及建议

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使人
类社会更加和睦。要真正做到文化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战略，除

必须坚持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开放包容

了要打造“中国模式”的世界级著名湾区

和互学互鉴的基本原则。

外，还要以区域品牌的形象捆绑以服务于

文化交流前提是平等。世界是丰富多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对于“政策沟

彩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带

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这

一路”沿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

“四通”，“民心相通”发展较为缓慢，但

化传统和发展模式，都为共同构建几千年

作用却更为重要和长远。从国家层面到地

的人类文明史大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

方层面，都应该投放更多的资源在“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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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民心工程上。

（一）以“华侨”为媒加强人文交流

域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应成为“民心相
通”的重要抓手。利用港澳地区发展的医
疗技术和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联结深圳

在巩固现有的“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广州两地的三甲医院，对“海上丝绸之

基础上，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欠发达国家

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

进行全面的医疗援助。通过派遣医疗人员

的沟通和联系。围绕地方产品、智库、文

进驻当地、医学生交流培养专案、传染病

化、出版、教育、法律等人文领域设立多

监测中心建设、中医药（南药）种植和开

种形式的贸易展览会、恳亲大会、同乡联

发基地等形式把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服务传

谊会，引导侨资企业或华侨华人回乡开展

递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良

经贸和文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华侨华

好的“白求恩”形象。

人的桥梁作用，为粤港澳企业走出去提供

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些东南

支持。通过华侨的推介，让“海上丝绸之

亚国家妇女和儿童地位不高等现象，通过

路”沿线国家了解我国、了解我国政策、

广东妇女联合会、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国

了解岭南文化。通过打造港澳及珠三角的

际儿童教育协会等NGO对“海上丝绸之

整体开放新形象，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

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妇女进行知识普及

市群”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知名度

和生存技能培训，提升其个人能力和社会

和影响力。

地位。鉴于香港和澳门地区青少年协会的

以“世遗”申报为契机，加强与“海

运作成熟，可以以港澳地区为引导，联合

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互动。把“粤港

珠三角地区青少年协会，以夏令营、志愿

澳大湾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者、赛事等形式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

起源的核心区，整合泉州、潮州、阳江等

沿线青少年成长的帮持。欠发达国家青少

国内重要主港，联合河内、吉隆坡、雅加

年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有利于其未来

达、科伦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

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对

主港，打包申请“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

“民心相通”的推动。

遗产”。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
宣传推介，提升知名度。另一方面，尝试

（三）打造大湾区国际文化旅游圈

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节点城市合作，

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旅游圈为

在粤港澳地区轮流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

目标，实现粤港澳三地更加便利化的“自

化节”，全方位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

由行”。以广州南沙、珠海、深圳游艇码

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增强粤港澳大湾区

头建设为契机，对接香港和澳门两地的

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游艇码头，把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做

（二）民生互助以赢得民心

出品牌。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游艇自由行的
起点，探索把旅游路线拓展到“海上丝绸

粤港澳大湾区在支持“一带一路”

之路”沿线。其次，尝试与“海上丝绸之

建设中，应更关注的是共同发展。医疗领

路”沿线著名的旅游城市合作，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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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澳门联合或轮流举办“海上丝绸

流的需要，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维吾尔语

之路旅游文化节”，通过旅游文化节推介

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和东干学研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旅游城市的旅游景

究所，加上俄语、中亚语系一同培养了懂

点和旅游产品，通过旅游文化传播增加各

俄语和中亚语言的三百多名本科毕业生。
广州地区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在近

国之间的文化认知和认同。
联合开发境外旅游产业集聚区。以港

几年迎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之需开设

澳资企业投资开发广东旅游景区的经验为

了越南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老挝语、

基础，进一步探索以粤港澳大湾区大型旅

马来语、乌尔都语、泰语、波兰语本科专

游企业为主体的境外旅游景区合作开发模

业，每年各专业招生20人。随着我国对

式，实现旅游消费引进来，旅游投资走出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加大，

去。以多投资主体，联合当地企业，旅游

对懂当地语言的人才需求也不断增大，粤

产业链式开发为指导，形成集旅游景点、

港澳地区的高校应充当起本土双语人才的

旅游景点衍生品、餐饮住宿、会 议、疗

培育和输送角色。

养、旅游品开发加工与零售的大型旅游产

促进海丝沿线国家大学生交流。以语

业集聚园区。以各国境外旅游产业集聚区

言、饮食、音乐、影视、美术、建筑、图

为节点，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形成

书等为深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知

“点─线─面”的旅游集群。这些旅游集

识分子之间互相了解的重要载体，增加粤

群的开发也有利于我国人民对“海上丝绸

港澳三地大学生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之路”沿线国家旅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国家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加快东南亚

（四）高校需培养双语人才

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网路
建设，通过大学联盟、大学生联盟、交换

培养本土的海丝沿线国家语言人才。

生计划等广泛开展教学合作、研究交流、

“一带一路”涉及国别的语言差异大，民

暑期学习、培训专案，推动彼此的资源共

相通在于语言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用，为培养互相了解、互相亲近的人才而

建设过程中，为了适应于中亚人民文化交

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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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Hong Kong-Macau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u Xin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vision plan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tive in economy and integrated in
cultur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their own merit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plementary, sharing, equally negotiating and steady cooperation, they will make good progress in all aspect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urrent issue is
how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cul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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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加速发展
友好城市的意义和对策
◎

徐留琴 杨晓燕

摘 要：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鼓励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并指出友城工作在
“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已缔结友好城市的交往成果表明，友城渠道是推动区域交
流和中外合作的先导者和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中外友城交流经验，分析“一带一路”战
略合作背景下，加速发展友好城市的重要性和挑战，提出民心相通、传统文化先行、发
展地方特色项目等友好城市合作发展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友好城市
【中图分类号】D827 doi:10.399/j.issn.174-7178.2017.05.014
高度关注和认同。虽然《行动》提出鼓励

一、引言

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并
指出友城工作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

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用，但学界对相关国家的合作重点、合作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

可行性，以及合作战略方面的多数讨论和

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建议，都集中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

流与合作方面，[1]通过建立友好城市的民

下称《行动》），这标志着“一带一路”

间外交方式，推动区域交流和合作的先导

战略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2017年5月

性和重要性则较少讨论。

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友好城市是指将地域上或政治上无关

高峰论坛，再次引发全世界对这一战略的

的城镇或城市配对起来，以期达到增加居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区域与国别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序号：TD1613）的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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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次国家政府加强

系，建立基于城市关系的民间交往，进而

与国外地方政府间的友好往来和民间合作

增强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减少冲突，促

的主要方式，是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

进世界的和平。[5]

发展的重要渠道。[2]

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起源于第一次世

友好城市连接了两个独立城市，搭建

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了特殊的城市网络。城市间网络具有交流政

战后才在各国大量出现。西方国家习惯称

策发展实践信息、促进城市间经济合作、

之为“姊妹城”或“双胞胎城市”（Sister

[3]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三种主要功能。 《中

City or Twin City）。周恩来总理曾说姐妹

国城市竞争力专题报告（1973-2015）》指

有大小，但城市之间交流无大小，故在中

出，“城市外交”已经从国家总体外交的

国习惯称为“友好城市”。随着全球化进

补充，发展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途径；

程的不断加速，友好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合

从城市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的辅助地位，上

作内容进一步拓展，已超越文化层面，延

升为从属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规划顶层设

伸至经济合作、科技交流和人才互换等多

计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地位，友好

个方面。友好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范围也

[4]

城市是城市外交的重要途径。 2016年6月

不断扩大，既包括官方工作人员，也包含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乌兹别克

各行业的企业家、民间团体和个人等。[6]

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题为《携手共创

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有多种组合方

丝绸之路新辉煌》的重要演讲，提出要建

式，呈多重交叉性。从已缔结友好城市关

立友好城市网，这丰富了友好城市在“一

系的实际交流内容来看，主要有三种类

带一路”战略中的内涵，提出了其作用发

型：一是单一型友好城市关系。双方的交

挥的新形式新途径。

流集中并局限于某一方面，大部分的往来

可见，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与“一带一

表现为行政互访，或者仅仅在某个领域开

路”战略价值理念一致。本文尝试回答在

展项目合作，如东京都和巴黎市，这种类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背景下，缔结中外

型的形成原因部分来自于政治大环境的驱

友好城市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可能面临的

动；二是复合型友好城市关系。城市之间

挑战等问题，结合中外友好城市案例，提

的合作交流往往开始于单一型沟通，但在

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缔结

双方的深入了解和共同努力后，在经济、

友好城市的关系类型和具体的实施建议。

教育、科技、农业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具
有针对性且符合双方利益的多元合作，如

二、国际间友好城市的关系类型

日本东京都与韩国首尔市，双方在公园绿
地、城市地铁、中小企业交流合作、高中

友好城市是城市间国际合作的最早形

生短期交流等涉及城市建设、经济发展、

式，是基于文化和社会管理的城市间外交

教育交流多个方面均有合作；三是友好城

方式，其概念属于民间外交范畴，其目的

市群网络。友好城市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

是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进一步发展社

城市双方，还是区域性的友好关系，各个

会各阶层中个人和组织机构之间的私人关

城市之间相互合作包容。如1986年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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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友好城市网络（巴塞罗那、伯明

经贸合作的交易成本。[10]江苏及其友好城

翰、法兰克福、里昂、米兰和鹿特丹），

市的贸易来往数据，证明了友好城市关系

基本上达成了在欧洲范围内的城市实现相

是一种关系型契约，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

互包容、繁荣、创新及可持续的民主和有

不信任度，有效地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

效的治理，提供包含各个方面的城市生活

成本，减少交易者寻找交易对象、合同谈

[7]

判、签订以及执行、监督的成本。[11]

的支持和帮助的目的。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也是“一带一

三、“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背景
下友好城市的地位和作用
（一）缔结友好城市是实现“一带一
路”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路”战略的重要目标。友好城市关系的建
立，推动了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环保
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有利于城市经济等多
方面的发展。截止到2013年，湖南省通过
友城途径为企业牵线搭桥引进经贸项目16

“一带一路”战略是要实现沿线各个

个，项目资金2.85亿美金，促成了长沙黄

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文

花机场和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签署的《友好

化交融。友好城市的建立初衷与此高度

机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衡阳市福

一致，因此，是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

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栗东市Ｔ·Ｅ

有效途径。一项以新西兰和亚洲的友好城

·Ｓ株式会社合资兴建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市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6.5%的被

的“湘南药材物流中心”，为湖南经济的

访者认为，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增加了相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2]

互之间的理解。[8]以中医在澳大利亚的合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众多国

法化为例，中医在西方国家一直得不到认

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特的资源优

可，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与江

势和产业特色。依靠中央政府和国家层面

苏省互为友好城市的维多利亚州成为西方

的宏观调控开展合作前期的调研考察可

国家中第一个立法将中医纳入当地主流医

能会面临这一问题：国家层面在应对风险

学体系的地区，并且被正式纳入澳大利亚

上集体行动力不足，难以全面顾及各个方

全国医疗行业注册和计划管理，使中医成

面，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友好城市的建

[9]

为澳大利亚全国认可的一种医疗方式。

立立足于城市这一单元，相互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友城关系不仅有利于不同

范围相对小但更深入且具有针对性，可以

国家城市间的民心相通，也具有降低交易

因城制宜，依据地缘状况和城市发展需要

成本的作用。国际经济交易的频繁和复杂

以及市民的实际需求，在各领域达成符合

性，特别是地区间经济交易的“不完全合

双方的价值观念和需求的合作项目，如基

同”性质以及法律的高昂成本，使得地区

础道路网络设施、生态园区建设、跨境电

之间经贸活动的交易成本巨大。友城关系

商贸易等。由此产生的项目协议可以有效

可以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必要补

避免宏观政策和项目可能存在的普适性问

充，增进地区之间的人员、文化交流，为

题，降低资源使用和人力耗费的成本，实

地区间经贸合作奠定社会基础，进而减少

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对于具有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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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战略而言十分重要。

的作用，降低贸易争端发生的可能性，简

（二）缔结友好城市是“一带一路”
战略合作机制的有力补充
友城关系有助于建立地区间的友好和
信任关系。经济学中信任是指一种期望，
在不确定因素以及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经
济代理人在这个期望支配下愿意采取的一
[13]

化争端处理的流程。

四、“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背景
下缔结友好城市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面临的挑战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0多个国

种具有风险的行动。 而在缺乏信任的情

家和地区，任何风险都可能导致“牵一发

况下，投资者会减少自己的专用性投资。

而动全身”的局面，风险的系统联动性和

这同样适用于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任何

战略的长期性会加大风险的破坏性，超出

地区都不会选择与信用匮乏的地区开展经

一般行为体的应对能力。这就要求国家

贸活动。地区间建立友城关系，意味着地

出面，统筹内外两个大局，调动国家多种

区间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长期的经贸

资源，协调国内外各方利害关系，整体规

[14]

往来，这就形成了信任关系。

划，控制风险。[16]但是，区域的广泛性、

友好城市是一种以民间外交为主的

合作领域的多样化和文化差异的复杂性，

城市交流机制，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

都会使国家层面的宏观统筹困难重重，产

民众或学者可以借由双方友好城市的渠道

生集体行动的局限性等问题。

直接去江苏的中医药学校了解中医的具体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教学和使用原理，去中医医院参观中医治

大都拥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其中东南

疗过程、了解效果，而不只是解读官方公

亚各国以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中亚

告，想象中医应该是什么。因此更易加深

各国则基本上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传统。

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感对于解

中东欧15国则以信奉东正教、新教、基督

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的经济争

教、天主教为主。这些国家或地区有着复

端也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国际经济交易复

杂的政教关系，一些国家是政教合一或以

杂度高、机制不完善，经贸活动中的冲突

某种宗教为国教，如沙特阿拉伯、泰国、

无法完全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因此在某种

尼泊尔等；还有一些国家内部就存在多种

程度上，贸易双方的信任是解决冲突和争

宗教信仰并存的现象，如波黑国。复杂的

端的重要基础。国际友好城市之间友好互

宗教文化和迥异的风俗习惯加深了沿线国

助的信任关系此时可以作为一种正式法律

家之间相互交流的难度，中国所代表的儒

制度的必要补充，减少经贸合作的疑虑和

家文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代表的伊斯兰

风险成本。友好城市可以发挥其城市外交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多个文明之间可能发

的作用，促使双方建立和保持长期的友好

生文化冲突。[17]

经贸联系，避免经贸合作的临时性和短期
[15]

其次，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印度一直

性。 未来“友好城市群”等城市群体的

对“一带一路”战略持怀疑态度，担忧该

建立，能进一步扩大情感联系和相互信任

倡议可能对现行地区经济框架造成影响，

156

《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 No. 5, 2017

令其失去在已建立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

这就有可能导致友好城市双方无法

影响力，如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

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互补，达成有效的合

国，因为该计划被中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政

作交流。如池州与泰国等同属汉文化圈或

治盟友所掌控。友好城市的缔结有利于增

信仰佛教的亚洲国家很少有友好往来，而

强中印两国政治互信，提高政策透明度，

选择了其他城市开展文化交流，这使得池

减少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猜忌。印

州丰富的佛文化、诗文化无法发挥其影响

度可通过与中国城市之间的沟通合作，从

力，影响了其对外传播城市形象。从经济

官方政策和民间考察两个方面深入地了解

合作的角度来看，池州市现有的国际友好

“一带一路”政策的真实内涵。随着中印

城市，均是其所在国经济总量不大的小型

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联系的紧密，印度官

城市或县，不具有高度的产业转移需求，

方和民间对“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的了解

经贸、旅游合作的可能性十分小。[20]友好城

程度和接受度也会不断提高，产生的疑虑

市选择的盲目性最终可能致使友好城市的

[18]

不断减少。

交流成为形式，友城工作成为“鸡肋”。

（二）存在的问题

二是交流领域窄，缺乏实质性交流。
理论上，友好城市的交往可以包括政治、

一是存在盲目性。友好城市关系的建

经济、文化、科技、卫生、教育等各个方

立应当建立在两个城市在地理位置、经济

面，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之初，可以依据

或文化等某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和合

双方的特色开展项目，但在后续的深入交

作可能性的基础上，以保证有持续发展的

流中应当逐渐发掘新领域的合作，不断拓

可能性。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之前，应该

宽沟通的领域，在各个方面相互交流，共

对对方城市的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才能最

同进步。只有持续不断扩大国际友好城市

终确定是否结好。在外国城市研究中发现

交往的领域，丰富国际友好城市交往的内

影响姐妹城市关系的成功条件：首先是具

容，提升国际友好城市交往层次，才能使

有历史联系的城市间有更多的信任和共同

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

意愿。其次，也取决于城市属性的相似性，

是在实际交流中，部分友城间的交流则一

这是最重要的动机。城市自身能够提供的

直局限于某一方面，造成双方交流范围的

商业和投资机会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畸形。如桐乡市与日本滨北十多年的交流

但我国地方政府在结对前往往缺乏

中一直以教育为主；桐乡市与荷兰斯滕韦

对对方城市的深入了解，不考虑双方是否

克兰市的交往则主要是在农业领域，旅

存在“相似性”或“互补性”。菏泽市此

游、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还未开展。[21]

前正式缔结的友好城市大多是通过领导出

另一方面，虽然友好城市之间开展

访、外宾接待时偶然结识或通过熟人介绍

了各项交流活动，但是实质性交流仍有所

达成的。双方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文字这

欠缺。实质性交流是巩固和发展国际友好

一片面较浅层次的方式，对对方的经济社

城市关系的重点，是维持友好城市关系的

会发展情况一知半解，缔结过程显得较为

有力支撑，只有持续不断的开展实质性交

[19]

流才能推动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但目前友

草率，具有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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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城市交往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互访的

的友好城市活动与项目规划是由地方政府

多，磋商的多，详谈的少，落地的少。比

来操作和实施的，很多城市还没有设立专

如池州市派出的国际友好城市访问团组以

门管理国际友好城市的机构，则由各级地

表达友好为主，难以高效地达成交流合作

方政府的对外办公室负责。其他国家的情

项目。菏泽市友城交流工作大多也还处在

况可能有所不同，如在澳大利亚，澳大利

迎来送往阶段，往往对双方的经贸等领域

亚联邦政府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因

的合作泛泛而谈而不深入，互访成果不明

而中央并未设置这一关系的统一管理与评

显，后续的联络工作也较为缺乏，对促进

估机构，而各州政府的管理机构及要求也

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明显。

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两个城市在交往过

三是民间交流少、民众参与程度低，

程中面临体制和内部程序等行政问题。缺

交往缺乏连续性，后劲不足。友城工作是

乏统一规范的管理与评估机构使许多交流

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友城间的交流只有

活动与发展计划流于形式，造成双方合作

根植于民间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因

关系的松散和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友好

此民间交往应在友城交流中占主导，通过

城市关系的发展。

民间组织、民营企业、普通民众等开展多
形式的交流，为双方保持友城情谊奠定群
众基础，提供有力支持。
但在湖南友城工作中，主要侧重于政

五、加快友好城市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友好城市背景情况的了解

[22]

两个城市在地理位置、经济或文化等

市民群众、企业以及一些社会性组织对友

方面的相似性是双方合作交流的基础。因

城活动知之甚少，参与度不高，友城渠道

此在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前，需要明确城市

没有发挥友城企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自身的优势产业和有待开发的领域，更重

民众之间开展交流合作的作用。双方就各

要的是要深入实地考察了解对方城市的经

自的特色发掘出值得合作的实质性交流项

济政策、特色产业和薄弱行业，对比分析

目也较为欠缺，单纯的友好互访不具有延

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似性和互补的可能性，

续性，流于形式的交流访问通常难以保证

形成详细专业的评估报告，依据城市发展

友谊的长期性。而且交流往往局限于从事

的需要选定缔结对象，防止“为结好而结

友城活动的少数人，普通市民、企业和其

好”，盲目追求结好数量。

府高层及各对口行政部门的互访与交流。

他社会组织对相关活动了解极少。友城工

广州与伯明翰建立友好城市之时，已

作在推动企业之间、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合

对双方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明确了各自

[23]

作中作用不显著。

的城市辐射作用和工业基础优势，也了解

四是友好城市关系缺乏严格统一的

双方面临的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管理机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是管

改造、环保等一系列课题。此外，双方在

理中国对外结好事务的统一机构，但其主

城市发展上具有相似性，都在推进金融、

要职责提供咨询指导服务，行协调管理之

会展、高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都在关

责，不负责具体的项目执行和跟进。具体

注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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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了解，两市随后在教育、体育公

专院校及其他群众团体，利用其各自领域

务员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取得

的对外联系渠道和资源，参与友好城市工

[24]

了积极的成果。 同样地，广州在与洛杉

作，为当地经济贸易、科学技术、人才教

矶结为友好城市时，双方也冷静分析了各

育等各行各业的对外交流合作提供资讯，

自的特点，了解到洛杉矶华人社区的华人

发挥桥梁作用。[26]

九成来自广东，而且广州和洛杉矶都是天
[25]

然良港，具有相似之处。

社会组织对外交流的灵活性和开放
性在探索新的合作领域方面占据独特优

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城市在洽谈合作

势。友好城市缔结之初往往侧重于一个领

时还需要重视对方城市的宗教文化习俗。

域或行业的合作，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

应不断开放鼓励民间组织发挥自主性和能

差异性大，存在各种宗教禁忌，可以借助

动性，根据组织的性质和特色开展本领域

中国宗教信息网上的信息提前做好功课。

的对外合作交流，如高校可发挥教育资源

同时由于信息可能存在的滞后性，应发挥

优势，与友好城市的院校建立合作办学等

主观能动性，秉持尊重包容的态度主动了

项目；工商协会可推动本地特色产品的对

解对方的习俗文化，在确保互尊互容的前

外出口等。一方面可以借由民间组织的力

提下开展具体的合作，推动民心相通、合

量和平台为友好城市间交流领域的扩大开

作共赢。

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组织的力

（二）发挥民间外交的主导力量

量增加社会民众对友好城市工作的认识，
积极参与其中。广州与瑞典林雪平市缔

政府的官方性质在对外交往中增加了

结友好城市关系后，广州大学与林雪平大

沟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在友好城市交

学合作共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往的初期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积极探索机制化建设和平台化发展，

是双方企业和其他民间组织达成合作项目

这对双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的信任基石，也是深入开展交流的前提。

起到了推动作用。[27]2015年，广州市政府

高层领导的互访及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是

新闻办、广州图书馆、市外办共同主办了

推动友城间交流与合作的基石。

“广州味道”互动体验项目第三季首场活

友好城市间应当充分发挥高层交往

动“‘丝’通八达，友遍天下”，广州市

信誉度高、推进力强等特点，为当地引进

外办副主任朱小燚向市民介绍了广州与国

境外投资、实现文化传播，推动城市“走

际友好城市马尼拉、曼谷、洛杉矶、温哥

出去”创造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加强政

华、悉尼等交流合作的现状、成效，有利

府领导高层的互访，推动实质性的交流

于向民众宣传友好城市工作。[28]

合作。在政府部门建立起初步的信用基
和其他的民间组织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

（三）推动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机制的
建立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如对外友协、侨联、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与相关政

工商团体、经济组织、学术科技团队、大

府可以明确地方友好城市事务的具体负责

础后，应释放民间组织的力量，发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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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如外事办公室或要求建立友好城市

了这样的深意，它不仅是经济之路、贸易

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工作小组应包

之路、文化之路，更是信息之路、科技之

括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如文化、教育、招

路。

商、发改委等，提高决策的专业性和科学

虽然有部分友好城市在科技方面开

性，共同谋划国际友好城市全方位、多层

展了交流合作，如天津和神户在动物科技

次的交流，即首先在我国内部形成统一的

方面的交流，但是文化交流有余而科技合

管理模式，明确主管部门，这样任何国家

作不足依然是此前友好城市工作存在的一

与我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都遵循相同的程

大问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友城工作

序，对接同一性质的部门，可借鉴参考已

应重视科学技术的互助合作，在各自的先

有的友城缔结模式，这有利于提高全国友

进领域为友好城市提供帮助和建议，在科

好城市工作的效率。此外，也可提高各部

技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推动“一带一

门对友好城市工作的参与度，增加参与主

路”实现数字化，加深沿线各国之间的相

体的多样性。

互联系和协调互助。

工作小组应与友好城市的外事负责部

如中国和乌克兰都有巨大的科学技术

门主动对接，在遵守双方政策基础上协调

和文化潜力，乌克兰又是“一带一路”上

建立适合双方项目合作的工作机制及其他

的重要支点，因为它连接欧亚主要经济体

程序要求，为后续合作的开展扫清障碍，

并且是欧亚国家间的桥梁，乌克兰的“欧

可尝试建立友好城市合作小组，由双方有

洲化”可以作为欧洲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强

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统一协商管理合作事

化因素。双方在科技文化领域具有相似

宜，形成统一的机构管理中心，这不仅有

性，在具体技术中具有互补的可能性。因

利于具体项目的执行，还对项目的产生起

此在进一步深入考察后，中国可与乌克兰

推动作用。双方城市在走访考察后，可由

的科技重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联合双方

该机构进一步追踪跟进，推动合作意向向

的科技和装备制造业能力，在航空航天、

具体项目的转变，增加实质性的交流。

信息、通信和节能技术方面开展合作。乌

另一方面，在具体执行中强化项目跟

克兰企业可与中国在飞机制造工业、造船

踪机制。首先应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草

业、火箭制造业、装甲车、雷达装备和防

案，专人专项专责，明确项目执行的具体

空系统以及生物统计学、替代能源、电动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且责任部门应及时与

汽车生产方面上扩大合作。[29]

友好城市合作小组对接反馈，加紧双方的
沟通，及时有效的协调并解决问题。

（四）加快中外城市间的科技合作

友好城市间信息、通信、节能技术等
的互联互通，可以加快“一带一路”战略
中虚拟空间的连接，为后续实现区域数字
化奠定基础。利用科技合作搭建大数据共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要

享平台，进一步密切沿线国家的联系，更

实现各国之间“共商、共建、共享”的目

高效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应对贫困、城

标，科技领域的合作是各国交流的重要

市发展、生态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等

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际就包含

中存在的威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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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开放和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决策

只会定期开展馆藏善本和珍贵文献的展

支持。

览，还在双方图书馆内设立了“重庆角”和

（五）重视中外城市间的传统特色文
化交流

“威尔士角”图书专架；双方的馆藏数字
资源均向两馆的读者开放，如可通过“霍
克斯中国数字图书馆”专栏登陆重庆图书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的是实现

馆网站，大卫·霍克斯博士的珍贵收藏将

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能被广泛运用于汉学研究领域。[30]2016年，

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文化交

广州与悉尼两市也就图书馆和中澳商务信

流是友好城市合作交往的重要载体，在以

用认证平台签署了备忘录。[31]这种通过图

往的交流中，文化教育占据了绝大部分，

书文献资料介绍双方文化习俗的方式，对

因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以继续发挥这

促进两地在多个领域的融合和理解具有重

一优势，但在交流内容可逐渐向当地特色

要意义。

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倾斜，通过友好

建筑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是文化

城市这一平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传播最直观的载体，它在传播中具有不可

传播中国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加深其他国

忽视的作用。1989年，日本神户市就在天

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消除长期以来的误

津水上公园建成中国第一个大型日本庭院

解，并积极向外传播古代丝绸之路文明

式园林——神户园，展示了日本特色的石

的内涵，帮助其他国家深入理解“一带一

灯笼、大鼓桥、回廊等。天津向神户赠送

路”战略的意义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

了仿古建筑“连翼亭”和“百龙嬉水”大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主的丝绸之

理石浮雕，充分在对方城市展示了两国的

路精神，正确看待“一带一路”战略，从

文化特色。[32]2007年，德国法兰克福向广

而积极参与其中，促进区域建设。

州送来一个“儿童乐园”，三个鲜红的尖

友好城市的交往是一个长期持续的

屋顶，向市民展示着法兰克福市的城市标

过程，双方在搭建固定长期的交流项目之

志。[33]具有各自传统特色成为纪念两市友

外，也需要丰富交流的方式和内容，从多

好的标志性建筑物，也时刻向市民们传递

个方面增强文化内涵、城市形象的对外

着文化的信息。

宣传效果。江苏省和维多利亚州在中医药

在具体宣传中，还可以借助本地区举

交流方面就包括合作办学、人员互访、民

办的重大涉外活动，如以旅游文化节为载

间团体交流、青年中医学者聘任等多种方

体，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传播，

式。天津和神户在美术的交流方式上也具

多角度、多形式地宣传。电视剧作为大众

有多样性。

娱乐的主要方式，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

在文化教育方面，友好城市可以在借

要的角色，友好城市双方可以筹划合拍或

鉴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合办艺术节、文化

引入体现对方文化特色的电视剧，更广泛

周。赠送图书资料、互通图书馆资源也是

地实现文化融合。随着电商平台的不断成

加深文化领域的了解的重要途径。如重庆

熟和文创产品的出现，友好城市之间也可

和威尔士签订了图书馆合作协议，双方不

依赖电商平台开展文化产品的交易，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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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

县合办文物展、联合考古和文物保护合作

多样化、多形式的活动和多角度的宣

研究等民间活动的开展，不仅拓宽了民间

传对加深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

对外交往渠道，也加速了当地传统文化产

意义重大，可以消除市民的审美疲劳，也

业向外传播的进程，更加深了境外民众对

能展现各个领域的丰富内涵。因此，不只

中国传统丝路文化、敦煌文明的理解。[34]

是文化教育领域，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应在
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地丰富化，以增强传播

六、结语

效果。
甘肃省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

总之，友好城市建设与“一带一路”

域，是丝绸文化、敦煌文明的重要代表。

战略合作目标一致，这使得友好城市能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经验丰富，值得

在发挥自身独特的民间外交优势的基础

其他城市借鉴。甘肃借助丝绸之路（敦

上，在文化传播、经济科技交流、人才培

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一平台，使全世界

养等方面服务于“一带一路”总体战略，

85个国家、5个国际或地区组织的95个外国

推动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心理空间等的

代表团汇集敦煌，近距离地了解“精品丝

连接，实现最终目标。然而，在“一带一

路”，品味“绚丽甘肃”，提升了丝绸之路

路”战略合作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城市缔

沿线国家对敦煌文化、对传统历史的认同

结友好城市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需

度和归属感。此外，甘肃还与美国友城俄

要认真规划，加强管理，发挥特色文化优

克拉荷马州共办“甘肃周”，在活动期间

势，加强交流和沟通，在科技、经贸、人

通过图片展览等方式向外传播当地传统文

才、文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本着“共商、

化。与敦煌文明息息相关的话剧《丝路花

共建、共享”的原则，率先实现中外城市

雨》《大梦敦煌》等也在日本秋田、吉尔

间的民心相通，是加快发展友好城市的应

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等地上演。与日本秋田

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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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ccelerating Friendship Citi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u Liuqin, Yang Xiaoyan
Abstract: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in 2015, was to encourage important cities located alongside to become
friendship cities and has strengthened the significance of friendship cities work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isting friendship cities show that this channel is a pioneer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pt regional exchanges and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of accelerating friendship citi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people-to-people bond, sprea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setting up special project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eople-to-people bond; friendship cities

164

广州珠江两岸一瞥

摄影/全景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7178 国内邮发代号：46-109
国内统一刊号：CN 44-1664/C 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