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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11月24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理工

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刘玉亭教授主持会议。

大学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社会科学处、《城市观察》杂志社联合承办的“城市更

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城市发展全过程就是一个通

新：实践、变革与创新”——第二届“设计城市”圆桌

过不断改造及更新来提高改善民生水平的新陈代谢过

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红楼一楼报告厅举行，

程，更涉及到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共广

这也是第四届广州学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会上，华南

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建设枢纽型城市、推动城市

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

有序更新”的要求；2017年6月，广州市政府印发《广州

强教授、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何深静教授、中山大学地

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

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广州

实施意见》，深入贯彻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关于以

市城市更新局邓堪强副局长，广州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

“三旧”改造为抓手，推动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决策

骆建云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刘玉亭教授、赵渺

部署。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研讨会邀请在业界和学界

希教授、邓昭华副教授等参与了圆桌研讨。广州市社会

均具很高声誉的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围绕城市更新的

科学界联合会谭晓红副主席，华南理工大学陶韶菁副书

缘起与理论、行动与实践、变革与创新等议题，结合广

记、社科处李石勇处长、建筑学院司聚民书记，《城市

州微改造的创新实践案例，深入探讨如何根据不同项目

观察》杂志社魏伟新总编辑等有关部门领导，华南理工

的资源条件和禀赋特点实施差异化改造，在人居环境改

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市国

善、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有所侧重、系

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等高校和政府机构人员150余人出席

统推进；如何推动从物质空间层面到非物质层面的系统

了会议。华南理工大学陶韶菁副书记代表主办方致辞，

更新，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改善、社会经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谭晓红副主席做总结发言，华

济发展、历史文脉传承等多元目标。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
教授演讲。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强教授
演讲。

▲ 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何深静教
授演讲。

▲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李郇教授演讲。

▲ 圆桌研讨。

▲ 会议现场。

▲ 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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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申明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粤
港澳大湾区作为落实粤港澳合作、推动合作机制创新以及实现协
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推动粤港澳协同发展、构建对外开
新格局、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打造经济增长新路径等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充分释放
大湾区经济的活力和潜力也成了更为重要的议题。从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发展的经验来看，营商环
境国际化、高度包容开放、人才交流频繁、创新创业活跃是其共
有特征，这也是湾区发展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打造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进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就必须对粤港澳大湾区在上述领域
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路径的优化建言
献策，这也是本专栏的核心目的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湾区经济是一种因共享海湾而形成的具有高
度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度研究
——基于四大湾区比较分析》以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
区为参照系，比较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上述世界一流湾区在贸易开
放度、投资开放度、人口开放度、外向型基础设施水平等领域的
发展水平差异。比较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地区已经具备成长为世
界顶级湾区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基础设施条件较为优越，但是与
世界顶级湾区在经济密度、经济效率上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仍然
需要在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协同发展等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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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策略。
显然，对外开放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实
现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
的测度与比较》测算并比较了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等国内三大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平。从总体上看，粤
港澳大湾区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处于上升通道，而且开放水平显
著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在国内所具备的引领地位和比较优势较
为显著。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对外开放水平差异
表现出了总体分化、局部趋同的特征，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不
利于构建协同对外开放新体系，也不利于实现世界级城市集群的
发展目标。为此，可以通过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功能、
借助广东自贸区开展制度创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
动以及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
区对外开放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激
发经济增长新活力和新动力创造条件。
从世界一流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透明化、便利化、法治化
的营商环境也是湾区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差距与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营
商环境进行了评估与比较，并且对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进经
验进行了梳理总结。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与世界一流湾
区在营商环境上存在较大的外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
也存在较大的营商环境差距。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
境的建设路径需要着眼于规范、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
稳定、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环境，以及和
谐、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
此外，《全球机场群空间格局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重点分析了全球机场群的空间格局，并以纽约、旧金山、日本湾
区为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的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三大湾区发
展现状。研究发现：除美国和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外，中
国、日本、泰国和巴西等国的机场群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粤港澳
大湾区作为中国发展最为成熟的机场群，呈现出多核心的发展模
式，机场体系较为完善，但辅助机场潜力尚待挖掘。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发展主题下，未来应注重打造多功能国际航空门户，
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挖掘辅助机场的发展潜力，完善机场
等级体系，加快建设高效的地面交通疏散网络。
（责任编辑：李钧）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度研究
——基于四大湾区比较分析
◎

张

昱 陈俊坤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对外开放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具有

重要意义。开放性是湾区经济的重要特征，本文构建了湾区经济开放度比较的基本体
系，并据此对包括粤港澳湾区在内的四大湾区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认为，粤港澳地区
已经形成发展为世界顶级湾区的开放型经济雏形与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但仍然存在
巨大的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应更加强调经济效率、开放均衡性、内部协
调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经济 开放度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1
湾区经济是一种因共享海湾而形成的

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形成重要

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虽

支撑。开放性既是湾区经济的主要特征，又

然世界一流湾区各自的发展路径和特色优

是中国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着眼

势不尽相同，但总体均呈现出高度开放、

点，在与世界一流湾区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

高度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

上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度，不仅意

局逐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开放引

味着对粤港澳地区的发展提供启示，更重

领作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粤港

要的是对于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中国开放

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新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助

战略调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于充分发挥港澳优势、促进港澳繁荣与稳
定、带动广东的进一步开放发展，更重要的

一、相关研究综述

是形成一个对标国际先进标准、高度开放
的强经济区，成为中国经略南海的大平台，

对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方兴未艾。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世界典型湾区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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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开放性、集聚性和网络效应被

挥区域特色、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此

视为湾区经济的重要特征（马忠新、伍凤

外，本文还从区域经济领域对区域开放度

兰，2017；王宏彬，2014；等）。核心城

的研究中汲取了一些思路。

市（群）的经济实力、经济效率、人口规
模、产业集聚和外溢、创新体系、交通体
系、宜居环境、区域分工与协调机制等，
成为湾区经济讨论最常涉及的内容（贾

二、评价框架构建
（一）评价维度及指标选取

颖伟，2003；陈德宁、郑天祥等，2010；

本文对湾区经济开放度的研究，侧重

杨素梅，2014；肖展欣、胡坤鹏，2015；

湾区的市场开放水平和对开放市场的硬件

周牧之，2017）。王宏彬（2014）、俞少

支持，市场主要考虑产品（含服务）市场

奇（2016）等认为，湾区经济具有开放经

与要素市场（资本与人口）的开放水平，

济结构、高效资源配置能力、强大集聚

硬件支持主要考虑外向型基础设施的密

外溢功能和发达国际交往网络等区域特

度、质量与规模，因而将经济开放度分为

征。马忠新、伍凤兰（2016）认为中国的

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人口开放度、

开放具有显著的湾区开放特点，显现湾

外向型基础设施水平等四个方面。

区向内地梯度逐次开放格局。自20世纪90

贸易开放度主要考察湾区商品和服务

年代开始，湾区经济的概念在粤港澳合

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本文采用进出口总

作研究领域时有出现，学者陆续提出“香

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指标来衡量。

港湾区”（ 吴家玮、田长霖等，1990）、

投资开放度考察湾区在资本市场开放

“伶仃洋—粤港澳发展湾区”（ 黄枝连，

水平，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

2009）、“粤港澳跨境湾区”（李红，

值的比重表示。投资开放度既能反映湾区

2009；2011）、“环珠江口湾区”（ 陈

投资环境的开放状况，也可以侧面提供湾

德宁、郑天祥等，2010）、“深港湾区”

区对外部资本的依赖。

（鲁志国、潘凤等，2015；吴思康，2015）

人口开放度考察湾区对人口流动的

等概念。相关学者认为，环珠江口极有可

开放水平，本文用该地区的移民占全部居

能形成下一个世界级湾区经济带。綦鲁明

民的比例来表示。由于人口不仅携带劳动

（2016）从创新辐射、开放引领、要素聚

力，并且能够集聚吸附各种要素、资源与

集、互联互通、基础支撑等方面构建评价

信息，因此，这一指标既反映劳动力市场

指标体系，对深圳湾区进行综合评价，认

的开放水平，同时也在广泛的层面上反映

为其湾区经济已经具备发展条件，具有巨

出社会的开放度。

大的发展潜力。鲁志国等（2015）通过土

外向型基础设施水平反映湾区基础

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比较、

设施条件对经济开放的支撑。本文将基础

创业创新优势、金融产业基础和劳动力素

设施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联系湾区内部不

质等指标的比较，对深港湾区等四大湾区

同城市地区的内向型基础设施，该类设施

竞争力水平做出比较，认为深港湾区离世

旨在改善湾区内部的连通性，是湾区内部

界先进湾区仍然存在差距，当前应大力发

一体化程度的反映；另一类是联系湾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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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向型基础设施，该类设

124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GDP的7.5%，

施是湾区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硬件条件

是世界最发达的湾区之一。日本东京湾

保障。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主要考

区面积约为1.34万平方公里，辐射3613万

察后者的数量与质量。本文用国际机场数

人，地理范围涵盖“一都三县”，核心城

量、国际港口数量、网络基础设施宽带速

市东京集首都、贸易物流中心、能源基

①

度、国际机场年旅客流量 等四个指标，

地等多重优势，地区生产总值约16249亿

综合考察湾区与外部商品和要素沟通的能

美元，占日本GDP总量约34%，是日本经

力。

济、政治、人口、文化活动的绝对中心
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的美国旧金山湾

（二）比较参照系选取

区虽然人口规模无法与上述两大湾区相比

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采用了传统的珠

（约715万人），但高科技产业研发与创

三角“9+2”区域的基本数据。为给粤港

业活动特别活跃，成为带动美国新经济发

澳大湾区的研究提供对标，选取纽约、东

展的领头羊，聚集在此的世界500强企业

京、旧金山等三大湾区形成比较参照系。

数量仅次于纽约湾区。

其中，美国纽约湾区，面积约为2.14万平

与粤港澳湾区比较，三大湾区虽然

方公里，人口约2340万，由纽约州、康涅

各具特色，但均显示出高度发达、高度开

狄格州、新泽西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依

放、高度集中的特征与城市群发展的形

托于纽约都市圈，再加上毗邻金融中心曼

态，具有较强的领先性和参照性。三大湾

哈顿城区，全球500强企业中的40%聚集

区不论是在经济体量、发展程度、生产与

于此，纽约湾区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创新的活跃度、全球影响等方面均可为粤

表1

湾区经济开放度评价基本体系
评价方面

湾区经济开放度评价

考察指标

贸易开放度

进出口指标

投资开放度

利用外资指标

人口开放度

移民指标
国际机场数量

外向型基础设施水平

国际港口数量
网络基础设施宽带速度
机场与港口的运输量

表2

四大湾区基本情况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湾区

总面积（万平方公里）

2.14

1.8

1.34

5.61

人口（万人）

2340

715

3613

6669

经济总量（亿美元）

12400

8000

16249

1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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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提供目标参照。

市场来看，对外贸易规模分别是东京湾区
的7.12倍、纽约湾区的6.16倍、旧金山湾

（三）数据来源

区的21.31倍，利用外资规模分别是东京

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国家

湾区的3.93倍、纽约湾区的9.9倍、旧金山

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www.city-data.

湾区的5.6倍，人口总量分别是东京湾区的

com、www.bea.gov、日本统计局、国际机

1.85倍、纽约湾区的2.85倍、旧金山湾区

场理事会等。因为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

的9.33倍。尽管体量并不说明全部问题，

等原因，本文大部分统计指标采用2015年

且与统计范围相关，但仍然反映了湾区经

的统计数据。

济的基本实力。从体量上看，粤港澳湾区
完全可以与世界顶级湾区相比甚至超出现

三、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
区开放度比较分析

有的顶级湾区。
（二）粤港澳湾区的市场开放程度明
显高于其他三大湾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

通过对表3数据的比较可得到如下观
点：

开放远远领先于社会领域的开放，而产
品市场的开放又领先于要素市场的开放。

（一）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有完全可

粤港澳湾区进出口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位列世界级湾区的总量规模。无论从经济

高达70%，外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还是人口数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

14.46%，而其他三大湾区的产品市场开放

以与世界三大湾区同列，甚至规模更大。

度仅在6%~13.63%，资本市场开放度仅在

地区生产总值除了略低于东京湾区，比纽

1.75%~3.36%之间，显示出粤港澳湾区的

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都高。从产品与资本

市场开放程度远高于三大湾区水平。但与

表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济总量

GDP（亿美元）

产品市场
开放度

进出口（亿美元）
进出口/GDP（%）

资本市场
开放度

FDI（亿美元）

人口
开放度

四大湾区开放度比较
8000

16249

14866

1690

489

1464

10420

13.63

6.11

9.01

70.09

217

384

546

2150

FDI/GDP（%）

1.75

4.80

3.36

14.46

人口（万人）

2340

715

3613

6669

移民比例（%）

3.5

5.87

2.61

1.85

国际机场数量（个）

2

3

2

4

5

4

6

4

193

227

766

6520

21.7

18.7

20.2

27.3

9931

5310

11890

17836

国际港口数量（个）
外向型基
础设施开 国际港口集装箱输送量（万TEU）
放度
网络宽带速度(Mbps/秒)
国际机场年旅客流量（万人次）

10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湾区
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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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粤港澳湾区的人口开放度指标却

发展潜力。从密度数据来看（表4），粤

是四大湾区中最低的。

港澳大湾区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四大湾

（三）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开

区中东京湾区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与单位

放程度差异大，粤港澳湾区差异最为悬

土地面积人口最大，土地利用效率最高；

殊。四大湾区均呈现出产品市场开放领先

旧金山湾区虽然人口密度较低，但人均产

于要素市场开放的趋势，旧金山湾区与东

出水平最高；纽约湾区人口密度与粤港澳

京湾区相对比较均衡，纽约湾区与粤港澳

湾区基本相当，但是经济密度均为粤港澳

湾区的差异度较大，而粤港澳湾区的差异

湾区的2倍左右。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

度最大——产品市场开放度70%，资本市

人口与经济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粤港澳

场开放度14.46%，而劳动力市场开放度不

湾区尽管在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土地面

足2%。从粤港澳湾区内部看，香港与内

积上均可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提并论甚至超

地城市的市场开放结构也呈现显著差异。

出，但经济密度却明显偏低，其中人均产

香港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突出，FDI占GDP

出水平仅分别为旧金山湾区的20%、纽约

的比例达到54%左右，远超其他城市，产

湾区的42%、东京湾区的50%，单位土地

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开放的均衡度较好，呈

面积产出仅分别为东京湾区的22%、纽约

现更全面的开放特征。作为首屈一指的世

湾区的46%、旧金山湾区的60%。值得注

界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

意的是，粤港澳湾区内部发展不均衡的情

及体制完善程度都要优于内地城市，是

况比其他三大湾区要严重得多，香港、澳

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以及海外金融机构的

门、深圳等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密度要显著

聚集中心，国际资本的规模和层次在粤港

高于肇庆、江门、中山等地区。这种差距

澳湾区中均首屈一指。内地城市的产品市

一方面反映出粤港澳湾区与世界典型湾区

场开放度较高，其中东莞、深圳、珠海、

的经济效率差距，另一方面也说明粤港澳

惠州等四个制造业城市贸易开放度超过

湾区的经济发展潜力空间巨大，如能充分

100%，远超香港、广州等服务业城市，这

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能，未来完全可能

与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的外向型制造业发

成长为影响力与竞争力远超世界三大湾区

展特征相符。

的新兴的一流湾区。

（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存在巨大的

（五）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为粤港澳湾
区经济开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良好
的基础设施减少了商品、服务、人才、资
源的自由流动的障碍，成为开放的湾区与
外部市场的沟通桥梁，便利高效的基础设
施条件帮助湾区集聚更多的国际资源，支
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主要采用外
向型基础设施水平来反映湾区经济与外

图1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贸易与
投资开放度

部市场的联通程度，国际机场、国际港口
与宽带速度，分别指向对人流、物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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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湾区

1093.5

397.2

2696.27

1188.77

万美元/人

5.3

11.19

4.5

2.23

万美元/平方公里

5794.39

4444.44

12126.12

2649.73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经济密度

四大湾区密度比较

息流的硬件支持，港口货运量和机场旅客

的重要手段。就三大湾区来说，旧金山湾

流量则反映现有的流动情况。粤港澳湾区

区移民比例最高，高素质移民的聚集直接

国际机场数量及旅客流量均显著高于另

促进了硅谷成为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

外三大湾区；国际港口数量虽然比纽约湾

高地。二是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是社会保

区低，但4个国际港口中有3个（深圳港、

持活力的重要源泉。移民传统正是美国社

香港港、广州港）都是位列世界前十位的

会始终保持创新创业活力的精神源泉，而

港口，2015年集装箱输送量比三大湾区的

纽约的移民社会也正是其在上个世纪快

总和还要高若干倍，香港更是重要的世

速发展为巴黎、伦敦等传统文化中心之外

界航运中心；网络宽带速度比三大湾区高

的西方新兴文化、艺术、时尚之都的重要

30%~50%。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改革开

土壤环境。传统上来说，东亚国家社会开

放以来的不断建设，这一地区在基础设施

放度相对较低，这可以从东京湾区移民比

条件上已经具有对比三大湾区的压倒性优

例也明显低于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得到

势，对人口、货物、信息的流动形成了强

映证。这种低开放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

大的支持，可以为粤港澳湾区持续成长为

限制了创新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注重“稳

世界顶级湾区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保障。

定”而回避“变化”、强调“制造”而忽

（六）社会开放度低对粤港澳湾区创

略“创造”的文化特征，而开放的本质正

新活力的提升形成制约。粤港澳湾区在反

是引入外部要素刺激经济、社会、文化的

映社会开放度的移民比例上仅为1.85%，

发展活力，而没有比人口更能携带生产力

为四大湾区中的最低水平，旧金山湾区和

和吸附其他资源的要素了。从这个角度

纽约湾区的移民比例分别是5.87和3.5，同

来说，逐步放宽移民限制、增进社会开放

在东亚的东京湾区移民比例也达到2.61。

度，是促进粤港澳湾区乃至中国经济由资

由于香港和澳门地位的特殊性，按照目前

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路径。

的人口统计方法，这两地居民移民至珠三
角城市亦算入国际移民人口里。考虑这些

五、结论

因素，目前1.85%的移民比例实际上还是
远远高估的。移民对开放社会具有多渠道

基于四大湾区开放度的比较，本文认

的贡献，一是国际移民的平均人口质量较

为：第一，粤港澳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体

高，其所携带的生产力和资本往往成为驱

量巨大、市场高度开放的湾区经济雏形，

动地区发展的输入性要素，因此，世界上

并且具备进一步成长为世界顶级湾区的

有不少国家都将移民作为促进经济增长

基本条件。第二，粤港澳湾区与世界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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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在经济密度、经济效率上还存在巨大

程度，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又领先于要素市

的差距，如能充分提高发展质量，这种差

场开放，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早期特征，进

距将可能转化成该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步增进开放的均衡性、提升开放质量，

第三，该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处于世界湾区

应成为当前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重点。第

中的绝对先进水平，可以支撑其开放性与

五，粤港澳湾区内部发展不均衡，城市之

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第四，对比世界典

间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互补性，将为湾区

型湾区，市场开放程度远远高于社会开放

经济的发展带来动力与挑战。

注释：
①由于原计划使用的国际航线数量得不到较完整的最新数据，所以用年机场旅客流量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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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

杨永聪 申明浩

摘

要：高度包容开放是世界一流湾区的共有特征，对外开放水平的高低直接关

系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实现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的目标。本文基于贸易开放度、投资
开放度等多个维度，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在2010-2015年间的对外开放水
平进行了测度，并且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粤港澳大
湾区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处于上升通道，而且显著高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对外开放水平表现出了总体分化、局部趋同的特征。为
此，可以通过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功能、借助广东自贸区开展制度创新、“引
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以及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粤港澳
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
和新动力创造条件。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 对外开放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2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全球核心

一、引言

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申明浩、杨永聪，
2017）。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建设成为世界

高度包容开放是纽约湾区、旧金山

级城市群，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其中

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的共有

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就在于能否有效提升

特征，也是湾区发展集聚高端要素资源、

湾区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在更高的水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模式和路径研究”（编号：
14JZD021）；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课题“广东与 21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研究”
（批准号：2016A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课题“广东加快外贸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研究”（编号：
17Z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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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在这一背景下，

快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对外开放新体系、新

如何更好地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

格局，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大湾

平，通过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更强的

区和城市群的效率，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

发展引擎，集聚更多的高端要素和资源服

新的跨越式发展。

务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过程中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题。
要实现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
一流湾区和城市群的目标，首先就必须科
学测度与衡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

二、对外开放指数的指标构建与
方法说明
（一）指标选取

放水平，为进一步优化大湾区的对外开放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内地与香港、

路径提供参考依据。因为对外开放水平的

澳门三个不同的关税区，在统计指标和统

测度指标往往是多维度的，因此在测算总

计口径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可以选取用于

体开放度时需要对多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

分析的相关指标较为有限。基于统计指标

处理。目前较为常见的对外开放指标综合

的可获取性以及统计口径的统一性考虑，

方法有两种：一是专家评分法（王发明，

选取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贸易开放

2008；李青、黄亮雄，2014），二是主成

度、投资开放度、旅游开放度、对外接待

分分析法（胡智、刘志雄，2005；曹文炼

能力等维度的指标用于分析。其中，贸易

等，2013；申勇、马忠新，2017）。从已

开放度包括了出口贸易世界占比和进口贸

有成果来看，众多学者采用不同指标构建

易世界占比两个指标，投资开放度由单位

的方法对我国总体开放水平和省级层面的

土地利用外资来衡量，旅游开放度由旅游

开放水平进行了测度，但是针对粤港澳大

外汇收入占比来表示，对外接待能力由星

湾区对外开放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的研究

级饭店分布密度来衡量。

还很少，凸显了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
水平进行测度的必要性。

在上述指标中，出口贸易世界占比和
进口贸易世界占比两项指标分别体现了一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本文

个城市或者地区在出口领域和进口领域对

基于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旅游开放

国际市场的开放度。具体来说，一个城市

度、对外接待能力等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

出口贸易额的世界占比越高，该城市在国

2010-2015年间的对外开放水平进行了测

际市场中的地位就越重要，嵌入全球价值

度，并且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粤港澳

链的程度也越深；进口贸易的世界占比越

大湾区的总体开放水平得分以及各城市的

高，该城市对国际市场产品的需求就越旺

开放水平得分。同时，本文还选取了京津

盛，进口贸易的开放程度也越高。和贸易

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进

依存度指标相比，贸易世界占比指标能够

行对比分析，以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更好地体现贸易开放度，而且指标的波动

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内所处的相对位置。从

性相对更小。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贸易依

实践的角度来看，多维度衡量与分析粤港

存度的高低也难以准确反映出一个国家或

澳大湾区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加

者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例如，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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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一级指标
对
外
开
放
度

二级指标

对外开放水平指标体系
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

出口贸易世界占比

出口贸易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比

进口贸易世界占比

进口贸易额在世界进口总额中占比

投资开放度

单位土地利用外资

单位面积土地实际利用外资额

旅游开放度

旅游外汇收入占比

旅游外汇收入与GDP比值

对外接待能力

星级饭店分布密度

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星级饭店数量

贸易开放度

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美

是，由于香港和澳门并未披露直接的旅游

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但是据此认为前

外汇收入数据，两个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

者的贸易开放水平高于后者是不恰当的。

由入境过夜游客总消费和入境不过夜游客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贸易世界占比指标来

总消费两项数据加总得到。而星级饭店分

代替贸易依存度指标有助于提高评价指标

布密度指标则体现了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

的适用性。

对外接待能力。星级饭店分布密度越高，

单位土地利用外资是衡量一个城市

说明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

或者地区在投资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

利于人员的交流与往来，相应的开放水平

指标，单位土地实际利用外资额越大，说

也更高。

明该投资开放度越高，投资的限制性条件
也相对越少。单位土地利用外资指标要优

（二）测算方法

于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比的测

结合研究的需要，本文采取主成分分

度方法。特别是，结合我国近年来供给侧

析法对指标体系中的五个细分指标进行降

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内生增长动力增强的情

低维度处理，在尽可能不损失原有指标信

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份额的变化也不能

息的前提下减少指标的数量，从而达到对

完全说明投资领域开放水平的变化。在经

细分指标进行综合的目的。和人为设定权

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实际利用外资额在

重的方式相比，主成分分析法能够在最大

GDP占比的下降，可能是体现了当地内生

限度保留原有指标信息的前提下获得综合

增长动力的增强，而不是反映了投资领域

性评价指标，而且避免了人为设定权重的

开放水平的降低。因此，单位土地实际利

主观性，对细分指标的综合过程更加严谨

用外资额这一指标和外商投资占比指标相

和客观。

比能够更好地衡量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水

主成分分析过程借助SPSS16.0软件完
成，具体步骤如下：第一，通过五个细分

平。
此外，旅游外汇收入占比主要是基于

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判断指标之间是否存

国际旅游消费的维度来衡量对外开放水

在显著的相关性，如果相关系数矩阵显示

平。旅游外汇收入占比越高，意味着国际

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度，可以初

旅游对当地的经济拉动作用越强，而且当

步判断这些指标适合用于进行因子分析，

地的旅游市场也越开放。此处需要说明的

能够从中提取出反映变量间共同特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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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因子；第二，借助KMO抽样适当性检验

计与合并计算的需要，通过汇率换算将港

和Bartlett球形检验进一步判断因子分析方

币、澳门元和人民币统一换算为美元，以

法的适用性，其中，KMO的取值范围在0

便于展开指标的统计与分析。

到1之间，越大说明越适合于进行因子分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和把握粤港澳大湾

析，Bartlett球形检验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

区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内所处的相对位置，

矩阵作为出发点，原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

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外，同时选取

是一个单位阵，如果拒绝原假设，则说明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样

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第三，利用主成分

本，以便于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

分析法获得因子分析的初始解，并且根据

进行更全面的考察和比较。其中，京津冀

特征根取值大于1的条件对变量的共同度

城市群涵盖了北京、天津、保定、唐山、

进行提取，确定是否能够从原有指标的信

石家庄、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

息中提取得到有效的公因子；第四，结合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13个城市，涉

累积方差贡献率来判断提取得到的公因子

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长

是否能够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总方差，

三角城市群涵盖了上海、南京、无锡、常

并且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正交旋转以

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

确定公因子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

计算旋转前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其中旋转

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

方法采用了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方差最大

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个城

化正交旋转法；第五，基于回归分析法得

市，涉及作为直辖市的上海以及江苏、浙

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为最终计算得到样

江和安徽等省份。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

本城市和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指标提供测

角城市群是我国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以外，

算依据。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经济体量较大、人均

（三）数据说明

收入水平较高、人口密集度较高的两个区
域，同样有望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将

本文的重点在于测算粤港澳大湾区

这两个城市群作为比较对象，有利于更好

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大湾区各城市的

地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实际情

对外开放水平，并且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

况。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相关测

比较的方式明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

算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方向和路径。为此，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和

选取2010-2015年期间的粤港澳大湾区城

城市的统计年鉴。

市统计数据作为主要研究样本。其中，研

考虑到除了测算样本城市的对外开放

究所需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

指数以外，还需要测算城市群的总体对外

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以及澳门统计

开放水平，本研究在将样本城市作为研究

暨普查局DSEC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

对象和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样本城市

香港、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其他城市

所在城市群也视为研究样本放入因子分析

所采用的货币单位并不相同，基于指标统

模型中，从而得到样本城市群的总体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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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指数和各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指数。因

店分布密度指标则基本不变，从2010年到

此，总体研究样本涵盖了粤港澳大湾区、

2015年都是0.02个/平方公里。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三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

群以及50个样本城市在内，研究的时间范

国际市场需求放缓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

围涉及2010～2015年。

湾区的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了冲击，贸易增
速有所下滑，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

三、对外开放水平测算结果与比较

有所下滑。但是，在这种不利情形下，粤港
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的世界占比却出现了

（一）总体测算结果

显著的提高，这反映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粤港澳大湾

国际市场上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比以往更

区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呈现出了在波动中

加重要，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对国际市场

上升的趋势，总体得分从2010年的6.64上升

的嵌入程度和开放水平实际上是趋于提高

到了2015年的7.02，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对

的。因此，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

外开放水平处于上升通道。从各个分项指

更多的是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

标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贸易世界占

大湾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增强，并不代

比和进口贸易世界占比都出现了较为显著

表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水平出现了下降。

的提升，其中，出口贸易世界占比从2010年

为了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总体对外开放

的5.38%提高到了2015年的6.52%，增长幅

水平在国内所处的位置，可以将京津冀城

度达到21.19%；进口贸易世界占比则从2010

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

年的4.89%提高到了2015年的5.37%，增长

较分析。从总体上看，国内三大城市群的

幅度达到9.20%。类似的，单位土地利用外

总体对外开放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粤港澳

资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势头，从2010年

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

的0.02亿美元/平方公里增加到了2015年的

市群，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对外开放

0.04亿美元/平方公里。此外，旅游外汇收

水平的领先优势还表现出了逐年扩大的趋

入占比指标出现了轻微的下滑，从2010年

势。从2010年到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

的4.63%下降到了2015年的4.32%。星级饭

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对

表2

18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指标及得分

年份

出口贸易
全球占比
（%）

进口贸易
全球占比
（%）

单位土地利用外
资（亿美元/平
方公里）

旅游外汇
收入占比
（%）

星级饭店分
布密度（个
/平方公里）

得分

2010

5.38

4.89

0.02

4.63

0.02

6.64

2011

5.10

4.64

0.02

4.72

0.02

6.34

2012

5.36

4.86

0.02

4.92

0.02

6.80

2013

5.63

5.12

0.02

4.94

0.02

7.07

2014

5.73

5.08

0.03

4.89

0.02

6.94

2015

6.52

5.37

0.04

4.32

0.02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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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指数分别从6.64、4.78和1.68变为

大湾区可能会先于其他城市群进入改革的

7.02、4.75和1.56，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

深水区，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上面临更

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差距则分别

多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从而使得

从1.86和4.96增加到了2.27和5.46。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领跑优势可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

能会有所削弱，这也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

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

创新管理体制，进一步构建对外开放新体

仍将是其他城市群和地区追赶的对象，其

制、新格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优势地位在短期内仍然是较为稳固和难以
超越的。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我

（二）分城市测算结果

国对外开放的领头羊，其中较为关键的影

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

响因素在于：粤港澳对外开放时间较早，

虽然相对较高，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

而且区域内同时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

开放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以2015年的数

自由港以及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这

据为例，对外开放指数最高的香港得分达

就使得粤港澳城市群具备了较强的对外开

到了8.11，而对外开放指数最低的中山得

放属性，而且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也更加灵

分则仅为0.36，前者的得分是后者的22.5

活和便利。这一独特的优势是我国其他城

倍，差距极为明显。同时，除了香港和澳

市群和地区暂时所不具备的，粤港澳大湾

门两个城市得分超过6以外，其他九个城

区也因此得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示范性

市的得分都不超过2，不及香港和澳门得

区域。

分的1/3。可以看出，香港和澳门对外开放

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全

水平的领先优势较为突出，这也凸显了粤

面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背景下，包括

港澳大湾区内部对外开放水平参差不齐的

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内的我国

特征。如果把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排除在

其他地区也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提升自身的

外，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内的

对外开放水平，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领先地位将会大幅度缩水。

对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强有力的追赶态势。

从总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跑者，粤港澳

对外开放指数得分最高的城市是香港，第
二到第四名依次是澳门、深圳、珠海，第
五到第八名依次是江门、广州、东莞、惠
州，第九到第十一名依次是佛山、肇庆、
中山。排名前两位的香港、澳门是国际自
由港，紧随其后的深圳、珠海是经济特
区。显然，自由港和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
水平要高于其他城市，在对接国际商事规
则、营造国际化经营环境、开展制度创新
工作等方面都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其吸

图1  三大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比较

引高端要素集聚、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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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于其他城市。

其中，澳门的得分从7.30下降到了6.79，

从每个城市对外开放指数得分的纵

下降了7.10%；广州的得分从1.46下降到

向变化情况来看，在2010-2015年期间，

了1.20，下降幅度达到17.89%；珠海的

有7个城市的对 外开放水平出现了不同

得分从2.76下降到了1.41，下降幅度达

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有4个城市的对外开

到49.08%；中山的得分从0.49下降到了

放水平有所下滑。具体来说，对外开放

0.36，下降幅度达到26.23%。

指数得分有所提高的城市包括香港、深

为了进一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圳、佛山、惠州、东莞、江门、肇庆等城

群开放水平的趋同情况，可以引入变异系

市。其中，香港的对外开放指数得分从

数进行测度，该指数由数据序列的标准差

6.37提高到了8.11，上升幅度为27.30%；

与均值的比值来衡量。变异系数越大，意

深圳的得分从1.93提高至1.94，微增了

味着差异越大、趋同关系越弱；变异系数

0.24%；佛山的得分从0.50上升到了0.63，

越小，意味着差异越小、趋同关系越强。

上升幅度为26.25%；惠州的得分从0.86

经过测算，在2010-2015年期间，粤港澳

提高到了0.89，增长幅度为4.30%；东莞

大湾区对外开放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是

的得分从0.80上升到了1.12，上升幅度达

1.14、1.14、1.16、1.19、1.23、1.21。可以

到40.69%；江门的得分从0.83提高到了

看出，开放指数的变异系数走势虽然在

1.20，上升幅度为45.21%；肇庆的得分从

2015年出现了收窄的迹象，但是总体上仍

0.31提高到了0.46，上升幅度为47.89%。

然表现出了较为明显地在波动中趋于增长

相比较而言，得分有所下降的城市

的态势。结合总体开放度和分城市开放度

有澳门、广州、珠海、中山等四个城市，

的测算结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开

这也显示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对

放水平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总体分化、局

外开放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

部趋同特征。

    表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外开放得分

序号

城市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

香港

6.37

7.06

7.38

8.01

8.28

8.11

2

澳门

7.30

7.10

7.15

7.01

6.55

6.79

3

广州

1.46

1.35

1.27

1.15

1.13

1.20

4

深圳

1.93

1.91

2.05

2.14

1.90

1.94

5

珠海

2.76

2.19

1.73

1.42

1.37

1.41

6

佛山

0.50

0.58

0.63

0.63

0.62

0.63

7

惠州

0.86

0.84

0.85

0.87

0.85

0.89

8

东莞

0.80

0.86

1.02

1.06

1.06

1.12

9

中山

0.49

0.39

0.32

0.32

0.52

0.36

10

江门

0.83

0.94

0.99

1.06

1.05

1.20

11

肇庆

0.31

0.68

0.86

0.86

0.40

0.46

注：表格数据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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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

区中对外开放指数得分排名靠后的城市，

对外开放进程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

在2010年的排名是23，在2015年的排名上

内部各个城市之间开放水平均衡性较差的

升至21。这也意味着，2015年11个粤港澳

现象仍然较为突出，而且城市间的开放差

大湾区城市对外开放指数得分排名在50个

异也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迹象，不利于打造

城市的总排名中都进入了前21位，凸显了

更高水平和更加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平在国

局。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粤港澳城

内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在2010-2015年

市间的协同开放关系，低水平开放城市与

间，除了惠州的排名维持不变以外，排名

高水平开放城市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趋

有所上升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有香港、深

于显著，而且开放水平差距的扩大最终也

圳、江门、东莞、惠州、佛山、肇庆、中

会影响到粤港澳大湾区总体对外开放水平

山等8个城市，排名有所下降的是澳门、

的提升，不利于更好地发挥粤港澳大湾区

珠海、广州等3个城市，反映出粤港澳大

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竞争力和资源

湾区城市群总体排名有所提高。

配置能力。

（三）分城市横向比较

从每个城市的排名情况来看，香港和
澳门作为高度包容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在
三大城市群的50个城市中稳居前两强。除

为了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对外开放

了香港和澳门以外，2015年排名前十的粤

水平所处的地位，根据三大城市群所包括

港澳大湾区城市还有排在第4位的深圳、

的50个城市对外开放指数得分进行排名和

第6位的珠海、第8位的江门以及第9位的广

比较，其中包括了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

州，在前十的榜单上占据了6个席位，总体

市、京津冀城市群的13个城市以及长三角

上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和2010年的情

城市群的26个城市。表格展示了所有的粤

况相比，在入围前十强的六个城市中，香

港澳大湾区城市在这50个城市中具体的对

港、深圳、江门的排名分别提升了1位、2

外开放指数得分排名情况。

位和5位；而澳门、珠海、广州的排名则分

在50个样本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城

别后退了1位、2位和1位。排名处于第11到

市的排名相对靠前。中山作为粤港澳大湾

第20区间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包括了排在
第11位的东莞，第12位的惠州，第14位的
佛山，以及第17位的肇庆。此外，中山是
唯一的一个排名在20名以外的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其排名在2010-2015年期间也有所
提高，从第23名上升到了第21名。
基于城市间横向比较的结果表明，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平总体
上要高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指数
变异系数趋势图

2015年的对外开放指数得分排名前十位的
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就占据了六

21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SPECIAL ISSU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表4
序号

城市

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开放度在三大城市群中的排名变化
在50个城市中的排名

序号

城市

+1

7

2

-1

6

4

珠海

4

江门

13

广州

8

2010

2015

变化

香港

2

1

2

澳门

1

3

深圳

4
5
6

在50个城市中的排名
2010

2015

变化

东莞

14

11

+3

8

惠州

12

12

0

+2

9

佛山

22

14

+8

6

-2

10

肇庆

30

17

+13

8

+5

11

中山

23

21

+2

9

-1

注：上述排名与变化情况指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三大城市群50个城市中的排名情况。

个席位，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在打造对外

具备的引领地位和比较优势较为显著；第

开放经济体系中的领先优势和引领地位。

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对外开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部分粤港澳大湾区

放水平最高的城市，作为自由港的澳门以

城市的对外开放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下滑，

及属于经济特区的深圳、珠海，对外开放

表明在构建对外开放新体系、新格局的过

指数得分都相对较高，反映出制度创新自

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仍然面临着较

由度对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显著的

强的外部竞争压力。特别是，受到自贸区

驱动作用；第三，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对

以及协同发展规划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京

外开放指数得分及排名相对较低，开放水

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

平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较为明显，凸显

平也将会逐步提高，客观上会对粤港澳大

了广州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对高端要素的

湾区对外开放指数排名带来新的挑战。

吸引力仍有待提升；第四，和京津冀城市
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高，城市排
名也相对靠前，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的对外开放表现总体上优于其他两个区域

本文选取了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

的城市；第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

度、旅游开放度、对外接待能力等维度的

对外开放水平差异表现出了总体分化、局

指标用于衡量的对外开放水平，并且采用

部趋同的特征，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不

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10-2015年期间涉及

利于构建协同对外开放新体系，也不利于

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

实现世界级城市集群的发展目标。

市群共计50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指数得分。
通过数据测算和比较分析，得到如下主要

（二）对策建议

结论：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对外开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升

放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通道，而且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对外

水平显著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在国内所

开放新格局这一主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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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充分发挥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对

湾区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建设进程，

外开放格局中所发挥的“引领者”和“超

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有形壁垒和无形障

级联系人”作用，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城

碍，为各类要素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

市间经贸联系，增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

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并且通过内部开放

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

来促进对外开放，最终实现城市间开放

应；第二，要积极借助广东自贸区等平台

水平的协同提高；第五，制定粤港澳大湾

和载体，探索和试点各种开放新举措，做

区对外开放行动纲要，明确大湾区的对外

到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大力推进负面

开放路线图和阶段性目标，结合建设国际

清单管理模式、贸易通关便利化、投资备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以

案制管理等制度创新项目的落地和推广；

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国际

第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知名湾区为赶超对象，做到有目标、有规

通过建立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开展国际产

划、有路线；第六，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

能合作、设立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基金等方

设委员会和城市联合会，通过顶层设计和

式，引导和鼓励有实力、有意愿的本土企

城市交流，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

业拓展海外市场，提升本土企业全球配置

政策协同与沟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资源的能力和效率；第四，推进粤港澳大

一个整体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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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pening-up Level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ang Yongcong, Shen Minghao
Abstract: Highly inclusive and opening-up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mmon features of world-class bay areas. Whethe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world-class bay areas relies on its opening-up level. Based on those openness dimensions related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pening-up level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The majo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opening-up level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creases from 2010 to 2015,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oth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Also, the opening-up level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characterized with differentiation on the whole and partially convergence as well. To further enhance the
opening-up level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more issues could be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including fully realize the role of Hong Kong’s “super-contact”, mor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uangdong’s FTZ, more inclu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strateg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opening-up;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上接13页）
The Economic Opennes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Renowned Bay Areas
Zhang Yu, Chen Junku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to the opening up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Openne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economy of bay areas. The paper establish a comparative structure of
the openness of bay areas, and compare among four bay areas accordingly, inclu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t is concluded tha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mature and well prepared in terms of its infrastructure but still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t should focus more on economic effectiveness, equilibrium and internal coordina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y area economy;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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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与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
◎

谢

俊 申明浩 杨永聪

摘 要：透明、便利、法治的营商环境是湾区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国际化营
商环境建设的成效决定着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实现从区域性湾区向国际大湾区跨越和升
级。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一政策背景，系统识别粤港澳大湾区与国
际一流湾区在营商环境上所存在的外部差距，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在营商环境上
的内部差距，并综合归纳营商环境建设的国际先进经验，最后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
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营商环境 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3
带来的便利性、集聚性和开放性支撑了湾

一、引言

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其成为全球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国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

际一流湾区的代表主要有纽约湾区、旧金

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山湾区、东京湾区，从三大湾区的实践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共同签署

验来看，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流动自由

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化、产业分工协同化、营商环境包容化是

架协议》。这意味着香港、澳门两个特别

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要素。与世界三大

行政区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

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除了空间辽阔、

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这个拥有

人口总量大外，还在经济总量、区位条件、

11座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已经

城市体系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然

步入深化落实阶段。

而，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城市

湾区是面向大海，由一个和若干个海

及城市群之间经济总量等硬实力的较量，

湾及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湾区经济

更表现为经济软实力，尤其是营商环境的

因港而生，依海而兴。地理和资源等因素

竞争。2017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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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改善投资

准入率就越高，企业的密度就越大，良好

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

的营商治理环境使开办企业需要的时间减

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少10天，就会使投资率增长0.3个百分点，

的营商环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

GDP增长率增加0.36个百分点。

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由此可见，国际化营商环境是一个

营商环境是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

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

程（包括从开办、营运到结束的各环节）

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是一个国家或地

的各种周围环境和条件的总和。概括地

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提升国际竞

说，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

争力的重要方面。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

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世界银行

成效也决定着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能否

《营商环境报告》指出，所谓国际化营商

实现从区域性湾区向国际大湾区的跨越

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要

和升级。当前，营商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建

与国际上营商环境监管的透明度和便利度

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先手棋”和“当

的全球趋势接轨，建立符合世贸规则的市

头炮”。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投

场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为企业营造公平

入大量的资源致力于进一步提升营商环

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开透明的政策环

境，措施包括：简化开办企业手续、酝酿

境、高效便捷的办事环境。从国际上看，

出台减税政策、商事制度改革等。而广州

改善营商环境也是备受关注的，世界银行

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

从2003年开始，连续每年发布《全球营商

台在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打造营商环境

环境报告》，对世界各国的营商环境进行

对接方面更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

评估，并提供改善建议。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差距与不

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毋庸讳言，而营商

足。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与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通过以

世界一流湾区在营商环境上的外部差距，

下两种途径实现。第一，营商环境的改善

也表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营商环

不仅促进了外资流入，也有助于国内生产

境的差距。基于此，后文将对营商环境的

性私人投资的增加。世界银行对80个国家

这一内外部差距进行识别，并借鉴营商环

的研究表明，仅仅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

境建设的国际先进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

就可以使企业增加新投资的可能性提高

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

30%；第二，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有利于创
新创业活动的开展。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
降低了企业的开办及运行成本，也为创新

二、营商环境的内外部差距识别

和激励机制。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一流湾区
营商环境的差距

于市场优胜劣汰动态机制的运行，从而推

为了对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现状

动经济健康发展。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指

以及与世界一流湾区的差距有更清晰的

出，治理的透明度和便利度越高，企业的

认识，做到找准对标、明确差距、着眼未

创业者的商业创意提供了更多的实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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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本文依据《2017年世界城市营商环

面则得分较低，与纽约、东京差距较大。

境评价报告》，选取粤港澳大湾区的香

而广州、深圳在二级指标的六大指数得分

港、广州和深圳，东京湾区的东京以及纽

上均全面落后于纽约和东京。

约湾区的纽约这五大城市作为比较的对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差距使得粤港澳

象。该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主要选取了世

大湾区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创新发展等方

界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以及GDP总

面远远落后于世界三大湾区。汤森路透公

量排名靠前，和经济总量排名靠前国家的

布的《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显示，粤港澳

共25个城市，另外加上中国香港、北京、

大湾区范围内没有机构入选，而中国也仅

上海、广州、深圳，共30个城市进行排名

仅有1家机构入选。相比之下，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没有城市进入榜单，澳门及

有多达20家机构入选全球创新百强名单，

珠三角其余7市也并未进入榜单）。分别

其中不乏富士通、佳能、日立、三菱、东

用软环境（权重20%）、生态环境（权重

芝、丰田等知名公司；旧金山湾区和纽约

15%）、市场环境（权重20%）、商务成

湾区也分别有8家和1家机构入选该名单，

本环境（权重10%）、社会服务环境（占

其中包括了苹果、谷歌、英特尔等知名公

15%）、基础设施环境（权重20%），来

司。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和美国分别有

测算2017年各世界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表

40家和35家机构入选，在创新百强名单中

1为世界湾区核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

合计占比达到75%。这也反映出，粤港澳

首先，从一级指标营商环境指数排

大湾区的原始创新和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其

名来看，纽约湾区中的核心城市纽约居

他三大湾区相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

榜首，东京湾区中的核心城市东京位列

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短时期之内难以跻身国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香港居第8、而

际一流湾区行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位列第19位、深圳位列21位。其次，
比，香港的软环境指数得分较高，超过了

（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营商环
境的差距

纽约与东京，而在生态环境指数方面则是

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与世界

高于纽约但低于东京，在市场环境指数方

一流湾区在营商环境上存在较大的外部差

从二级指标的得分来看，与纽约、东京相

表1

世界湾区核心城市营商环境比较

国际城市
软环境指 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商务成本 社会服务 市场环境
营商环境
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排名

城市

1

纽约

0.781

0.547

0.588

0.753

0.609

0.660

0.655

3

东京

0.695

0.588

0.618

0.501

0.645

0.644

0.626

8

香港

0.841

0.566

0.376

0.331

0.428

0.306

0.487

19

广州

0.553

0.433

0.420

0.478

0.196

0.399

0.417

21

深圳

0.541

0.526

0.295

0.299

0.312

0.425

0.406

注：作者依据《2017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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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也存在较大

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粤

的营商环境差距。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

港澳对外开放与融合发展指数报告》，选

中，香港作为一个信息极为发达的国际大

取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作

都市，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贸易通商港口，

为营商环境的间接衡量指标，探讨粤港澳

再加上本身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法律

大湾区内部城市之间营商环境的差距。该

制度，给企业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商环

报告中，采用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

境。世界银行2017年10月31日发布《2018

旅游开放度、对外接待能力四大维度的五

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再度被评为全球

个细分指标衡量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放

营商最便捷的地方之一，营商环境在全球

水平。图1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10至

190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列第五。世界银行

2015年在对外开放上的得分比较。

赞扬香港推行的多项便利营商改革措施成

从图1可见，在对外开放水平上，粤

效显著，包括优化土地管理系统，提高系

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内

统可靠度和设立投诉机制等。中国营商环

部差距。香港、澳门作为湾区内国际都

境便利度则是列第78位，其中“开办企业

市，在对外开放水平上遥遥领先于珠三

便利度”排名表现亮眼，从去年的第127

角9市。而在珠三角9市之间，对外开放水

位上升至今年的第93位，共上升34位。由

平也分化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广州、

于世界银行这一营商环境报告并未包括澳

深圳、珠海、东莞和江门，第二层级为佛

门及珠三角9市，因此无法利用该报告对

山、惠州和肇庆。虽然对外开放水平只是

各城市间的营商环境差距进行评估。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方面，国际化营商

值得指出的是，开放包容是世界一流

环境还包括宜居宜业水平、市场化程度、

湾区的共有特征，也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

法治环境等，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对外开放

关键所在。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

水平的差异窥探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

湾区作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典型，虽然具体

营商环境的差距所在。这一差距的产生既

的发展路径和特色优势有所差异，但是无

与各城市开埠通商历史有关，也与各城市

一例外都具有开放包容、宜居宜业等突出

行政级别、经济实力、产业发展侧重点等

特征。从实践经验来看，上述三个世界一

诸多因素有关。而营商环境的区域不平衡

流湾区正是因为构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体系，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形成了较强的
吸引作用，才最终得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
金融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和创新中
心。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
放水平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地区是
否具备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目前，世界各国与地区也纷纷投入大
量精力，致力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改善
营商环境。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广东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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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建设带来较

素，不仅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前提在湾

大的负面影响，例如，要素在大湾区内的

区内实现制造业的合理布局，还充分利用

自由流动受阻；公共服务同城化面临协调

港口的辐射效应，带来了整个地区的开放

难题；创新资源难以共建共享等。概而言

性和包容性。坚持开放性和国际化使得东

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目标是促

京湾不仅汇聚了像日产汽车、丰田汽车、

进人力、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全方位

日本制铁、索尼、佳能、NEC、资生堂、

流动，最终实现湾区经济一体化。为达到

软银等世界顶级的跨国企业总部，同时也

这一目标，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

汇聚了微软、华为等世界著名的外资企

部各个经济圈和城市集群间全领域实现

业的研发中心。东京湾区的开放性和国际

硬对接（交通等基础设施、产业等对接）

性，使得整个湾区的发展能够敏感地捕捉

和软对接（营商环境的对接）。软对接是

到世界政治经济不断变化的内容和趋势，

硬对接的前提和保证。最终，通过湾区国

令东京湾的建设紧跟世界的潮流，甚至引

际化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努力使整个

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湾区的“多核、多圈”聚合为新的“核心

第二，依托制度创新，推动创新创

区”，以开阔的“叠合、共生” 视野对外

业。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自20世纪80年

辐射扩散，实现外延式增长。

代开始，通过对科技成果转移、风险投资
及交易体系、创新创业财富效应机制等一

三、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进
经验

系列知识经济领域的制度进行创新和变
革，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涉及科技成果
转移、风险投资体系、交易流程监管等领

（一）国际一流湾区营商环境建设经验

域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从而大大促进了湾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湾区发展的必经之

区内金融与科技创新创业的有机结合。旧

路，无论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还是旧

金山湾区中硅谷的飞跃式发展，正是得益

金山湾区，都经历了从地区小湾区发展成

于创业创新政策和体制的推动、专业化中

为国际大湾区的演变历程，透明、便利、

介服务体系的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及其与

法治的营商环境是国际大湾区取得成功的

产业的良性互动、高质量的生活和人居条

重要因素。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从区

件、雄厚的创业资金来源和成熟的金融体

域性湾区向国际大湾区的转变，就必须在

系等。

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学习、吸收国际

第三，促进高端要素的规模经济和自

一流湾区经验。我们将世界一流湾区营商

增长效应。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环境建设的经验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还是东京湾区都具有中心地位突出、扩散

第一，坚持开放性和国际化。湾区意

带动效应显著的核心功能区。较为显著的

味着拥有众多良港，但这只是在物理上

两个例子是：曼哈顿作为纽约湾区的核心

提供了对外交流的门户，更重要的是开放

功能区，金融资本和交易所高度集中，形

程度，它决定了港口城市的国际化氛围。

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交易市场；硅

例如，东京湾区充分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

谷是旧金山湾区的核心功能区，汇聚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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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成为了全球科

性设施，制定经济法规和各种监管条例。

技创新前沿和高科技发展的风向标。上述

例如，香港政府在1996年推行方便营商计

核心功能区之所以能够突破高端要素集聚

划，以确保香港维持竞争力，并继续提供

的“天花板”，关键在于核心区拥有具有

最佳的条件，促进工商企业蓬勃发展；于

较强关联扩散效应的标杆性企业和平台机

1997年成立专门永久机构工商服务业推广

构，例如硅谷拥有甲骨文、微软、谷歌、

处，以维持香港作为全球最佳营商地方及

英特尔、苹果、脸书等众多世界500强企

区内卓越服务中心的地位；于2006年成立

业，曼哈顿华尔街则拥有了纳斯达克、美

方便营商咨询委员会（方咨会），负责推

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交易平

行前经济及就业委员会及其辖下方便营商

台和与之相关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

小组促进营商的工作。

构。这些标杆性企业和平台机构作为引领

第二，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并以

全球科技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关联效

简化透明的税收，吸引外来投资。香港特

应和扩散效应显著的企业与平台，能够对

别行政区政府一直致力吸引外来直接投

高端要素的集聚带来极强的促进作用，由

资，设立官方、半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共

此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又会进一步增强

同促进外来投资。官方包括：“跨局的投

湾区经济的发展潜力，提升湾区经济的发

资推广督导委员会”由财政司司长担任主

展水平和发展层次，从而吸引更多高端要

席，专责制定促进投资的整体政策和监督

素的流入与汇聚，最终形成良性的互动循

政策在政府内部推行的事宜；“投资推广

环。

策略小组”亦由财政司司长担任主席，专

（二）香港营商环境建设经验

责征询私营机构的意见；“工商局”负责
处理有关政策制定和工作统筹的日常事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国际化程度最高

务，并由执行部门——“投资推广署”以

的城市，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及各个“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辅助执行

包括完善的法例、独立的司法、简单的税

职务。多个非政府机构积极参与促进外

制、低税率等。此外，香港还拥有廉洁而

来投资的工作计划，包括“香港贸易发展

高效的政府，加上资金能够自由进出、信

局”和“香港科技园公司”。特区政府借

息自由流动等，促使其营商环境得到世界

助这些机构，为有意或已在香港投资的公

广泛认可。我们将香港营商环境建设的经

司提供多项咨询及支援服务。此外，简化

验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透明的税收政策也充分吸引了大量外来投

第一，坚持奉行“市场主导、政府促

资。香港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6.5%，个人

进”的原则。政府以发展和推动经济为基

所得税上限为15%。香港税种较少，没有

调，维持“大市场、小政府”，提供广阔

营业税、预提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增值

和公平、公开的平台，令自由市场的力量

税和地产税等。

可以充分的发挥。具体而言，香港没有设

第三，重视中小企业发展，采取多项

置任何贸易屏障、投资限制或外汇管制。

政策鼓励创新创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政府只着力于营造投资环境，兴建基础

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中心，香港工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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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也专设中小企业资讯中心。他们根据中
支援及辅助的地方，并就此制订了相应的

（一）打造规范、开放、竞争的市场
环境

策略和措施，以满足中小型企业的需要。

第一，促进市场一体化，扩大开放，

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还通过举办各

提高国际化市场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是粤

种门类的展览会和培训课程、工作坊展示

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前提条

等，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便利。并举

件。为此，有必要在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办各种专题的中小型企业研讨会，探讨中

的基础上，研究设立大湾区投资促进会和

小企业关心的商贸课题，就提升香港中小

产业发展联盟，推动湾区内部产业价值链

企业国际竞争力、内地及国际商贸形势及

条和资源分配模式的优化提升，促进产业

变化、创新创业政策等专题进行分析，探

结构的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并且以粤港

讨对企业运营及发展有切身关系的议题。

澳大湾区为一个整体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众多银行也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提供

同时，通过设立空港经济发展协会和科技

优惠的贷款计划等。

合作创新基金等，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小企业的情况，确定中小型企业特别需要

统一的全要素市场融通体系，特别是构建

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
境的建设路径

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
场以及产品市场，形成高效的要素流动和
融通格局。

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与国际商

第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

事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打造包容开放、

设，统筹规划粤港澳轨道交通网和各级公

创新合作、高度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对

路网的建设，积极提升港口集群和机场集

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战略

群的功能延伸和拓展，促进要素市场的自

构想，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体制性优

由流动。依托粤港澳港口群建设国际航运

势，推动供给侧改革，带动周边区域的发

中心，打造内联外通、海陆空无缝对接的

展，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以及落实海

物流枢纽，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的基础设

洋强国战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

施布局体系。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布局，缩

下，本文首先概述了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定

短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义与重要性，其次对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

时间，促进物流和客流的高效通行，通过

境的现状进行评估，识别出与国际一流湾

交通一体化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一

区的外部差距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

体化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和交通网络保障，

的内部差距，然后梳理国际一流湾区和香

最终促进大湾区要素市场的一体化。

港在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

第三，强化监管，营造粤港澳大湾区

验，最后本文将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

诚信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应在市

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入手，对粤

场准入监管、质量安全监管、市场竞争秩

港澳大湾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路径提出

序监管等要严加控制，监管要置于市场监

以下建议。

管信息平台之下，实现监管信息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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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可运用的目标，提升市场监管效

竞争力的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加强执

能。此外，通过政府的引导和社会的参

法，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与，营造诚信市场，从而优化大湾区内营
商环境。

第三，鼓励建设中介服务机构，完善
投资促进服务平台。精简政府架构，提高
行政效率，还可以通过 “外包”与建立中

（二）打造高效、稳定、透明的政务
环境

局是半官方的中介机构，其专业化的机构

第一，全面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对投

为众多中小企业提高专业的服务，带来方

资审批制度、贸易通关流程和监管报备方

便，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粤港澳

式进行优化调整，实现电子化、高效化、

大湾区各城市应树立以服务促投资理念，

透明化以及一站式流程管理，提升贸易和

与世界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投资的便利化程度。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

所、境外银行、国际投资咨询机构等经营

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大格局，对于整合国

服务专业机构联合构建投资前期服务、投

内外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发挥着关键性

资中期服务和投资后期全方位投资服务，

节点的作用。为此，要借助大湾区融合发

进而实现投资者考察便利化、信息和市场

展的契机，对投资审批制度、贸易通关流

研究便利化、企业运营便利化，提升粤港

程和监管报备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实现电

澳大湾区专业中介服务水平。

子化、高效化、透明化以及一站式流程管

介服务机构。以香港为例，香港贸易发展

港澳大湾区的本土企业构建产业链条和价

（三）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
环境

值体系提供制度支撑和要素支持，提升粤

第一，健全有关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

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和服务业

体系，构建匹配粤港澳湾区互联互通的法

的国际化水平。

律法规体系。针对城市规划、土地开发使

理，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程度，为粤

第二，建立政务公开机制，并选拔与

用、环境保护、建筑物管理、特定设施管

培训行政人员，培养服务意识。建立政务

理等企业投资管理的各个环节，出台一系

公开机制、打造透明政府是粤港澳大湾区

列法律法规，确保了每一个管理事项都有

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内在要求。例如，

法可依，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办事。此外，

香港通过“网上政府”完善各部门信息化

为促进大湾区内人员、货物和资金的互

建设及共享，使得各个部门的办理事项基

联互通，需要尽快探索在“一国两制”框

本上都可以在网上办理。此外，各部门网

架下，构建粤港澳湾区配置资源的共同市

站均公布了详细的法律法规、办事指引、

场，建立起匹配粤港澳湾区互联互通的法

资料表格、负责人及部门、受理情况、办

律法规体系。在当前粤港澳三地尚未建立

理结果等信息，方便企业投资项目办理各

起全面的司法合作关系的背景下，可以倡

类事项。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各政府应选

导通过仲裁、调解的方式解决粤港澳大湾

拔与培训行政人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

区合作中的法律纠纷。

服务水平，让政府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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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

局，加快“三旧改造”，完善公共基础设

根本前提。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为

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提高城市精细

契机，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工作，

化品质化管理水平，按照“干净、整洁、

配套修订现有专利保护相关制度，提高举

有序、平安”的要求，打造宜居宜业的城

报奖励金额标准，加大惩防力度，营造尊

市环境。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此外，还

第二，树立“人才强区”理念，重视

必须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侵权行为的执法

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形

查处力度，组织例行检查和突击检查，为

成包容性、可持续性的人才发展“生态

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切实保障外

圈”。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事业支持平台、

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生活服务平台、配套保障平台，提高优质
人才在大湾区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

（四）打造和谐、稳定、健康的社会
环境

度。建设宽领域、广覆盖、集群式的人才

第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环境。在公共卫生、医疗、社会保险、配

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产城人”的高度

偶安置、子女入学、购房补贴等方面制定

融合，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宜居宜业的

妥善政策，为海内外人才提供高质量、国

人才高地。宜居宜业是湾区经济发展的环

际化水准的生活服务。大力培育新型科研

境优势。未来应充分发挥湾区经济的环

机构，加强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

境优势，城市设计注重以人为本，进一步

等重大创新平台的合作，深化国际创新交

加强城市整体规划，强化规划的统一性和

流，促进各类创新资源有机融合，激发高

稳定性，注重突出城市特色，优化空间布

端人才的创新潜力。

创业平台，为人才提供宽松的营商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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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up the Differenc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Xie Jun, Shen Minghao, Yang Yongcong
Abstract: Transparent, convenient and legalization are the key features for the success
of bay economy. Whethe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world-class bay areas rel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la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difference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betwee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world class bay areas, and the differences exist in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Moreover, it introduces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Finally, it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market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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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场群空间格局及其对
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

曹小曙 杨景胜 廖

摘

望

要：基于2016年的OAG计划航班数据，重点分析了全球机场群的空间格局，

并以纽约、旧金山、日本湾区为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的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三大湾区
发展现状。研究发现：除美国和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外，中国、日本、泰国和巴
西等国的机场群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发展最为成熟的机场群，呈
现出多核心的发展模式，机场体系较为完善，但辅助机场潜力善待挖掘。从空间距离来
看，世界三大湾区机场群内机场布局更为紧凑，而旅客在粤港澳大湾区机场间流通的时
间成本仍旧过高。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主题下，未来应注重打造多功能国际航空
门户，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挖掘辅助机场的发展潜力，完善机场等级体系，加快
建设高效的地面交通疏散网络。
关键词：机场群 空间格局 全球城市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56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4
形成和强化的基础条件。民航运输较其他

一、引言

运输方式具有快速、高效、便捷的优势，因
此与全球城市区域相适应的机场群建设，

2017年3月“建设世界级的粤港澳大

对提高全球城市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促

湾区城市群”国家战略的提出，进一步验

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证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推动下，全

作用[1-4]。为此，研究全球机场群的空间格

球城市区域是未来全球城市发展的必然趋

局，特别是各大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对

势。在此过程中，交通不仅仅是交易费用

有效引导中国机场群的发展、支撑国际一

的组成部分，更是城市区域各种功能联系

流大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67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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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国外19世纪70年代已经开展的
机场群形成和演化、区域内旅客机场选择、

（二）研究方法

机场间和航空企业间的竞争等机场群研究，

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机场群识别的

国内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研究仍旧处于形

方法和标准存在差异，但主要包括区域范

成或发展初期

[5-15]

。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总结

国外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建设的先进经验

围的划定、内部机场筛选和等级体系的构
建等过程。

和发展模式，或另有交通工程类学者采用

1.全球机场群空间范围划定

数量分析方法，以机场群区域内的居民航

为了更精确地对机场群进行识别，

空出行选择为切入点研究航空客流需求分

考虑部分国家地面、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

布、机场群内部市场竞争和机场选址等问

低，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

题

[16-29]

。尽管学者们在针对机场群的研究

的发展航空自由化引导下机场服务范围

中，已发现机场群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机场分

的 扩 大 化，本 文以3 小时 车 程时间 来 识

工的问题，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需对各机场的

别机场群的空间范围 [30-31]。选取2016年

功能定位进行协调，但均停留在对定性分

OAG(Official Aviation Guide)的计划航班信

析上的协调策略或建议的提出。机场群的理

息中年可售座位数大于60万的机场作为全

论基础建设仍显薄弱，与地理空间相结合

球航空市场提供民用航空服务的重要机

的定量化识别更需加强。本文在对机场群

场。在此基础上，按机场可售座位数大小

空间识别的基础上，从全球各地区机场群的

降序排列所有机场，依次将排名靠前的机

数量和规模、不同机场群内机场距离等方

场作为O点，剩余机场作为D点，通过Py-

面进行分析，揭示全球机场群空间格局和

thon2.7.13编程，并调用OpenStreet API查询

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三大

OD机场之间的车程时间，一旦识别到两个

典型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发展现状。

机场之间的车程时间低于3小时，我们就
将该机场与排名靠前的机场归为同一个机

二、研究区域与方法

场群，并不再对同一机场进行重复分配。
2.机场等级体系识别

（一）研究范围与数据

为构建机场群内部机场等级体系，本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全球5大洲（除南

文分别计算区域内各机场可售座位数的

极洲），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

占比,并以此作为识别主要机场（primary

洲和加勒比、北美、中亚、东亚、东南

airports）、辅助机场（secondary airports）

亚、南亚、西亚、东欧、北欧、西欧、南

的依据。

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拉尼西亚、密

(1)

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全球17个次区

式中，PS ij为2016年机场群i中机场j的

域，248个国家和地区。航空数据来源于
OAG（Official Aviation Guide），包括近900

可售座位数所占比例，S ij为机场群i中机场
j的可售座位数，n为该机场群内的机场总

家全球主要航空公司、4103个民用机场的

数。其中，主要机场的可售座位数占比大

①

2016年计划客运航班和可售座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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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年全球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机场。辅助机场可售座位数占比则为1%～

的地位（表1）。美国和中国分别拥有机

20%之间，剩余可售座位数占比低于1%机

场群32个和20个，对应提供年可售座位

场为其他重要机场，以上所有类别的机场

量11.2亿个和6.13亿个，远超位居世界第

的可售座位数均需大于60万座位数/年。

3位的英国。对比各国航空客运总规模和
机场群客运规模，印度出现排位落差。作

三、全球机场群空间格局
（一）数量分布特征

为航空客运总规模位居前列的国家，印度
拥有38个重要机场，提供超过1.9亿个年
可售座位数，但其机场群可售座位数为

全球共有170个机场群，涉及479个重

5954.8万，仅占重要机场可售座位总数的

要机场，提供全球约70%的可售座位和超

30.9%。说明印度的重要机场布局相对分

过60%的航班。从数量上来看，除北美、

散，相邻城市之间的通航尚未成为其重点

南亚分别拥有35个、29个机场群外，拉

航空服务市场。从各国机场群内平均机场

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欧、南欧、东亚、西

数量来看，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机场

亚、东南亚均有超过10个以上机场群（图

群平均机场数量分别为6个、4个，日本作

3）。但机场群客运市场仍旧集中分布在
北美、西欧、南亚，分别提供可售座位
（计划客运航班）12亿个（979.3万次）、
3.8亿个（247.4万次）、6.2亿个（381.0万
次），三者占比分别为34.7%（41.9%）、
11.2%（10.6%）、18.1%（16.3%）。
从国家分析，除民航超级大国美国
及传统意义上民航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
如英、法、德、意等之外，亚洲的中国、
日本、泰国和非洲的巴西等国均占有重要

图2

2016年各次区域机场群数量和计划
客运航班、可售座位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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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岛屿国家，机场建设密度和地面交通发

西兰、西亚等次区域均缺少中间层级的辅

展水平较高，其机场群平均机场数量也为

助机场。全球机场群主要机场和辅助机

4个。而泰国、巴西机场群平均机场数量

场的数量比为1∶1.5，其中南欧、西亚、

较少，仅为2个。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非、撒哈拉以南非
洲、东南亚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数量比

（二）机场等级体系特征

值最大（≥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

机场群中的主要机场平均规模远大于

欧的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数量比值次之

辅助机场。全球170个机场群中共有285个

（1.5~3），北美、北欧、西欧、东亚、南

主要机场，185个辅助机场。其中，主要

亚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数量比值低于平均

机场、辅助机场分别提供了31.9亿个和5.6

比值（＜1.5）。

亿个可售座位数，对应占全球机场群可售

对比各国机场群内机场等级体系，中

座位总数的84.9%、14.9%（表2）。除西

美两国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数量并不符合

欧的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可售座位比值

“塔形”规则，即高等级机场数量应小于

（计划客运航班比值）最小之外，北非、

低等级的机场数量，仍旧是以主要机场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欧、西亚、东南亚、

居多，两者间的数量比值维持在1.2～1.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6个次区域中的主要

左右，辅助机场所提供的可售座位数小于

机场和辅助机场可售座位比值（计划客运

主要机场的20%。相反，英国、德国两国

航班比值）均大于10（图4）。

辅助机场数量大于主要机场数的2倍。英

各次区域之间的主要机场和辅助机

国辅助机场所提供的座位数为主要机场可

场数量比差异较大，南欧、澳大利亚和新 售座位数的1.3倍，第二梯队的辅助机场整
表1 2016年机场群可售座位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按可售座
位数排序

国家

可售座位数
/万个

计划航班
/万次

机场群数量
/个

机场数量
/个

区域内平均
机场数量/个

1

美国

111959

909

32

101

3

2

中国

61282

366

20

60

3

3

英国

15981

97

3

19

6

4

日本

15967

84

6

23

4

5

德国

14750

93

4

17

4

6

法国

9733

63

4

14

4

7

意大利

9354

58

6

19

3

8

巴西

8941

58

7

15

2

9

泰国

8370

43

4

9

2

10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8336

34

1

4

4

合计

264674

1806

87

281

3

占机场群比重/%

70.3

71.8

51.2

56.5

—

占全球航空运输比重/%

47.4

44.0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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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年各次区域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指标
主要机场

辅助机场

次区域

机场数量
/个

计划客运
航班/万次

可售座位
数/万个

机场数量
/个

计划客运
航班/万次

可售座位
数/万个

北非

3

13.1

2107.5

1

1.2

194.5

撒哈拉以
南非洲

6

18.5

2564.1

2

1.3

207.1

北美

62

828.8

102134.3

44

148.2

17236.9

和加勒比

26

78.6

12188.8

10

16.4

1993.1

北欧

12

75.1

12424.3

19

64.6

9701.1

南欧

29

117.6

18841.0

7

9.4

1446.6

东欧

7

15.4

2017.4

4

2.8

446.1

西欧

20

171.7

27333.2

32

75.3

11018.5

东亚

21

148.8

29427.5

20

20.9

3251.7

西亚

23

131.6

25395.7

7

11.5

1801.6

拉丁美洲

南亚

48

334.7

55217.5

30

45.8

6961.9

东南亚

21

130.9

24710.3

7

11.5

1507.2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7

31.7

5124.7

2

2.3

272.0

合计

285

2096.4

319486.3

185

411.2

56038.4

体发展更为成熟。

四、世界三大湾区机场群空间分
布特征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城市区域的界
定指标和范围尚无统一标准，国内主要沿
用Scott（2001）对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的定义，认为全球城市区域
是在高度全球化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

图3

各次区域主要机场和辅助机场的
指标数值比

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联合形成的独特空
间现象 [32]。基本共识是一旦“大都市区”

全球城市区域。而全球城市区域与世界级

“城市密集区”及“大都市连绵区”等地

机场群总是相伴而生，以美国纽约湾区、

域被赋予全球经济的战略地位，可称之为

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为首的世界三大湾

全球城市区域。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全球城

区均呈现出不同发展形态，分别对应多核

市区域的实证研究，纽约大都市区、伦敦

心、单核和双核发展模式。其中，以美国

都市圈和日本首都圈可视为世界最发达的

纽约湾区为代表的机场群最为复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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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国机场群内不同等级机场数量分布图

完善的机场体系，发展最为成熟。

（一）美国纽约湾区机场群
纽约是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以它为
核心所形成的纽约湾区是美国发展最为成

助机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小。除肯尼迪国
际机场占据区域1/3的客运市场外，费城国
际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拉瓜迪亚
机场等3个机场的年可售座位数占比均在
19%～22%之间。

熟的机场群之一，具有机场体系完善、区

从空间分布来看，纽约湾区机场群

域内机场发展较为均衡的特点。基于3小

内的4个机场均位于距离肯尼迪国际机场

时车程时间识别发现，整个纽约湾区已经

50千米以内，而其他机场也均位于距离城

形成了以肯尼迪国际机场（John F. Ken-

市较近的地方，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周边

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JFK）、费城国

居民的航空出行。其中，纽约市周边是机

际机场（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场分布最多也最为紧密的地区，肯尼迪

PHL）、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Newark

国际机场（JFK）、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EWR）为主要

（EWR）、拉瓜迪亚机场（PHL）均分布

机场，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
LGA）、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BDL）为辅助机场，
大西洋城国际机场（Atlantic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ACY）、维斯特切斯特郡
机场（Westchester County Airport，HPN）
为其他重要机场的机场体系。其中，2016
年主要机场可售座位数占整个机场群的
74.1%，对应辅助机场占比23.2%，其他重
要机场占1.4%。除了处于第三梯队的其他
重要机场发展稍显不足外，主要机场与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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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纽约湾区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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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纽约市中心20千米、15千米和11千

port，NRT）两家机场为主。同时，距离市

米左右。

中心仅12千米的东京羽田国际机场，2016

（二）美国旧金山湾区机场群

年提供了超过5000万个可售座位，占比区
域总数的67.6%，对应成田国际机场占比

美国旧金山湾区作为加州第二大都

32.38%。从始建初，两个机场之间具有明

会区，仅次于大洛杉矶地区，是世界上最

确的分工和合作关系，1978年开始运营的

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教文化中心之

成田国际机场是有效解决了19世纪70年代

一。根据3小时车程识别，该地区已经形

开始就出现在羽田国际机场的容量限制问

成了以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

题，同时成为了日本对外国际航班最为重

ternational Airport，SFO）为核心机场，奥

要的机场。

卡兰国际机场（Oa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OAK）、诺曼·峰田圣荷西国际机
场（Norman Y. Mineta San José International

五、对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发展
的启示

Air por t，SJC）、萨克拉门托国际机场
（Sacramento International Airport，SMF）

通过分析全球机场群空间格局和世

为辅助机场的机场群。其中，主要机场可

界三大典型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的发展，

售座位数占比53.16%，对应辅助机场占比

为进一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

32.69%，其他重要机场占比14.15%。

略，从全球城市区域机场群发展角度应注

整体来看，虽然旧金山湾区机场数量
要小于纽约湾区，但其机场分布仍旧较为

重以下内容：

间的客运市场规模相当，无明显落差。距

（一）打造多功能国际航空门户，服
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离旧金山市区仅16千米左右的旧金山国际

对比全球机场群的发展阶段，提升机

机场的航空客运服务仍占据主导地位，可

场运营效率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未

售座位数远大于距离旧金山市区18千米左

来30年的首要命题。相比于英美等发达国

右的奥卡兰国际机场。诺曼·峰田圣荷西

家，中国的机场密度仍旧较低，粤港澳大

国际机场、萨克拉门托国际机场也均在位

湾区中的三大机场作为大型国际机场，辐

于距离其核心机场的150千米范围内，两

射范围较广，拥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市场。

者之间年可售座位数仅相差5%。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三大湾

紧密。除核心机场外，区域内的其他机场

（三）日本东京湾区机场群

区的优势资源，三大主要机场所处城市均
拥有享誉世界的名牌，香港是亚洲著名的

相较于纽约和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

金融城，深圳是快速发展的创新知识城，

机场群机场组成较为简单。在以地面交通

广州保有大量先进制造业。在这三大产业

网络发达的东京湾区仅以东京羽田国际机

的交织融合和共同发展下，粤港澳大湾区

场（Tokyo International Airport，HND）、

的航空市场不仅仅拥有强大的内需，国际

成田国际机场（Narita International Air-

航空市场也将进一步增加。但相比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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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旧金山湾区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图7

东京湾区机场群空间分布图

京湾区机场群，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机场受

正是由于已建设的辅助机场并未发展起

限于航空管制，除香港国际机场外，其他

来，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限制也无法

机场的国际话语权仍旧较低，所对应的国

承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容量转移，造成

际航空市场覆盖范围受限，在与新加坡、

区域整体发展空间受限。因此，在接下来

日本东京、泰国曼谷等机场群进行竞争过

的机场群发展中，不仅仅要注重大门户、

程中仍显吃力。因此，未来粤港澳大湾区

大枢纽的发展，更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

应鼓励各大航空公司配合“一带一路”的

础设施条件，充分挖掘辅助机场的发展潜

战略需求，开辟国际航线，尤其是远程洲

力。

际航线，加强与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航
转效率，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三）加快建设高效的地面交通疏
散网络

家的客运份额，由此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机

相比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

空联系，优化航班资源配置，提高机场中

场群的全球航空枢纽地位。

（二）挖掘辅助机场的发展潜力，完
善机场等级体系

湾区机场群的机场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内
的机场布局相对分散，各机场距离核心机
场的平均车程时间在2小时以上，加以香
港与大陆之间的边界效应，使得旅客在区

就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

域内的机场间无法得到快速流通。这种距

发展较为成熟，三大主要机场之间的竞争

离摩擦削弱了机场之间的联系，无法形成

较为激烈，未来更可能的是走向于类似纽

有效的机场分工。因此，在全球城市区域

约湾区的多核心发展模式。香港、深圳、

机场群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地

广州三大机场客运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

面交通网络的建设，建构一条综合交通体

90%，第二梯队的辅助机场的市场份额仅

系的高速疏散通道，这是整个粤港澳大湾

占10%，无其他重要机场作为补充。目前

区，特别是广州作为连通深港澳和中国内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所面临的超负荷运转也

陆的关键节点所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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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各国和地区分类依据来源于联合国官网，为方便分析，将地区代码分类中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合并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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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of the Worldwide Airport Cluster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ao Xiaoshu, Yang Jingsheng , Liao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OAG (Official Airline Guide) flight schedule data of
2016 to first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irport cluster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s
three Bay Areas.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sides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Thailand and Brazil occupy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irport clusters in
the world. As the most mature airport clusters in Chin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hown the multi-core development mode with a more perfect airport system, but
the potential of secondary airports is yet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distance,
the layout of airports in the airport clusters in UK or USA are more compacted, the cost of mobilization among airports in the bay areas for the people is still high. Under the the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uild
a multi-functional international aviation gateway, cooperat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secondary airports, improve the airport hierarch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ground traffic evacuation network.
Keywords: airport clusters; spatial pattern; global city-region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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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自贸区协同引领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

黄

霓 陈

茜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园区的设立均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
主要形式，是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重要战略部署。粤港澳地处中国南大门，面向东南
亚，背靠泛珠江三角洲等广大腹地，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纽。依托港澳自
由港优势，粤港澳自贸区协同充当“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桥梁和平台，将引领“一
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 自贸园区 粤港澳合作 协同引领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5

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
易园区设立

（一）
“一带一路”与自贸园区均是
形成全面开放的主要载体
“一带一路”建设和自由贸易园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

立均是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

和地区共同推进经济合作发展、共商共

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是通过推进周边

建、利益共享的重大国家战略行动，是新

国家的发展，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

时期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易与投资合作，使中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

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有效途径。自由

放迈上新台阶，既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

贸易园区的设立，是推进“一带一路”建

级，又促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自由贸易

设的重要载体和试验田。党的十九大报告

园区的设立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试验

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

场。自贸园区提倡的是“投资自由化、贸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打造国际合

易市场化、金融国际化、行政法治化”，

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以应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出现的新格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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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并营造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侧重以
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

（二）自贸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试验田和基点

通。“五通”目标与自贸园区的“四化”

1.自贸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试验田

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所倡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是一个全面

导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是相吻合的。这

的综合性合作框架，体现的是合作领域、

就需要自贸园区率先在贸易、投资、物流

合作机制、合作宗旨等的融合。在国内建

和金融开放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立各种类型自贸园区，就是要利用各地

家和地区进行有效对接和联动。

任务有相通之处，如自贸园区践行的贸易

优势，探索对外开放新经验和有效途径，

1.通过构建高标准贸易规则进行对接

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合作中

自贸园区实行的诸多贸易便利化举

去。自贸园区将通过在投资自由化、贸易

措，客观上促进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法治化等方面

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如通过国际贸易

的先行先试，为中国与国际投资贸易谈判

“单一窗口”提高企业通关效率和海关监

积累经验，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管创新缩短企业通关时间，都大大提升了

形成有力的支撑。

贸易便利化水平。

2.自贸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基点

2.通过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进行对接
自贸园区通过实行商事制度改革，推

“一带一路”向东涉及亚太经济圈，

动了投资便利化；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实

向西紧连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多达60多

行“负面清单”管理、改审批为备案管理

个，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要实现这

等引资政策进行改革，提高了对外商的吸

一宏伟目标必定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

引力。自贸园区的多项率先实行和创新举

期长。短期内，要推进落实这一倡议，较为

措已被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可行的途径是先以国内外一些核心区域和

区的自贸区建设实践中。

重要节点作为支撑，先行试验和实践，而

3.通过推动跨境金融改革进行对接

这些重要节点就是自贸园区建设。《推动

自贸园区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加强与境

路的愿景与行动》重点圈定包括11个自贸

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战略合作，推进境外机

园区在内的18个省市作为“一带一路”建

构和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资产证券化

设的国内节点，正是为探索多种形式的有

产品，支持优质境外企业利用自贸园区资

效经验和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本市场，吸引沿线国家央行、主权财富基
金和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等途径，

（三）自贸园区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对接途径

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一带一路”倡导的主体任务和目标

货物运输保险、工程建设保险等业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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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产品技术输出、承接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发挥着重要的窗

“一带一路”重大工程提供综合保险服

口作用。

[1]

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海上丝绸之

4.通过联通物流节点进行对接

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跨越式

自贸园区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发展，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与东盟、南

线国家和地区海陆空立体网联动和建设，

亚、南太等国家经贸合作量最大的省份之

打通海陆物流枢纽，加快物流畅通。如增

一。尤其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设和增开与沿线海空港航线以增加联通节

区”建立以来，广东与东盟10国在农业、

点，提升客货量；如连贯多个国家和多个

能源、制造、加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

城市、由东往西的中欧班列已成为联通沿

强，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东盟已成为

线物流节点的重要陆上工具。

广东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额

二、粤港澳自贸区是“一带一
路”建设门户枢纽

已超过1000亿美元。[2]
2.具有对内对外区域辐射与联动能力
基于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和

广东自贸试验区是“一带一路”建设

地区历史上关系密切，对“一带一路”沿

的前沿，尤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线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与联动

中将承担着重要节点的使命。港澳自由港

能力。对国内核心区域尤其周边泛珠江三

更具有多项国际中心枢纽功能。粤港澳自

角洲区域，因多年合作已体现出经济辐射

贸区是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带动成效。广东省发改委拟把“加快西

和地区对接的门户枢纽。

江、北江黄金水道扩能升级，推进江海联
运，支持广州港与21个友好关系港口建立

（一）广东自贸试验区再成对外开放
排头兵

海上港口联盟”纳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规

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打

一路”的实施方案》的实施，制定了《广

造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

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作方案

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

（2015-2017年）》，共40项，同时梳理

行地，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自贸试验区

形成《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

的战略定位。广东再次成为中国启动全面

方案优先推进项目清单》，共68项，总投

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资达554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

划。为切实推进《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

1.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源资源、农业、渔业、制造业、服务业等

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也是最

6个领域。[3]未来，在对接“一带一路”建

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先秦时期，岭南地区
与南海诸国已有经贸往来，且是中国两千
多年唯一从未中断海上贸易的省份，并始
终与沿线诸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为中

设上广东具有独特的优势。
3.充当“一带一路”建设门户功能初
步显现
近年来，广东全面主动对接“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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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港口航线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已

作园即将投入运营，通过全方位构建中

初步形成互联互通，门户功能显现。设立

拉商品国际交易平台、中拉跨境电商合作

广东丝路基金，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和

平台、中拉金融合作服务平台等“三大平

地区的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已在沿线国

台”和中拉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中心、中拉

家和地区开办产业园、兴建码头和电厂等

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中拉政策研究与创新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广东有45%的新增

中心“三大中心”，它将成为横琴自贸片

“走出去”企业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

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载

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2016年全省对“一

体。[7]

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超过40亿美元，比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积极参与多边及

上年增长65.3%，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加

双边贸易协定安排，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

[4]

则，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自由

南沙片区积极强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

贸易区网络初步形成。开启“一带一路”

的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如深化与汉堡、

法治地图项目，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不来梅等欧洲港口城市枢纽型合作关系；

提供司法保障。制定《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贸区、韩国仁川港湾

支持企业和个人“走出去”工作方案》，

公社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与迪拜机场自贸

支持招商局、中兴通讯、中集等企业在

区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推进与“一带一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布局，积极推动与

路”沿线国家通关通检互认；建设“一带

印尼等国商建自贸园区或产业园区。提出

强。

[5]

一路”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 在跨境金

把前海蛇口自贸城的妈湾区打造成“一带

融服务、融资租赁、航运金融等多个领域

一路国际经贸合作先导区”和全球价值链

开展金融创新，区内金融机构推出多个特

升级中心、跨国产业链创新中心和国际供

色金融服务平台和多项服务实体经济的

应链管理中心等。

金融创新业务，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保
驾护航。其中推出的全国首个“跨境资产
代客衍生品综合交易”业务，通过为企业

（二）港澳是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
互通的门户枢纽

提供“利率互换＋期权组合＋差额清算业

港澳是内地与世界互通的桥梁，是国

务”衍生工具综合服务为“走出去”企业

际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的重要中转门户，

境外融资提供头寸管理，满足企业差异化

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超

[6]

的套期保值需求。 “一带一路”国际产

级联系人和运营者。《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能合作国家级战略平台已落户南沙。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横琴自贸片区联合澳门加快推进中

动》中对香港澳门融入“一带一路”做出

拉经贸合作平台建设；在美国硅谷、墨西

明确部署：“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

哥、西班牙等地设立经贸代表处；为西语

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

系葡语系国家的企业提供经贸和文化的对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接服务等以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1.香港的国际多中心优势

其中，项目总投资达25亿元的中拉经贸合

香港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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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航运枢纽等优

到体现。如现在有不少香港企业赴哈萨克

势，是内地通往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

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也有不少

重要门户。香港贸发局主席罗康瑞表示，

印度、泰国等国家的企业来港寻求融资。[10]

香港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担当投资中

（3）航运交通物流运作中心

心、融资中心、专业服务中心以及后勤支

香港因拥有天然深水良港和发达的

[8]

援中心角色。

海空运输与物流网络以及便捷的物流服务

（1）投资贸易运作中心

而成为亚洲航运中心与国际物流、航运和

香港是外商与中国内地从事经贸活

交通枢纽。香港航运业的国际化程度高，

动的重要平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

由于是自由港，实行低税政策，在港注册

充当外国资本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而今

的船舶可豁免国际营运所得税，因此有许

又有60%～70%的内地对外投资通过香港

多内地船只都到香港进行注册运营。这对

“走出去”。香港是亚太区跨国公司设立

于“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

地区总部或代表处的聚集点，跨国公司借

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融入“一带一

此管理其在亚太地区的业务，尤其是中国

路”建设，各国各地货物将在香港云集、

内地的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调查显示，截

转口，成为全球资源综合调配枢纽。

至2013年6月，香港共有3835家跨国公司

（4）专业综合服务运作中心

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从事进出口贸易和

香港拥有会计、法律、建筑、工程管

零售批发业务约占52%，金融及银行业占

理等各方面专业人才，凭借“两文三语”

11%，物流业占8%。其中约80%的业务是

优势、快速办事节奏和国际仲裁的有效

[9]

面向中国内地。

性，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具效率的服务贸易

（2）金融运作中心

输出地，包括贸易服务、会计服务、法律

香港充当着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角

服务和商务秘书服务等。其业务量的3～4

色，是亚太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结算的

成是面向中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凭借专业

最活跃中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

服务优势，香港可以在对外贸易、航运、

资金池。其强项是离岸金融业务，具有金

大型基建等方面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

融服务业经验丰富、人才汇聚、完善的法

建设的综合服务中心。前香港特区行政长

律和监管制度、备受国际金融从业人员和

官梁振英表示：香港的很多服务专业界别

投资者所认同的优势。其优势还在于拥有

比如规划、工程、测量、建筑、金融、会计

的传统国际金融结算中心地位是建立在高

等，都将因“一带一路”建设带动的需求

度的法制和完全开放的管制基础上的。香

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香港的法

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将在“一带一路”

律服务将会获得更新动力。随着“一带一

建设中愈发凸显，其拥有多元的融资渠

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贸易、投资和

道，能从全球资本市场把各个领域的客户

基础设施建设等将带来庞大的法律服务需

聚集起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诸如

求，包括合约谈判和管理、纠纷调解等，

贷款、债券、股权等不同类型资金以满足

香港将能提供专业而适切的法律服务。

不同客户的需求。这种优势已在市场上得

2.澳门的葡语及博彩休闲旅游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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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中国地区唯一开放博彩业的城

带一路’倡议，发挥参与国际旅游组织的

市，也是最具文化特色的旅游城市。400

优势，与内地携手合作，提升丝绸之路文

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留下众多名胜

化旅游品牌的国际影响力”。[12]

古迹和文化风情。澳门不仅旅游、博彩文
化等资源丰富，且具有与国际上葡语系国

（三）粤港澳自贸区的叠加优势

家联系密切、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众多的

中央在广东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思

优势。国家对澳门的发展定位是“世界旅

想和布局是面对港澳地区，更多是要突出粤

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

港澳合作，最终获得粤港澳能量叠加优势、

作服务平台”。近年来，澳门提出多元化

扩大对外开放的功能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发展经济，包括度假旅游、会展旅游、时

1.合力优势

尚旅游等文化休闲消费产业，取得较好效

粤港澳自贸区拥有可放开运作的区

果。

域大范围，前海蛇口（28.2平方公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澳门

横琴（28平方公里）、南沙（60平方公

将明确以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里），加上港澳地区，为区域发展提供了

等作为发力重点，做好关于“一带一路”

极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其中珠三角和香

工作的顶层设计，推动澳门发展。

港均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截

在澳门2016年经济财政范畴的施政方

至2016年，珠三角GDP总量已达6.78万亿

针中，专门提出了澳门“参与及助力‘一

元人民币，[13]香港是2.21万亿元人民币。[14]

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规划。一方面，充

同时，粤港澳自贸区还具有三个国家级新

分发挥澳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归

区的政策叠加效应。

侨侨眷融通中外的优势，协助澳门归侨及

2.互补优势

业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努力

广东自贸试验区与港澳自由港的关系

为内地、澳门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协同不是竞争，是在保证港澳繁荣稳定

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经贸往来担当桥梁

的基础上借助其优势加快发展。包括管理

和服务平台。促进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制度、体制机制创新、社会和文化的建设

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结合，特别是发

和融合等的协同发展，形成互补优势。通

挥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平台

过借鉴港澳在国际市场上运行规则等方

作用，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动澳门

面的理念和经验以及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

以及内地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规划还提

惯例开发、建设和管理，实现广东自贸试

出，透过与国家开发银行等的合作机制，

验区与港澳自由港的对接和互通，包括监

让澳门特区部分财政储备参与“一带一

管制度的并轨、服务贸易门槛的降低与资

[11]

路”建设投资。

在社会文化范畴的施政方针中，提出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澳门成

本、人才和物流的加快流动、区内产业合
作推进和资源互补等协调发展，形成粤港
澳在自贸区框架下的聚合优势。

立世卫组织医药合作中心，促进中医药的

粤港澳金融服务互补能拓展国际融

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以及“配合国家‘一

资渠道尤其增强人民币的国际效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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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境外人民币的结算中心和调剂中心，尤

量的战略性提升。

其拥有传统国际金融结算中心的地位。广

3.平台优势

东自贸试验区可借助它来开拓新的发展空

香港是亚太区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

间，如面向珠三角的国际金融信贷业务、

和代表处的密集地，是内地与世界进行商

国际金融衍生工具和开展国际商务仲裁，

贸活动重要平台。澳门具有与葡语系国家

以此扩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向华南地

商贸平台和国际休闲旅游平台优势。广东

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空间。据估

自贸试验区具有区位和先行先试优势，可

算，目前粤港澳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超过30

借助和依托港澳优势，建设成为内地企业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广东约有17万亿元。

“走出去”的综合服务窗口和平台。粤港

粤港澳可联合共同打造境外人民币运作中

澳协同构成联通内外的国际大平台。

心，构建区域性多元化的国际离岸金融市
场，将珠三角打造成华南地区离岸金融中
心。

三、粤港澳自贸区协同引领“一
带一路”建设

粤港国际贸易互补可产生整体联动枢
纽功能效应。将广东自贸试验区作为香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人口

货物贸易的分销渠道，建设成为承接国际

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

物流跨国公司的理货基地，以弥补香港物

占全球的63%和29%。[15]尤其是沿线所经

流货场饱和的缺陷，完善香港作为亚太区

60多个国家多为人口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和

国际物流中心的地位。同时推动香港将其

发展中国家，他们需要发展，需要开发，

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的部分功能和业务向

需要助力，也需要“引进去”和“走出

珠三角转移和延伸，促进珠三角和香港形

来”。“一带一路”倡议为其发展提供了

成整体联动。吸引更多国际主要船商到广

国际机遇和商机，而粤港澳自贸区有条件

州港、南沙港和盐田港挂靠，扩大集装箱

有能力起引领作用。

国际中转业务，增强粤港澳自贸区的国际
粤港澳优质资源互补可发挥潜在优

（一）协同充当“一带一路”建设主
力军

势。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直接扩大

“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是一个内联

港澳的发展空间，实现三地资源的优化配

外拓的机制，港澳尤其香港的功能将不仅

置。如澳门经济资源缺乏，产业单调，横

体现在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或“引进

琴自贸片区的设立为其发展拓展了空间。

来”，他们与内地各省市、尤其广东自贸

粤港澳自贸区协同发展，可推动更多高端

试验区之间的合作也将以此为契机获得加

优质资源诸如资金、技术、人才、物资等

深和加强。未来，粤港澳自贸区应共同加

向自贸区集聚。粤港澳叠加效应可辐射泛

快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

珠江流域广阔腹地，通过错位互补实现资

贸易、投资、基建、金融、交通、旅游等

源有效配置，以此带动泛珠三角乃至整个

领域的交流合作，充当“一带一路”建设

华南地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质

主力军。

贸易功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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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挖掘先行先试标杆

口经济；发挥香港贸易优势，共同开拓沿

“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在推动与沿线

线贸易市场；发挥香港金融优势，共同开

各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

拓沿线多币种融资渠道，推进人民币跨境

资源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由于沿线经济

流动；发挥澳门休闲旅游优势，共同开发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要有选择地推动

沿线旅游资源。

符合适时开放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
域合作试验，寻求对接的最佳结合点。如

（二）协同充当“一带一路”建设助
力平台

要挖掘本地优势产业和领域，成为对接先

粤港澳自贸区协同发挥优势，共搭助

域合作模式，并采取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区

行“试验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

力平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探索为之配套服务的可行政策，形成促进

1.搭建集资融资平台

经济增长的创新模式并向沿线经济区域推

经贸活动离不开金融服务，金融业

广。还可共同开展重点领域的服务贸易试

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数据显

点，如与沿线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

示，目前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旅游、文化、金融、会展等为重点的服务

地区的贸易额约为１万亿美元，预计10年

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后将达到2.6万亿美元。[16]未来5至10年，

2.共同推进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普遍存

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除亚开行、世界

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加快实现

银行等金融机构，还需要靠全球民间社会

同沿线的“道路联通”十分重要。尤其粤

资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大规模投

港澳自贸区处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融资需求，除了400亿的丝路基金，国内

关键节点，可以凭借自身临海优势，联结

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千亿，还会有更多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

中资企业以香港作为跳板到沿线国家和地

湛江等沿岸港口资源，利用香港优势，共

区投资。

同开拓航线和航运服务，共建世界级港

因此，粤港澳自贸区应利用共同优势

口群，打造粤港澳交通航运中心和物流枢

搭建金融服务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

纽，推进海上通道的互联互通。

中的融资服务、推进多边金融合作、扩大

3.共同拓展沿线多元市场

本币使用、加强金融风险监管等发挥金

“一带一路”建设将架构起具有全球

融引领作用，提供多元化的开发性金融

价值的现代经济合作走廊，粤港澳自贸区

服务。同时要建立完善多层次的投融资

合作引领，可拓展沿线多元市场，带领内

机制，包括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也包括

地企业“走出去”，提升区域经贸合作水

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平，既为粤港澳进一步发展寻求更大的市

中心，可以担当直接融资角色。如打造成

场空间，又能带动所在地经济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的国际离岸人民币服务中心

达到双赢。如利用粤港澳港口群优势，共

和离岸投资贸易融资中心。鼓励沿线企业

同带领沿线40多个港口投资建设，发展港

来香港公开招股及上市集资。同时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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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和保险以及衍生工具产品上亦可帮助

澳自贸区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牵桥搭线。

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利用广东自贸试验

3.搭建高端专业服务平台

区创新金融的功能，为沿线相关企业提供

“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的内

跨境结算和融资服务；支持和鼓励商业银

地机构和企业，急需熟悉国际规则的人

行、保险机构为广东企业参与沿线基础设

才。而香港在专业服务的多个领域均聚

施建设和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保

集了大量高端的国际化人才；无论是集资

障。

融资、风险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管理、
2.搭建商贸促进平台

审计会计、物流销售、品牌推广、法律仲

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中心，拥有高质素

裁、建筑规划、工程测量等方面的服务，

的专业人才和庞大的商业人脉网络。香港

都有足够条件和能力为内地“走出去”的

还是亚洲主要的航空和航运枢纽，以及会

相关机构和企业提供高质素的专业支援。

展、采购和商业配对中心。这些优势有利

香港还可以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提供

于协助内地地方政府和企业寻找合适的

多种专业服务，包和括资产管理、风险管

合作伙伴，促成商贸合作。香港还可充分

理及跨国企业财务中心和提供医疗卫生、

利用其相对完善的海、陆、空物流运输网

产品检测认证、人才培训等方面服务。

络，增加内地与沿线货运量。据香港运输

4.搭建产业合作对接平台

及房屋局（运房局）的“香港港口发展策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类开发

略2030研究”预测，香港的港口货柜吞吐

区超过1600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高新

量至2030年将平均每年有1.5%的增长速

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有105家和66家，集

[17]

聚了数量可观的产业门类。也有很多类似

长期以来，澳门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着

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自贸园区。[19]

度。

传统而广泛的联系。７个葡语系国家遍布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建

全球４大洲，拥有2.6亿人口，面积超过

设将拉动投资贸易，促进全球新一轮产业

欧洲的总和。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

转移和产业合作。粤港澳自贸区作为中国

优势，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非洲

经济最活跃、最集聚的区域之一，在参与

等葡语系国家市场，是澳门助力“一带一

“一带一路”分工中，空间广阔。因此，

路”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海丝战略下，

粤港澳自贸区要协同探索与沿线国家和地

把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服务平

区建立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

台的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必将形成叠加效

业园区等合作园区的建设，引领内地优势

[18]

应。” 横琴自贸片区还可以与澳门携手

产业向外转移，协助内地企业赴境外投资

共同构建连通拉美、葡语系、西语系等国

建厂，参与当地资源开发。

家的重要平台，成为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

5.搭建区域经济合作综合服务大平台

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口岸城市和门户。

粤港澳自贸区要共同拓展更多服务

中国内地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领

功能，扮演好将中国内地市场与“一带一

域有很强的互补性，尤其在货物贸易、能

路”沿线各种资源进行综合融汇互通的

源的合作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粤港

角色。除继续发挥香港市场联络、信息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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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资金结算等传统桥梁作用外，还要建

帮助内地企业及产品有效安全地“走出

立能够容纳更多资金、人才、信息和发展

去”。数据显示，40%的中国企业在“走

机遇的大平台。如共同打造境外投资服

出去”的过程中遇到过技术性贸易壁垒，

务平台，合作建立境外投资项目库、资金

而其中80%的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

库、信息库，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提升跨

了解、不熟悉当地市场对于相关产品质量

境服务能力，让各种资源在“一带一路”

的技术要求。[20]

上流动和合理配置。还要共同打造技术贸

粤港澳自贸区需要协同打造区域经济

易服务平台，设立技术贸易服务机构，帮

合作服务综合大平台，集金融、商贸、会

助内地企业更好地了解沿线市场各种不同

展、航运、专业、高端等服务，成为通往

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及时对质量安全

“一带一路”尤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风险做出有效监测，推动技术标准互认，

重要门户枢纽。

注释：
[1]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如何战略对接[N].苏州日报,2017-6-7.
[2]王智亮.海上丝路的广东优势[J].南方,2014-7-29.
[3]广东提出“一带一路”建设9项重点任务[N].南方日报,2015-6-4.
[4]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幅增长[N].新华社,2017-1-19.
[5]打造广东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广州南沙推进改革创新系统集成[N].人民网,2017-4-21.
[6]张李源清.广东自贸区：金融创新服务“一带一路”[N].中国经济时报,2016-6-7.
[7]陈邦明,沈文金,王轲.横琴：4大门户4大枢纽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N].南方日报,2017-6-8.
[8]“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黄金发展机遇[N].新华网,2015-10-29.
[9]丘杉,黄霓,吴天青.自贸区框架下深化粤港澳合作研究[J].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专报,2014(32).
[10]香港这些行业可借“一带一路”东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1-18.
[11]“一带一路”首次写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N].新华网,2015-11-17.
[12]同[11].
[13]2016年珠三角人均GDP达11.43万元超过长三角[N].中国新闻网,2017-10-11.
[14]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排名：深圳将在2019年超过香港[N].中商情报网,2017-3-8.
[15]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内地专家谈香港“一带一路”机遇[N].新华网,2016-8-29.
[16]超级联系人、投资者、运营者——“一带一路”中的香港角色[N].新华社,2017-5-12.
[17]张炳良.“一带一路”将为香港航运业带来更多机遇[N].新华网,2015-6-22.
[18]专家认为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四优势[N].新华网,20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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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小文）

54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d b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Free Trade Zone
Huang Ni, Chen Xi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free trade zones are both major means to expand China's opening up strategy and strategically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facing Southeast Asia,
enjoying the hinterland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serving as the portal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being China’s free port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Free Trade Zone is becoming a bridge and platform for the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policies and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level.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ee trade zon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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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自贸试验区与广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联动发展研究
◎

陈

林 邹经韬

摘 要：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均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前者要通过制度创新
实现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机制，后者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创新驱动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引领作用。当两大国家战略进行叠加融合时，不仅可以形成物理空间上的联动，而且
还可以形成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联动，高规格贸易规则与创新驱动的联动。目前，广
州市对内面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对外面临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构的
压力。这要求广州政府必须运用“双自联动”的发展优势，合理制定“双自联动”发展
策略，为广州市解决内外发展难题开辟出新的突破口和创新道路。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 自主创新示范区 双自联动
【中图分类号】F75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6
化，广州市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一

一、引 言

方面，在国内劳动力成本逐年递增的背景
下，广州市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随之减弱。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国家经济

同时，资源的枯竭与贫瘠等问题也进一步

发展的排头兵，广州市在我国的整体发展

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传统的依靠要

进程中一直承担着先行先试的重任。自改

素投入和投资驱动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

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借助世界产业转移、

式将难以奏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愈发迫

全球分工体系重建的机遇，对外通过采用

切。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在近几年一度处

“三来一补”等模式提高贸易水平，对内

于低迷状态，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广

通过资源禀赋及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推动

州市的对外贸易环境日渐恶劣，传统的贸

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

易优势呈现出被新兴国家取代的趋势。而

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

贸易低端化、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更是广

会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

州市当前亟待攻克的难题。事实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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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特例。相反，广
州市的发展难题是全国各地发展情况的一
个缩影，它一方面显示出我国以往发展模
式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在国际

二、“双自联动”的理论探讨
（一）
“双自联动”之内涵

经济贸易格局中的困境。新形势下，广州

“双自联动”一词是我国在推进自由

市要想实现经济发展转型，提升经济发展

贸易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的过程中所形成

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实施更加主动开放的

的独有产物，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相同的

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以自

概念。国外与之相近的研究可追溯至对自

由贸易和自主创新为主的现代发展模式来

由贸易和自主创新的互动关系探讨。早在

推动广州市的可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就从技术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

创新和技术扩散两个角度分析了自主创新

议通过了包括广州南沙片区在内的广东自

对一个国家的贸易的影响[1-3]。其研究结论

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2015年11月

一致表明，具有创新优势的国家往往都会

3日，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仲恺、东莞

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即自主创新

松山湖、中山火炬、江门、肇庆等8个国

会对自由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与之相反

家高新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自由贸易对自

统称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沙自

主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目

贸试验片区面积60平方公里，广州国家自

前，学术界关于自由贸易对自主创新的作

主创新示范片区面积37.34平方公里，两

用存在三种认知：（1）“出口中学”的促进

大国家战略区有2.5平方公里的叠加区域，

论。贸易出口国为了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

即南沙资讯科技园。南沙自贸试验区和广

竞争力，更加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学习、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落地广州并呈

采纳新的生产工艺和方法，生产更具竞争

现交错融合之势，为两大园区的创新政策

力的出口产品[4-6]。（2）“技术锁定”下的抑

叠加、体制机制共用、服务体系共建提供

制论。自由贸易的开展会加剧国际竞争，贸

了平台。于广州而言，既可凭借自贸试验

易优势国会采取多种手段将技术落后的国

区的理念和制度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家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使这些国家

也可把自主创新作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一

难以通过对外贸易进行技术变革[7]。（3）进

大支撑，并通过相关创新政策来突破自贸

口中的技术创新论。相比于出口贸易与技

试验区的一些建设难点。因此，南沙自贸

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口贸易对技术创新

试验区与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可以两

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对于技术落后的国

大区域的物理空间为载体，将各自的政策

家而言，进口先进的资产设备、开展国际

优势、制度优势、资源优势等进行有机融

技术贸易活动、吸收技术溢出成果等都是

合，产生“1+1远大于2”的化学反应。新

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8]。

常态背景下，“双自联动”将释放出巨大

虽然国内外关于自由贸易、自主创新

的发展红利，为广州市的长远发展增添动

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一定的研

力。

究，但鲜有学界对两者之间的作用原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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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同时，由于“双

实践增添助益。

自联动”的实践探索先于理论分析的现实

1.“双自联动”循环概念模型

基础，使得国内实务界已对“双自联动”

自主创新不仅是一项技术创造活动，

的运作进行了积极的实践，而学术界对

而且是一个经济过程。在自主创新的阶段

“双自联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

性视角下，可将自主创新的过程分为创新

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框架。从现有的研

研究开发、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品市场

究成果来看，与“双自联动”相关的文章

运作三个部分。在自主创新的演进过程

大多来源于政府公文或报纸期刊，仅有少

中，创新能力的提高将使贸易活动更为便

量的学者就“双自联动”进行相关分析。

利、贸易内容更加高端、贸易结构更加合

在总结分析已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可将

理。而对外贸易则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

“双自联动”的内涵简单表述为自由贸易

重要组成部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和自主创新的联动发展，它含有狭义和广

自由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创新要素，加快了

义之分。狭义的“双自联动”是指自贸试

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提高了创新产品的

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物理空间上的联

市场化运作水平。

动，包括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叠

南沙自贸试验区与广州国家自主创新

加区域的直接联动以及其他区域的辐射联

示范区的联动发展首先表现为两大区域在

动。而广义的“双自联动”可以理解为制

地理位置上存在重叠，进而形成实体上的

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联动，高标准投资贸

联动，包括人员跨区流动、机器设备共享

易规则体系与创新驱动的联动。

等。其次，从两大区域的战略目标出发，

（二）
“双自联动”之理论机制

还可形成政策制度、规则方面的虚拟联
动，即以南沙自贸试验区和广州国家自主

不同于对自由贸易和自主创新分别

创新示范区的地理叠加区域为载体，通过

展开大量研究，国内外几乎没有学者明确

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两区域的

地对自由贸易和自主创新的相互作用原理

融合发展与协同共进。

与机制进行系统分析。这同“双自联动”

2.“双自联动”的运行机理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极不相称。为
此，本文将借鉴技术创新两阶段理论，结
合创新生态系统互动机制、区域经济学等
理论，构建一个关于南沙自贸试验区和广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示联动发展的循环
概念模型，并通过对比分析“双自联动”
的建设方案、“双自联动”区域前期运行
情况，对“双自联动”的运行机理进行初
步探讨，以期能够剖析出“双自联动”的
运行机制，提炼出“双自联动”的实现路
径，为理论界的后期研究和实务界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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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推进：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

面积最大的片区，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依

范区内的主体、环境、要素等相互依赖与

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在新一轮改革开

影响。自贸试验区以其开放的市场环境加

放中勇于先行先试，全面推动制度创新，

速创新要素流向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自

积极联手港澳打造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主创新示范区的资源配置，使自主创新示

与合作的新平台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范区的创新活动与全球同步。而自主创新

重要枢纽，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示范区内创新主体的需求则进一步推动

发挥重要作用。

自贸试验区高端服务的开放进程。两者在

1.推进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国家的整体发展进程中互为依托，相互支

南沙自贸试验区自挂牌成立以来就严

撑，推动彼此发展。

格落实“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外商

循环驱动：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贸试

投资制度，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备案制

验区的建设发展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改革。就外商投资而言，南沙已率先实施

即创新活动要不停地历经研究开发、成果

2017版的负面清单。在项目审批方面，南沙

转化、市场运作三个过程，而改革亦要不

自贸试验区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大部分外商

断打破常规、不断修正。两者只有在不停

投资项目已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管理，

地运转融合过程中进行调整与适应才能在

区内企业到境外投资也实行以备案制为主

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从战略层面上推动国

的管理方式。据统计，南沙区开展广州市第

家的发展。

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时，对行政审

内外协作：自贸试验区要建立与国际

批事项进行清理，共取消行政审批67项、

经济规则相接轨的贸易投资制度，而自主

备案43项，决定转移、调整行政审批15项、

创新示范区则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引领产业

备案7项[9]，行政审批事项删减达37.6%。

转型升级。前者的发展重心在国外，后者

2.强化贸易监管制度创新

的关注点是国内。虽然两者的发展重点不

南沙保税港区现有的海关特殊监管

一致，但两者在国内外两个格局上共同服

区域根据国际通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

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共同促进国家的整体

特殊监管模式，实行“一线放开”“二线

发展。

安全高效管住”的通关监管服务模式，推
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化整合。同时，南

三、南沙自贸试验区与广州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经验探讨
（一）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
归纳

沙还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需要，不
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在园区内的货
物管理上，南沙自贸试验区在确保有效监
管的前提下，陆续推出了货物状态分类监
管、“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AEO）制度”

2015年4月21日，中国（广东）自由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等多

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总面积116.2平方公

项监管新措施 [10]；在对外办事流程上，南

里。其中，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60平

沙自贸试验区率先建立跨部门综合管理平

方公里。作为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中

台，逐步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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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份正式试点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龙头，总面积约37.34

口”至今，南沙自贸试验区已完成“单一窗

平方公里的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依托广州

口”2.0版的建设，并在全省推广。

高新区，采取“一区多园”的管理模式，

3.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珠三角自主创

南沙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的重心是进

新核心区、国际创新要素集聚区，通过进

行综合试验，依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

一步发挥自身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

点打造金融特区。在金融创新政策方面，

发展方式、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核心

南沙自贸试验区充分利用政策、区位和产

载体作用，积极打造国际性的创新创业中

业优势，积极发展科技金融和航运金融

心，助力广州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广

等特色金融业，推动粤港澳台金融服务合

东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努力成长为

作，完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出极具本

一流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土特色的南沙“金融15条”政策，具体内

1.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容涵盖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资本市场双

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着力改革科技创

向开放、发展保险业务合作、建设国际贸

新主体科技成果处置权与收益权，提高创

易结算中心等多个领域。

新主体自主支配程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

4.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和人员的创新活力。在落实国家、省、市

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事中事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基础上，广州自主创

后监管制度建设方面，南沙自贸试验区进

新示范区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的

行了大量探索。首先，在行政审批方面，

科技成果，给予创新主体更多决定权。对

自贸试验区下放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

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收入，成果完成人

事项，简化了特定事项的审批流程，优

（团队）的收入分配比例可不低于70%；

[11]

化了审批内容 ；其次，在商事制度改革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转化科技成果以股份

方面，自贸试验区创新商事登记制度，实

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约

[12]

施注册资本认缴制等改革 ，推行“一照

定，可以进行股权确认，获奖的科技人员

一码”“五证合一”等企业登记制度；最

取得新创办企业或投入受让企业的股份和

后，为强化对已进入企业的监督和后续管

出资比例时，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探索

理，自贸试验区相继建立安全审查制度、

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反垄断审查制度、企业年报公示和经营

转化和产业化。发挥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

异常名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制

易会作用，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13]

度 ，健全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健

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培

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育壮大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市场化评价定

（二）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经验归纳
2015年11月12日，珠三角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正式挂牌成立。作为珠三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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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鼓励企业引进国内外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并在广州实现转化，
对科技成果交易实行后补助。
2.优化财政税收激励体系
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建立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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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体系，健

（OTC）相继在各地推广运作，广州自主创

全企业创新的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

新示范区积极鼓励企业进入OTC中心挂牌

机制，引导生产企业树立自主创新、加强

交易，为科技型企业早期融资创造条件。

自主研发的观念。通过修订完善《科技发

4.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加速人才集聚

展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条例，逐步构建

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支持国际化

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人才特区建设，制定多项特殊人才政策。

为目标的创新体系，着力提高财政科技投

同时优化市场主体评价人才机制，畅通人

入效益，节省项目管理成本，实施科技项

才流动渠道，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

目经费后补助制度，稳固保障科技创新投

机构人才柔性双向流动。实施人才绿卡

入及持续性，全面强化科技创新资金支

制度，对在穗工作的非广州户籍国内外优

持。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优化财税激励

秀人才给予市民待遇，提供出入境、停居

体系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留、子女入学、购房购车等生活便利。在

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加快实行企业研发

聚集高端创新人才方面，广州高新区出台

经费后补助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加大研发

了以《广州开发区创新创业人才“558”

投入。每年根据企业上报统计局的研发费

发展纲要》为统领的“1+9”创新人才政

用或国税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费用给

策体系。政策针对区域企业发展差异化

予不同比例的补助。另一方面，广州自主

需求，分别提出了针对领军人才、骨干人

创新示范区着力推进科技项目配套后补助

才、管理人才等多类型创新人才的引进、

制度，对承担国家、省、市科技项目的企

培养、评价、激励、服务机制，并在人才

业，采取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的方式，验

流动、国际合作、职称评审、股权激励、

收后一次性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配套支

成果转化等方面实现政策突破，为广州高

持，减轻企业的负担和管理成本。

新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据

3.打造全链条金融支撑体系，助力科
技企业发展

统计， 2016年广州颁发了“人才绿卡”
1200张，目前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

广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在金融支持方面

者6人、两院院士77人、“千人计划”专

十分注重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对接，通

家217人。广州高新区新入选中央“千人

过以财政资金为杠杆，不断优化财政科技

计划”专家46人，占全省47.9%；新入选

投入方式；通过积极开展科技银行业务，

“万人计划”专家52人，占全省74.3%。

鼓励商业银行在区内设立科技支行，为科

目前全市已有“两院”院士36人，占全省

技企业在创新产品生产的各环节提供金融

87.5%；“千人计划”专家216人，占全省

服务；建立区域性信用体系，设立投资补贴

51.9%；“万人计划”专家95人，占全省

和风险补偿专项基金，鼓励担保和创投；

79.2%；引进博士、硕士共22.9万人。

通过奖励、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对风险投
资机构和投资人才进行支持，对试点银行

四、“双自联动”的实现路径

给予风险补偿，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创
新投资领域。此外，非上市股权交易平台

虽然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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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发展服务，但是两者不论是战略布

构进行优化。

局，还是具体的实践过程，都存在较大差

第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贸

异。因此，在设计具体的实现路径时，要

试验区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缩短了

注重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与协调性。相关措

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活动的审批时间，提高

施要既能满足自贸试验区的功能深化和探

了企业的决策效率。这有利于科技企业参

索实践，又能为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

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企业设立海外

新增添动力，既能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制度

研发机构（跨境研发），对海外优质科技

创新，又能容纳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技术创

公司进行并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外

新。

商投资项目的备案管理制则有利于国外高

（一）继续发挥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
势，支持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第一，优化负面清单内容及结构。

科技企业、技术的进入，优化区内自主创
新环境。南沙自贸试验区应当严格按照国
家的规定，实施行政事项的改革，进一步
破除制约自主创新的障碍。

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

第三，完善通关监管制度。自贸试验

遇”外资管理模式可以聚集高端创新主

区的检验检疫制度、“先进区、后报关”

体。负面清单允许企业进入清单以外的任

的监管模式等，大大节省了通关时间，提

何行业，并且对清单以外的任何领域都按

高了通关效率。企业研发所需的进口设

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推行国民待遇，这一

备、原材料等能更加快捷地进入自主创新

模式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将吸引更多的高科

示范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

技企业、研发机构与和创新服务组织落户

这些政策、制度也有利于科技企业开展

自主创新示范区。南沙自贸试验区应当争

国际交流活动、深化国际技术（研发）合

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借鉴其他地区经验，

作。自贸试验区应当在“一线放开、二线

在特定框架下就负面清单的特定内容与结

安全高效管住”的通关模式下，积极探索

表1

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比较

自贸试验区
战略意图 实现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机制
优势资源

自主创新示范区
形成创新驱动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
用

对 接 国 际 经 贸 投 资 规 则 、 链 接 全 球 市 创新要素密集、产业资源丰富、产业集
场、开放的金融体系
群优势明显

开放的市场使得创新要素、研发资本跨 用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优势支持自贸
境流动；运用自贸试验区的管理办法， 试验区建设，用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的
联动策略 为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企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支 实 际 需 求 来 拓 宽 自 贸 试 验 区 的 改 革 领
持；国际竞争推动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域，通过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提
的创新与全球同步，提高产业价值
升自贸试验区对外贸易的高端性
建设使命
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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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监管制度创新，为区内科技型创新

限制，允许其办理多次往返港澳签注。

企业提供便利。

第六，完善留学生直接在区内就业以

第四，提高研发政策支持力度。自贸

及引进人才的待遇问题；制定合理方案解

试验区的“保税研发”、“保税监管”措

决外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相关问题，比

施将降低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的运营成

如外籍人员的子女入境及在华学习等问

本，激发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自贸

题。

试验区应当在现行的研发政策上，扩大支
持力度。比如积极实行对企业自用研发设
备和进口研发耗材实施进口税收优惠政

（三）运用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优
势，支持创新发展

策。

第一，放大金融创新效应。鼓励银行

（二）建立人才跨境流动机制，培育
面向全球的人才发展环境
第一，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机制，对
某一特定产业或行业领域，制定有针对性

等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与自贸试验区
相适宜的结算账户、境外融资、人民币资
金池、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人民
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金融创新服务，为
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的高端人才引进措施；支持有实力的国内

第二，推动跨境投融资发展。在风险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帮助

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国内企业参与国际人才竞争与合作。

（QFLP）业务等方式引入境外具有科技

第二，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

创新企业投资经验的多种海外投资基金直

跨境合作的方式引导国外智力团队为中国

接对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进行投资。支持

提供服务；争取国家授权自贸试验区和自

境外母公司在境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鼓

主创新示范区允许外商独资经营人才中介

励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人民币双向融

服务机构。

资，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对科技企业

第三，发挥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管
理等制度的优势挽留人才。

境外项目的人民币信贷投放，为科技创新
提供跨境金融支持。允许自贸试验区企业

第四，积极争取高层次境外创新人才

根据需要向境外经营主体提供跨境资金支

财政补贴政策。借鉴《关于促进中国（广

持。鼓励大中小企业集团组团出境投资，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发展的意见》有

跨境并购技术成果、研发机构、企业股

关政策措施，探索由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对

权。

引进的高层次境外创新人才给予财政补
贴。

第三，优化金融服务。鼓励商业银行
制定可变利率贷款，根据科技企业的成长

第五，提供优质的人才服务。在外国

动态确定其支付利息。加大对科技型、创

人出入境办理工作中，加快搭建政府部

新型企业的金融支持，积极争取国家投贷

门间外国人信息共享平台，试行外国专家

联动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

证、就业证、居留证等三证一口受理、一

构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投贷联

口办结办证模式；放宽科技人才往返港澳

动业务。发挥政府创业投资对基金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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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创立创投基金、天使

第二，拓展技术交易服务。在已有的

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自主创新示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上，建立健全自贸试验

范区内的科技企业的成果在早期的投入。

区技术供需方的技术产权交易体系；鼓励

支持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科技支行或融

和引导民营资本建设新型技术交易服务平

资机构，推动设立科技贷款风险担保资金

台，加快发展网上技术交易市场，拓宽自

池、科技风投引导资金，支持自主创新示

贸试验区技术交易渠道；依托毗邻港澳的

范区科技创新成果进入自贸试验区要素交

地理优势，推动粤港澳合作在自贸试验区

易平台交易。

内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技术转让平

（四）打造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保护高
地，加速技术和知识跨境流动

台。

（六）深化粤港澳和国际科技合作

第一，建立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

第一，利用广东自贸试验区将建成粤

制。确保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登记，

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机遇，创新粤港澳

建立知识产权的教育、培训系统，完善知

科技合作机制，拓宽粤港澳创新合作领

识产权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建立侵权

域。区内企业应当加强同港澳科技项目的

查处快速反应机制，加大侵权查处力度，

合作，推进粤港澳技术创新联盟，推动粤

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完善调解纠纷的多元

港澳高校合作、科研经费跨粤港澳使用等

解决机制。

工作。通过深化粤港澳合作加速创新资源

第二，打造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易
服务平台。打造国际技术转移转化功能集

与要素在两岸三地之间流动，提高自主创
示范区的创新力度。

聚区，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在试验区

第二，在已有的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

聚集发展。建立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易平

新优势上，积极探索针对港澳地区的特色

台，完善挂牌竞价、结算、政策咨询等交

金融创新。例如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

易功能，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高知

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企业

识产权专业化服务能力。完善专利导航产

开展海外投资与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

业发展机制,形成市场导向的转移转化制
度。

第三，通过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
路”战略的融合发展，开拓自主创新示范

（五）构建国际化的创新服务体系

区的国际视野，加大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
际科技企业的合作力度。区内企业要加

第一，加快推进区内科技成果转化。

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

针对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产学研合作力度

作，建立国际产学研创新联盟；自贸试验

薄弱，科技中介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可以依

区要引进和建立一批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托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创新优势，通过区内企

将技术合作、引进、转化和输出融合为一

业与境外高校合作、引入国外创新研发机

体；自贸试验区应当鼓励国内企业积极与

构、建立外资科技服务组织等方式来提高

国际研发机构合作，通过引导外资科研机

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构参与承担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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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和参与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

确各方职责，打破行政级别束缚，建立信

程形成对区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提高区内

息共享体系，制定定期交流会议等制度，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切实有效地为“双自联动”的战略实施提

（七）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与共享
利用自贸试验区对接全球市场的优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五、结 语

势，积极推动自主创新示范区链接全球创
新资源与要素市场。通过建设国际化的创

自由贸易和自主创新作为拉动一国经

新（合作）平台加速国际创新资源与要素

济增长的外在拉力和内在动力，越来越受

流入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培育市场化的

到各国重视。我国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

科技孵化育成体系等方式加大国际资本、

现实状况更需要密切的关注两者在我国

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与要素的集聚力

下一阶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广州市

度；通过建立自主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提

针对当前形势下的境内发展模式弊端、境

高创新要素资源以及创新要素的整合效

外国际贸易规则压力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政

率。

策，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需要清醒

的认识到作为解决境内外发展难题的自主
（八）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服务机制， 创新和自由贸易战略并非是两个独立和割
综合推进“双自联动”策略
裂的个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广州市应当把
“双自联动”是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 握建设南沙贸易试验区和广州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联动发展策略，两者在服务于 示范区的机遇，运用“双自联动”的发展优
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 势，从发挥政策互补效应、健全人才制度、
但两者的目标定位、施行政策和管理机构 运用金融创新优势、打造国际化知识产权
都大不相同。因此，在推进南沙自贸试验 保护高地、构建国际化创新服务体系、加
区和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 速创新资源集聚与共享、深化粤港澳和国
实践工作时，政府管理部门要建立一套有 际科技合作、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服务机制
效的行政管理协同服务机制。各部门要明 八个方面推进两大战略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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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Joint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Nansha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of Guangzhou
Chen Lin, Zou Jingtao
Abstract: Free trade zones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re both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purpose of the former is to form a open reform mechanis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riven
by innovation. When multiplied and integrated, they can not only correlate in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form linkages betwe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etween
high standard trade rules and innovation-driven mechanisms. At present, Guangzhou faces the
problem of optimiz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upgrading industries inside, and the pressure of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outside. That requires seizing the joint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formulating a reasonable joint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uangzhou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inside and outside.
Keywords: free trade zone;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joi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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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青年参与南沙新区发展研究
◎

钟

韵

摘 要：人才交流是区域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代下，广东自
贸区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亦担负着为港澳青年拓宽发展空
间的任务。本文试图在对南沙新区引进人才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的分析基础上，基
于对港澳青年的调研及问卷调查资料，描绘出港澳青年对于到南沙新区实习、就业及创
业的意愿，以及港澳青年目前对于到南沙工作的顾虑，最后提出促进港澳青年到南沙就
业创业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南沙新区 港澳青年 就业与创业
【中图分类号】C96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7
更为紧密。广东自贸区作为粤港澳深度合

一、引言

作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呈现出良好发展势
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港澳青年若

2017年7月1日签订的《深化粤港澳合

能积极参与广东自贸区的发展，选择在自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粤港

贸区就业、创业，不仅有助于自贸区被定

澳大湾区的合作目标是“建设成为更具活

位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目标的实现，

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亦有助于拓宽港澳青年的发展空间。

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

广州南沙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

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意

优势，位于珠三角的地理几何中心，距离

味着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目标

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市中心均不超过70

过程中，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联系将

公里，对外交通联系便捷，港口航运、高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加快南沙打造城市副中心策略研究”（编号：2017GZZK5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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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轨道交通等综合交通架构已经

2015年至2017年11月，南沙新区已集聚诺

建成，且正处于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

贝尔奖获得者1名，院士10名，国家“千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城市副中心等战略

人计划”专家15名，广东省“珠江人才计

机遇叠加的发展阶段。有理由认为，南沙

划”创新创业领军团队2个，广州市高层

新区将是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就业

次人才30余名。在高校毕业生引进方面，

与创业的理想区位。尤其是近年来轨道交

2016年从211或者985高校毕业的高材生到

通的飞速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一

南沙就业的人数为594人，2017年上半年

小时生活圈”提供了重要保障。据资料介

就已达到443人；2016年登记在册的高层

绍，预计2018年开通的广深港铁路投入使

次人才为600人，2017年上半年就已经达

用后，广州南站到香港只需要48分钟；从

到600人，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广州的庆盛站到香港只需半小时；深圳到

为配合人才引进，南沙新区实施了力

香港九龙只需要15分钟。澳门在建的轻轨

度较大的人才补贴政策。南沙区于2015年

亦计划与广珠城际轨道对接，实现澳门与

印发《集聚高端领军人才和重点发展领域

广州之间的1小时通达。

急需人才暂行办法》，自2015年以来，实

本文旨在分析港澳青年参与南沙发

施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贡献奖励共奖励

展，到南沙就业创业的现状及意愿，并为

人才2300余名，认定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

促进吸引港澳青年参与南沙新区建设，融

才3批共计5200余人次①。至2017年11月，

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策略建议。本文

南沙已经认定南沙区高端领军人才9名，

将在对南沙人才引进现状特征的分析基础

发放购房补贴970万元；据南沙区相关部

上，基于2016年8月至11月对港澳青年的

门介绍，2015年至2017年底，南沙区已发

调研及问卷调查资料，尝试描绘出港澳青

放各类特殊人才奖励金约2亿元②。南沙还

年对于到南沙新区实习、就业及创业的意

计划陆续推出3000多套人才公寓，根据南

愿，以及港澳青年目前对于到南沙工作的

沙的政策，凡是认定的高端领军人才可

顾虑，最后，提出促进港澳青年到南沙就

申请10年免租入住最高200平方米人才公

业创业的策略建议。

寓，符合条件的人才工作满10年后即可无
偿获赠所住人才公寓。

二、南沙新区人才发展现状与发
展趋势
（一）人才发展特征
1. 人才引进工作初见成效

据统计，这些已引进的人才覆盖航运
物流、高端制造、金融商务、科技创新、
旅游健康等多个重点发展领域，较好地提
高了区内人才层次和人才水平。
目前，南沙针对港澳的人才引进机

人才引进是南沙新区重点发展工作

制正逐步建立。南沙自贸区针对引进和培

之一，凭借人才政策与人才引进平台的建

育人才，人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出

设，南沙的人才引进工作已初见成效，人

台了《南沙区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

才集聚态势开始显现。

《南沙区中高级人才引进暂行办法》《南

在引进人才的数量方面，据统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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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政策，通过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机构、大型央企、外资企业在内100家实

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创业场所、免费代理

习单位提供的超1000个实习岗位④。

人事关系和评选突出贡献人才奖等方式，
积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引进优秀人才。

可见，通过依托创业孵化平台，举办
形式多样的青年创业大赛，吸引港澳青

2.关注港澳人才的引进

年团队入驻，以及开展港澳青年学生实习

2012年10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百企千人”计划等举措，南沙对港澳人

批准同意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
琴“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列为全国人
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基于深化粤港澳合
作的发展目标，南沙新区打造建设了“创

才的引进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二）与南沙发展趋势相对应的人才
需求

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和粤港澳（国

1. 区域定位与人才需求

际）青年创新工场两大服务港澳青年创新

南沙在广州的城市发展中的定位，

创业服务平台。设立于2015年10月的“创

在过去约十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2010

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建设面积达两

年，南沙曾被定位为卫星城，规划将着力

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个创业团队入驻。

建设以现代化产业、生态、宜居为特征的

成立于2015年1月的粤港澳（国际）青年

新城区；2012年9月，南沙新区获国务院

创新工场由位于南沙的霍英东研究院所创

批复，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

立，该基地已获评广州市（国际）创业基

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

地的资质，并与澳门经济局签订了青年创

兰州新区之后的第六个国家级新区。同年

新创业合作协议。

11月，在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

目前，“创汇谷”已成为南沙吸引港

《广州市城市功能布局规划》中南沙被定

澳创业青年的代表性孵化平台。截至2017

位为滨海新城。2016年8月5日，广州市委

年10月底，“创汇谷”已签约入驻63个团

十届九次会议提出南沙新区城市副中心

队，包含24个港澳团队，其中香港团队15

这一地区定位，明确提出“立足广州面向

③

个，澳门团队9个 。

国际，把南沙新区建设成为国家‘一带一

除了打造创业服务平台，南沙新区

路’的重要战略枢纽、珠三角汇集高端要

还通过打造港澳青年学生实习基地，为南

素的先导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强化新

沙政府和企业储备发展人才。由广州市南

区和自贸试验区对珠三角及全国的辐射功

沙区青年联合会主办的港澳青年学生实

能，形成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值得一

习“百企千人”工作项目于2015年启动谋

提的是，在2016年城市副中心的提法中，

划，2016年首批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

南沙被作为广州唯一的城市副中心。

至今已组织近600名港澳青年学生到南沙

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

实习。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参与建立“港

最新公布的2016年世界级城市排名中，广

澳青年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的形式，为港

州被列入Alpha-（一档四线城市），换言

澳青年学生提供优质岗位与培训，港澳青

之，广州已进入国际城市的最高层队列。

年学生可申请包括自贸区工作部门、金融

根据南沙在广州城市发展中最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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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能可以判断，南沙新区作为广州未来

如，全区已落户76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

的城市副中心，产业将面临极大的发展机

项目和103家总部型企业，形成千亿级汽车

遇，将对高层次人才集聚有极大的需求。

产业集群、千亿级的融资租赁产业集群⑤。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的

又如，2017年8月14日南沙区政府提出将耗

出发点之一，便是维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

资104亿元打造大岗先进制造业基地，为

定发展，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作为粤港澳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门户城市的产业

深度合作的对接平台，承担着为港澳人才

及创新支撑点⑥。这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

提供新的发展空间的职能。换言之，南沙

多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汽车装配及先

新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制度创新重要

进制造技术的引进，南沙需要引进大批制

平台，其人才需求将专门包含来自港澳的

造专业人员。此外，南沙已引进广州中国

人才。

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霍

2.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

英东研究院等8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建

人才是跟随产业需求而发展的，两

立国家级实验室3家，各类工程研发中心、

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根据2012年9月

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共65个，南沙资讯科技

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

园、南沙科技创新中心等8个孵化器，各类

划》，南沙新区将重点发展航运物流服务

科技创业园在孵企业126家，为创新创业

业、高端商务和商贸服务业、科技智慧产

人才集聚提供了载体支撑。

业、高端装备及技术产业、健康休闲产业
等五大主导产业。根据《中国（广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要求，广东自
贸区南沙片区将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
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
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

三、港澳青年到南沙就业的意愿
与顾虑
（一）实习就业的意愿
南沙新区发展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的
迅速上升阶段，虽然在人才引进工作方面

由此可见，包括航运物流、商务商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引进港澳青年人

贸、高科技服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高

才亦给予了较大的重视，但总体而言，与

端制造业方面的人才是南沙未来产业发

深圳前海新区相比，目前进入南沙新区创

展亟需的人才。具体而言，机械工程、电

业就业的港澳青年人数仍有待进一步增

子工程、汽车装配及先进制造技术等方面

加。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笔者

的制造业专业人才，金融、财税、法律咨

曾依托研究课题，对正在广州某高校就读

询、会计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人才，国

的港澳青年学生到南沙实习、就业问题开

际贸易人才以及港口和航运物流管理等方

展问卷调查，试图对港澳青年到南沙就业

面的人才，均是南沙未来人才发展趋势的

的意愿及影响其意愿的要素展开分析。被

主流需求。

访港澳学生约为320余人。

目前，南沙正在着力搭建产业平台，

在实习意愿方面，被访的港澳学生中

依托科研平台集聚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例

约八成表示有“非常强烈”的实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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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曾经参与实习的学生，有超过三城

选择或是就业选择，南沙离市区远，通勤

的人表示希望能实习两次。对于实习的预

时间偏长是港澳青年对于到南沙工作的

期收获，超过九成的学生表示希望能够通

最大顾虑。其中，就选择实习地点而言，

过实习积累社会实践经验。可见，在内地

近四成的被访者表示到南沙实习的最大的

就读的港澳学生在读书期间有着较为强烈

顾虑是南沙离市区太远；其次是实习期回

的实习意愿，并将实习看做是就业前的重

学校不方便，超过三成的人表示这一考虑

要锻炼而不是假期里的休闲活动。而针对

会影响他们做出假期到南沙实习的决策。

实习地点的选择，根据港澳学生的倾向性

此外，对南沙缺乏基本了解，目前也对港

由强至弱依次是天河区、香港、深圳、澳

澳学生选择到南沙实习有所影响。另一方

门、南沙自贸区。

面，对就业选择而言，港澳学生在择业时

在就业的具体地区选择上，问卷结

优先考虑因素依次为工作地点（80%）、

果显示，35%的被访港澳学生首选回香港

工作的发展空间（77%）、能否学到新东

工作，25%的学生首选在广州工作，而首

西（62%）、薪酬待遇（52%）等。南沙

选到深圳和澳门的学生比例接近，均为

的地理位置是影响被访者选择到南沙就业

约15%。为了解港澳学生到南沙就业的意

的最主要因素。

愿，问卷设计中将广东自贸区列为单独的

2017年，笔者籍课题调研的机会，与

选项，但仅有3.75%的学生表示将广东自

香港部分青年座谈后发现，随着粤港澳大

贸区作为首选就业地区。可见，对地区的

湾区的提出和自贸区的建立，越来越多香

熟悉程度，直接影响了学生就业首选地区

港青年开始对大湾区感兴趣，香港青年对

的选择。

南沙也越来越关注。对于面临毕业求职的

在是否愿意到南沙新区就业、创业的

香港青年人而言，他们认为相对于香港，

选择上，曾经到南沙实习的学生表示，如

南沙自贸区的发展机会更多，而且具备生

果南沙提供相关的政策扶持，他们均会考

活成本（如物价和房价）较低的优势。但

虑到南沙创业，其中表示会“仔细考虑”

是，香港与南沙之间交通不便，是阻碍其

的人数与“会考虑”的人数接近。但在未

到南沙创业的首要因素。第二，虽然南沙

曾到南沙实习的被访港澳学生中，虽然有

新区政府已出台相应的人才吸引优惠政策

超过五成的人表示，如果南沙提供相关

且开展了相应的宣传，但仍有大量的青年

的政策扶持会“仔细考虑”是否到南沙创

对南沙缺乏了解，对相关的人才政策更是

业，近四成的被访者表示“会考虑”，但

知之甚少。例如，有参加了“创汇谷杯”

仍有一成的被访学生表示不会去。由此可

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并最终获邀进入

见，港澳青年对南沙新区的了解越多，其

南沙开设企业的香港青年企业家表示，直

未来到南沙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到赢得了创新创业大赛，才得知南沙有香

（二）到南沙实习就业的顾虑

港科大研究院及霍英东研究院。
可见，缩短交通时间，减少南沙与港

针对港澳学生到南沙实习或就业的

澳之间的心理距离，降低交通成本，是提

顾虑问题，问卷结果反映，无论是对实习

升南沙新区对港澳青年择业吸引力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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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素。目前，从香港到南沙的两种主要

近600名港澳青年学生到南沙实习，有效

交通方式，一是从尖沙咀乘船直达南沙港

地提升了港澳青年对南沙的认识与认同。

码头，另一是坐火车到深圳或是到广州市

据介绍，南沙青年联合会在港澳学生结束

区，再换乘交通工具到南沙。两种方式单

实习后，还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实习学生

程耗时约为2～3小时。这一通勤时间无疑

的长期沟通，建立数据库，将南沙的相关

拉大了港澳青年心目中港澳与南沙之间的

活动进行推送。

心理距离。其次，提升南沙新区对港澳青

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这些现有的服务平

年择业吸引力需要提高南沙在港澳青年人

台与机制的作用，通过创业大赛、创新创

中的知名度。

业考察团、创业沙龙等载体，吸引港澳青
年创业团体主动申请入驻。在此过程中，

四、促进港澳青年到南沙就业的
策略建议

可以通过加强与港澳特区政府，如香港贸
发局、澳门经济局等职能部门联动，由其
直接推荐转介港澳创业团队进驻；或是通

为推进南沙作为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

过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由其宣传并鼓励

验区的建设，国家、省、市高度重视，先

支持港澳青年学生创业团体入驻；又或是

后印发了改革指导性意见以及多项支持政

通过加强与港澳专业协会、青年协会的沟

策，助力南沙发展。其中，广东省委、省

通衔接，实现增强南沙对港澳青年创业就

政府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国（广东）自由

业吸引力的目标。

贸易试验区人才发展的意见》；广州市印
发了《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对南沙区
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直接给予人才绿卡，享
受广州市民待遇。

（二）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创业基地的
工作效率
建议采用“政府支持、市场化运营”

在此基础上，要促进港澳青年到南沙

的管理模式，成立第三方机构对创业基地

实习、就业、创业，建议加强三方面的工

履行鼓励和服务职能，以此提高港澳青年

作。

创业基地的工作效率。鼓励青年创业者按

（一）充分发挥现有服务平台与机制
的作用

照相关申请入创业基地，对于符合条件成
功入驻的港澳青年创业项目可免办公场地
租金1年。满足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以申

如前所述，南沙已建立了粤港澳（国

请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享受南沙的企

际）青年创新工场和“创汇谷”粤港澳青

业税收及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广州

年文创社区两大服务平台，为港澳青年

市对创业团队在科研经费安排方面给予政

提供企业孵化、法律服务、行销服务、人

策支持，享受广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才服务、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并为持有

政策支持。

“港澳青才卡”的港澳青年人才提供可预

同时，建立具 有可操作的评 估清退

约的各项服务。已开始常态化的港澳青年

机制。青年创业基地不仅为企业提供各

学生实习，“百企千人”项目至今已组织

种服务，还对已进驻的企业开展定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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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对连续三次评估有待改进的基地企

成的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广

业，劝其退出创业基地，终止合作协议；而

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等8家省级新

对于第一次评估不合格的基地创业企业，

型研发机构，以及南沙资讯科技园、南沙

亦劝其退出创业基地，终止合作协议。这

科技创新中心等8个孵化器，促进港澳科

一评估清退的机制可以保障创业基地内有

技人才进驻南沙。

限的场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

五、结论

（三）以重点企业为载体促进港澳科
技人才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依托重点企业的发展，以企业为载体

“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

促进港澳青年人才到南沙集聚。例如，依

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

托2017年引进的亚信数据全球总部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

数以千计的科技人才将集聚到南沙，形成

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

超百亿的产业规模。据介绍，亚信成立的

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

南沙国际人工智能项目团队，已经开始引

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让

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项目团队，根据广

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

州市的部署，到2020年将建成面向全国乃

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

至亚太地区的云计算公共平台和大数据处

光。”报告明确反映出国家对港澳发展非

理中心，培育一批大数据和云计算领军企

常重视，希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的蓝图之

业。又如，可以依托海尔集团将在南沙打

中。可以认为，珠三角，尤其是作为粤港

造全球产业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以企业

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广东自贸区，将承担

品牌为吸引高端的科技、金融等人才集聚

着为港澳青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的责

南沙。再如，中铁建、中铁隧、中海散货

任。促进港澳青年通过实习、就业和创业

等集团总部平台进入南沙，亦可以成为吸

等形式参与南沙新区的发展，将提升粤港

引港澳青年进驻南沙的利好因素。

澳人才交流的层次，有效实现大湾区城市

此外，针对南沙未来在科技创新产业

群的深度融合。

发展方面的规划，建议充分利用南沙已建
注释：
①http://guba.eastmoney.com/news,cjpl,730444895.html
②南方日报：南沙2年发放人才奖励2亿.元.http://www.southcn.com/nfdaily/nis-soft/wwwroot/site1/
nfrb/html/2017-11/14/content_7681728.htm
③http://guba.eastmoney.com/news,cjpl,730444895.html
④资料来源：http://nansha.rencai.gov.cn/index.php/detail/11704
⑤数据及资料来源：http://gd.qq.com/a/20160506/010830.htm
⑥资料来源：http://epaper.oeeee.com/epaper/G/html/2017-08/15/content_60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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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Tal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nsha New Area
Zhong Yun
Abstract: Talent exchan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uangdong free trade zone
enjoy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has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It also undertakes the
task of broaden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young tal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Based
on the status-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alent introduction in Nansha New Area, and questionnaires on this group of young peop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intention concerns
about taking internship, working or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 in Nansha. I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young tal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is area.
Keywords: Nansha New Area; young tal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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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广东特色小镇：
问题、思路与方向
◎

潘道远

摘

要：供给侧改革下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产业升级趋势是特色小镇建设的两

个重要时代背景。特色小镇建设应避开依靠房地产、依靠大规模投资的误区，明确“特
色”在于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文化、产业高度集聚以及新型的生活方式。广东在建设特
色小镇过程中有三大传统优势：一是岭南文化独具特色，二是珠三角地区有良好的工业
基础，三是有丰富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经验。在后期建设过程中，应明确政府角色：
以企业为构建核心，深化服务型政府改革；规划要重产业发展，更重舒适宜居；做文化
的保护者和发掘者。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特色小镇 广东 政府功能
【中图分类号】F299.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8
打造特色小镇成为近年中国区域经

而，高层政策富有远见卓识，在地方实际

济规划的热潮：2016年2月，国务院颁发

建设过程中却会面临各种问题。本文紧密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围绕当下的时代背景，论述新时期特色小

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

镇建设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有可能的改

小城镇，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

进方向。

化；同年7月，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

一、特色小镇与新经济环境

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并公布北京
市房山区长沟镇等127个镇为第一批中国

虽然特色小镇的概念诞生已久，但结

特色小镇。从国家层面提出特色小镇正逢

合当前的时代背景，有两个方面对其提出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结合

了新的要求：一是供给侧改革与新型城镇

供给侧改革，特色小镇将成为中国区域发

化的进程，二是新产业升级趋势。这两点

展（尤其是县域发展）的一条新路径。然

对特色小镇的定位与未来发展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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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二）
“文化 +”成为产业升级趋势

（一）供给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从产业发展的层面看，一般产业发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城 镇 化 进 展

展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

迅 速 。1 9 7 8 年 ，我 国 的 城 镇 化 率 只 有

阶梯式演进，第三产业在整体中所占比重

17.8%，2015年达到了56.1%。其中，外向

逐渐增大。社会进入信息经济时代，第三

型经济对沿海地区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巨

产业已经由简单的低端服务业向以高新技

大，特别是对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大

术为引导的高智力、细分工、深内涵和重

都市的发展作用突出。在很长时期内，中

体验的高端服务业迈进；人的消费需求也

国实行的是低端制造与出口为主的发展模

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拓展到更广阔的精

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神文化需求。新时代的服务业核心竞争力

但近10年来传统工业支撑的持续能力已显

一方面决于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另一

不足，两次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带

方面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人文关怀程度，

来了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由此得出的

而这两个方面均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元素。

经验是，在城乡发展层面，城镇化进程必

可见当下文化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产业

须与经济增长特别是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相

内容的经济统计，更在于建立一种生产模

协调。在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

式和结构体系，支撑经济发展，引领和带

也要同时推进城镇化的转型，继续大规模

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也可在文化产业

推进传统城镇化的“大跃进”会加剧经济

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2004年我国文化产

结构转型的困难。

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4.8%，到2015年增

未来城镇化的合理深化，最重要的是

长至7.9%；2016年以“互联网+”为主要形

科学地评估产业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要

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根据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就业岗位的增

30.3%[2]。文化产业比重增加以及“互联网

加可能来引领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发展

+”形式文化企业的异军突起体现了产业升

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

级的一种新趋势，即第三产业日益与文化

岗位的能力保持一致，与城镇实际吸纳农

创意相关，文化创意作为要素、产品或服

村人口的能力保持一致，与水土资源和环

务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更多的行业会结

[1]

境承载力保持一致 。由此，重新审视特

合文化创意组织生产产业发展“不仅注重

色小镇，其功能是作为打造创新、协调、

文化的经济化，更注重产业的文化化”[3]。

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重要区域单元，

可见，要保持特色与竞争力，特色小镇必

通过产业升级与集聚、差异化定位以及

将围绕文化创意为核心，充分发挥人的智

人口回流的方式为新型城市化提供“高质

力功能来打造和升级产业。

量、内涵式建设”的平台，这与供给侧改
革“针对无效产能去产能、去库存，针对

二、特色小镇应“特”在何处？

有效供给不足补短板、降成本和去杠杆”
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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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房地产业，制定若干主题，通过

间、产业空间，对于一些有志于建设特色

仿欧美、仿古的建筑风格，设计成以旅游

小镇的地区，如何在已存在的空间中汇聚

业为核心的旅游集镇。而随着特色小镇在

凝练当地人文情怀，融入文化创意、融入

全国范围的推广，这种模式将面临严重的

自然风貌、融入IP叙事、融入品牌设计于

同质竞争和投资风险。在现代的观念下，

特色小镇规划中，是发现特色小镇“特”

特色小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

的意义所在，否则建设特色小镇可能成为

一种区域性空间与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

一种口号式、山寨式和拼凑式的投机。

它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是需要以社会与经济
发展为前提的。这个前提不仅包括区位条

（二）产业高度集聚

件、产业基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当前的特色小镇热潮，倾向于打造

区域性产业集聚方式，还包括社区生活环

以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或者农副食品加工

境、日常生活方式、创业与创新土壤及人

为特色的旅游小镇。但应注意文化旅游

才机制、政策导向及地方的历史文化基因

只是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旅游本身不是

等要素。新型的特色小镇应包含以下几个

特色，产业高度集聚才是“特”的真正所

特点。

在。从欧美经验来看，不仅是旅游业，一

（一）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文化

些高端产业也可在特色小镇中找到生存土
壤。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就在剑桥镇，

从形成途径看，特色小镇有天然形

距离伦敦80公里，人口不到十万，却是英

成与政府后天推动建设之别，但无论哪种

国教育和科技创新中心；德国高端汽车品

形式，成功的特色小镇必然有特定的空间

牌“奥迪”的全球总部和欧洲工厂都集中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在建设特色小镇

在距离慕尼黑60公里的英戈尔斯塔特小

的浪潮中，我国目前提出的相关概念主要

镇，其总人口只有12万。反观当前我国一

有智慧生态科技小镇、农业小镇、文旅小

些乡镇，发展思路仍是以地方政府大拆大

镇、生态小镇、影视小镇、汽车小镇、金融

建为主的“造城运动”，或通过旅游概念

小镇、航空小镇、旅游小镇等类型。从一

炒作开发房地产，与之相形见绌。当下建

些正在上马的项目看，这些大都已考虑了

设特色小镇应突破这种思维桎梏，明确小

“概念策划、空间规划、项目计划和资金

城镇在城市群和经济网络中的分工定位，

筹划”等“四划叠加”的综合性方案，并向

寻求与以地方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相匹配

[4]

国际上流行的“多规融合”靠拢 。但良好

的产业升级，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

设计并不一定预示着结果如意，与一些成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的多元结合方式，既为

名的小城镇相比，我国更多的小城镇普遍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模式，也为特色小

面临着规模小、产业基础差、基础设施不

镇建设提供了更多思路。随着中国城镇化

全、公共服务落后、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

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特色小镇可

的困扰；与此同时，很多小城镇正在逐渐

以成为高端产业发展、高级人才聚集的一

失去特色、失去传统文化和美丽风貌。特

个重要空间载体，与大中城市形成协作互

定的空间既包括地理空间，也包括文化空

补的产业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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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的生活方式

的顺德乐从镇，以红木家具为特色的中山
市大涌镇，以渔业为特色的潮阳区海门镇

建设特色小镇不仅要考虑产业集聚

等，另一半则以文化旅游为主打产业，如

与地域发展，还应考虑到，特色小镇是一

以历史文化为特色的番禺沙湾古镇，以生

种可“再造血”的生活生态圈，对应的是

态休闲为特色的英德市连江口镇等；从区

农村生活与大都市生活以外的一种新型生

域分布来看，珠三角地区有9个，粤东有6

活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大

个，粤西有2个，粤北有3个。事实上，广

多都出现过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即

东有特色的小镇远不止这20个。不妨从入

随着阶层分化及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

选的这些小镇中观察：广东的特色小镇有

郊区化和小城镇化逐渐出现。此过程中小

集聚于珠三角地区、工业类型多、文化多

城镇既作为大都市和乡村的纽带，也承载

样化等一些特点。如何结合这些特点进一

了除原住民外相当多的中产和富裕阶层的

步挖掘和发展特色小镇，须明确广东的如

居住和生活。特色小镇往往构成有个体理

下几个传统优势。

想追求的生活与工作一体化生活圈，不仅

一是岭南文化独具特色。基于独特的

有“十分钟生活圈”，还有独立的创业空

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大体分为

间和一整套的生活价值的表达系统，如就

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

业、创业和娱乐等，这一内涵是在一定的

主要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

“城市区域核”范围内创造完整的就业与

化和客家文化为主，三系文化相互融会贯

[5]

生活体系 。有学者还提出“与以血缘和

通。正因为这种贯通，使得广东各地的人

地缘文化为联结和凝聚纽带的传统乡村共

文风貌形成了差异又相互关联统一的特

同体相比，特色小镇‘镇民’之间更主要

点。以建筑为例，广东各地有岭南特色的

的是职业的联系。在这个新型创业创新共

就有围龙屋、碉楼、骑楼、祠堂、洋楼等

同体中，职业等次属关系代替了家庭等首

形态迥异的风格；此外，广东还有粤绣、

属关系，传统社会链接纽带断裂，社会整

广州牙雕、云浮石艺、潮州剪纸等一系列

[6]

合的传统基础弱化” 。据此可见，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广东的自然风貌，

小镇的“特”还在于，如何产业发展之外

利用现代文化创意开发好这些文化内容，

构造一种和谐稳定和可持续的就业与生活

将是建设特色小镇过程中的一笔瑰宝。

体系，以适应新型城镇居民的需求。

二是珠三角地区有良好的工业基础。
与其他地区不同，广东的民营企业、民营

三、广东的传统优势与转型思路

文化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
图1中可看出，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

根据住建部公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

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对广东

全国特色小镇名单，广东省共有20个小镇

工业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不断提高。

入选（详见表1）。从类型来看以，以农

广东为传统制造业强省，这些民营制造业

业、手工制造业等为特色产业的小镇占比

对于发展特色工业小镇至关重要，因其更

过半，如以家具、塑胶和钢铁贸易为特色

多强调家族化、本地化的管理方式，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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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住建部公布的广东省20个全国特色小镇

名称

主打品牌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

西樵山文化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

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

类
型

名称

主打品牌

类
型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中国家具商贸之都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 中国家电制造重镇
历
湛江市廉江市安铺镇 广东四大古镇之一 史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
广东工业重镇
文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
江门市赤坎镇
岭南华侨名镇
水果之乡
化
梅州市雁洋镇
纯正客家风情小镇
中山市大涌镇
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 特
色
“南越风情”特色
河源市古竹镇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 一村一产品农业大镇 产
小镇
业
梅州市丰顺县留隍镇
温泉之乡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 潮汕风情渔港小镇
休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 潮州木雕重要传承地
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
天然大氧吧
闲
清远市英德市
旅
原生态十里长廊
佛山市北滘镇
“智造魅力”小城
连江口镇
游
肇庆市回龙镇
乡村休闲旅游小镇
中山市古镇镇
现代化国际灯饰小镇
根据住建部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
(建村[2016]147号)、《关于拟公布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的公示》（建村规函[2017]99号）整
理获得。

小地域内容易通过模仿和竞争形成规模，

增长，目前已突破70万家。一批文化大数

对于小城镇就业、产业集聚有明显推动作

据、云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文化科技前沿

用。但也应看到，乡镇工业一般缺乏科研

领域的物联网、可穿戴智能设备、虚拟现

能力和国际视野，政府应提供必要的指导

实和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崭露

和帮扶，例如鼓励特色小镇的人才引进、

头角。供给侧改革的背景要求特色小镇必

协助企业考察学习、鼓励科技企业的对口

须以新型产业为主导“腾笼换鸟”，科技

合作，甚至吸引大型企业的研发、技术等

融合文化创意在其中能发挥巨大作用：特

部门入驻小镇等。
三是有丰富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经
验。2015年，广东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达到3648.8亿元，同比增长2.7%，占
GDP的比重5.01%[7]，总量位列全国第一。
广东在科技与文化融合层面有大量实践
经验，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以高新技术为支
撑、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
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型企业。2015年下半
年以来，移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背景下，
广东互联网相关企业以每月1万家的速度

图1

2013-2015年广东民营企业增加值
增速与全省平均增速对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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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小镇的产业升级的第一步应是淘汰落

成正式的制度化的管理规范。事实上，从

后的、低端的制造企业，全面普及“科技

西方政府在上百年的小镇建设历程中发

+”和“文化+”的思维和生产模式。无论

现，政府仅承担小镇的组织协调、服务传

是文化旅游型的还是特色产业型的小镇，

递、参与表达、财务预算、计划推进、理

未来必定是充满科技和创意的、富有人文

念和技术支持等职责[11]，能更大限度的发

气息的宜居小镇。

挥市场的自助创造力，从而从供给侧角度
激发经济活力。

四、地方政府角色的再思考
（一）以企业为构建核心，深化服务
型政府改革

（二）规划要重产业发展，更重舒适
宜居
特色小镇的规划过程中，一定要规

和大多数国家城市是从“市”发展而

避传统产业园区式的思路。传统产业集聚

来、城市化由市场主导的特征不同，中国

园区主要进行生产上的分工协作，开发模

的城市却是从“城”即政治中心来的，城

式相对比较单一。主要由政府征地进行基

[9]

市化也是由政府主导的 。由于这种行政

础设施建设后引入产业，存在规划设计粗

化的主导，本世纪初期许多地方掀起了用

放、缺乏系统的功能分区等问题。特别是

大量投资进行房地产开发和政绩工程的

生活配套和生态空间严重缺乏，缺乏产业

建设热潮，导致城市化后的生产效率并没

升级空间和人才吸引能力。而特色小镇是

有明显提高，反而生活成本提高、交通拥

产业、生活、生态一体化的平台，不仅具

堵、污染加剧等问题变得突出。特色小镇

备产业园区的集聚生产功能，并且强调生

的概念则正是对这种行政化造城、造镇的

活空间、生态环境一体协调；既符合产业

祛病，其概念本身更强调一种产业和文化

发展要求，又要能够满足宜居需求。

集聚的小范围生活生产区域，而非行政区

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兴起过

划。虽然政府的行政管理发挥重要作用，

一波乡镇企业的浪潮，但在第一波城镇化

但是如果政府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小

过程中，大部分经济资源都转移到大城

[10]

镇的其他主体便有可能被边缘化 ，企业

市，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小部分进城，剩

和个人参与城镇建设受到严重的挤出效应

下的乡镇企业仍脱不了低端落后的窠臼。

影响。

特色小镇建设应防止重蹈覆辙。浙江特色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职

小镇发展较早，其政府规划颇具特色，对

能改革、简政放权已经取得了进展，因此

特色小镇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靠近

特色小镇建设过程应继续向纵深发展。特

中心城市或有快速便捷交通的地区，强化

色小镇不应是政府规划主导的，而是应该

人文区位优势，在空间结构上强调“精而

源于民众，发挥市场积极性，充分尊重企

美”；规划面积一般不超过3平方公里，

业和个人的创造能力。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核心建设区面积在1平方公里左右，具有

规划、设计或制定企业准入负面清单，以

综合型的社区属性；除了特色产业的某种

及在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正面清单，形

区域唯一性和高度集聚性外，还要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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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都要建设成至少3A级以上的景

镇本身被评定为历史遗迹的，有庙堂楼阁

区。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要求特色小镇

等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他典型

以3A级景区标准，但对旅游人次和收入等

的历史文化传承，文化发掘起来会相对容

[5]

数据没有任何考核要求 ，这种硬性的规

易些。但文化特色有一个可建构的过程，

划在于提高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以此确

即使发现其历史文脉不清楚、集体记忆

保人性化的生活空间。由这些经验可见，

不充分，也是可以再建构的。例如德国的

政府在做特色小镇规划时，应更加注重循

布鲁塞尔地区，原来是欧洲的工业中心，

环、可持续的长期效应，而不是短期的经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的衰退，

济利益。

大量的厂房闲置废弃。但经过政府的重新

（三）做文化的保护者和发掘者

规划和建设，布鲁塞尔现在成为了欧洲著
名的工业文化旅游名片。值得借鉴的是德

各地方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

国政府在保护和挖掘文化中的眼光，广东

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发现特色和深化特

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30多年来创造了诸

色，因此利用新兴传媒和技术手段复兴传

多历史奇迹，这种改革文化、开放文化与

统产业是一个重要抓手。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文化一样，亦可以挖掘和塑造。发现

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应转变观念慧眼

特色小镇的“特”，政府应做的不是推倒

识珠，应当发现如休闲旅游、服装生产、

重建，更为妥当的是保护和发掘一个地域

手工艺品制造、民俗活动，甚至传统制造

的文化，并利用现代思维和技术传播和再

等产业均有文化挖掘的空间。一些特色小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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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d Tow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Problems, Ideas and Trends
Pan Daoyuan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neo-urban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supply side reform are the two major backdrops of building featured towns. Its construction
should avoid relying on real estate and vast investment, but focus on the local spac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highly condense industries and new ways of life. Guangdong province is advantageous in this fiel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Lingnan culture; second, mature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ird, ample experienc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 roles should become more clear, i.e., with
enterprises being the customers and government being the service provider; key industries must
be well planned towards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cultures should receive better prot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words: supply side reform; featured towns; Guangdong province; government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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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农村土地流转中阻力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返乡创业
——以安徽为例
◎

汪独友

摘

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土地出现

了相对剩余，规模性的土地流转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流转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
的阻力。近年，农民工返乡创业潮流的兴起，为加速土地流转提供了机会。毫无疑问，
农民工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力量之一，有效的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良
好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首先阐明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
意义，然后对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阻力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供有关部门参
考。
关键词：农民工 返乡创业 土地流转 安徽
【中图分类号】F32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09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

民工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再由城市到乡

济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

村的过程，是乡村的“精英分子”，是促

市吸收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劳动力，由此产

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农

生了农村土地遭到抛荒弃种的现象，降

民工可以利用自己在城市所获得的知识、

低了农村土地的利用率。为了更好地利用

技能、经验、人脉等资源以及农村的土

土地，必然要实行和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地、熟人关系等资源，将其有效整合，能

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但

为消除农村土地流转的阻力起到一定的推

是由于种种原因，土地流转不如预想的顺

动作用。通过对安徽省土地流转现象的分

畅，仍存在着一定的阻力。返乡创业的农

析来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背景下的土地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模式、机制与对
策研究”（批准号：14BSH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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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阻力及其对策，对于进一步加快农村土

万个，带动169.7万人就业。[1]这不仅增加

地流转，实现农村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研

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农村的人力资源开

究价值。

发，在这一过程中，又能够培养出带有一
定专业素质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村土地流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加速农村
发展的助推力
（一）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高
土地利用率

转。

（三）促进农村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现代农业
传统的农村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户将土地的经营

返乡农民工深深地意识到仅仅依靠传统

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行为。由于耕

的耕地是无法脱贫致富的。因此返乡农民

种土地的经济效益不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

工利用自己在外打工时所积累的资金、技

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土地

术、人脉等资源，并整合自己家乡所具有

抛荒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农民工大省——

的区域资源，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规模化的

安徽尤为严重。

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利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

用土地进行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发展，

了一个发展契机，农民工通过自身在城市

缓解部分地区耕地抛荒的局面，改善了农

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在农村寻找

村经济的结构。

价值“洼地”，发挥出市场能有效配置资

发展现代化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

源的作用。土地流转必然会获得土地效益

然要求。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能够借助在城

的增加，许多事例都证明了返乡农民工能

市打工时所获得了管理知识和经验，能够

运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在土地

运用市场机制对土地进行规模管理，运用

增值上的作用，使得土地利用率提高，并

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方式，有利于

能防止土地抛荒现象的产生。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创业成功的

（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土
地流转
返乡农民工所创办的经济实体大多是
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这对于从业者的

农民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引导更多
的人来发展有潜力的农村经济，促进土地
流转，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

（四）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

文化素质以及专业素质要求都不高，即需

一方面，返乡的农民工将自己外出务

求量大且门槛低能够使得大量的农民进入

工所得的资源带到自己家乡所处的乡镇，

这些乡镇企业工作。由此，创业者的创业

成功创业的返乡者能够起到示范效应，能

不仅解决自身返乡就业问题，还能带动多

够带动资本向城镇集中，促进农村人口的

位农民共同就业，截至2015年底，安徽全

合理流动，将农村与城镇联结起来，推动

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86.9万人，

农村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在创业的过程

33.3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实体14.36

中许多农民工参与到乡镇建设过程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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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乡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加快

省农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现有的社会

农村城镇化步伐，不仅提升农村的生产生

保障却未能给流出土地的农民足够的社会

活质量，还进一步吸引剩余劳动力进城从

保障。如果农民将土地流转承包出去从事

而加速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进度。

非农产业，风险较大，对部分农民来说会
缺乏安全感，进而放弃流转土地。加之近

二、阻力重重：农村土地流转中
的难处

年来国家各种粮食补贴政策的出台，使得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越发明显，并且农业现
代化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农民对土

毋庸置疑，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加快

地的期待较高，不肯轻易流转土地。

土地流转有着积极作用，对农村经济的发

2.农民的认识有偏差。对于土地流

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土地流

转，安徽省农民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受到

转速度不断加快，但是由于一些根深蒂固

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大多不能清晰地分

的原因，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依然存在阻

清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区别，以为土地

力，特别是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安徽省。在

流转出去后自己就会收不回土地。加之土

很早就开始试点农村土地流转的安徽省，

地流转的意义没有在农民中得到普及，农

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全

民对流转土地所能获得的经济效益没有概

国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普遍性，因此，通

念，因此农民即便愿意流转土地，由于害

过对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阻力的分析有助

怕收不回经营权，他们所约定的时间也比

于全面了解全国土地流转状况。经分析，

较短，这就影响到土地流转的进度。

安徽农村土地流转的阻力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出让意愿不强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村的各项设施是
离不开的，尤其是土地。返乡创业的农民

（二）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近年来，安徽省的土地流转速度不断
加快，但是仍然存在不规范的行为，严重
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和效益。

工从事的行业大多与土地有关，但是在流

1.农村法律意识淡薄。安徽农村的土

转土地过程中经常遇到农民不愿流转的问

地通常都是在亲戚、邻居等的熟人之间进

题，这就使得农民工创业无从着落。由于

行流转。由于“熟人效应”，因此经常在

农民缺乏土地规模管理经验和技术，严重

流转时通过口头条约明确彼此的关系，这

影响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农民出让意愿不

就会使得发生利益矛盾时，双方土地权利

强的原因主要有：

和责任的纠纷变得复杂。而且由于是口头

1.农民自身原因。安徽省是我国的农

约定，经常会发生不满期限就毁约事件。

业大省，但根据资料显示，在土地流转这

毁约现象并不少见，在中途单方面停止土

一问题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对土地流转所

地流入方的经营，不仅会严重影响到返乡

获得的微薄收益并不在乎，且留在农村的

农民工创业的成功率，还阻碍了土地的可

农民将土地认为是“命根子”，视其为最

持续规范性流转。近年，安徽政府多次出

低的生活保障，更不愿意流转土地。安徽

台了土地流转合同规范管理的条例，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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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合同，获得证书的比例提高了，

平息息相关。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但还是有一大部分的农民缺乏这些必要的

据安徽省农业调查总队统计结果，安徽省

法律意识。如安徽蚌埠市，据统计，蚌埠

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是转包、租赁等较传统

市民在土地流转之后得到证书的占3%，

的流转方式，入股、拍卖等流转方式所占

[2]

没有的占86%，不知道的占11%。 然而，

比例小，安徽返乡农民工创业通常使用的

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

流转方式是转包和租赁。

的比例提高了，但是流转协议还存在不完

当前，安徽省土地流转以转包、租赁

善，流转主体权力和责任不明确的问题，

土地流转方式为主的原因在于形式简单、

就形成了违约和纠纷隐患，从而形成对土

办理手续简单，如果流转双方无意继续，

地流转的阻力。

退出也比较方便。但是转包和租赁所能流

2.政府缺乏相应的规范意识。土地流

转的土地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也

转不规范的行为不仅体现出农民缺乏法

不能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

律意识，同时还体现出政府相关的引导、

合，不能达到土地流转预期效果。最令人

宣传等服务工作没做到位。一方面，规范

关注的是，一方面，转包的流转方式在受

的土地流转需要具体完善的政策法规。然

到潜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形成层层转包的

而研究显示，安徽大部分地区没有制定规

现象，层层转包过程中对土地没有进行良

范的土地流转相关的管理办法，对于流转

好的规划，不仅阻碍了土地流转的效率，

各个过程没有具体的描述；在政府网站上

同时也会使得农民的利益受损。另一方

查询相关数据，数据较粗泛，缺乏指导意

面，对于租赁这种流转方式来说，租赁期

义，这说明安徽政府在指导土地流转上还

的长短会影响到土地的可持续耕作，租赁

有所欠缺，许多地方缺乏指导和监督，使

到期后，若不续约，很有可能对土地造成

得土地流转不畅。另一方面，根据调查显

危害，严重阻碍土地流转。部分地区的农

示，地方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安

民将土地出租给一些企业，部分农村企业

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滞后、中介服务

不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将企业生产所产生

组织缺失，使得土地流转没有完善的市场

的废水，废料随意的排到农村土地上，导

机制，出现不规范的流转现象。在不完善

致土地遭到破坏，土地价值下降，危害了

的市场机制以及中介组织的缺失情况下，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双方难以获得对称的流转土
地的信息，同时在评估土地的价值上，没

（四）土地流转缺乏资金支持

有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规范，而只能通过流

土地规模化流转需要大量、持续的资

转双方自发进行，就会出现价格与土地价

金注入。然而现有的流转土地资金来源渠

值严重不符的现象，导致不规范流转行为

道狭窄，具体表现有：

的产生。

（三）流转方式落后
土地流转方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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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是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创业存在不稳
定性因素，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回笼资金

（五）基础设施不完善

上就容易遇到问题。另一方面再加上生产

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

规模扩大，购买现代化机器和支付其他费

工返乡创业经常遇到基础设施落后的问

用需要大量资金，就显得本身自有资金不

题，这个问题阻碍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

够，后续投入缺少资金。没有持续的资金

使得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受到阻碍，从而

保证经营，土地流入方的生产活动受到了

也阻碍了农村的土地流转进度。安徽省农

限制了，可能会使其缺乏资金而被迫放弃

村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原因主要有：

土地流转，就会降低土地流转的效率。

1.投入力度不足。政府在基础设施的

2.融资难。土地流入方要想发展规模

投资力度上是有限的。尽管近年来安徽省

经营，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由于融

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是农

资难问题，最终导致流转的土地使用效率

村仍然存在大部分田地不平整、配套设施

不高。根据安徽省有关资料显示，只有少

不完整，乡村公路路况差，路网密度低、

数创业者能得到银行贷款，大部分人还是

贯通性差，水电路、信息通讯设施依然不

遇到了资金渠道问题。一方面，安徽农村

完善的问题。安徽省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

金融服务机构单一，提供的服务种类少。

少，使得这些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

另一方面，担保信用体系不完善。农民工

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想贷款，是否有充足的担保抵押资产是

2.维护存在问题。农村基础设施主要

银行给予贷款的重要条件。但是虽然农民

是公共物品，对于公共物品，一般人都会

工返乡创业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但其产品

搭便车，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引导，在使用

及其生产有不稳定性，无法提供有效的抵

过程中不会做出主动维护的行为。安徽农

押担保品，况且当前农村土地的确权问题

村的基础设施多数是在不规范的使用行为

还不清晰和明确，金融机构在评估贷款申

和粗泛的管理下逐渐老化和损坏。因此在

请者的条件时，常常会拒绝贷款。

基础设施建成开始投入使用后，如果不做

3.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一方面，政府
专项资金不够。由于安徽基层政府财力不

好基础设施维护意识的教育，以及后续保
养和管理，就难以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够，导致扶持力度不够，无法减轻返乡创
业的农民工的创业成本，使得土地流转受
到阻碍。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融资也有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快农村
土地流转的催化剂

所抑制。土地流入方在上述渠道无法获得
足够资金，会转向民间和私人的信贷金融

由于土地流转中依然存在上述的阻

机构。但是政府又对民间金融机构有所抑

力，土地流转进程无法加快，如何消除土

制，使得土地流入方更难以获得大规模的

地流转中的各种阻力迫在眉睫。因此必须

资金。由于融资渠道受到制约，土地流转资

在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背景下，结合返

金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现代化经营

乡创业农民工在进城打工过程中积累的各

就无法实现，土地流转进程就无法加速。

种资源优势以及相关支持因素，制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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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策，来消除土地流转中的阻力。

促使他们将土地流转出去，还能降低返乡
创业农民工的创业成本。另一方面，借助

（一）提高农民的流转意愿

中介服务组织，鼓励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

1.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各级地方

人去城市工作，让他们自愿交出土地，促

政府和村委会等组织要与返乡创业的农民

进规模化的土地流转。这样，通过培育农

[3]

工一道加大对土地流转的宣传力度， 将

村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同

国家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以及法

时向农村企业以及城市转移，能够加快土

律法规传达给村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

地流转进度。

不可忽视的推进力量，他们在城市工作的
经验使得他们拥有必要的法律知识，他们

（二）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可以通过自己在乡村的人脉和村民的信任

返乡农民工有义务有责任来和地方政

感，宣传并说服村民们土地流转的好处，

府一起面对和重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因

使拥有土地的农民认识到土地流转是不

地制宜，促使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流转

注重法律的实用性，明确土地流转的程

土地成功的农民工例子，带领农民深入了

序、期限、原则的相关规定，规范流转主

解土地流转成功所带来的预期效益，促使

体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与政府一道为土地

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预期收益做出理性选

流转保驾护航。

择。毫无疑问，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加入

一方面，返乡农民工要与有关部门一

到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来，农村土地流转

同做好规范流转的普及工作。各级农村土

进程因此而得到加速。

地流转的管理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村土地

2.强化农村的社会保障。对于这一问

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使土地流转相关

题，政府必须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

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到位，返乡创业的农

力度，针对农村，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民工要做到主动遵循土地流转法规与政

制度，健全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

策，强化农民关于土地流转的权利和责任

度。通过这些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使得

意识，使他们有规范自身行为的自觉，同时

流出土地的农民有基本生活保障，改善其

加强他们的维权意识。土地流转中心等管

传统的小农观念，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让

理部门要做好土地流转的登记、备案等记

其敢于流转土地并获得效益，提高他们的

录工作，依法颁发土地流转证书，确保流转

流转积极性。

双方的权益，农民工要带头领证，提高土地

3.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当地政府要

流转的规范性。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要带头

大力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善农村劳动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帮助提高合同的签订

力中介服务组织。一方面，通过农村劳动

率。土地流转有关管理部门应当规范土地

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促使不愿意外出就业

流转合同的格式和内容，让农民工熟悉合

的农民更容易进入当地农村企业工作，包

同内容，通过他们普及村民的认识程度，确

括进入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企业，这样的

保土地流转合同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合同

方式不仅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

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具体性，保护流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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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合法权益，为发生诉讼提供依据。

中、易规模化运作的土地提供便利，从而

另一方面，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应当以

使他们更加顺利地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

身作则做出规范的土地流转行为。在土地

土地流转服务组织本身也需要加强自我管

流转开始后，农民工要对土地流转的合同

理，创新土地流转管理方式。

履行进行自身规范，这是确保土地流转进

2.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完善土

度的重要环节，能及时发现问题，避免更

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必须要形成合理的农村

严重的后果，并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

土地流转的价格机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

进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民工要发挥主动性

适当的监督和引导，但不能过多的介入，

对创业项目进行甄别并对自己的能力进行

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土地资源。一

有效的审视，在当前“非粮化”问题存在

方面，相关的土地评估机构要综合评估土

的背景下，要注意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地，将土地进行分级，同时有关土地流转

益，土地的使用用途，防止土地的价值下

管理部门要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价格公示

降而影响到土地流转。

制度，避免土地流转价格不合理现象，使

（三）加强土地流转市场管理

农村土地流转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另一方
面，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要运用自己在城市

加强土地流转市场管理，培养成熟的

习得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相关理念，带头在

土地流转市场对于加快土地流转有着重要

市场机制的配置下流入土地，不以熟人关

作用。

系而低价流入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利益，

1.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农村
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主要有两方面，即以政
府为主导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以市场为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良好发展。

（四）改进土地流转方式

主导的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一方面，

现有普遍存在的土地流转方式较为

安徽省各农村地区应当重视土地流转服

落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了

务中心的建设，招聘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

将农村土地盘活起来，加快土地流转的进

咨询指导人员、土地流转档案管理人员、

度，必须改进土地流转的方式。返乡的农

土地流转信息技术管理等专业人员。另

民工将城市的先进管理观念和市场观念带

一方面，应当大力支持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到了农村，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土地流转

的发展，使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发挥积极

方式的改进。

作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完

1.土地托管。土地托管就是农户有偿

善。这些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必须充分

的将土地交给合作组织托管，[4]让有能力

发挥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对于土

的人或团体来代为耕种。返乡创业的农民

地流转信息的发布、政策及相关信息的咨

工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成立农村

询、普及土地流转相关的法律法规、土地

合作集体组织，通过农村的熟人效应和乡

价格的合理评估、土地流转交易登记及合

里乡亲的信任感，鼓励农民们流出土地，

同签订、调解纠纷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及时

充分利用各户土地的有利因素，统筹规划

妥善处理。尽可能为返乡创业者获取易集

土地资源，分配好各方农民的利益，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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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和土地的有效利用率。

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农村社会

2.入股。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通过

比城市更有人情味，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

自己作为乡村的一分子的说服力，提高农

以向亲朋好友等熟人出让股权，借助熟人

民的双赢意识。鼓励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土

之间的信任感来维系与农村其他有财力的

地来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这种

人的关系并获得投资。

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既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

2.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近日，国

互动，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

家出台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

农民也能有长期稳定的收益。返乡农民工

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可以领导农民成立新的经营实体，比如新

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5]农村土地能够

型规模农业，农业专门合作社。通过发展

用于抵押，因此，农民工必须与农村群众

这种股份合作组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服

监督政府将法律法规落实到实处，提高行

务的完善，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从而实现

政效率，加强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完善并

现代化、规模化、高效率的经营，打破土

创新农村的担保体系。政府必须加大对农

地流转分割，促进土地流转。

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的扶持力度，加大专

虽然土地托管和入股不是最新出来的

项资金扶持力度，使得他们在流入土地的

概念，但是可以把当前土地流转的落后方

过程中有更大的政策优惠和畅通的融资渠

式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相结合，开发出

道，从而促进土地流转。

新的流转模式，与当前土地流转的新形式

3.金融机构有力地支持。一方面，农

相适应。返乡农民工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带

村的金融机构必须保证贷款方式多样化，

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实现农村大多数

了解并满足农民工创业的实际需求，提

人的共赢以促进土地流转，发展农村经济。

供不同类别的服务。同时也要降低贷款

（五）拓宽农村土地流转的资金渠道

利率、加大额度、延长期限、缩短贷款获
得的期限、简化程序，降低农民工创业成

1.农民工自身拓宽融资渠道。在创业

本，促进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创新金融

资金上，一方面，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

产品。农村的地方金融机构必须要加大力

利用自身资源，即利用自己在打工时所积

度推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土地流转

累的人脉等资源作为一定的资金来源，以

的新型金融产品，并规范化交易服务。当

及对于融资、金融产品的一定的了解来积

然这些产品必须要适合农民工创业的周期

累资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借助自己

长、费用多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土

在城市打工所获得的人脉，通过集资或者

地流转。

众筹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大力支持组建
农村的担保机构，吸收其他社会资本共同

（六）构建乡村社会网络

打造，集中信贷资源。另一方面，返乡创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注重推动乡村社会

业农民工可以利用农村社会资源，运用自

网络的建设，能够加强与村民之间之间的

己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在地方政府的指导

信任感，有力地促进土地流转。

下，组织和带领农民一同发展农村资金互

90

1.继承农村优良传统。农村有着互帮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传统。农民

村基础设施的良好以及持续的使用需要农

工返回家乡创业，农村不仅是其创业所在

村所有成员来共同努力维护。

地，也是他们所生活的地域，他们的发展

1.政府加大资金支持。加速土地流

受到所在乡村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农村是

转，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建设新农村是政

一个熟人社会，在农村的地域之间，农民

府的责任，且为了实现发展，必须要有完

们存在着稳定的人际关系。互帮互助的优

善的基础设施。这就需要政府对配套的

良传统以及紧密的地缘人际关系能够对农

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和完善，加强硬环境建

民工的返乡创业起到促进作用，能够打破

设，包括加强农村卫生事业、水力和电力

土地流转中的条条块块，实现土地的规模

供应、加强农村环境保护、道路改造、通

化流转。因此，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必须注

讯设备建设，使得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进

重发展与农村村民之间的联系，增加相互

行土地流转时候不会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

间的信任感。

而举步不前。

2.互帮互爱，促进社会融合。自古以

2.提高社会参与度。在政府资金不足

来，农村就有农民尊敬并且追随农村中有

的情况下，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能够带动农

[6]

能力的人的传统， 如有威望的村长、农

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延

业大户等。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作为农村的

伸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设。农村有着“先修

精英，正是一块“吸铁石”，能够将村民

路，后致富”的观念，返乡农民工能够借

聚集到一起。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

助这种观念，以及运用自己的号召力，带

榜样经验加强与农户的合作和联系，推动

领农民一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

建立经济互助组织、纠纷调解等集体合作

府出钱，老百姓出力”的通力合作的氛围。

组织。这些组织能够促进农村全体的共同

这就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提高

协作，通过农民的信任感，吸引更多的农

基础设施的效益，从而促进土地流转。

民加入，提高大家的多赢意识，形成大家

3.管好用好基础设施。由于基础设施

互帮互助、相互体谅的社会网络，共同抵

随着时间变长以及农民不当的使用会逐渐

御风险，保护农村的共同利益。

损耗，因此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良好的管

形成有效的乡村社会网络能够促进社

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能够运用自己在外

会融合，打通农村社会的联系，从而能够

出工作时所习得的有关设备的知识和经

打破农村的条块，合理配置农村的土地资

验，带领农民提高使用设备的保护意识，

源，促进农村的土地流转，实现农村的全

防止基础设施遭到滥用以及破坏。用好、

面发展。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必须带头推动

维护基础设施，延长基础设施的寿命，能

乡村社会网络的建设，带领农民凝心聚力，

够有效地支持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能够稳

一同开发新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空间。

步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

（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从农村发展形势来看，农村土地流转
已然是大势所趋。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农村

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需要政府的

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推动力，

大力支持，还需要农村群众共同参与。农

使得农村成为新的“价值洼地”，同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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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农村土地流转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虽然

资金渠道、构建乡村社会网络、加强基础

安徽农民工返乡创业背景下的土地流转存

设施建设等措施来加快土地流转。全国绝

在农民意愿不强、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大多数农村土地流转状况与安徽有着共

基础设施落后等阻力，但是可以通过提高

性，因此安徽省的经验和措施对于全国促

农民流转意愿、改进土地流转方式、拓宽

进土地流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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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Ways to Relief Resi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Wang Duyou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created a huge labor pool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s, resulting in a relative surplus of rural lands and inevitably large-scale land
circulation. But that is never an easy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has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speed up land circul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undoubtedly major players of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while effective land circulation can become
favorable promotion for the rural econom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land circulatio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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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
状态、经验与路径选择
◎

刘厚莲

摘

要：从产城融合的提出与内涵出发，依据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三种状态类

型判断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较低，表现为滞后城镇化特征。通过梳理和总
结深圳坪山新区、上海青浦新城和四川天府新区三个新区促进产城融合的做法，研究
认为我国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要把握特色小镇建设机遇，以新区综合发展规划为基
础；以促进人口市民化为核心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融合，提升人口在新区居留意愿
和获得感；强化交通、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促使具有单一产业发展功能的园区转型
为集现代高端产业、居住商业生活为一体的新城区，实现新区人口与产业、城镇化良性
互动发展。
关键词：产城融合 城市新区 发展路径 人口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郊区建设

设了一批城市新区，如浦东新区（1992年

和打造了一批经济产业发展的亮点区域，

成立）、滨海新区（2005年成立）、两江

主要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新区（2010年成立）等，截至2016年6月，

发区、出口加工区、专业产业园区等。这

我国国家级新区总数达到18个。中共十八

些园区为城市经济产业发展增补了重要

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协调发展理念，强

动力，但随着劳动力的不断流入，这些园

调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城

区也暴露出较多的问题，如人口就业流动

乡协调发展。当前，就如何推进新区产业

性大、城市功能薄弱等。20世纪90年代以

空间与城镇空间联系、产业与城镇功能协

来，我国在各类园区的基础上逐渐成立建

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人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调控研究”
（编号：16CRK007）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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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协调，即促进产城融合已成为新区

业和城镇化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张道刚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和挑战。为

（2011）认为产城融合的核心含义是：产

此，有必要深刻认识产城融合的内涵，判

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现代产业发

断我国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状态，探讨分析

展的载体。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强调“平

未来促进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

衡”二字，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就是“空

等。

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也只能“空
转”[2]；李文彬和陈浩（2012）从人本导

一、产城融合的提出与内涵

向、功能融合和结构匹配三个方面解析产
城融合的内涵，即产城融合为产业创新发

“产城融合”是一个新词。伴随着我

展和城市活力提升 [3]；陈云（2012）从集

国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逐渐设立为

居住区、工业区和商贸区为一体的职业、

新城新区，学术界于2010年明确提出“产

居住与生活相互融合模式，以产业区建设

城融合”。以“产城融合”为关键词在中

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4]；刘荣增和王淑

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期

华（2013）认为政府所追求的产城融合主

刊论文数量显示：2010 年2篇，2011 年10

要包括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同步完善、新

篇，2012 年19篇，2013年44篇，2014年94

区产业发展选择与城市定位吻合、城市新

篇，2015年100篇，2016年151篇，说明近

区与老城区有机融合三层涵义 [5]；孔翔和

年来该词快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对它

杨帆（2013）认为产城融合体现的是区域

的研究和讨论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在2013

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协调发展[6]。

年以后。在政府层面，近年来中共中央、

总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城融

国务院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城

合强调的是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产业

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着力提高城

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

镇化建设质量。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

体，更是为人们提供居住、生活等公共服

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

务的载体。城镇化起源于工业化，且发展

划（2014-2020年）》，首次在官方文件

于工业大发展，可以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

中使用 “产城融合”一词，明确指出“产

城镇化，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产业与城镇

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

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

步”，以及“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

一个相互影响、互动协调的发展关系，即

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

产业发展促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流

[1]

区空心化” 。目前，产城融合面向的对

动，城镇化反作用于产业向中高端方向不

象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产业园区与居

断迈进。可见，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核心

住区之间的协调，逐渐将范围扩大至新城

是人的就业结构、城乡空间结构和经济结

新区设计，甚至是省市发展。

构的发展演变，理论上逻辑关系密切，实

“产城融合”自提出以来，并没有给

际中不可分割，两者需配合协调发展。因

定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此，产城融合的核心内涵是人在就业空间、

产城融合的核心内涵基本一致，均为产

生活空间的协调统一、融合发展，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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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的融合发展，综合反映人口在城市

化协调发展状态。

空间与产业发展的融合、新区与老城区的
协调、传统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发展。

第二种类型：城镇化超前于产业发
展，表现为超前城镇化或过度城镇化，称
为“过度城镇化型”，这是一种低水平的

二、新区产城融合状态判断

产城融合发展状态。对产业发展而言，由
于长期的进口替代或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根据两个关联事物（如A、B两个事

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不扎实、产业结

物）协调发展的规律，协调发展状态有

构层次难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三种：A与B同步协调发展、A比B超前发

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城镇化而言，长

展、B比A超前发展，显然后两种状态协调

期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导致人口快速集

发展程度较差，这为判断新区产城融合发

聚于城镇，城镇化脱离产业而大幅超前发

展状态奠定基础。

展，城镇化走向粗放型发展道路，城镇发

（一）产城融合发展的三种状态

展脏、乱、差以及布局不合理，最终引发
明显的“城市病”。

根据事物协调发展状态，结合世界各

第三种类型：产业发展超前于城镇

个国家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历程来看，

化，表现为滞后城镇化，称为“滞后城镇

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呈现出三种状态类

化型”，它也是一种低水平的产城融合发

型：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如英美等发

展状态。对产业发展而言，由于长期实施

达国家；城镇化超前于产业发展，表现为

工业主导的发展战略，再加上大量廉价的

过度城镇化或超前城镇化现象，如拉美国

劳动力资源禀赋，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

家；产业发展超前于城镇化，表现为滞后

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难以高级

城镇化现象，如中国。

化，呈现第二产业比重长期维持在较高

第一种类型：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

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基本特征；对

展程度良好，称为“协调型”，它是一种

城镇化而言，由于人口迁移流动壁垒等制

健康且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产城融合水平

度，人口流动受到严重影响，城镇化水平

较高。伴随着工业化发展，产业发展提升

提升缓慢，并且流入城市的人口未能享受

了城镇化水平，城镇规划日渐清晰完善，

同等市民待遇，导致人的城镇化未充分实

城镇规模布局较合理，质量不断提高；与

现，城镇化经济效应发挥不足，难以有效

此同时，城镇化也为产业发展补充了大量

促进服务业发展。因此，这种类型的产业

劳动力，形成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支撑

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城镇化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表

滞后，导致未能有效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

明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实现协调发

级。

展。通常而言，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协调过
中出现了“城市病”，然而经过有效的城

（二）我国新区呈现低水平的产城融
合状态

市管理和治理，最终仍呈现出产业与城镇

我国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状态基本属

程经历较长时间，尽管两者协调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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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三种类型，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协调性
不高，呈现低水平的产城融合发展状态。

（一）深圳坪山新区

通常而言，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产业布

深圳坪山新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

局在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地带，产业发

北部，下辖坪山、坑梓两个办事处共23个

展基础较好，但城市功能较弱，就业人口

社区以及广东省深圳出口加工区，目前总

居留意愿不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早晚流

人口约65万人，常住人口33.15万人，户籍

动、季节性流动，导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

人口4.5万人。自2009年6月建区以来，坪

间的分割性，即职住分离现象明显。

山新区坚持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全面推

尽管新区从高端前瞻的角度规划新区

进“五大新城”建设，全力打造高水平的

发展，融合了产城融合的现代发展理念，

功能新区。第一，在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方

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完

面，新区在2010年制定出台了《坪山新区

善交通建设等，但仍摆脱不了新区人口就

综合发展规划（2010-2020年）》，为新区

业稳定性较低、人才吸引力较弱、人口居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规划指引的作

留意愿较低以及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

用。第二，在产业定位方面，新区在电子

[7]

（左学金，2014 ）。由此，新区传统产业

信息产业、汽车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基

发展基础较为扎实，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功

础上，确立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生物产

能薄弱，产城融合水平较低。当前，新区

业、机器人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将步入在存量上找增量，努力实现内

生命健康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物流

[8]

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冯奎，2015 ），即进

产业七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第三，在探

入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新区基本公共服务

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新区在南布、

配套的重要时机。立足新区实际、明确发

沙湖、金沙3个社区试点“整村统筹”，从

展定位、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社区整体角度出发，通过综合运用规划、

产业、完善城市功能、促进新城与老城区

土地、产权、资金及相关政策，整合优化

协调发展、营造新区宜居宜业氛围成为产

社区和城市发展空间，实现城市二次开

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

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土地释放效益。第
四，在交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新

三、国内几个新区促进产城融合
发展的做法

区在2015年实施了交通大会战、河流大会
战等大行动，分别实行路长制和河长制，
由新区领导挂点负责新区每条道路、河流

通过梳理和总结当前国内典型新城新

建设。第五，在促进人口市民化方面，新

区促进产城融合的做法，有益于吸取促进

区2014年底开始实施现代市民培育工程，

产城融合的经验，为其他新区促进产城融

以“做现代市民，建设和美坪山”为宗旨，

合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本文选取了深圳坪

以“传统文化弘扬、文明生活促进、遵纪

山新区、上海青浦新城、四川天府新区三

守法宣传、优良品德培育、阳光少年成

个新区，充分总结产城融合发展的做法，

长、先进榜样示范、坪山精神塑造、人际

以期提供经验借鉴。

和谐养育”八大子工程为核心，努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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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人口素质，促进争做现代市民。

（二）上海青浦新城

提出发展现代高端产业、“三位一体”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天府新区明确提出
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

2001年，国务院批复了《上海市总体

体”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理念，产业发

规划（1999-2020）》，标志着青浦新城成

展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

为11个上海新城之一。青浦新城位于上海

聚。二是依据新区发展基础，构建“一带

西部，距离上海市中心城约30公里，下辖

两翼、一城六区”的空间发展结构。总体

8个镇，3个街道，目前常住人口约为119.8

规划方案提出：“一带两翼”是指居中的

万人，户籍人口47.7万人。“十二五”以

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带和东西两翼产业功能

来，青浦新城被确定为上海市重点发展

带；“一城六区”是指天府新城、龙泉高

的新城之一。为提升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端制造产业功能区、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

首先，青浦新城制定了《上海市“青浦新

区、成眉战略新兴产业功能区、创新研发

城”总体规划（2009-2020）》，依托青浦

产业功能区、南部现代农业科技功能区、

产业、水资源基础，以“产城一体、水城

两湖一山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三是探索

融合”为理念，强化青浦产业支撑作用，

“产城一体单元”建设模式，新区率先提

完善综合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推动产

出要建设35个“产城一体单元”，预计每

城一体化建设。其次，依托青浦新城自然

个单元的规模大致为20～30平方公里、20

生态、文化资源，提出建设具有“水乡文

万～30万人口，规划总人口600万。在单

化”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现代化“绿色

个产城一体化单元体内，加强完善居住区

水城”，吸引长三角地区人口人才流入。

优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

第三，探索工业用地“腾笼换鸟”，面对

套、商业配套等。

青浦新城产业不断升级、土地资源匮乏的

经验表明，编制新区综合发展规划，

压力，对区内附加值低、耗能高、污染严

促使新区经济产业转型、产业园区载体建

重的落后产能工业企业淘汰，释放园区土

设、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

地空间，并大力引进高科技企业，实现土

商业配套等是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基

地高效集约利用。

础。实施社会融合发展工程，促进人口市

（三）四川天府新区
2011年，四川省规划建设天府新区，

民化，提升新区人口人才集聚能力和就业
生活稳定性，使得人口在新区工作生活更
具有幸福感，最终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方向，区域面
积达到1578平方公里，共3市、7县、37个
乡（镇）。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区

四、我国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路
径选择

总体方案》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成立，标
志着四川天府新区正式成为国家级新区。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

天府新区提出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建设产

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区。一是明确

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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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9]

清水秀” 。目前，多数研究仍集中在规
[10]

划角度（贺传皎等，2017 ；魏秀月、戴
[11]

根平，2017 ），产业升级角度（谢呈阳
[12]

[13]

设发展为新城新区时，树立和践行产城融
合发展理念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挑战。
经验表明，城市新区综合发展规划是有效
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

等，2016 ；阳镇、许英杰，2017 ），而

手段，是促进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以人为本方面讨论的却不多，尤其是在

城市新区综合发展规划是指在原本相对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方面讨论不多。

独立的产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空

通常而言，新区建设时间较短，如何

间规划等基础上，将各个规划有机综合

从产业经济主导的功能区转型为集高端产

为一体，提高规划发展的效率与一致性，

业、居住商业生活于一体的新城区，既需要

如“三规合一”“多规合一”的新区综合

从基础上做好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发展、

发展规划，为产业发展空间、城市空间结

空间布局等综合城市发展规划和建设，即

构、交通、商业、医疗、教育等基础配套

从全局角度对产业、城市建设、交通、商业

设施布局等起到了统领方向和前期规划作

生活配套、基本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营造

用，以形成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

宜居宜业氛围，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和人口

持续向上发展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承载力，也需要重视新区与老城区的协调

新区综合发展规划为新区产城融合描

发展，实现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融合发

绘了美景蓝图，为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协调

展，这依赖于推进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人

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指引了发展方向，有利

才在新区集聚，提升人口居留意愿和幸福

于促进人口就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协调

感，真正实现“产—人—城”融合发展。

发展。通过新区综合规划建设，人口在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将能实现较为紧密的联

（一）城市新区综合发展规划是产
城融合的重要基础

系，可以有效缓解了职住分离的矛盾，还

早先城市发展普遍将工业园区、高新

流入人口在新区安居乐业和获得幸福感提

技术开发区布局在城市边缘地带，由于规
划理念的偏差导致了明显的产城分离现象

能大大提升新区城市功能和城市形象，为
供有效保障。

压力，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周边地

（二）产业转型升级、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

区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

如何在发展新常态中促使新区形成

不足等城市病，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发展与

强大的人口、人才吸引力，促进流入人口

城镇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另外，随着工业园

融入本地？对微观个体而言，人口、人才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不断发展，流入园区或

是否流入主要取决于流入地的就业机会、

开发区的外来人口不断增加，但由于园区

生活成本（住房、出行等）、生活配套服

或开发区的城市功能较弱，人口流动频繁，

务、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综合因

影响了产业有序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素。人口、人才只有在流入地能找到比较

（卢为民，2015[14]），引发了较大的城区交通

当工业园区或开发区被提出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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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只有在流入地能有可负担住房和比较

小、人才队伍规模较小、人口就业稳定性

满意的生活配套环境，才能留得住；只有

较低、人口居留意愿不高。产城融合表面

在流入地享受便利优质的子女教育和医疗

上是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融合发展，要

等基本公共服务，子女父母等家庭成员才

实现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相互融合，实质

会随之流动，才能最终扎下根。为此，新

上是要促进人口人才集聚新区，并使流入

区只有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交通建设等，

人口在新区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能够

为人口、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大力发

“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

展交通便利出行以降低生活成本等，才能

所养、学有所教”，即流入人口在劳动就

促使人口、人才在新区安居乐业，实现产

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

城融合发展。

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是，由于

对新区建设开发而言，需要明确新

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壁垒，以及与户籍制

区发展与其功能定位相符，通过新区土地

度相挂钩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导

集约化利用、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建设城

致人口在流入地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

市基础配套设施为手段，重点整合产业转

遇。因此，人口市民化是产城融合发展的

型升级土地空间，布局城镇化发展所需的

核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城市功能配套（如教育、医疗、商业区、

2012[15]；迟福林，2013[16]），但这在当前新

生活住宅区、公共场所），完善新区城市

区促进产城融合进程中却没有得到充分

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形象。具体而言，通

的重视。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促进人口在

常新区产业发展基础较扎实、城市功能薄

新区能够享受同等市民待遇，使得流动人

弱，为促进新区产城融合发展，一是要根

口及其子女、父母更快更好地实现社会融

据园区产业发展基础，通过规划发展战略

合，以促进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性新兴产业载体，淘汰和转移落后产能、

由此，推进产城融合的关键是牢牢抓

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促进产业转型升

住流动人口市民化。第一，借助大数据思

级；二是要着力建设新区综合城市交通体

维，科学研究和决策管理。国家“十三五”

系、商业、住房、优质教育、优质医疗等

规划和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建设

重要基础设施配套，如布局建设地铁、高

人口基础数据库，用“数据”说话，支撑

快速路、产业区、中心商业核心区、文化

人口服务管理科学研究和决策尤为重要。

区等，促进商业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营造

以卫生、计生、公安、民政等部门已建立

良好宜居宜业氛围，增强人口吸引力和提

的人口数据库以及本地建立人口数据库为

升人口生活便利性和居留意愿，进而提升

基础，如深圳建立的“织网工程”人口数

新区城市形象。

据库，建立数据建设统筹部门（如深圳市
龙岗区成立数据统筹办公室），整合与扩

（三）人口市民化是产城融合发展的
关键

据库，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及

新区通常由于工业主导发展历程，

时掌握新区范围内的人口变化规律，准确

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表现为人口规模较

把握人口劳动就业、住房、健康医疗、社

展建设覆盖面广、内容全面的人口基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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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教育等发展状况。第二，加强土
地整备、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改善流动

五、结语

人口居住条件。流动人口住房呈现居住不
稳定、租房价格低廉、住房条件较差等特

新时期，“协调”的发展理念正快速

征，城中村、老棚户区也就成为了他们主

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区产城融合是

要居住聚集地。在推进新城新区城镇化质

“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新城

量提升进程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

新区地处大城市边缘地带，通常产业基础

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要内容，也

较扎实、城镇化较为落后。为促进“产—

是改善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主要途径，将

人—城”协调融合发展，要重点把握特色

能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居住幸福感。要以新

小镇建设机遇，一是要通过新区综合规

区综合发展规划为指导，明确新区改造区

划和核心项目建设，如“多规合一”的综

域，大力整顿、拆迁和改造老旧社区、城

合发展规划；二是要把握产城融合的核

中村和棚户区，按照照明、卫生、自来水普

心，努力促进人口市民化，突破劳动就业

及率、暖气、煤气等统一标准进行规划改

收入、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差异

造，保障改造质量，努力改善流动人口居

带来的发展障碍，使流动人口在本地能享

住基本条件。第三，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

受同等的市民待遇；三是明确新区定位，

共服务全覆盖流动人口，把流动人口逐步

强化新区产业发展优势，完善城市核心基

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针对流动

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新区交通、商业生

人口，尤其是农业外来人口，积极推进城

活配套等，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就业稳定性

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和生活便利性，逐步缓解生产空间与生活

工伤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学

空间分割的矛盾，促使具有单一产业经济

教育等全覆盖，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

功能的园区或开发区转型为集现代高端产

遇，促进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融入本地

业、居住商业生活为一体的新城区，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

新区产城融合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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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quo, Experience and Path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of New District in
China
Liang Houl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the
three types of such development,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degre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n
new district is low, lagging behind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of Pingshan in Shenzhen, Qingpu in Shanghai and Tianfu in Sichua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pportunity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s integrated city planning, while the core is citizenization in order to converge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Moreover, transportation and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attain positive interaction among population,
industries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districts.
Keywords: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new district; development path; citiz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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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所精神的居住区更新改造规划研究
——以武汉青山区红房子片区为例
◎

刘

润 管子仪 李红润

摘

要：城市建筑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城市发展是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的有

机延伸，然而推倒重建式的城市更新使场所精神难以延续。老居住区是其中一类蕴含
着丰富的日常化、情感化、地域性的场所精神的区域。本文通过大量实地调研、文献梳
理、归纳演绎等系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对老居住区的场所精神进行深入解读，并据
此提出基于场所精神的老居住区更新改造的一般思路和方案；其次以武汉青山区红房
子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探寻红房子片区的场所精神以及更新改造所应采取的途径与方
案，希望以此为城市老居住区更新改造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场所精神 更新改造 城市文化 红房子片区 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TU984.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1
附属居住区及其环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1]。

一、引言

一些地区在发展中单一地关注土地经济价
值，忽视老居住区的历史文化价值，采取

城市空间是社会和历史的构建，包含

“推倒重来”的方式，使其文化内涵未能得

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情感意义，是体现

到有效挖掘和延续。这种常采用推倒重建

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化与旧城

的单一开发方式，不仅造成了财力和物力

改造进程的加快，如何看待和处置城市中

的巨大浪费，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纹理

的老建筑、老街坊，成为当代人必须面对

和社会网络关系，也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

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规模的用地置换

传统风貌和特色。针对此种现象，本文以

中，由于观念和认识水平等多方面原因，历

武汉市青山区红房子片区这一正在经历旧

史上形成的大量具有保护价值的优秀工业

城改造的老城区为例，针对旧居住区更新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学计划研究项目（Q20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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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如何保护原有的地方文化、延续地

用者不同，它们的场所精神也不尽相同。

方场所精神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大量的文

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场所精神”是人随

献梳理、社会调研、归纳演绎等方法，尝

着时间的积累，而逐渐对这一场所产生的

试性提出基于场所精神的旧城更新改造的

空间感和认同感。它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

一般性规划，以期为当前城市正在大规模

灵魂，它能使人区别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差

开展的旧城改造规划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方

异，能使人唤起对一个地方的记忆 [3]。人

式，也营造出更多有地方意义的空间场所。

是场所精神的赋予者，同时，场所精神中
的各种元素在知觉上彼此间的关系又给人

二、场所精神下居住区改造规划
的理论框架
（一）居住区的场所精神解读

以情感上的体验。
2. 居住区的场所精神
每个基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
独一无二的，是事物和活动连接而成的网

1. 场所与场所精神

络，这个网络施加限制，也提供可能性，

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

任何总体设计，无论多么带有根本性，总

象学》中阐述到“我们所指的是由具有物

要同先前存在的场所保持某种连续性，

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

了解一个地点需要时间和精力，老练的总

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

体设计师经常为‘场所的气质’而冥思苦

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

想，绞尽脑汁 [4]。居住区是城市的重要空

一般而言，场所都会具有一种特性或‘气

间构成，是体现特定过往生活方式与价值

氛’。因此场所是定性的，‘整体的’现

观念的一类区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的、

象，不能够约简其任何的特质，诸如空间

文化的、社会的等信息，因而所形成的场

[2]

关系，而不丧失其具体的本性” 。场所

所精神也便与其周边的、当前的城市空间

内建筑的分布反映了其内部之间的互动与

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也决定了对其改造应

联系，同时，场所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在深入解读其场所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有

结合人们的需求，发生演变，这些形态、

机更新。为此，本研究从实体、文化和情

颜色、建筑的格局分布等要素共同组成了

感三个虚实相容的层面解读居住区独特的

“场所”。

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genius loci)”这一概念来

实体层面：实体建筑空间是场所精

自古罗马，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

神产生的物质基础，居住区的场所精神寄

“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

托于实体建筑之上，建筑给予人以安身之

守护神灵(guaraian spirit)这种灵魂赋予人和

所，使人与场所产生种种情感联系。人生

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

活在街道、院落这些具体的空间里，通过

[2]

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 。他们认为，

人与环境产生的情感上的互动与共鸣，唤

场所精神是守护神灵赋予本体生命，并使

起了人对于场所的情感联系。

他们具有独特属性的一种体现。即使是两

文化层面：发展演变历程是场所文

个相同的建筑，地点不同、年代不同、使

化的积淀，居住区的场所精神贯穿于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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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变历程，在塑造过程中会受到地域性

文化的空间，重新唤醒了人们内对历史的

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它是一种动态的

关注和对富有情怀的创意空间的向往。

表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和文

纪念性功能转型：纪念性功能转型是

化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精神也是各不相同

遵循每个城区的原有特色而进行的改造，

的。

这种转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效益需求。以
情感层面：人要有认知和参与才能形

德国鲁尔工业区为例，德国人摒弃了大拆

成对于场所的认同感和方向感，人是这个

大建的“除锈”行动，将其改造成了一个

城市的主体，当人与其产生互动才能衍生

纪念型的文化体验中心。由此可见，这种

出这个场所的内涵。居住区经历着一代代

纪念性功能转型不仅能提升工业区的产业

人的成长，对生长于此的旧人来说，都是

文化氛围，让人们有新的渠道了解在自己

满满的回忆，这些记忆或脉络是赋予不同

生活范围外的各种社会生产活动，更能增

区位老建筑、传统艺术、老居民身上所表

加城市的特殊魅力和城市的长远经济发展

[5]

现出来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方式 ，这是新
建筑无法给予的。

（二）场所精神与居住区改造规划

动力[7]。
原功能转型：即不改变建筑原有的功
能，只对老化或损坏严重的部分建筑进行
修补，重建与优化处理。此种转型方式并

场所精神是旧居住区改造规划的基础

不会在短期范围内获得经济效应和利益回

和提前，好的旧城改造规划应该是以场所

报，但其却更有利于旧城区环境的绿色发

精神为指导的，规划后的场所应该与规划

展，有助于区域与使用者的良性互动，唤

前的场所具有文化上的传承（图1）。通

起使用者的情感认同，从而体现出鲜活的

过这种规划改造，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城市

场所精神，使得旧区域与城市的整体发展

特有的老居住区，营造出富有独特历史特

和谐共生。如纽约大中央火车站的修复改

色和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场所，充分挖掘

造，就是典型的原功能转型案例，它在一

历史、人文价值，充分发挥出其适应时代

定程度上唤起了当地居民对往事的追忆，

[6]

需求的作用 。
1. 规划方向
商用型功能转型：符合时代特征的居

给人以心理上的抚慰，提高了人们在情感
上的认同。
2. 规划内容

住区更新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找出城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剧，快速发展的居

市建设的症结，完善城市功能是城市建设

民区改造规划，太过于重视建筑本身的效

规划者的使命。商用转型不仅为城市创造

果，注重流行的建筑风格提升当地的现代

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带动其周边商圈的发

化形象，却忽视了软规划，导致当地的人

展，更加促进了城市职能的完善。新世纪

文风貌与历史气息的缺失，同时也丢掉了

以来，我国在商用转型方向做出了许多探

城市的历史，牺牲城市的长远利益，使整

索，其中不乏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平遥

个地域的建筑群丧失了独特的风味，给城

古城、上海新天地、北京798艺术区、武

市及其特有的文化写照造成永久的遗憾和

汉昙华林与汉阳造等。这些富有浓厚地域

无法挽回的损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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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改造时，要在保留原有历史特

三、红房子片区的旧城改造规划

色的情况下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以促进地域
的发展。将建筑与当地的场地精神有机地

（一）研究区域与方法

结合，形成和谐统一的系统，而对于历史
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我们应该充分研究该

红房子片区位于武汉市青山区西北

地区历史人文，归纳总结和提炼其场所特

部，北沿长江，面对天兴洲，隔江与江岸

性的元素，力图使这些场所精神以某种形

谌家矶相望，周围公园环绕，交通发达，

[9]

式体现在建筑的各方面 。而我们在改造

生活设施齐全（图2）。1954年，党中央

的同时也力求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这种

批准在青山建立武钢公司后，全国各地的

对话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对话形成的环境

钢铁工人及家属来到武汉，定居青山。武

系统间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

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

成规划政策的透明化，还要有人与物之间

合企业，几代人为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的对话，在规划中融入人们对于旧城的思

整个红房子片区都是在“一五”期间，国

想与情感，更加有利于当地文化的保留与

企宿舍自建的浪潮推动下，仿照苏联的工

传承使建筑物更有人情味。

业生活区模式而修建的。红房子片区作为

问题辨析

·社区
·市民
·开发商
·政府
·消费者
·规划师

文献梳理

·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
·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

多元主体规划
规划主体与
矛盾协调

社区参与规划
协调机制与渠道

拆多少&留多少
文献梳理
历史文化特色如何体现

纪念性转型

文献梳理

规划方向

商业区改造

原功能转型
商业转型

规划建议

居住区改造

厂房改造
公建改造

案例研析

实体层面

街巷建筑

文化层面

历史文化

情感层面

情结感受

图1

硬规划

软规划
规划内容与
过程

规划过程

场所与场所
精神解读

·改造外部环境
·置换建筑功能
·重构形态
·改造建筑物结构
·拓展空间

规划内容

研究分析

旧城改造类
别与内容

与周边空间的关系

前：场所精神调查
中：方案确定与优选
后：规划效果反馈

基于场所精神的居住区改造规划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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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空间体验和文化感知[10]。
1. 实体层面
青山区红房子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
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修建的，一般都是三
层的砖木结构，外墙呈现红砖墙绿木窗
形象，屋顶有平顶或带烟囱的斜坡屋顶加
小窗，红房子排列整齐，每12栋红房子排
列成矩形，围绕着中央的绿化带，从空中
图2

红房子片区范围与区位

俯瞰一幢幢建筑交错构成了繁体“囍”字
（图4）。“红房子”历史建筑彰显了青

武钢的发展写照，见证了几代武钢人的生

山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城区建筑风

活变迁，它们作为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

采，且片区面积大、容积率低，对该区域

青山区的城市标签。

的城市肌理、天际轮廓线和空间密度有重

为获取有关红房子片区的资料，本研
究采取了文本分析、社会访谈、参与式观

要调节作用，在武汉市主城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11]。

察等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归纳演绎等逻辑

2. 文化层面

思维方法。研究初期，收集大量国内外有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红双喜的总体

关城市更新改造的研究案例等理论性的书

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中追求喜庆吉祥的

籍以及图片，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归

价值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屋顶由红

纳。随后前往青山区的红房子片区进行实

色瓦铺成“人”字形，象征红房子由无数

地调研和社会访谈，着重了解了老街区的

“人”支撑，体现了人与人的相互依赖、

分布格局、发展演化历史、建筑状况、现
有开发与规划情况、原住民过往与现在的
实体层面

日常生活，以及原住民对红房子的情感态

记载“一五”时期的
“团结户”房型
建筑风格
红砖绿窗
三层砖木结构

度等，并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更新补充。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喜庆、吉祥、团
结、吃苦耐劳

（二）红房子片区的场所精神
所谓红房子的场所精神，从实体、文

场所精神

文化层面

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概括和总结，是1950

传承红色革命文化 坚定信念、团结、
奋斗
记录文革时代文化

毛泽东思想

年代的苏式建筑、街坊和院落，在近60年
的发展中逐渐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红色

归属感

文化和工业发展文化，是武钢人几代人
的记忆与情感寄托，其建筑形式、空间组

记录成长奋斗史
情感层面
见证中苏友好

织、街区形态以及蕴藏其中的街坊日常生

传承老一辈进取精神

活与文化（图3），同当代城市生产、生
活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能够为当代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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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房子的场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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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红房子片区的空间形态与建筑

彼此友善以及人民的强大力量；“团结

在“156”项目苏联援建的特殊历史背景

户”和仿“四合院”的格局，显示出简朴

下，这种独特的街坊文化成为当时特殊时

的生活态度和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也显

代背景下的发展烙印。

示出一种和谐的邻里关系。

记录文革时代文化。红钢城的老地名

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红色是革命的象

是“蒋家墩”，在20世纪60年代被革委会

征，红色的外墙，红色的屋顶，一片片醒

改名为“红钢城”；街坊的墙壁上是宣传

目的红色，展现出革命年代的良好精神风

毛主席语录和政治理念的地方，记录着历

貌，以及老一辈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

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

念；各街坊的整齐排列、结合紧密，体现

人。

出武钢人团结一心，为武钢发展和新中国

3. 情感层面

的建设而艰苦奋斗的理想信念；同时作为

20世纪50年代末，来自中国各地的工

苏联在1940年代居住区的主要建造模式，

人汇集青山，支援武钢建设，随着武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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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厂规模日益扩大，基础设施逐步

全，开发价值巨大。同时武钢作为新中国

完善，邻里之间逐渐熟悉，来自不同地方

成立后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具有

的工人在此定居，他们的情感归属于一个

历史纪念价值，与它相关联的红房子片区

具体的场所，他们已适应和融入新环境，

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传承了红色

已把红房子当做“家”，武钢人对于自己

革命文化，其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地体现了

人生价值的判断已经与红房子密切相关。

武钢精神（图5）。基于这两个方面，我

武钢工人在此定居后，方向感与认同感都

们对红房子的改造做出如下分析：

获得充分发展，武钢人对红房子产生了真

1. 利益相关主体的规划

正的归属感（图4）。红房子在武钢人的

政府在红房子规划中的态度是将其作

情感世界里，承载着青山人的记忆，记录

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更新改造，在保护武

了他们的成长奋斗史；见证着中苏友好时

钢工业遗传的同时发挥其滨江优良条件进

代，是两个国家共同的宝藏；印证着武钢

行开发，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城市发

开发商在红房子规划中的态度是充分

展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录着“一五”计划

发挥其在滨江商务区中的重要位置，有意

时期的艰苦与热情，传承着老一辈人的进

将青山滨江商务区东片打造成为华中金融

取精神。

创意中心，整体开发7-14街坊，作为其在
武汉的示范性区域开发地产项目，十三、

（三）红房子片区的规划导则

十四街坊作为项目启动区，七、八、十二

红房子片区交通发达，生活设施齐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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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三期，八、九街红房子建设创意产
[13]

业园，十四街建设金融中心 。

符合地域文化特色的商用转型之路，就可
能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立足于红房子

社区居民对“红房子”保护与利用

片区现状，对其进行一系列修复和改善施

的意向主要包括三种：超过一半的居民认

工，保持红房子原有风格特色，利用红房

为可尽快拆除，重建小区；少数居民认为

子的特殊历史来彰显青山区的文化魅力，

“红房子”是武汉市重要的工业遗产，需

借此带动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对周

保护修复。也有少数居民认为不用改造。

边区域商业发展也有积极效应；从根本上

此外11%的社区居民赞成逐步建成现代小

说，城市是为“人”所设计，城市需要大

区，并应该留下足够的时间以解决和平衡

量公共服务设施来满足和适应人的生活和

各方面利益，并给社区老年人留下足够的

社会活动，将青山区的独特历史魅力融入

时间适应变化，其中，3%的社区居民同意

公共服务设施对人的游憩和身心愉悦更具

迁移，将“红房子”建成社区博物馆；2%

价值。

[14]

的社区居民赞同建造文化创意园 。

3. 更新改造规划内容与过程

可见，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开发与保

在红房子居住区的更新改造中，应

护意向各不相同，利益相关主体的规划是

该注意将硬规划和软规划相结合，硬规划

确保红房子片区多元化协调开发的重要基

要做到合理利用现有的相关设施和房屋，

础。因此在规划中首先要针对利益相关主

有效开发，依据红房子的现实情况进行改

体进行沟通协商，明确各类主体的规模、

造，注意内部结构的统一，不能破坏红房

对于更新改造的态度；其次找出各类主体

子片区原有的建筑格局，尽量使负面影响

的利益点所在并整合考虑，并结合更新改

最小化。在改造前进行统筹规划，以求达

造成本估算寻找最优利益契合点。

到环保设施与主体建设项目相匹配，同时

2. 更新改造方向选择

还要做好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完善以优

因武钢而发展起来的青山区，随着武

化居民的居住环境。软规划则要突出红房

钢和宝钢的合并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经

子原有的文化内涵，保存红房子特有的历

济增长空前乏力。在此背景下，红房子更

史文化气息，在红房子片区现有景观环境

新改造对推动青山区更新发展、完善城区

的基础上进行适宜的更新改造，力求既能

功能、确定发展方向、传承地域文化、发

保留在现代化建设中与红房子相关的历史

挥区域特色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红房子

记忆，又能推进青山区的经济发展，实现

更新改造方向主要可向商用型功能、原功

社会效益与新城环境的双赢，以达到综合

能和纪念性功能三种方向转型。

收益。

红房子片区具有重要的历史遗产价

在实现改造的过程中，不应仅是政府

值。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曾经处于偏

和开发商进行规划制定，更应提倡让社区

远位置的红房子片区逐渐成为城市中心

居民参与其中，居民作为最直接的更新改

地带，对其进行商用转型无疑是提升青山

造的接受者，对规划的具体内容可以提出

区经济地位的捷径。尤其是对于产业结构

相应的要求或建议。实行参与式的规划更

调整而遇到经济瓶颈的青山区，找到一条

能实现红房子片区的物与物、人与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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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达到人与环境相融合，提高综合

化发展中，应注重传承老居住区的历史文

效益。在规划方案的制定中还要分析好具

化内涵，把目光转向那些早已存在的、历

体细节，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不受局限思

经时间考验而生命力依旧的东西，去挖掘

维的影响，根据规划参与的意见及时调整

蕴藏在其中的持久不变的特质，延续城市

规划方案。

记忆。发掘出老居住区的场所精神，通过
更新改造的方式让居住区的场所精神得以

四、结论与讨论

延续，让一代又一代的城市居民对生活的
场所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更新是历

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更

史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文化和精神的

新、忽视场所精神的现象，本研究提出结

传承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基于场所精

合区域的场所精神改造代替简单的推倒重

神的更新改造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

建的方式来解决城市历史文化延续的问

现实性、迫切性、可操作性和必要性，在

题。从三个层面提炼居住区的场所精神，

未来的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其重要性将越

以武汉市青山区武钢生活区红房子片区为

来越凸显。

例，分析其改造现状，挖掘其场所精神，
根据其区域特色提出更新改造方向，实现

（特别感谢王祎蕾、刘文斗、贺大

对红房子的有机再生，延续其生命周期，

为、望元庆等四位同学在本项目调研和资

形成良性发展。本研究强调在城市的现代

料整理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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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the Planning of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Red House Area in Qingshan District of Wuhan
Liu Run, Guan Ziyi, Li Hongrun
Abstract: Urban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record the path of cities’ development, which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organic extens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city spirit. However, radical
urban renewal makes the spirit of place hard to continue. Old residential areas with daily, emotional and regional spirit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spa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ome logical thinking method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pirit of those old
residenti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s and programs of the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their spirit of place. It conducts a case study of workers’ residential area
(namely the red house area) in Wu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explores the spirit of red house
area and the approaches should be taken in its upcoming renovation, since the city is planning to
renew this area.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could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large-scale
renovation of the old residential areas.
Keywords: site spirit; renovation; urban culture; red house area;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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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视角下的城市创新与“创新人”
——美国纽约的经验与启示
◎

赵

峥

摘 要：纽约城市规划立足“创新人”的需求，营造城市创新生态，不仅为自身城
市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也为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与经验。在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质量导向的新阶段，中国城市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升“创新
人”能力、动力、活力和承载力，依靠创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创新人 城市规划 城市创新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2
城市是为人类发展服务的综合栖息
地，城市创新的本质是城市人的创新。然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也为中国城市
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

而，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唯GDP至上的增
长模式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往往注重“物

一、纽约：创新、人才与规划

的积累”而非“人的活力”，注重“量”
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导致城市“重

纽约市（Cit y o f Ne w Yo r k，简称

物轻人”“有形无神”。当前，中国人口

NYC），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大西洋沿

城市化率已经过半，正式进入“城市社

岸，1624年建城，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及第

会”。如何进一步发挥人的作用，通过创

一大港，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金融、艺

新推动城市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

术、传媒、商业、贸易、文化娱乐中心。

要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纽约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纽约逐步实

在城市发展中明确人本导向，立足“创新

现城市战略转型，从高度依赖华尔街向

人”的需求，创新规划理念和行动，营造

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积极建设“全球科

城市创新生态，不仅为自身城市创新发展

技创新领袖城市”，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比较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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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所

容易激发创意并鼓励创新。这也让纽约的

发布的研究报告《大城市中的科技：强者

创新更加具有“纽约特色”，成为“创新

愈强》（Tech in metros: The strong are get-

人”集聚、生活、工作的理想之地。

ting stronger），对美国百余座大城市的高

纽约城市创新的竞争力与其适合“创

科技产业，特别是对软件、数据处理和

新人”发展的城市创新生态高度相关，而

主机托管、计算机系统设计、网络搜索四

这种创新生态的营造则离不开纽约城市规

个关键数字化服务产业发展进行数据分

划的影响。一直以来，纽约的城市规划与

析后发现，高科技就业岗位在美国全面

管理始终坚持人本导向，注重保持城市对

增长，但各个城市所占份额并不平衡，这

自由的追求、对多元的包容、对活力的崇

些新岗位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其中，

仰，同时更能够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前

2013-2015年，纽约高科技就业岗位增长

瞻性地研判城市发展的机遇挑战，从城市

率达6.1%，在美国城市中名列前茅。同

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社会文化等全方面

时，从城市产业特征上看，纽约高科技产

营造城市创新生态。从历史上看，纽约城

业不仅体现为与电脑系统、数据处理、软

市规划可以追溯至19世纪。早在1898年，

件研发、通信设备、互联网等相关的新技

美国首届城市规划大会在纽约举行，就围

术的设计、制造、研发、维护等产业，其

绕城市规划是结构设计更重要还是要使市

也体现为科技与纽约的传统支柱型行业高

民生活更为便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近年

度融合，包括金融、医疗、公关、广告、

来，与世界很多超大城市一样，在取得辉

媒体、艺术、娱乐、旅游业等在内的纽约

煌城市建设成就的同时，纽约也出现了人

传统优势产业，都在全面科技化与互联网

口急剧增长、交通拥堵、空气恶化、分配

化，并不断催生新兴业态发展。

不公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面临着城

人才是纽约持续保持活力的最根本要
素。具有良好创新生态的城市蕴涵了“创

市转型升级、重塑城市竞争力的挑战，这
也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人”对有质量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

纽约城市规划在破解难题、保持生机

希望。纽约的城市创新生态就具有这样独

方面做出积极探索。2007年，纽约出台了

特的人才吸引力。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

《纽约城市规划2030：一个更加绿色、更

城市，也是多族裔聚居的多元化城市，拥

加伟大的纽约》，规划分析了纽约城市当

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此

前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人口增长、基础

使用的语言达到800种，这些人口来自不

设施老化、环境恶化。并确定了规划目标

同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纽约城市“创

是到2030年，将纽约建成“21世纪第一个

新人”群体，形成了多样化的城市创新人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为全球其他城市作

才结构和创新人才文化。同时，纽约城市

出示范。该规划从土地、水资源、交通、

交通便捷，公共生活丰富多彩，不断孕育

能源、空气、气候变化等几大方面制定了

出反抗者、创新者和自由思想家，整体城

127项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纽约城市发

市的气氛倡导努力工作、愉快生活玩乐、

展面临的问题，并注重激发公众对城市长

崇尚人与人交流，鼓励思想碰撞与沟通，

期规划的兴趣。2011年，纽约市第二版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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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划出台，细化了2007版的措施，围绕

人口将增加40%。外国人口出生数占城市

城市居民的现实需求，加强了对城市环境

总出生人口数量的40%，并会继续增长。

稳定性和社区宜居性的承诺，提出提高空

这些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城市吸引力和竞

气和水的质量的具体方案。2015年，为应

争能力的体现。纽约应充分认识城市人

对新发展时期城市生活成本不断升高，收

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例如，随着人

入不平等继续加剧，保障性住房供不应

口增长，零售、餐饮和家政等产业将继续

求等诸多问题，纽约市推出了《同一个纽

发展，为缺乏足够技能的市民提供就业

约：建设一个富强而公正的纽约》的综合

机会，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就业水平。同

性规划，围绕经济增长活力、社会公平包

时，城市需积极主动应对人口增长的挑

容提出了有力的实施方案。总的来看，纽

战，而不能消极回避，需要合理评估相应

约城市规划注重从人的角度出发，将城市

的机遇挑战并针对性应对。例如，规划在

创新与“创新人”需要高度结合，为纽约

考量人的需要的基础上，提出重点挑战：

吸引和集聚创新人才，保持和提升创新活

不平等的扩大。虽然总体经济繁荣，但是

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纽约的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且呈现继续扩
大的趋势。规划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研判

二、人本导向的纽约城市规划

城市人口的需要，不回避不平等、基础设
施不足、环境压力、公共服务等问题与挑

从人的需要出发、服务人的发展是

战，而将其作为需要解决的核心任务，以

纽约城市规划的重要特征。2015年纽约城

直面困难、解决问题的理念为规划的实施

市发展综合规划——《同一个纽约：建设

提供了条件。

一个富强而公正的纽约》的主题与内容是

（二）结合人的发展，设计未来愿

纽约城市规划坚持人本导向的集中体现。

景。纽约城市规划强调共识与前瞻，从

该规划注重城市创新能力与“创新人”发

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经济、社

展高度统一。规划强调城市整体创新产出

会、环境、风险处理的维度明确了四个主

的提升，更关注城市“创新人”其自身及

要愿景。其中，愿景一是繁荣兴旺的城

后代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财富水平、能

市。强调纽约将继续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

力水平和观念水平的培养和提升，更注重

的城市，家庭、商业和社区生机勃勃。纽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服务等方

约经济发展水平将继续领先美国总体水

面福利待遇的公平与分享，更强调“创新

平。愿景二是公正公平的城市。强调纽约

人”创新和发展权利保障。

将建设一个包容、公平的城市，为每一个

（一）考量人的需要，评估机遇挑

纽约人提供良好薪酬的就业和机会，保证

战。纽约城市规划将人口视为城市活力的

他们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愿景三是可持

源泉，并将“人口增长”作为主要议题。

续发展的城市。强调纽约市将成为全球最

规划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城市的财

佳可持续发展大都市以及对抗气候变化

富而非负担。到2040年，纽约城市人口将

的全球领导者。愿景四是韧性的城市。强

超过900万，达到历史最高值，65岁以上

调纽约的社区、经济和公共服务将做好准

114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备，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21世纪的其他

可购房屋保有量达12万。支持16万套新建

威胁，实现更有韧性的发展。降低城市的

住房，到2040年增加25万至30万套以上。

社会潜在危害指数，降低因气候相关原因

交通方面，到2020年，骑自行车的人数

导致的经济损失，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

将翻一倍。宽带网络方面，到2025年，纽

这四个愿景将城市人口个体与城市整体

约市民家庭网络接入率将由78.1%提升到

发展理念统一起来，与城市每个人息息相

100%。到2050年，纽约市民将在公共场

关又与城市长期发展高度统一。同时，纽

所更加便捷地接入免费无线网络。在建设

约城市规划在未来愿景设计的过程中，还

公正公平的城市方面，规划提出，到2025

注重从程序上保障个体的参与权利。在整

年，使80万纽约市民脱离贫困线或接近脱

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城市政府部门或城

离贫困线。到2040年，将过早死亡率降低

市规划机构并不是单一的决策主体，私营

25%；到2035年，体育锻炼达标成年人比

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纽约市民

例从67%提升到80%；公立高中生体育活

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据统计，共有超过

动达标人数比例从19%增长到30%；纽约

7500位市民参与了网上调查，800位市民

人将坚持“零死亡愿景”行动计划，不允

参与了电话调查，1300多位市民参与了40

许任何交通事故在纽约街道上发生。将

多个社区会议，177家社会组织和50多位

交通死亡人数降至零，将交通事故至重伤

官员进行了当面探讨，来自其他城市和地

的人数降至零。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

区的15位官员参与讨论。纽约城市规划通

方面，到2050年，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将

过网络调查、电话调查、社区会议、咨询

减至2005年的80%；到2030年，城市废物

讨论等多种参与方式，充分征集纽约市民

处理量将减至2005年的90%；到2030年，

的意见和需求，政府信息公开，决策过程

将二氧化硫排放减少至2013年的50%，

民主，也非常有助于尊重个体、保持多元

PM2.5排放减少至2013年的80%，居住在

化、凝聚发展共识。

步行可达公园范围内的纽约市民从79.5%

（三）围绕人的问题，量化实施指

上升至85%。

标。纽约城市规划强调理念与行动的统
一。规划形成了“愿景—目标—策略”的

三、启示与建议

框架体系，并通过相应的量化实施指标进
行落实。例如，在建设繁荣兴旺的城市方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

面，规划提出，实现多产业部门的高质量

要动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

就业增长。创造超过490万个就业岗位；

家，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历了人

将创新产业中私营部门的份额从目前的

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有

15%提升到2040年的20%。居住方面，纽

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目前

约人将享受价格实惠、高质量、具备完善

的情况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更多地表现

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的住房。2040年在本

在规模和数量的扩张上。同时城市发展中

区域内为840万家庭住户解决住房问题。

社会资源的大量投入并没有换得等量的城

融资建设8万套保障性住房单元，2024年

市创新功能的增进和改善。在城市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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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剧增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资源与环境

时为实现长期愿景，“同一个纽约”规划

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借鉴先

设定了清晰明确的各项具体目标，制定

进经验，加快中国城市发展方式从要素驱

了27个目标，55项细化目标，99条具体措

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

施，以及102条辅助措施。这样周密细致

发展为主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依靠创

的安排将一个宏大长远的愿景转化为多层

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次可衡量的具体措施，有利于将规划和政

（一）围绕提升“创新人”能力，增

策目标真正落到实处。我国城市规划也应

强城市规划人本性。城市发展需要以人为

围绕增强“创新人”动力，在当下行动与

本，城市规划也需要坚持人本导向。从纽

未来目标之间做出公平合理的权衡取舍，

约城市发展规划来看，无论是经济增长、

长远规划各类城市物质和精神资源开发、

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和城市韧性的总体

利用的边界和尺度，并明确量化指标，将

愿景，还是应对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保

城市规划打造成城市和城市居民公共价值

障就业、居住环境、医疗卫生、教育培训

观和发展理念的载体，实现个人、城市创

等与纽约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目标，

新希望、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不仅营造城

规划都从满足市民需求、促进市民发展的

市良好的创新生态，更要为“创新人”的

视角出发，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对我国

城市创新活动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

而言，促进城市创新发展，也需要坚持人

（三）围绕释放“创新人”活力，增

口即财富的理念，在城市规划中把人放在

强城市规划包容性。纽约城市规划在强调

一切发展活动的中心，尊重人、依靠人、

经济繁荣、就业增长的同时，还特别关注

为了人，推动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转变。

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文化背景的市

围绕提升“创新人”能力，既要着力解

民处境，全方位多角度提供便民利民的基

决“进入”问题，也着力解决“融入”问

础公共服务，并对弱势群体给予了特别关

题，为所有城市居民和移民提供基本的医

怀，促进社会公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

疗和教育机会，合理的住房和交通条件，

看，一些有形或无形影响“创新人”活力

适宜的人居和休闲环境以及创业和就业机

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以户籍制度为例，

会，通过提升“创新人”的生存与发展能

尽管我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积

力，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极进步，但跨区流动人口户籍改革进展仍

（二）围绕增强“创新人”动力，增

然缓慢，一些特大、大型城市的户籍改革

强城市规划前瞻性。人的创新活动需要具

仍然相对滞后。这些城市中，相当部分常

有可持续性。培育“创新人”动力也不能

住人口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创新人”

是短期行为而应该是长期行动，不是标语

的“迁而不转”和“转而不迁”现象同时

口号而应该是可量化的行动方案。从纽约

存在，处于“飘”的状态。大量的“创新

城市规划来看，从2015年到2040年，“同

人”虽然到城市里创新创业，但他们的身

一个纽约”规划周期长达25年，这有利于

份、生活、社保、住房都没有发生根本性

从长远、整体和综合的视角出发，克服短

的变化，并没有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视、急功近利等短期城市规划的弱点，同

户籍制度成为大量“创新人”谋求机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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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的障碍，还直接

需要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城市

影响到了代际公平，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

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承载失衡问题依然突

可持续性。未来，释放城市“创新人”的

出。一方面，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正

活力，关键要深化改革，增强城市的包容

在不断增大，城镇化空间扩张、人口增长

性，这些都需要从城市规划做起。其中，

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矛盾愈加明显。

一方面要从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和内容

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中资源和能源的

上，明确和保障“创新人”的创新权益。

大量消费并没有换得等量的城市功能的

促进城市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共治和成

增进和改善。一些城市重表轻里、重外轻

果共享，尊重与重视不同群体表达意愿和

内、重上轻下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城市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形成无区别的城市

功能很难满足城市创新发展的需要。未

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

来，如何能够满足“创新人”需要，营造

共服务制度体系，实现国民教育、医疗卫

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活生产环境，是我国城

生、公共住房、社会安全、社会救济和社

市规划需要重视的问题。绿色发展强调在

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

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协调

方面，要推动多元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

发展，既节约又发展，实现人居和自然环

要尊重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决策和规划的

境发展的统一。我国城市规划也需要增强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拓宽市民参与

绿色性。注重体现人本理念，切实以保障

城市发展规划设计、执行、反馈全过程的

改善民生为根本，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文

范围和途径，通过增强市民权益获得感提

明成果，实现由偏重数量、规模和粗放发

升城市的创新水平。

展向注重提升质量内涵、集约高效发展转

（四）围绕保障“创新人”承载力，

变，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合理确定城市开

增强城市规划的绿色性。在纽约城市发

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统筹地上地

展实践中，其领导者和公众意识到，城市

下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扩大城市绿化面积

发展最重要的不再是有利投资的可得性，

和公共活动空间，推行绿色交通、绿色能

而是有利投资无限延续的结果，大自然虽

源、绿色建筑、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增

然极其慷慨，但也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同

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通过建设绿色城市

时，影响城市发展的“创新人”对自然条

承载更多“创新人”。

件的要求也较高，越是高端人才和产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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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novation and “Innov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New York
Zhao Zheng
Abstract: New York’s urban planning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innovator” to create urban
innovation ecosystem. It not only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its own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for China’s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of China’s quality-oriented urbanization process,
Chinese cities need to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promote the ability, motivation,
vitality and capacity of “innovator”, and rely on innov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novator; urban planning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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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基于西头新村自发合作治理的个案研究
◎

刘启超 章

摘

平

要：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深圳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也使深圳市成

为全国城中村数量最多的城市。城中村有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深圳
市政府把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上议程。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城中村的改造治
理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因此，很少有村民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
发生。本文利用西头新村这一天然田野实验室，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来探讨在无
公权力和开发商参与下，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机制。在“利维坦式”和
市场化之外，为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认为在改造治理过程中，政府应
转变改造治理的思路和更多地兼顾流动人口利益，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居住之所。
关键词：城中村集体行动 自发治理 自主组织 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F299.2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居住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形态。

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城市

一、问题的背景

化过快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盲目扩
张、无序发展和粗放发展，还有城中村问

30年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让深圳

题。城中村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现象，国

成为全国城中村最多的城市。据统计，截

外有类似于城中村的贫民窟和边缘社区，

至2016年3月，深圳特区共有1326个城中

但它们与城中村虽在某些特征相似，却有

村，它们历史长短不一，历史长的可以追

本质区别，因为中国的城中村不仅是一种

溯到特区成立之初，短的不过十几年。特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研究生创新发展基金重点项目“深圳城中村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
（编
号：0000330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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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立初期，深圳城中村数量不多，且多

都市，深圳市政府开始对城中村进行有

集中在罗湖区。随着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加

规划地治理，并于2004年10月出台了《深

快，工业用地需求增加，导致大量农村土

圳城中村(旧村)的暂行规定》；2005年4月

①

地被征用，新村数量不断增多 。在征地

又颁布了《深圳城中村（旧村）的暂行规

的过程中，政府绕开了具有复杂背景的宅

定的实施意见》，市政府成立领导小组，

基地，征用了相对省事的农业用地，这既

负责城中村的改造工作。2016年11月深圳

是出于成本考虑，也是受到了城乡二元制

市规划国土委发布的《深圳市城市更新

度的约束。上世纪80年初，一些通过“三

“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在计划期内完

来一补”富裕起来的居民开始建设新房，

成对约20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但采取“以

数量虽不多，但由于缺乏规划，局面比较

综合整治为主，审慎拆除重建”的原则，

混乱。1982年深圳政府出台的《深圳市经

改变了以往单纯的拆除重建模式。2016年

济特区农村社员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

12月新修订的《深圳城市更新办法》继续

规定在农民住宅用地旁划出一块新地，用

鼓励权利人自行改造。综上所述，深圳城

来开发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新村的

中村是市场经济与城乡二元制度碰撞的背

划定标准；受当时政府财力限制，只把原

景下，村民利用自治的政治资源（村委，

村民住宅用地（旧村）国有化，而未将旧

非正式宗族）、城市发展提供的机会和对

村用地全部国有化。80年代中期，原当地

抗城市发展的侵蚀，在与城市和市场的互

居民开始在划定的住宅用地红线内盖建

动中产生的 [1]。在治理改造过程中，政策

新村，使新村数量快速增加。1987-1992

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仅仅基于“城乡分

年，随着新村已基本划定，新村数量稳

割，城市偏好”的传统思维，认为城中村

定，再加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城中村数

是深圳市建的一大败笔，必须对其进行彻

量也趋于稳定。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

底改造，是否抓住了城中村问题的本质？

外来流动人口的涌进，造成房屋租赁市

对于深圳城中村的评价，我们要从

场需求大量增加，城中村居民开始加建

政府和社会不同角度分析。从政府角度来

楼层用于出租。1992年，深圳市政府决定

看，在整个深圳市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为

实施农村城市化政策，对农村集体土地

深圳工业化提供了建设用地，而房屋租赁

②

进行统征 ，完成了特区内集体土地国有

业在刺激房地产市场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化。2004年，深圳市完成了对关外土地的

同时城中村也对深圳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

国有化；同时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大

一些不好的影响，带来“脏乱差”等一系

表1

深圳城中村发展的四个阶段

阶段

起步

形成

时间

1980-1982

1982-1986

1986-1992

1992-2003

2003-2016

2017-

说明

富裕村民私
建住房

租房需求增
加，疯狂建房

新村划定完毕

特区外城中
村向外蔓延

开始改造

综合整治

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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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尤其是管理问题。城中村虽在城

国内对城中村的治理方法一般包括拆

市规划范围之内，实际上在管理上自成一

迁和改造，改造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主

体，各自为政，游离于城市管理之外，成

导型、村集体主导型和开发商主导型。政府

为一个独立于城市管理之外的封闭社区，

主导型就是城中村规划和建设由政府全权

政府部门无法将其纳入城市管理系统。

负责，深圳早期对城中村的改造就是采取

从社会角度看，其为一块“价值洼

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村集体主导型就是在

地”，城中村的低生活成本为流动人口提

村集体的主导下完成对城中村的改造，如

供了落脚地。据《深圳晚报》报道，深圳

广州和郑州；开发商主导型模式是指在政

市“合法建筑”约为200万套，最多能容

府调控下，开发商成立项目公司，完成对城

③

纳约600万人 ，但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约

中村的综合开发，如珠海市[3]。可以看出三

为1137.87万人，那将近737.87万的人口居

种模式都有政府部门主导或参与。

[2]

住在哪里？答案只能是城中村 。许多城
中村还蕴藏了大量创新力量，例如整体素

二、问题的提出

质最高的城中村桂庙新村，最具艺术气息
的城中村大芬村，平均学历最高的城中村

本文介绍的城中村——西头新村又称

马蹄山村。此外，深圳的许多企业家，发

宇丰城，隶属于龙华区民治街道办事处，

明家和公益领袖也是从城中村走出来的，

本属于西头股份合作公司的土地④，后由一

正如当代著名城市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

家房地产公司买下开发，之后又被该房地

曼所说：“最能代表深圳、最能体现深圳

产公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住宅用地，分

精神、最能表达深圳生活之活力与魅力

块向社会出售。购地者基本不是原当地居

的，就是城中村。”因此，深圳城中村有

民即西头社区的居民，来自于全国十多个

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但现在暴露出一些问

省份。在购地之后，他们建房用于出租，

题，成为社会管理的盲区。因此，有必要

由于建房时间不是太久，房屋质量相对较

对其进行治理，但要注重思路和方法。

高。西头新村的形成轨迹与深圳大多数城

图1

西头新村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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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相比有一定特殊性。第一，业主 ⑤构

就不会达到最优水平。因此，在存在共同

成。不同于其他城中村，西头新村主要建

利益下，需要群体成员都站出来参与到集

房业主非当地居民，而是来自于全国十多

体行动中来，而不是选择搭便车行为。在

个省份的外来人员。第二，陌生人社会。不

本案例中，房租是西头新村业主收入的主

同于深圳原旧村城中村，西头新村形成之

要来源，西头新村房屋租金虽低廉，但由

初，业主非基于亲缘社会或宗族群体建立

于“脏乱差”的环境，房屋出租率不足四

起的熟人社会，而是仅仅有地缘关系的陌

成。此地虽属于西头社区股份的土地，由

生人社会。第三，西头新村的集体行动是

于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西头社区

自发合作治理，其形成过程非政府主导。

股份公司并未在此处设立物业管理处。之

与其他城中村一样，西头新村卫生状

后他们不断向原开发商和民治办事处发出

况差、治安问题多及犯罪频发，成为龙华

诉求，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应。无奈之下，

区有名的“头疼村”。西头新村经过业主

业主们决定自己进行治理，经过三次的碰

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如今变成了治

头会，西头新村一百余位业主达成基本共

安良好、村容整洁和管理规范的先进村，

识，决定成立业主委员会，实行自治管理。

受到省市区政府的关注，龙华区政府甚至

从2005年开始，业主们按每平方米约0.3元

召开“西头模式”专题会议，要求每个办

向业委会上交物业管理费，业委会就利用

事处选择2至3个城中村小区进行试点。那

业主们每月上交的近四万元的物管费，使

西头新村是如何经过集体行动完成蝶变的

小区成为了干净、有序和安全的家园。本

呢？

案例中，西头新村的业主有着共同利益，
即出租 房租获得收入、避免忍受“脏乱

三、案例实践的研究分析
（一）共同利益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
的前提
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

差”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当然在存在共
同利益的情况下，业主们站出来，达成一
致，采取行动，参与到业主自治中来才是
最为重要的。

现，使集体行动出现“多人囚徒困境”。

（二）惩罚选项的存在是集体行动得
以实现的保障

学者一般把社区内共享资源作为一种公共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物品来研究，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

中指出，“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

使群体中的理性个体不做出贡献，也可以

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

享受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即使贡献可能

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

为整个群体带来更大的收益，理性个体也

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

会选择搭便车策略，导致个体理性不符合

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或集团的

集体理性。如果所有群体都选择搭便车，

利益。”[4]此外，奥斯特罗姆也有类似表

则集体行动就不会实现，如果只有一部分

述：“人们对潜在损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

人选择搭便车，采取集体行动所获得收益

对潜在收益的重视程度。相应的，人们对

中搭便车者的存在，阻碍了集体行动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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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未来损失的预期收益的重视大大胜过
对于一个理性人，在做决策时会更多考虑

（三）领袖人物在集体行动中起着关
键作用

眼前利益，有意或无意忽视长远和集团的

这里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指具有强互

利益，进而做出搭便车的行为，阻碍集体

惠偏好的社区精英。这些人在经济、个人

行动的实现。同时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只

能力或者社会资源方面有优势，最主要的

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小群体或群体

是这些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到社区

中存在选择性激励。对于群体大小的区

治理中去，即具有强互惠偏好。行为经济

分，学界还未有明确概念，根据奥斯特罗

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群体内强互惠者的

姆对集体行动研究所提供的案例来看，集

存在，保证了群体内合作的延续。即使存

团人数最少为100多人，最多也不过13500

在惩罚选项条件下，由于惩罚需付出成本

人。对于社会性激励，奥尔森指出在个体

及存在反社会惩罚风险，造成惩罚选项的

承担为实现集体行动付出成本的情况下，

无效。而强互惠者，出于利他动机，哪怕自

除非给予个体共同利益之外独立的选择性

己付出高昂的成本也会站出来惩罚搭便车

激励，否则集体行动很难实现。选择性激

者，使集体行动得以可能。当然，并不需要

励既可以是消极的惩罚，也可以是积极的

群体内每个个体都具有强互惠偏好，群体

奖励。给予自愿贡献的个体以奖励，可以

成员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为强互惠利他主义

动员潜在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给予搭便

者，就可以使该群体形成演化均衡，使其

车者以惩罚，可以警戒有搭便车动机的个

他成员成为强互惠正外部性的受益者[7]。西

体。大量研究发现，惩罚选项的存在，使

头新村中有些业主曾在公职岗位工作过，

得搭便车行为的成本超过了合作的成本，

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以及政府部门沟通的

使搭便车者的适应性低于合作者，进而可

能力，有些还成为了社区组织的负责人。

以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强互惠者甚至愿

他们积极地行动、联络和动员其他业主参

意付出成本来惩罚搭便车者。因此，无论

与到社区自主治理中来，在整个集体行动

是在一次性交往，还是在公共物品博弈实

中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西头新村业主自治

对生产未来产品的收益重视。”[5]因此，

[6]

验中，惩罚都是维持合作的有效手段 。

发起者自愿发放传单、张贴布告，动员其

在本案例中，钟某某等人从2013年1月开

他业主参与到自治中来。2010年在成立深

始拒交物业管理费，虽后来分两次补交了

圳市新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时，周某某和

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物业管理费，

磨某某等人积极认缴出资，起到了很好的

但2014年1月至6月一直未交纳，后深圳市

示范作用。此外，公选出的21名⑥业委会代

新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登记成

表，他们无工资可拿，每月仅仅有一些通

立，与业委会虽是两块牌子，但是同一套

信、交通费用补贴，但业委会成员要负责

人马）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全盘管理社区内的事务，实行轮班制，保

讼，法院公开判决钟立志补交拖欠的物管

证5名左右的成员驻守在小区，负责接访社

费，后钟某某补交了物管费，使集体行动

区业主，听取意见和建议。无论是从自治

重新实现，维持到现在。

开始时的发起者李某某和钟某某等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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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现在以周某某为领导者的业委会，我

诺遵守组织规则的权变策略，需要在监督

们都看到社区领袖的作用。

情况下才是可信的，换一句话说，在没有
外部强制情况下，自主组织内部需要存在

（四）自主组织的成立是集体行动得
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杂的规则，不仅有助于解决承诺问题，还

奥斯特罗姆经过大量案例研究，在国

有助于解决相互监督问题，使监督伴随着

家理论和企业理论之外，提出了自主组织

规则实施而产生。因此，自主组织理论在

理论。该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一群相互依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集体行动困境。在西头

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

新村案例中李某某和钟某某等十几人的

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

第一次碰头会，向社区内其他业主传递了

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

合作意图。西头新村通过业主大会制定了

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在理

了《西头新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西

论上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同时，该理论

头新村业主委员会章程》，在改选时重新

认为超越集体行动困境需解决三个难题：

修订和完善了《西头新村业主大会议事

制度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

规则》和《西头新村业主委员会章程》，

问题。所谓制度供给，即由谁设计自治组

制定了《西头新村业主公约》。在《西头

织制度。奥斯特罗姆认为信任和建立一种

新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明确了业主对

社群观念是解决新制度供给问题的机制，

业委会的监督权；《西头新村业主委员会

即要有人首先向群体其他成员表现出合作

章程》明确了业委会成员的权和责，规定

的意图。对于可信承诺问题，由于个体在

业委会的每一笔开支记账，并且需要多名

决策时可能会采取权变策略，因此需要个

业委会成员签字，每月定期向全体业主公

体做出谨慎、适当和可信的承诺。要个体

开；《西头新村业主公约》更是约定了全

遵守所做出的承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体业主的义务，14大项约定对全体业主都

“只要(1)大多数处境相通的个人做出同样

具有约束力 [8]。2009年，西头新村业委会

的承诺；(2)采用这一策略的预期的长期净

在小区内设置了“恳谈亭”，对业主和租

收益大于采取占支配地位的短期策略的预

户开放，用来接受业主尤其是租户们提出

期的长期净收益”，即“如果你这么做，

的意见和建议，鼓励租户也参与到自治治

我也这么做”。奥斯特罗姆同时也指出承

理中来，这既提高了治理效率又兼顾了公

参与主体：

实现的可能
因素：

发起者

业主

业主＋租户

发起

集体行动

实现

共同利益

自主组织
领袖人物
惩罚选项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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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后，业主们又把“恳谈亭”升级为

自发合作治理的，因此政府有必要改变对

社区共建促进会，该社区居民组织成为了

城中村治理的思维。以往深圳市对城中村

居民民主共治的合法平台，有利于吸纳小

的治理采取以政府主导的模式，也取得了

区内各种力量参与到治理中来，是实现租

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应看到，此模式往往

户向居民转化的重要载体。

使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相混淆，使对城中村
的治理又回到行政化状态。此外，政府应

四、小结与讨论

该认识到城市多元发展，不应以经济利
益为价值取向，对城中村治理采取“一刀

本文的结论是：在政府和村委角色缺

切”，而要注重民生、包容具有特定民俗

失情况下，城中村的集体行动是可能实现

文化和传统农村聚落景观的城中村。要在

的。当然集体行动的实现还是需要满足一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基础上，探索充

定条件，条件可能是奥尔森的小群体和社

分调动市场、政府、业主和租户参与改造

会性激励，也可能是奥斯特罗姆所阐述的

积极性的方法。

自主组织。根据现实中案例分析发现，最
现路径是有业主站出来发出集体行动的信

（二）改造过程中应调动住户的积极
性，兼顾住户的利益。

号，其他业主由于共同利益和激励逐渐参

深圳以往城中村治理及研究，只是围

与进来，群体中具有强互惠者积极奉献并

绕“政府—村委—村民”或者“开发商—

对搭便车者做出惩罚，进而使集体行动得

村委—村民”三方利益博弈展开。其实，

以实现。

作为城中村真正的主体人群——租户，并

有可能的是以上条件的相互作用。具体实

未在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些租户，一
（一）深圳市政府应改变治理思路， 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像环卫工、
尊重业主的自主治理能力。
保安和蓝领等流动人口。他们属于低收入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大背景下， 阶层，又买不起房，他们才是相关利益群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依然有很强的自主性， 体中最弱势的群体。若是忽视了这些最弱
在政策的执行上的自主性在日益削弱。 势的群体，就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因此，在城中村治理的过程中，政府、村 因改造治理形成的流动人口，要么选择去
委、社区组织和村民都没有绝对的自主 尚未改造的城中村，要么选择离开，造成
性。但西头新村属于特例，由于特定原 廉价人力资源或人才流失。例如，深圳正
因，在集体行动发起和形成的过程中，政 对位于市中心、有着14万租户的白石洲进
府部门和村委都未参与进来，政府开始对 行改造，按照改造方案将会返还一部分用
其规范治理，是集体行动形成之后的事。 地，建设廉租房，但这对于租户来说，无
在政府角色缺失和村委无暇顾及的情况 疑是杯水车薪。他们如果仍想以相等的租
下，就赋予了业委会这个自主组织最大程 金住在市中心，也只能选择邻近的上下沙
度的自治权。本案例说明，只要给城中村 和南头等城中村。此外，租户和商户很可
一些时间和机会，业主是愿意也是有能力 能与户主和开发商在租金合约赔偿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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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现新的纠纷，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

区的建设，这样有助于使住户从只求一宿

题。因此，在接下来的治理中，要把这些

转变为有归属感的居民。业主在参与治理

流动人口的利益也考虑进来。政府应统筹

时，可以考虑多种惩罚机制。惩罚机制一

多方利益，与开发商做好协调，根据“涨

般包括内生惩罚和外生惩罚。借助于法律

价归公”和“土地置换原则”，保障廉租

手段等正式社会制度，对群体内搭便车者

房和人才住房的供给，做好流动人口的安

进行惩罚，属于外生惩罚。本文中西头新

置问题；采取措施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和鼓

村所采用的惩罚手段就为外生惩罚机制。

[9]

励社区融合 ，即使这些流动人口无“村

内生惩罚机制是指群体成员通过达成一致

民”身份，无论是在村自治组织，还是在

的原则对背叛者进行惩罚，例如除名、社

业主自治组织中，他们都应有自己的代表

会排斥和同侪压力等。虽然外生惩罚机制

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使

带来的效果优于内生惩罚机制[10]，但通过

城中村改造实现效率和公平化。

司法审判等制度性惩罚机制并非普遍适
用，发挥作用也需满足一定条件，效率也

（三）业主应创新治理方法，使集体
行动走得更远

相对较低。此外，在接下来整个群体重复

此外，对于自主组织，需充分挖掘居

社会，甚至熟人社会，此时群体可以考虑

民中潜在的精英，由业主精英治理带动居

内生惩罚机制来惩罚搭便车者，形成相应

民精英以及小区内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小

的社会规范。

交往中，陌生人社会可能会变成半陌生人

注释：
①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用红线给各村划定了开发建设范围，红线内的土地保证了村里每户居民有
一块宅基地和村中集体工业区的建设用地；红线划定之后各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新住宅和厂房，
因而在原来旧村的旁边普遍都形成了一个新村，形成了新村与旧村（原住宅区）共存的局面。
②1992年在对土地进行统征时，考虑到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和出路，深圳市政府逐渐放松了原先严格
实施货币补偿的方式，向村集体返还了3%～4%的统征土地，作为原村民的宅基地及集体经济的发展
之用。到了2002年，深圳市政府出台的《深圳市征用土地实施办法》提出，征地用地的补偿方式为
货币补偿，实质上废止了相关征地返还用地的政策。
③这里的“合法建筑”包括：商品房、保障房、单位自建房、军产房，考虑到这部分业主多不止一
套房子，以及许多商品房空置的实际情况，600万的居住人口可能会大打折扣。
④西头股份合作公司原属于宝安区龙华镇上塘行政村西头村原村民的集体资产，2011年12月30日成
立的龙华新区，是隶属于宝安区的一个功能区，龙华镇划归龙华新区管辖。2016年9月14日，国务院
批复同意设立深圳市龙华区。2017年1月7日，龙华区正式挂牌成立。
⑤由于西头新村房屋属于私建民宅，只有《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和《选址意见书》即“三证一书”，无房产证，因此不符合《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业主的概念，
《龙华新区“城中村”小区物业管理大会和物业管理理事会试行办法》把这些拥有“三证一书”的
建房人认定为“房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房主”无权成立业主大会和业
委会，因此，2010年西头新村的“房主”注册成立了深圳市新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业委会虽是两块牌子，但为同一套人马，进而解决了业主委员会没有合法身份、
没有公章、不能行使公文、没有财务账号等尴尬。但西头新村“房主”，从自治开始就以“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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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自己，本文也沿袭此逻辑，沿用“业主”的称谓。
⑥业委会代表已进行六次换届，各届代表人数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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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Collective Action Possible in Urban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the
Spontaneou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Xitou New Village
Liu Qichao, Zhang P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henzhen has become the only Chinese city without rural areas but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urban villages. Once functional, the
urban villages have now become problems for the city and need to be solved by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weak public”, the renewal
of urban villages have usually been led by government and oriented to market. Therefore, there
are few cases where villagers spontaneously cooperate in collective actions. The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Xitou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ollective
actions of spontaneou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an take shape in the absence of public power or
developer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practice of urban village renewal other than
the Leviathan way or market involvement. The government really should change their mindset and
take mor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rovide housing for them.
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 in urban village; spontaneous governance; self-organiz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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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治理的社企融合策略研究
◎

张

冰

摘

要：社企混合型社区的存在，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从单位型向社区型转型过

程中的普遍现象；两种治理体制的并存和冲突，是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大特色，也是
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根源。化解这一困境并推进城市基层社区的共建、共治
和共享，关键在于从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出发，促进社区与企业在社区管理服务上的内在
联动，并通过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等举措，实现社企在社区治理
上的全方位、深度化融合。
关键词：城市治理 混合型社区 单位型社区 基层党建
【中图分类号】C91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经历了

现治理资源和机制的协调统一，做到优势

从单位向社区的转变历程，而传统单位型

互补，进而为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社区与现代小区型社区的并存和管理交

理格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叉，既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构
成当前城市基层治理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典型体现，就是社企混合型社区在治理上

一、社企混合型社区的治理现状
及困境

的条块分割和管理“两张皮”现象。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最大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变化，即是单位制的日益解体以及社区取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化解社企融合型社

代单位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

区治理的症结，关键也在党。本文的研究

元。2000年民政部出台《推进城市社区建

宗旨，即是在个案调研的基础上，以创新

设的意见》，明确以“扩大民主、居民自

党建工作为突破口，化解社企混合型社区

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

内部单位治理与小区治理的内在隔阂，实

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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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我国社区建设的

开始分化，“企业的归企业”“社区的归

发展提供了目标方向。然而，这种单位向

社区”之趋势日益明显。然而，反映到基

社区的转型至今未彻底完成。作为中国特

层公共事务管理上，这种分离并不明显，

色社会主义政体的延续和遗留，各种集体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社区当中，大量

化色彩的单位制仍然未完全褪去，甚至在

公共服务资源仍然掌握在企业手中，居民

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从而在社区治理方

的管理权和归属感仍主要在企业，而不在

面以单位（企业）—社区混合型的模式保

社区，从而造成社区与企业在基层治理上

留下来，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一个常见现

的诸多冲突，多头管理或管理“两张皮”

象。

现象突出，严重阻碍了基层社区治理的推

（一）当“单位”遭遇“社区”

进。有学者将这种社企混合型社区的建设
难题归纳为四个困境，即企业精英和社区

按照学界的一般分类，当前我国城市

精英的重叠性困境；管理理念的错位与人

社区根据历史形成过程和内部结构性要素

员素质的悬殊；企业盈利理念和社区公共

差异，可大体分为单位型社区、街坊型社

服务理念的冲突；企业科层管理模式对于

区（主要是村改居式社区）、小区型社区

社区自治空间的压制和“殖民化”等。②

等三类。单位型（包括企业型）社区一般

除了治理主体、理念、制度等方面的深层

属于一个或几个单位，居民职业的同质性

矛盾之外，社企混合型社区还存在着许多

强，居住区和生产区有明显的区隔，辖区

治理方面的具体和直接限制，从而严重阻

服务必须具备单位身份才能享用。比如企

碍了社区的长远发展。本文就以广州YT社

业型社区往往为企业管理，社区资源也一

区为个案，详细分析社企混合型社区治理

般由企业购置和支配，社区居民主要为企

的内在困境。

业职工等等。不过，这种划分属于一种理
区除了新建的小区型社区，主要以偏混合

（二）社企混合型社区治理的内在困
境——基于广州 YT 社区的实证调查

型为主——即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导的“社

YT社区地处天河区北部，周边经济

企混合”形态。社企混合型社区往往既有

发达，交通便利，辖内有三个地铁口和近

单位职工，也有来自不同行业的居民。这

十几路公交车站点，公共设施配备完善，

些单位里的居民，既受到所在单位的直接

幼儿园、中学、银行、农贸市场、卫生站

领导和管理，同时又接受社区的管理，从

应有尽有，居民生活极为便利。YT社区内

而有着双重身份特征。

辖4个商住小区，总面积约0.5平方公里，

想型状态。由于人口的流动，现实中的社

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

共有户数3890户、11925人，其中常住户

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

数2727户，流动户数1163户，社区人口相

中，单位构成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

对稳定。从居民年龄上看，社区居民中青

①

单位。” 当前，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

年居多，18岁以下青少年933人，60岁以

化，企业社会保障功能逐步从原来一元化

上户籍老人455人（其中孤寡老人1名、独

管理中剥离出来，政府、社会和企业领域

居老人3名、退管老人148名），人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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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纺锤形结构，社区发展可塑性较强。

的生活习惯，也使得企业职工居民在遇到

YT社区由国有企业——广东YT投资有限

问题时往往首先诉诸企业而非社区，致使

公司（后文简称“YT企业”）职工宿舍演

社区在管理服务上被边缘化，居委会的公

变而来，企业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现

信力始终难以确立，进而严重削弱了社区

占社区总人数的1/3。可以说，YT社区是

的凝聚力和发展后劲。三是社区治理资源

企业单位型社区向地域型社区转型的一

有限，且呈现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局面。YT

个典型，既保留着传统企业或单位型管理

社区地域狭小，对文化服务设施资源的容

的特色，也有着鲜明的现代区域型社区特

纳力有限。近年来，随着小区居民楼建设

点，是观察和探讨企业或单位型社区转型

的日益密集，社区内文体活动场地和休闲

的绝佳样本。

场地愈发减少，文体活动举办已到了见缝

从YT社区的具体情况来看，虽然近

插针的地步。更为不利的是，企业内部的

些年其在推进幸福社区建设方面实施了许

公共文化资源不对外开放，使得本来就有

多创新举措，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始终

限的社区公共资源更加捉襟见肘；而社企

未根本解决单位式与社区式两种治理方式

并存的双重管理体制又使得重复建设及资

的内在冲突，社区管理上交叉重叠、各自

源浪费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社区的

为战等“两张皮”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其

长远发展。

中，最明显地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总之，单位型与小区型社区治理方

一是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不高。

式的互不相融、企业发展和社区发展的脱

作为社区唯一一家大型企业（甚至社区名

节，使得社企混合型社区在治理上呈现出

字也是以企业冠名的），YT企业有许多职

明显的“两张皮”现象，管理交叉、资源

工居住在该社区，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

碎片，居民归属感不强、凝聚力不强，社

进及由此引发的企社分开趋势，企业对于

区发展整体处于建设无序、后劲乏力的状

员工的社会保障及服务责任大量下放到社

态。要走出这一困局，需要深入到社区治

区，企业管理方越来越少参与社区的公共

理的制度深层，努力打通企业与社区在治

治理事务，也始终未建立有效的社企常态

理机制上的内在隔阂。

化联系机制，致使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动
力和能力严重缺乏。对于社区方面来说，
大量社区公共文化或服务资源（甚至是上

二、党建为基，社企联动：社企
融合式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级资源配置对象）仍然集中在企业，社区
在推进治理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并经

关于社企混合型社区的治理困境，

常面临多头管理、资源匮乏、思路混乱等

当前学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解决方案，比

重重问题。二是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热

如主张“企业社区回归社会社区”，推进

情不高。由于YT社区居民多为企业老员

设施共建和资源共享，利用企业内在关系

工，其单位认同往往多于社区认同，关心

资源，加大对社区基本建设和工作经费的

企业多过关心社区，新老居民在处理社区

投入，等等。③这些对策虽然切中了一些

公共事务上很难形成一致意见。长期形成

时弊，但由于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运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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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制度保障，尤其是缺乏具体的项目主

入，提高资金、要素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

导者，它们往往流于空话，很难从根本上

性。坚持解放思想，通过机制创新，最大

解决问题。为此，首先需要围绕组织、机

化协调居民自我管理的动力，形成社区自

制、策略等层面，确立一个全方位的社企

主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为社

融入治理逻辑框架。

区的持续繁荣与活力提供制度性保障。

首先，社企融合式治理的基本思路，

再次，社企融合式治理的关键在于推

是以党组织建设为龙头，以社企联动为动

进社企在资金、管理、文化和服务等方面

力，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充分整合社区

的利益联动，即围绕社区的发展特点，针

资源，依托文化广场、街坊互助站、家庭

对社企联动的动力、社企联动的渠道、社

综合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等服务平台，

企互为服务的内容与方式等问题，实施机

充分结合企业与社区的特色，努力将社区

制和任务的对接。比如在资金联动上，企

打造成为优势共享、协同共建的现代社

业可通过提供资金或产品直接资助社区建

区。

设，社区可利用自己的地缘位置、人际关
其次，社企融合式治理包括三个基本

系等为企业进行相关的品牌宣传，达到互

原则。一是党委统筹，共建共享。加强党

利共赢；在管理联动上，企业先进管理经

委的领导作用，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

验可为社区治理提供借鉴，社区创新的治

会和居民等多元创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

理做法同样可给企业管理提供参考；在文

性，着力形成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化联动上，融合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为

以调动企业力量为核心，有效整合各方资

员工和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提升

源，加强统筹协调能力，发动社区居民、

员工对企业、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

辖内单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社区的

感；在服务联动上，企业可根据社区发展

服务管理，探索资源共享机制，降低社区

需求和企业产品与服务需求，与社区居民

创建的成本。二是社企联动，共同治理。

进行联动宣传，提高企业产品或品牌的影

发挥社区所属企业的优势，建立社区与企

响力，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良好

业相互帮扶、联动发展的良好治理格局。

的社会形象。总之，通过社企在社区治理

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社会化服
务为基础，以增强社区发展活力、提高社
提供资金

区治理水平为目标，着力构建“网格立体

资金联动

宣传品牌

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社区治理

化水平。三是居民导向，制度保障。构建

治理经验
社 区

治理改变，全面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现代

管理联动

业

促进从垂直化的社区管理向扁平化的社区

管理经验
企

新机制，推动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

企业文化

提供产品或服务

政府、企业、物管、业主、社工等多方联

文化联动

服务联动

社区文化

宣传品牌

系沟通平台，及时掌握居民诉求，以居民
需求和满意度为方向和标准，优化资源投

图1

社企联动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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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内在联动，既可以解决社区发展的资

的共管共治。一是成立社区发展共建领导

金难题，也可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小组，在街道党委的协调下，明确共建权

塑造特色的社区文化，最终实现企业发展

责关系，合理分配领导小组名额，确保社

与社区建设的互补双赢。这既是发挥基

企双方在社区建设上的权责均衡。二是探

层社会资源潜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社

索建立社企双向兼职领导制度，通过专职

区与企业共赢的前提，也是克服当前我国

专选方式将企业党委领导选入社区党组织

“单位—社区”二元共存之普遍发展困境

班子（不占社区党组织班子职数）；在条

的有效策略。

件许可的前提下，使社区党委负责人驻企
业党委兼职，有效推动社区与企业党委的

三、推进社企融合的策略创新，
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善治理

双向领导管理。三是完善社企党建工作联
席会议或社区共建议事制度，定期围绕社
区或企业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协商；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制

明确例会规则及程序，保障社区居委在联

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席会议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前，应重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点探索社区与企业内部党代表的合作，以

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党代表协调带动企业与社区党委的协同

化、专业化水平。对于社企混合型社区来

管理，不断推动社区管理的属地化和统一

说，要彻底摆脱管理“两张皮”、居民归

化。四是探索党员两轨制（属地化和单位

属感缺乏、参与能力不足等制约社区发展

化并行）管理机制创新。具体包括：健全

后劲的内在困境，真正实现基层社区的共

党员统一登记管理制度，实现社区属地党

建、共治和共享，还需要从基层党建工作

员档案（包括流动党员）的共享；推进党

入手，通过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

员双向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分时式”管

新、文化创新等具体举措，实现社企在社

理和“并行式”党员管理机制；④探索流

区治理上的全方位、深度化融合。

动党员或企业非在职党员属地化管理创
新，完善企业离退休党员移交程序，健全

（一）机制创新：促进企业与社区党
建工作的协同融入

员移交经费补贴制度；推行管理服务“对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探索一套有效的

口”负责制度，将社区治安及卫生建设项

社企联动及资源整合制度框架，开创建立

目细化并直接对接到辖区企业（或具体

社区与企业利益互惠和协同发展的新路

部门），做到“一对一”式的对口管理服

径，是调动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热情、推动

务，并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设立非在职

社区持续良性发展的前提。为此，可重点

及流动党员管理基金，专门用于解决企业

推进管理、服务、经济（利益）、文化等

非在职或流动党员以及社区辖内企业党员

四个层面的机制创新。

的内部联络事宜，化解党员双向管理工作

企业流动党员的属地化管理，推行企业党

1. 管理同轨机制，即围绕党建契约化

的经费困境；设立“社区党建网”，创建

合作，推进社区与属地企业在社区发展上

区域统一的社企党建网络平台，网络平台

132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由社区党员共享（每个党员一个密码），

与社区建设的内在热情。社区的关注核心

每个党员加入一个“虚拟党组织”，鼓励

在于争取企业对社区发展的资源（包括土

党员参与网上讨论，甚至参与社区事项表

地和资金）支持，而企业的关注焦点在于

决，推进社企双方在党建或其他事务上的

借助社区建立企业产品销售以及宣传发布

信息共享。

的前沿阵地，提升企业的内在效益和外在

2. 服务一体机制，即整合社区辖内资

影响。为此，可开展如下三个方面的制度

源，推进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的服务一体

尝试。一是开辟企业产品社区化销售“绿

化。一是建立社企共建联合调研小组，定

色通道”，由社区居委统筹，免费为企业

期或不定期地对属地企业发展或社区建

提供产品销售和推广站点，协助企业方开

设事务开展调研，及时做好社企沟通，实

展产品配送等服务；社区居民则享有企业

现服务企业职工与服务居民的齐步共进。

产品购买的价格优惠和便捷化服务。二是

二是强化企业工会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

建立社区用户调查及信息回馈调查机制，

内部合作，通过联合举办文化体育活动、

定期免费为企业市场售后及产品满意度提

开展就业指导和心理培训、助弱慰问等活

供跟踪调查，及时在用户体验上与企业方

动，打造社企统一的社会化后勤服务机

开展信息沟通。三是依托社区网站或文化

制。三是针对社区党员开展网络综合学习

广场建设，建立企业产品及企业文化的宣

培训，推进社区属地党建的网络化创建工

传发布平台，将社区打造成为企业文化形

作，不断推进党建服务一体化和信息化。

象宣传的“桥头堡”。四是依托企业社会

四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社区实践基地，强

责任示范点及基地建设，开展企业形象的

化企业职工与社区居民的帮扶互助，提升

对外推介，以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带动企

企业职工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五是加

业品牌的提升。

强企业与社区基础设施资源的共建共享，

4. 文化共融机制，即将企业文化与社

联合社区周边企业、学校、医院以及辖内

区文化建设融为一体，不断强化企业内部

各“封闭小区”，选择性地推进文体娱乐

凝聚力和外在影响力。制订科学系统的社

活动设施场所的互为开放；探索推行“一

企文化建设及推广方案，有效地将企业发

卡通”服务，优先对社区特定群体（如党

展传统与社区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将企业

员、孤寡残疾居民等）在特定时段（如晚
上或周末）内实行免费开放，实现社区资
源利用的最大化；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建

管 理

服 务

同 轨

一 体
社 共

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社区以及其
他社会多元化力量投入相结合的社会化服

党 建

企 建

工 作

联 共

务投融资体制，鼓励社会力量以资金、房
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
社区社会化服务项目。
3. 利益互惠机制，即把握企业发展与
社区发展的利益均衡点，充分调动企业参

动 赢
利 益

文 化

互 惠

共 融

图2

以党建为核心的社企联动机制创新
示意图

133

城市社会治理
SOCIAL GOVERNANCE

文化建设与社区精神塑造融为一体，将企

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

业品牌打造与社区品牌创建融为一体，共

案等环节建立闭环式、完整式管理流程，

同打造既具社区特色又具企业发展风貌的

推动社区管理从条块分割、静态式、科层

社区文化。

化模式向直面群众诉求的扁平式、连贯
式、整合式管理流程的转变。

（二）技术创新：推进社区共建共治
的网络化和便捷化

推进孵化培育、资源共享、公共服务、党

随着网络互动2.0互动技术平台的推

建工作、诉求表达于一体的枢纽型社区综

广和运作，利用网络技术推进基层服务

合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一键式、窗口

的精准化和便捷化，已成为社区建设的潮

式的便捷化社区网络沟通和求助系统。推

流。推进社企混合型社区建设，必须依托

进社区分类化服务创新，联合社会服务

智慧城市建设的这个时代契机，加强社区

公司，为“空巢”、独居、病残等特殊家

网格化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推进社区管理

庭，提供紧急呼叫救助和日常生活照顾的

和服务的精准化、即时化及定制化。

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探索引入便携式、

2. 构建信息化社区综合服务体系。

1. 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推进网格化

可穿戴式医疗预测及报警设备，健全社区

管理包含三个基本内容：空间网格划分、

老年人及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健康档案，

网格化中央信息处理及反馈系统的建立，

拓展网络保健咨询平台，实现对社区特定

以及以问题为核心的管理流程革新。其中

群体的即时性、全程化跟踪服务。

最为核心的是建立中央信息化处理系统。

3. 建立智能化社区纠纷化解机制。依

为此，一是应围绕院落化（封闭式小区、

托智慧党建系统，利用党代表接访约访平

楼道等）地理特点，按照现状管理、方便

台，调解处理社区企业的劳资纠纷，维护

管理、管理对象整体性等原则，科学划定

工人合法权益。整合各智慧终端海量党建

各个网格单元，形成不规则边界线的网

资源，完善青少年工作网络平台，推动团

格管理区域。按照“街道－社区－责任网

建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便捷化，逐步

格”三级网格体系，对责任网格实行“分

实现网络服务从“内容提供”到“产品提

片包干”责任制，明确巡查员工作职责、

供”的转变。搭建物管、家综、居委、街

工作制度、工作标准、工作纪律和工作绩

道四位一体的信息沟通与公共协商平台，

效考核办法。二是推进综合中央网络信息

有效推进社区的共建共治。

指挥系统建设。深入研究城市网格化管理
网格GIS协调机制，按照城市部件管理模

（三）组织创新：提升居民的公共参
与及自治能力

式将管理对象进行分类管理和进行编码，

社区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居

并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建立数据库，明确标

民社区参与和自我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注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位置等信息，

对于社企混合型社区来说，尤其需要通过

实现社区各种信息和资源的精确定位和数

组织方式和制度的创新，提升社区发展的

据共享。三是围绕信息收集、案卷建立、

内在活力。具体做法包括：

系统的关键技术，利用计算机网格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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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合作服务平台，强化社企合作

区互助团体向社区自治组织的角色转变。

的社区互助服务场所及硬件设施建设。尤

一是创立社区文化或互助组织协会，推举

其是加强对互助服务场所的网络化技术支

参与热情较高且时间充裕的退休老人担任

持，促进互助站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配

会员，具体负责社区组织未来发展和内部

合。

联谊事宜；二是探索建立社区议事会议制
2. 拓展群众互助项目，以项目形式带

度，引导社区文化组织协会或民间团体领

动社区居民组织协作能力的提升。比如，

袖参与社区居委会或社区管理联席会议，

开展助贫扶弱项目，成立社区内部助贫扶

赋予其相应的话语权甚至投票权；三是引

弱互助基金，积极引入社会资金，为社区

进专业的社工队伍，帮助居民制订适合社

互助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消费合作项目，

区实情且简单实用的民间议事规则，并通

通过开设社区跳蚤市场，创办“慈善超

过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活动项目设计，快速

市”（“爱心超市”），采取“政府推动、

提升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四是推进社

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社工操作、义工协

区党代表联系群众机制改革，强化党代表

助、百姓受益”的模式，在社区互助站内

与各类群众组织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以党

开展定点捐赠、属地求助和义卖变现等活

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的平稳实现。

动，建立社区慈善捐助的长效运作机制和
或文化教育项目，通过建立社区就业信息

（四）文化创新：打造和谐共享的社
区环境

沟通平台，订立社区企业与社区居民的就

推进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融入与

业互助协议，开辟社区慈善报刊或摊位

整合，塑造社区特有文化品格，强化居民

等方式，帮助居民实现就地就业。推进法

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是增强社企混

律咨询项目，通过引进律师志愿者，免费

合型社区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为此，需要

向社区居民提供律师咨询服务。开展志愿

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社区公

帮贫扶弱的慈善救助体系。推进就业指导

激励项目，联合街道团工委和周边高校，
实行“在读志愿服务学分”“实习安排计

制度创新

制度提升

划”“专业课程安排”等志愿激励机制，
建立志愿者服务与企业考核挂钩制度，探
邻里互助

志愿服务

法律咨询

文化教育

就业指导

计量、贮存和回报制度。 推进邻里互助项

消费合作

⑤

助贫扶弱

索义工“信用银行”，探索社区志愿服务

项目拓展

目，推行“爱心标签”活动，向愿意向临近
重点扶持对象提供临时性帮助的住户发放

宣传启动
文化热身

“爱心标签”，并纳入互助信用银行，作
为享受同等社区服务优惠的条件。

社区互助服务站

3. 实施参与激励计划。随着互助项目
的推进及社区民间团体内部交流的深入，
抓好时机推进自治制度创新，有效实现社

图3

平台建设

以组织创新提升居民参与能力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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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场所，打造具有社区特色品味的文

联谊及资源共享，打破物理和心理空间上

化形象。二是凝练塑造社区文化精神。发

的围蔽与孤立，构建统一的社区共同体意

掘企业及社区历史文化资源，围绕社区发

识。六是推进治安卫生一体化治理工作。

展历史和现实成就，结合周边人文环境，

完善社区治安联防监控网络，实现全社区

凝练社区特有文化品格，设计代表社区形

全方位监控。发展志愿治安服务队伍建

象的标语和标志，增强社区居民的共同体

设，尤其是发挥退休企业党员干部的余

意识。三是加强社区品牌建设。以社区文

热，成立由居民自组织治安卫生环境联合

化精神塑造为基础，统一社区形象标识，

监督小组。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先锋

制定社区标语，规范社区标牌，建立全方

带头作用，构建以“社区党组织—网格党

位的社区标识系统。开展“有形社区”创

支部—院落（楼栋）党小组”为主，志趣

建活动，制订特色文化品牌推介计划。四

型、物业型等功能型党支部为补充的社区

是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举办社

安全、卫生志愿服务队伍，努力打造“社

区“文体节”，以小区为单位，开展体育

区环境、人人有责”的参与机制。积极探

竞赛或特色文化活动评比活动，组建社区

索垃圾分类方式创新，有步骤地推进垃圾

运动队和文娱队，积极赴外参加比赛，有

分类端口向家庭的前移，进一步节约社区

效提升社区知名度和内在凝聚力。五是打

垃圾分类成本，努力打造社区垃圾分类的

破企业与社区之间的文化隔阂。通过文化

“示范型社区”。

注释：
①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1).
②张金鹏,郑庆杰.企业型社区转型的组织嵌入与路径依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7).
③侯渝生,陈健.搞好企业型社区建设的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7).
④“分时式管理”指的是工作8小时以单位管理为主、社区协助管理为辅，8小时以外以社区管理为
主、单位管理为辅；“并行式管理”，即是社区内企业党员在接受企业党委直属管理的同时，根据
所属小区或楼道再选出企业党员代表参与社区党员小组生活或党员联谊，具体参与讨论社区发展事
宜，并负责向同区域的企业党员通报。
⑤具体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社区互助服务计划，设立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社区“货币”(“时分券”)，
以此为媒介在会员中开展服务交换活动。

参考文献：
[1]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1).
[2]张金鹏,郑庆杰,企业型社区转型的组织嵌入与路径依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7).
[3]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4]吴启焰.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M].北京:华夏出
版社,1987 .
[6]程玉申.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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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张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家建设与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陈丁力）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ommunity and Enterprises in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Zhang Bing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mixed community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ety from unit system to community forms. The coexistence and conflict of two
kinds of governance system are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 Chinese
cities, and also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elevant problems.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and promote
urban grassroots community, the key is to start from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to promote internal linkage between community and enterprise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rough mechanism,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innov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can be fully and deeply integrated.
Keywords: urban governance; mixed community; enterprise-managed community; community-level par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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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国际实践及发展趋势
◎

武占云 单菁菁

摘

要： 健康城市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城市化健康问题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本文系统梳理健康城市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发展，基于世界不同地区健康城市
的典型案例，分析全球健康城市的建设特色和实践历程，并从发展理念、组织架构、参
与主体和实施策略等方面对未来全球健康城市的发展进行趋势分析。最后，结合中国
健康城市建设的实际，从统筹建设、规划设计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推进“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健康城市 国际经验 发展趋势 启示借鉴
【中图分类号】R19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5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

设立了健康城市项目。在这一过程中，随

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居民健

着健康观念的转变，健康问题的解决逐渐

康等问题不断涌现，政府和民众逐渐认识

由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型 [1]，健康城市

到健康问题除了受个人生活方式、医疗卫

项目不再局限于最初的健康服务和疾病防

生水平等直接因素影响外，经济社会的发

控，而是发展成为可实施于全球到地方各

展、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等都是影

个层面的系统工程[2]。

响健康的原因，健康城市建设逐步成为世
界各国应对城市化健康问题和追求可持续

一、健康城市的理念与发展

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康城市的建设始于20
世纪90年代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健

早期的健康理念建立在疾病防治基础

康城市项目，目前全球已有4000多个城市

上，在医学领域用来说明人们身体的健康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技术异质性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生产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71473266）
。

138

《城市观察》2017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7

状况。1842年，学者Edwin Chadwick系统

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的有机结合体[10]，并

研究了英国劳工人群的卫生状况并发布了

系统地提出了健康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相关报告，这一成果随后促进了英国城镇

方法 [11] [12]。

健康协会的成立[3]。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

健康城市的理念和实施源于对未来城

提出了三维健康概念，即“健康不仅是没

市运行状态的设想和展望，并由一个发展

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心理的和

目标和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组成。上

[4]

社会的完美状态” 。1984年，“2000年健

述不同阶段健康城市理念体系和评价标准

康多伦多”会议首次提出了“健康城市”

的演变清晰地体现了健康城市理念的拓展

概念，指出健康城市的要旨在于解决城市

与提升，即由最初的公共卫生和医学角度

健康及其相关问题，这一过程需要多部门

发展成为可实施于全球到地方各个层面的

[5]

和多学科的合作与努力 。1989年，世界卫

系统工程（如表1所示）。

生组织进一步定义了四维健康新概念，即
“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

二、健康城市的国际实践

[6]

应健康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 ，
并进一步将健康城市定义为“一个不断

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

创建和改进自然和社会环境、扩大社区资

加拿大渥太华召开，会议通过了《渥太华

源，使人们在发挥生命功能和发展最大潜

宪章》，制定了健康促进的战略框架，随

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随后，在

后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健康城市项目，重

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各地的健康城市建设

点关注城市贫困造成的健康差异、弱势群

逐渐由侠义的公共卫生理念向广义的生

体的需要、公众参与以及其他影响健康的

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

社会经济因素[14]。在当前国际健康城市建

同时，学术界也越来越注意到，医疗

设中，WHO的“健康城市”工程仍发挥

卫生范畴之外的政策过程会对健康的影

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参照

响要素或特定疾病的高风险影响因素产生

WHO的健康城市体系，结合自身实际，开

重要作用。在制定诸如交通政策、住房政

展了各具特色的健康城市建设实践，并取

策、环境政策、教育政策、农业政策乃至

得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财政、税收和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时，
需要进一步突出健康的重要性[7]。Hancock

（一） WHO 框架下的地区实践

（2000）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和经济之

从地区发展实践来看，欧洲是全球健

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地定义了健康城市

康城市的先锋，健康城市建设一直走在世

的框架体系，指出环境支持力、社会凝聚

界前列，其最大特色在于建立了覆盖欧洲

力、经济支撑力和生态可持续性是健康城

乃至全球的健康城市网络。欧洲区于1987

[8]

市的重要特征 。世界卫生组织（2010）进

年开始全面实施健康城市建设，同时制订

[9]

为期五年的健康城市计划，并通过成立

（如表1所示）。国内学者认为健康城市是

WHO地区办事处、健康城市联盟、健康

以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为中心的健康人群、

城市研究合作中心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

一步将健康城市的内容拓展至20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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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时期“健康城市”理念的演变

理念与目标
关注人的生理、心
理、社会健康
WHO（1989）
关注人的生理、心
理、社会和道德的
健康
WHO（20世纪90 多维健康概念：（1）安全、高质量的物理环境；（2） 强调健康人群、健
年代）
可持续、稳定的生态系统；（3）稳固、相互支持的城市 康环境和健康社会
社区关系；（4）公众在涉及身心健康的社会福利和公共 的有机结合
环境等方面拥有高度的参与权；（5）城市可以满足所
有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6）居民能便利的获得广泛、
多样的城市体验与资源；（7）城市经济具有活力、富有
创造性；（8）鼓励居民的文化传统与其他群体相联系；
（9）拥有有利于形成上述八个特征的生态社会模式；
（10）拥有公众健康和病残护理服务标准，保证人人享
有健康；（11）居民拥有高度良好的健康状况。
WHO
提出4个方面共32项指标体系：健康指标（3项）；健康 强调健康服务、环
[13]
（1992~1994） 服务指标（7项）；环境指标（14项）；社会经济指标 境和社会的统一性
（8项）
WHO（2010）
进一步拓展健康概念：（1）强化欧洲内部健康事业， 强调以人为本的公
弥合各国发展鸿沟；（2）促进健康公平，降低国家间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健康发展的差距；（3）健康渗入生活与家庭的方方面 设，强调对紧急事
面；（4）关注青年人健康，促进其为社会贡献；（5） 件的应急能力和社
老年人和残疾人拥有更健康的生活品质；（6）促进心 会监督；强调政策
理健康；（7）减少传染病；（8）减少非传染病；（9） 对健康促进的重要
减少因暴力和意外而带来的伤害；（10）健康安全的环 性
境；（11）生活健康，包括营养均衡、运动充足、健康
的食物等；（12）降低酒、毒、烟伤害；（13）无论何
时何地，人们都有更健康的生活环境；（14）跨行业跨
部门的健康责任；（15）全套的家庭、社区、健康支持
体系；（16）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管理；（17）公平、高
效、稳定、优质的财政支持和资源分配；（18）注重对
健康专业知识、观念和技能的人力资源培养；（19）注
重健康科研投入和研究，建立健康信息和交流系统／平
台；（20）提升全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积极性，健康政策
和策略要覆盖所有国家、区域和阶层
国家卫生城市标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4项）、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4 目标在于改善基本
准（全国爱卫办 项）、市容环境卫生（8项）、环境保护（4项）、重点 卫生条件、防控疾
2010、2014）
场所卫生（4项）、食品和生活饮用安全（5项）、公共 病传染
卫生与医疗服务（8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3项）
国家健康城市标 提出6个方面共25项指标体系：健康环境（4项）、健康 强调城乡建设与人
准（全国爱卫办 社会（8项）、健康服务（5项）、健康人群（3项）、健 的健康协调发展
2015）
康文化（3项）、组织保障（2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提出5个方面共16项指标体系：健康经济（4项）、健康 强 调 城 市 生 态 系
健 康 城 市 评 价 文化（2项）、健康社会（5项）、健康环境（3项）和健 统、社会系统和经
课题组（2013、 康管理（2项）
济系统的健康、协
2014、2015）
调、可持续发展。
WHO（1948）

内涵与评价内容
健康三维概念，“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
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完美状态”
四维健康新概念，即“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健康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和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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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相互合作和推广。

东地中海地区于1990年启动健康城

美洲地区是全球健康城市的发源地，

市建设，其重点在于解决供水不足、环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和加拿大为

污染、住房保障等问题，尤其强调对非传

代表，该地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快

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特点是重视开

速发展。1984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卫

展部门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

生组织国际会议首次提出了“健康城市”

话，促进多部门合作，以实现各类健康促

概念，加拿大多伦多率先响应，积极制订

进活动的整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健康城市发展规划，采取一系列污染防治

从组织结构来看世界各国的健康城市

措施，并以健康社区为基本建设单元，积

建设实践，虽然启动时间、建设重点和取

极推进健康城市建设。美国则通过非营利

得成效不尽相同，但在组织架构上基本采

机构广泛宣传推广健康城市运动，成立了

取了三级体系（如图1所示）。首先是建

政府、民间机构、公众广泛参与的“健康

立政策决策系统，争取政府的政治支持，

城市与社区联盟”。

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其次是组织项目协

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健康城市的重要

调系统，即成立项目执行委员会，并赋予

实践者。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位

一定的决策权和立法权，制定健康城市建

于西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

设规划和行动计划，强化责任分工和相关

国家开始实施健康城市行动计划。随后，

的能力建设。第三是组建可落实的项目实

西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启动了健康

施系统，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分步骤落实

城市建设试点。例如，中国和马来西亚于

战略规划、调动各相关部门协作、推动健

1994年相继启动了“健康城市中国项目”

康服务创新、鼓励社区公众参与、提升公

和“健康城市马来西亚项目”。2003年，

众的健康意识、实施确保健康公平的政策

“西太区健康城市联盟”正式成立，制订

等。

了《健康城市地区指导纲要》，指导和促
进地区间健康城市建设的交流与合作。

从发展阶段看，世界健康城市建设
实践大致经历六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东南亚地区于1994年开始实施健康城

计划准备阶段，旨在引入和推广城市健康

市计划，1999年制定区域内健康城市建设

发展的理念、方法和模式，促进目标城市

行动框架，通过加强区域内的经验交流和

的健康变革。第二阶段是注重发挥公共健

资源共享，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健康城市的

康政策的调控效应，制定综合的健康城市

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

规划。第三阶段重点解决健康不公平、贫

非洲地区的健康城市工作启动较晚，

困与健康、社会排斥以及弱势群体需求等

1999年正式成立非洲区健康城市工作网

方面的问题，着重强调计划整合以及系统

络和区域办公室，并充分借助国际资源促

的监测与评估的重要性。第四阶段更加注

进健康城市的发展建设，广泛开展国际合

重健康公平，以及参与式和民主式的社会

作，如塞内加尔西部城市与法国西部城市

治理，重点关注健康城市规划、影响评价

共同开展了健康城市推进计划，成效显

和健康老龄化等领域的建设。第五阶段更

著。

加注重政策对于健康问题的重要性，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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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区域

全球不同地区健康城市建设及其经验

启动时间

主要特点及经验

欧洲区

1987年开始实施健 建立了覆盖欧洲的健康城市网络，注重健康城市理念和
康城市计划，已完 经验的推广；制订5年一轮的健康城市计划，每个阶段根
成5个五年计划
据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的侧重点，健康城市建设具有较强
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美洲区

20世纪90年代

西太区

20世纪80年代末～ 成立西太区健康城市联盟，分享联盟成员之间的健康城
90年代初
市建设经验，提高项目能力建设，目前联盟成员已经覆
盖西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
的170余座个城市和地区。

东南亚区

加拿大以健康社区为基本单元，推进健康城市建设；美
国组织成立了“健康城市与社区联盟”，注重利用非营
利机构广泛推广宣传。

20世纪90年代

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项目进展较为缓慢，于1999年
制定了区域内健康城市计划行动框架。

20世纪90年代末

启动时间相对较晚，重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合作促进
城市的健康发展。

东地中海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

制订了包括健康城市战略规划、行动方案等一系列规
划，注重多领域参与和多部门合作，积极开展交流与对
话，强调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

非洲区

资料来源：根据翟羽佳（2014）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整理。

政治决策

健康城市项目

市议会

项目执行委员会

专业委
员会

政策管理
委员会

管理委
员会

图1

项目办
公室

项目伙伴

技术服
务小组

城市各职
能部门

医疗系统

工商业

社区组织

健康城市组织框架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马祖琦，2015）和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相关报告绘制。

于创建健康支持性环境、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第六阶段强调实施本地化的环境改善

（二）多伦多健康城市建设实践与经验

计划，创立灵活社区和支持性环境，强调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城市，连续多年

以人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强调

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实际上，在

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社会监督

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多伦多也曾出现过

能力。世界健康城市的发展演进具有一定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市民健康水平下

的内在规律性，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需要

降等各种“城市病”或“亚健康”问题[16] [17]。

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对我国健康城市

为应对这些问题，多伦多在1986年成立了

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健康多伦多2000”委员会，1989年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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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阶段

工作重点

欧洲WHO健康城市工程主要阶段
建设内容和成果

中国进展情况

第一阶段 引入、推广健 创 立 新 的 组 织 ， 作 为 转 变 媒 以“卫生城市”创建为抓手，推
1987～1992年 康 城 市 的 理 介，并引介在城市中展开健康 动城市的健康发展。1989年国务
念、方法和模 工作的方法；参与城市数量35 院印发《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
式
座；明确了城市在推进健康方 的决定》；全国爱卫会在全国范
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围内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
动。
第二阶段 制订综合性的 更具有行动导向，极力强调健 我国开始引入“健康城市”理
1993～1997年 城市健康规划 康的公众政策和总体的健康城 念，1994年开始，全国爱卫办选
市规划；参与城市数量39座。 择部分城市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
健康城市项目合作。
第三阶段 提高健康公平 制定综合、详尽的健康发展规
1998～2002年 和可持续发展 划，建立系统的健康城市评估
和监测体系，着力促进健康公
平；参与城市数量达到50座。

2001年，苏州市成为中国第一个
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申报的城
市，并成立健康城市领导小组，
开展健康城市计划。

第四阶段 推进健康城市 着力于健康城市规划、健康影 健康城市进入快速试点阶段，上
2003～2007年 规划、影响评 响 评 估 ， 重 点 促 进 老 年 人 健 海、杭州、苏州等多个市（区、
价和健康老龄 康。这一阶段的民众参与性大 镇）纳入健康城市试点。
化
大提高，治理范围扩大。
第五阶段 实现所有地方 强 调 政 策 中 的 健 康 和 健 康 公 我国卫生部提出“健康中国2020
2008～2013年 性政策的公平 平 ； 倡 导 在 制 定 诸 如 交 通 政 战略”，健康城市计划开始在我
性
策、住房政策、环境政策、教 国蓬勃发展。
育政策、农业政策乃至财政、
税收和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时，突出健康的重要性。
第六阶段 实现更加本地 更 加 关 注 于 健 康 、 公 正 、 幸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
2014～至今 化的环境改善 福；处理欧洲地区主要的传染 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
计划；创立灵 病和非传染病；加强以人为本 意见》2015年，全国爱卫办出台
活社区和支持 的设施系统和公共卫生服务体 了《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
性环境
系容量，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 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
理能力和社会监督；创立灵活 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
社区和支持性环境。计划参与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颁布实施
城市53座。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
国健康城市由试点探索走向全面
建设阶段。
资料来源：根据翟羽佳（2014）[15]、许从宝（2015）[1]以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相关报告整理。

健康城市办公室，致力于推进健康城市的

即生活区、商业区、工业区和机构区，并

建设与组织协调。

对各类功能区限定了明确的范围和用途，

多伦多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经验在

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业和交通对人类健康的

于：一是在城市规划中划分适度的功能分

影响，充分保障居民拥有健康的生活居住

区。为控制开发建设强度、保障居民身心

环境。二是重视“健康社区”建设。以社

健康，多伦多当局设定了严格的分区制，

区为单元，加强健康城市的基础建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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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推广不依赖城市水电系统和污水处

考、地方行动”的策略，组织媒体、学校

理系统的健康建筑，以减少资源环境消耗

和社区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健康利物

和环境污染。

浦”的讨论，有效地推动了民众在促进健

（三）利物浦健康城市建设实践与经验
利物浦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是工业

康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三、全球健康城市发展趋势

革命时期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英国最早
加入WHO健康城市计划的城市。在工业

回顾全球健康城市的发展历程，“健

革命后期，城市的急剧发展导致医疗不足

康城市”的理念已经形成全球共识，“健

和住房紧张等问题凸显，城市空间日益拥

康城市”建设广泛持续推进，跨地区和跨

挤，居民健康状况出现下降。至19世纪80

行业的健康促进行动正在深入开展。在我

年代，利物浦的肺癌死亡率甚至位居世界

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已被纳入国家

第1位，由此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启

“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战略”

动了一系列社会、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改

和健康城市建设也已全面启动。基于当前

革。英国自1995年起开始实施空气质量改

的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形势、

善战略，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必须严格执行

新变化，未来，全球健康城市发展将呈现

空气质量监测、评估与公示，未达标的城

以下发展趋势。

市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强制在规
定期限内促进空气质量达标，并同时启动
“健康城”建设计划，而利物浦就是最初
打造的九座“健康城”之一。

（一）发展理念：关注经济社会与人
的健康协调发展
健康城市的理念源于包括健康问题在

利物浦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经验在

内的各类社会和环境问题频发，以及人们

于：一是制订明晰的城市健康计划。1991

健康观念的转变。随后，人们开始意识到

年由相关部门与市民共同起草了城市健康

各类环境因素甚至比个人生活方式、医疗

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居住、失业及贫穷、

卫生条件对健康的影响更具普遍性，众多

环境、意外事故、儿童行为、资源滥用、

健康问题是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

心理健康等方面，并制定了详细的分阶段

的结果，健康观念的转变使得健康问题的

实施目标与步骤。二是推动行政体系的跨

解决由医学模式转向社会综合模式，甚至

部门合作。1987年，利物浦成立了由多个

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坚

部门组成的跨部门协调委员会，旨在解决

定践行健康城市理念。例如，在城市治理

城市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亚健康问

环节，包括居住、交通、大气环境等众多

题，该跨部门委员会随后改为健康城市办

领域优先考虑健康相关的政策，并评估所

公室，负责健康城市项目的具体实施和运

有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在社会建设方面，

作，同时推动跨部门的协调和联合行动。

重点保障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就业、

三是重视健康理念的推广与宣传。1988

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建立更加公平更

年发表的“利物浦宣言”提出了“全球思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2016年11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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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明确

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的界线和隔阂”。

了健康城市治理的五大原则，其中之一便

从全球发展实践来看，建立以政府为主

是“改善社会、经济、环境所有健康决定

导、多元主体参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有

因素”。本文认为，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

利于将健康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实践

是多元的，通过促进城市健康经济、健康

者、管理者整合到统一的框架体系内，更

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的

好地为健康城市建设发展服务，这将是未

协调发展（如图2所示），最终形成经济高

来健康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效、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文化繁荣和宜
居安全的可持续城市健康发展格局。

（三）参与主体：注重非政府组织和
社区层面的广泛参与

（二）组织架构：建立以政府主导的
跨部门协调机制

是社区机构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健康

健康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理

城市计划的成功与否，自世界卫生组织推

念与模式必然要求健康城市建设是跨部门

行健康城市项目以来，社区层面的参与，

协作，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与协调冲

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与合作贯穿

突，使有限资源达到效益最大化。因此，

于健康城市需求评估、规划制订、活动实

全球健康城市的发展始终遵循跨部门协作

施与监测评价等各个环节，多组织合作、

的原则。如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倡议建立健

社区广泛参与已经成为健康城市建设的基

康领域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指出“健康促

本形式。目前，我国健康城市的建设也充

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

分借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

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社区层面的合

合的策略，强调推进“健康社区”“健康

作，需要打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公

医院”“健康学校”“健康单位”等“健

全球发展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尤其

康细胞工程”建设，倡导政府、居民、企
业、学术机构等共同参与健康城市的规
划、设计、执行和评估，最大程度促进健
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实施策略：倡导面向健康的城
市规划、建设与管理
世界各国在健康城市建设中普遍重视
健康城市规划的制订。例如，在城市规划
环节，除了要求在物质空间环境、城市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满足居民健康需
求，越来越多的规划将针对儿童、妇女、
老年人等亚人群细化建设健康城市的实
图2

未来健康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施要求，全面落实“人人享有健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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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2015年全国爱卫办出台的国家健康城

者达成健康共识，合理辨别机遇和制约

市标准则将各城市是否制定健康城市规划

因素，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要求“用科学方法开

二是制订规划。识别物理环境和社会环

展健康城市需求评估，在健康城市需求评

境中的短板，科学诊断城市发展中的“亚

估的基础上，制订科学合理、针对性强、

健康”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基础设施建

目标明确的行动计划”，同时还要求在城

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

市规划总体框架体系下更加注重“健康理

点领域和项目，并设置优先级别，分步分

念”的应用，如海绵城市规划、“多规合

类地有序实施。三是实施与评估。国内外

一”规划等。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

健康城市实践普遍认同监测与评价的重

更加强调生态系统、用地约束对城市健康

要性。未来，在健康城市规划与实施的同

发展的重要性，多措并举地推进城市健康

时，将更加强调建立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

发展。

合的健康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监

未来，健康城市发展将进一步遵循

测评估的内容和要求，以及时发现并解决

以下框架体系（如图3所示）。一是引导

问题，不断改进实施计划，从而保证健康

达成共识。引导城市发展的健康理念，推

城市建设更加合理有序地推进。

动当地政府、居民和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

四、结语与启示
健康活力城市

设施

学校
工作场所
医疗保健
休闲及体育
设施

所有人积极生活及参与体育
活动的机会

人口组织

2016年，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
所有居民

儿童及青年
社会环境
建筑环境
交通、土地利用、 平等、收入、社会
老年
城市规划、绿地 保 障 、 社 会 凝 聚
力、文化
残疾人
当地政府
当选官员、城市规划者、体
育休闲、健康、交通、教
育、执法、旅游

邻里
参与者
居民、民间团体、志愿者部
门、私营部门

社会经济地
位低下的人
口及邻里

的深入实施和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的召开，我国城市健康发展迈入了全新阶
段。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健康
发展理念逐渐融入各项公共政策；地方层
面的实践丰富多样，城市规划、建设和管
理的各环节坚定践行健康城市理念；国际
层面的健康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的健康促

其他少数群
体及高危群
体

进理念和实践经验逐渐走向世界。然而，

雇主

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居民的健康需
求快速增长，健康服务资源相对不足、医

交流
参与

疗卫生资源调配不均、健康发展水平地区
差异较大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最

干预
长期
短期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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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项目
规划
基础设施战略
通信

健康城市发展体系示意图

大限度地促进健康公平、实现全体国民共
享发展成果，是健康中国2030目标实现的
重要保障，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所在。本文建议未来我国城市的发展应着
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期通过健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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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健康

服务的发展，不断提升落后地区的教育和

中国2030”战略目标的实现。

健康水平等。

一是在规划设计层面，应在国家顶

三是保障机制层面，应借鉴国际经验

层设计框架体系下，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

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我国的健康城市发展

“健康型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及其相关

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家卫生城

公共政策影响到健康城市的方方面面，在

市”创建活动。与卫生城市相比，健康城

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市的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健康经济、健康

作用。因此，各地应结合健康城市目标，

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等

进行科学的健康城市规划和设计。在城市

方面，应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定量和定性

规划和设计环节，除了要求在物质空间环

指标相结合的健康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

境、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满足

系，明确监测评估的内容和要求，通过设

居民健康需求，还应针对儿童、妇女、老

计合理的公共政策、建立动态评价机制，

年人等亚人群细化建设健康城市的实施要

重点改善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确保

求，全面落实“人人享有健康”的理念。

健康城市建设更加合理有序推进。

二是在技术应用层面，应更加注重借

四是在理论研究层面，应更加注重多

助智慧化、信息化的手段，推动健康城市

学科的互动融合。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各

的智慧发展。当前已有不少城市借力智慧

种社会问题交互作用和集聚“爆发点”，

城市建设，在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

单纯基于公共卫生的认知模式难以有效

管理、智慧教育等领域积极探索。未来，

解释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健康问题。未

各地应继续深化信息化的智慧应用，推动

来，应基于多学科融合视角，分析、探寻

形成智能高效的健康城市管理模式，如健

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疾病

生态、文化等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寻

预防控制能力，加强远程教育、远程医疗

找更加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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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Trend of Healthy City
Wu Zhanyun, Shan Jingjing
Abstract: Healthy City is the main route for countries to deal with series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to attain the targe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healthy
cite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about the concept and evolution of healthy city, analyzes the important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global health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concep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participation bodi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healthy cities.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facts of healthy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Healthy China 2030 Strategy from the aspect of design, technology,
mechanism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Keywords: healthy city; international practice; development tre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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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集聚视角下
中国城市水污染治理研究
◎

聂

欣 陈

健

摘

要：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产业

集聚为视角，利用我国2003-2014年251个地级市的数据来研究产业集聚对我国的水污
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于水污染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
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发展初期集聚程度较低时，产业集聚将会恶化地区的水环境状
况，当集聚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产业集聚将表现出环境正外部性从而缓解环境污染现
象。同时，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典型的门槛效应。此外，环境管制强度的
提升将会使产业集聚更好地发挥其环境正外部性，反之环境管制强度较低时，产业集
聚可能造成周边的环境污染。根据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产业集聚区
内，严格环境准入，深化项目管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用水效率；完善相关
排污费政策，落实排污的主体责任。
关键词：产业集聚 地级市 水污染 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6.016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

一、引言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①。对于环境保护而言，
水污染问题无疑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

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环境问题。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市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和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
（714731052）；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项目（攀登计划）“基于产业集聚视角下中国水污染治
理研究”（pdjh2017b0070）。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公共治理视角下广州污水治
理体系的建构研究”( 批准号 :14Y2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中国水
务产业市场化模式、绩效与路径选择研究”( 批准号 :GD14XYJ1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
划学科共建项目“中国城市水务行业效率评价研究 : 基于跨国比较的视角”( 批准号 :GD15XYJ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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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污染而受到的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

而言产业集聚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外部性。

元，而居民因此受到的健康损失更是无法

地区通过集聚化的发展，深化地区行业间

估计。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环境问题，

专业化分工，达成基础设施平台共享并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将保护环境上升为

发知识溢出等外部性效应，对优化地区的

基本国策。政府在“十五”规划中更是明

产业配置，提高城市竞争力以及促进地方

确提出2005年我国化学需氧量及二氧化硫

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产业集聚化发

排放量减少10%的具体目标。党的十八大

展已然成为地方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从

报告首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并把生态文

理论上看，王兵和聂欣归纳出产业集聚应

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2015年4月国务

该在三个方面对缓解环境污染起到积极作

院正式发布有最严“水十条”之称的《水

用 [1]：第一，新地理经济学认为，协同创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明确规定：到

新环境下企业间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的主

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要动力，相关清洁技术的扩散能够促进区

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

域内污染减排；第二，考虑规模经济与专

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毫无疑问，“水十

业化分工，集聚区内企业能够实现治污规

条”充分彰显了我国政府“铁腕”治理水

模效应，降低单位治污成本；第三，从循

污染的决心和信心，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全

环经济角度，集聚内部可能产生资源循环

国水环境及饮用水安全保障形势严峻。

利用，从而减少污染排放。然而，随着我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显示，我国

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产业集聚

黄河沿线各省份企业的工业废水大量排入

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却

黄河，且排放数量趋势逐年增多，但是黄

也经常伴随着河流水污染诸多污染问题。

河沿岸的污水处理能力却没有及时跟上，

因此，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我国的

且同时也存在大量非法排放的现象，而上

产业集聚的发展对于水环境会造成怎么样

述种种问题导致了黄河水系污染程度的

的影响？集聚程度的提高是缓解环境污染

加剧。根据最新的2015年中国环境公报显

还是造成环境恶化？这对于实现环境保护

示，我国全部927个水质观测点中，Ⅰ类

和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

水质断面占比仅为2.8%、II至Ⅳ类水质断

导和实践意义。

面占比分别为31.4%、30.3%以及21.1%，
而Ⅴ类以及劣Ⅴ水质断面占比为5.6%和

二、文献综述

8.8%。纵观我国近年来整体的水环境状
况，水质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整体形

目前学界关于集聚与环境污染问题的

势还是不容乐观。近几年我国代表最好水

研究主要有几条脉络主线：集聚与环境污

质的Ⅰ类断面水质仍然较低，而还有相当

染两者直接的关系研究、对于“污染避难

数量的Ⅴ类以及劣Ⅴ断面水质。

所”假说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

集聚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验验证等。

引擎，发展各类产业集聚区也被认为是一

现有文献对此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

种有效的发展方式，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

染的影响进行过诸多讨论。从现有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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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者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对于

济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研究发现产业集

缓解环境污染的积极作用：新地理经济学

聚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会导致环

认为，协同创新环境下企业间技术溢出是

境污染现象的发生 [8]。张健通过分析珠三

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力，相关清洁技术的扩

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现象发现，珠三角地区

散能够促进区域内污染减排；考虑规模经

产业集聚区形成后的产业具有高污染的特

济与专业化分工，集聚区企业也能通过治

点，集聚现象的形成会带来 “三废” 排

污的规模效应来降低单位治污成本；从循

放量的增加，从而造成环境污染[9]。Martin

环经济角度来看，集聚内部可以产生资源

等人的研究同样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带来的

循环利用，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但新经济

规模增加会造成周边环境污染[10]。

地理学同样认为，随着集聚区集聚程度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集聚有效缓解了环

提高，区域内部将会越来越“拥挤”从而

境污染。陈建军和胡晨光通过对我国长三

产生拥挤成本，而环境污染现象则是拥挤

角地区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

成本增加所产生的典型后果。对于经验研

将推动集聚区内产业的技术进步，而技术

究方面，对此集聚与环境污染两者直接相

的改进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污染物

互的研究也未能得到统一的结论。

排放强度，因此产业集聚可以缓解环境污

一种实证观点认为集聚加重了周边

染问题 [11]。王崇锋和张吉鹏通过分析我国

区域的环境污染：Virkanen分析利用芬兰

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活动发现，高程度的制

地区工业企业数据匹配污染排放数据后认

造业集聚能够有利于协调城城市的发展关

为，工业企业的集聚活动是导致芬兰南部

系[12]。闰逢柱等利用我国制造业数据，分析

地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Frank研究了

了2003-2008年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

全球200多个城市空气数据与产业活动数

染的关系，其研究认为产业集聚区成立的

据，文章认为城市密集发展的地区往往空

早期对于周边的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但长

气质量较差，他认为经济的集聚发展引起

期后上述影响将会消失[13]。龚健健和沈可

了环境污染[3]。Verhoef和Nijkamp同样研究

挺通过研究我国高耗能行业的产业集聚发

了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研究发现工业

现，上述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达到节

集聚导致了环境污染，并认为环境管制的

能减排的效果，进而缓解环境污染现象[14]。

加强会缓解环境污染的同时将降低经济发

陆铭和冯皓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同样发

[4]

展的集聚程度 。冯薇（2006）研究认为

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有效降低单

产业集聚同样造成了环境污染，并提出发

位GDP工业排放[15]。

展园区内循环经济等方式来提高集聚区的
[5]

另外，也有非常多的经验研究发现集

环境治理能力 。Moriki 等人分析表明，

聚与环境污染呈现非线性或者不确定关

产业集聚所导致的企业规模增大会引起区

系。李勇刚和张鹏利用我国省际产业集聚

[6]

域内污染物排放的增加 。Duc通过研究越

与环境污染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三大地区

南河流周边工业排放数据同样发现，工业

（东、中、西）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具

[7]

集聚是导致河流污染的重要原因 。侯凤

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东部的环境正外部

岐利用我国城市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的经

性大于中西部地区 [16]。总体而言，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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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U”型关系，且

为“N”型关系 [23]。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上

目前我国处于曲线前半段，因此未来我国

述曲线其实并不存在。Kearsley和Riddel分

[16]

集聚程度提高将有助于缓解环境污染 。

析发现国别间的经济收入与环境污染状况

李筱乐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并不明显因果关系，且对于环境库茨涅茨

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并且

曲线中的“拐点”理论提出了质疑[24]。

认为市场化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17]。张

通过上文研究脉络梳理可以发现，产

可和汪东芳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研究了经

业集聚与环境的相关问题是一个被众多学

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其认为二者呈

者研究分析的热点问题，但仍然存在几个

[18]

现交互影响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 。

方面的缺陷：第一，研究层次不够深入。

由此可以看出，现有经验研究并未在集聚

现有研究绝大多数将研究角度放在省份、

与环境治理效果的问题上得到一致结论。

产业等宏观层面，上述视角虽然能够全局

现有文献对“污染避难所”假说也进

考虑集聚与污染的关系，但估计结果往往

行过诸多经验研究。He等利用我国省际

不够精确，可能忽视区域内局部污染加剧

SO2排放数据也证明了外资存在上述 “污

的情况。第二，研究指标的选择单一。现

[19]

染避难所” 效应 。对此也有持有不同意

有研究要么大部分是研究工业污染或者

见，认为“污染避难所”现象并不存在。

是生活污水污染。第三，研究方法不够严

李小平和卢现祥利用我国数据发现，中国

谨。现有研究大多利用面板数据进行OLS

[20]

并不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对于现有

或者固定效应分析，忽略了产业集聚与环

数据验证“污染天堂”假说得到不同的结

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利

论，Ederington认为其中主要问题在于样

用我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

本的选择，具体而言，选择发达国家样本

和随机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来研究产业

的研究上述现象都不会太明显，这是因为

集聚对我国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影

发达国家内部环境管制程度差异并不大，

响，同时，更进一步地利用门槛效应模型

因为企业在选址上并没有过多考虑环境管

进行补充分析，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

[21]

制的因素 。而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那
么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并不大，这就可能导

三、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致企业的排污成本并不大，因此环境规制
对于企业的约束并不高[21]。

考虑到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目前对于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研

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我们使用面板门

究也有部分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环境库茨

槛效应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进行

涅茨曲线的验证，很显然在增长过程中所

分析。与传统的非线性方法（多次项、广

发生的经济集聚现象是环境污染产生的重

义模型）相比，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具有以

要原因。但目前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对于

下优势：第一，方程形式非常灵活，不需

该曲线的形状有着不同的结论，Panayotou

要给定其特点的非线性表达方式，且具体

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

门槛值及数量非外生；第二，采用自抽样

[22]

“U”型关系 ，而Fried和Getzner则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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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置信区间，估计结果更为合理准

两类，一类是度量其就业人数的区位熵指

确。门槛效应模型相对于线性模型更为精

标，另一类是度量就业人数的面积密度。

确地探究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这对于

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我们同时选取上述

学者研究事物之间关系非常重要，而且对

两类指标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区位熵指

于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

标计算公示为：

的基准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2）

（1）
其中，Pollutionit是水污染指标。上一
节省级层面样本度量水污染是使用水污

其中，qij为城市j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q i为制造业全国范围内的就业人数；q j为

染排放强度以及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两类指

城市j就业整体人数；而q为全国总体就业

标来度量。由于本文旨在城市层面进行研

人数。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究，因此基于城市层面可得的水污染相关

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而就业人数

数据，我们选取城市层面的工业废水排放

的面积密度指标我们采用就业人数与城市

量城市污水排放量来度量。工业废水是指

行政面积之比来衡量，这一衡量指标被广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液，其中

泛应用于城市层面的产业集聚程度的计算

含有随水流失的工业生产用料、中间产物

中[25]。对于就业人数的对象选择，《中国

等污染物，其统计方式主要为工业企业自

城市统计年鉴》中包括非农从业人员、单

身上报；城市污水则是排入城镇污水系统

位从业人员、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第二

污水的统称，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排污污

产业从业人员、制造业从业人员等分类，

水处理系统的工业废水，另外还包括降雨

并且同时区分了全市以及市辖区。考虑到

径流等，其统计方式主要是计算城镇排水

区位熵指标已经选取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管网系统流量。上述两类水污染指标都能

情况，因此为了更多元化的度量城市的产

很好地反映地区间的水污染排放情况。城

业集聚情况，此处我们选择非农就业人员

市污水数据最早完整记录年份为2006年，

作为人口数量指标。而对于城市面积的选

工业废水数据最早记录年份为2003年，

择，有些学者使用全市总面积，也有学者

因此本文城市污水排放数据选取时间为

考虑到西部地区会出现地少人稀的情况而

2006-2014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排放数据

使用市辖区面积。但使用市辖区数据也会

选取时间为2003-2014年，剔除数据缺失

出现新的问题，因为中、东部由于城镇化

较多的城市后，主要包括了251个地级市

的兴起，在非市辖区行政区域内已经出现

的数据。城市污水排放数据来自于《中国

了非常多的工业集聚现象。因此，综合考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市工业废水排放

虑本文还是将范围选择为全市，但剔除一

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些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异常值样本。

同样，lnGit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
产业集聚程度。现有文献中，分析城市层

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具体控
制变量如下：第一，选取各城市人均GDP

面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主要选择城市的

（万元/人）、职工平均工资（万元）以

就业人口来进行度量，且主要度量维度有

控制各个城市的经济状况。第二，分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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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占比（%）、固定

污水排放则越大，而职工工资水平则与地

资产投资额（万元）、工业用电量（万千

区间水污染指标不相关。第二产业GDP占

瓦时）以研究各地区产业规模、产业结构

比越大、地区的工业用电量越多、FDI越

的相关影响。第三，依照目前经典文献的

大，则该地区间废水排放也越多。

普遍做法，控制FDI、研发投入等变量，

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

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于工业废水相关回归而言，区位熵估计一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

次项以及二次项的系数都显著，而就业密

治区）统计年鉴，所有价值量数据均已价

度指标的显著性较低。对于生活污水相关

格平减。为消除相关异方差的影响，本文

回归而言，区位熵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的系

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进行基准回归

数都显著随机效应估计则不显著，而就业

之后，我们将进一步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

密度指标的同样显著性较低。整体来说，

型分析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具体的估

可以发现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

计方程设定如下：

关系。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集聚程度的
提高将会恶化地区的水环境状况，表现出
环境负外部性。随着集聚区的逐渐发展，
（3）

当集聚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产业集聚将表
现出环境正外部性。就其余控制变量的结

四、实证结果

果来看，人均GDP的估计显著为正，代表
地区的经济越发达，该地区污水排放则越

根据上述设定的研究模型，基准模

大，而职工工资水平则与地区间水污染指

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和表2。从基准模型的

标不相关。第二产业GDP占比越大、地区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工业废水相关回

的工业用电量越多、FDI越大，则该地区

归而言，区位熵估计一次项以及二次项的

间废水排放也越多。

系数都显著，而就业密度指标的显著性较

下面，我们在利用门槛模型进行分

低。对于生活污水相关回归而言，区位熵

析。在回归之前，门槛模型需要先确定门

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都显著随机效应

槛值的个数，按照经典文献的通常做法。

估计则不显著，而就业密度指标的同样显

我们将区位熵指标、就业密度指标分别作

著性较低。整体来说，从城市层面的估计

为门槛变量，依次假定存在三个门槛值，

结果，本文可以发现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

具体得出计算出的F统计值、P值以及门槛

呈现倒U型关系。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

值，具体结果见下表（表3和表4）。

集聚程度的提高将会恶化地区的水环境

从 表 3 可 以 看 出，在 工 业 废 水 回 归

状况，表现出环境负外部性。随着集聚区

中，区位熵指标具有门槛效应，且单一

的逐渐发展，当集聚提高到一定程度后，

门槛F值为13.218，P值为0.017，门槛值为

产业集聚将表现出环境正外部性。就其余

1.254。而在表4的生活污水回归中，区位

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人均GDP的估计显

熵指标以及就业密度指标均不显著，表示

著为正，代表地区的经济越发达，该地区

该回归中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下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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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位熵
2

区位熵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Ⅰ）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2.082**

1.212***

(2.39)

(4.99)

-0.507*

-0.812**

(1.73)

(2.30)
-0.735

2.587**

(0.84)

(2.23)

-4.384

-5.363

(0.39)

(0.29)

就业密度
就业密度2
人均GDP
职工平均工资
第二产业GDP占比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用电量
R&D投入
FDI
Obs.
Adj.R

2

0.181**

0.153***

1.721***

1.335***

(2.49)

(4.65)

(12.08)

(4.29)

1.358

2.858

-1.149

0.817

(1.22)

(1.11)

(1.32)

(0.42)

0.569**

0.385*

0.836***

0.186**

(2.03)

(1.91)

(3.08)

(2.01)

0.026

0.062

0.035**

0.011

(1.09)

(1.33)

(2.09)

(0.78)

0.214**

0.161***

0.097*

0.311***

(1.99)

(4.32)

(1.89)

(2.70)

0.001

0.007

0.035**

0.014

(0.37)

(0.42)

(2.09)

(0.78)

1.094**

1.002***

1.290***

1.721***

(-2.19)

(-4.19)

(8.58)

(12.08)

251

251

251

251

0.21

0.30

0.25

0.1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0；估计标准误聚类到城
市层面。

究中，将主要利用工业废水指标进行分

短，导致短期内大量企业在该地区聚集，

析。

将产生“拥挤效应”，使得区域内资源消
在上述分析中，产业集聚对于水污染

耗速度加快、污染物排放增多，经济活动

的门槛值为1.254。即平均来说，当地区的

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增多等等，而同一时

产业集聚程度低于1.254时，产业集聚的

间，产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并不能有效

环境外部性为负，产业集聚将对水环境造

地发挥作用。

成污染问题，从时间来看，产业集聚程度

而随着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产业集聚

较低时，该地区产业集聚活动发展时间较

区内企业将逐渐发挥外部性优势，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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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II）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区位熵
2

区位熵

(1.86)

-0.017

-0.026

(1.13)

(0.95)

0.183**

0.153***

1.729***

1.331***

(2.43)

(4.67)

(12.12)

(4.19)

1.353

2.858

-1.144

0.821

(1.21)

(1.11)

(1.32)

(0.43)

0.564**

0.339*

0.836***

0.184**

(2.12)

(1.92)

(3.03)

(2.03)

0.026

0.063

0.035**

0.011

(1.09)

(1.34)

(2.04)

(0.72)

0.212**

0.164***

0.097*

0.313***

(1.99)

(4.32)

(1.83)

(2.71)

0.001

0.007

0.034**

0.015

(0.33)

(0.43)

(2.02)

(0.63)

1.094**

1.002***

1.290***

1.721***

(-2.17)

(-4.13)

(8.53)

(12.11)

251

251

251

251

0.17

0.23

0.28

0.16

R&D投入

Obs.
Adj.R

(4.23)
(2.06)

固定资产投资

FDI

-0.127*

(0.23)

职工平均工资

工业用电量

-0.636***
0.059**

就业密度2

第二产业GDP占比

0.084
(-1.35)

-0.236

就业密度

人均GDP

0.176
(-0.77)

2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0；估计标准误聚类到城
市层面。

聚程度大于1.254时，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

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对于

性为正，产业集聚将发挥规模经济、先进

水环境的影响的确不同。具体而言，产业

技术外部性、成本降低等自身优势，使得

集聚程度低于门槛值时，区位熵的估计结

企业的治污效率提升，从而集聚区内的环

果为1.408且显著，即表明集聚程度与水污

境污染现象得以缓解。

染程度成正相关。但产业集聚程度高于门

为方便对比分析，本文将对样本按照

槛值时，样本所得估计结果为-1.026并且

门槛值分类、固定效应以及系统GMM的

显著为负，即产业集聚表现出了环境的正

方法依次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5。估

外部性，将降低水污染的排放。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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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工业废水

区位熵

F统计值

P值

BS数

单一门槛

13.218**

0.017

500

二重门槛

3.242

0.211

500

三重门槛

4.512

0.173

500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值

1.254

就业密度

F统计值

P值

[0.992,1.475]
BS数

单一门槛

3.42

0.285

500

二重门槛

2.32

0.431

500

三重门槛

4.51

0.393

500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0。

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生活污水

区位熵

F统计值

P值

BS数

单一门槛

2.238

0.325

500

二重门槛

2.242

0.332

500

三重门槛

4.512

0.473

500

就业密度

F统计值

P值

BS数

单一门槛

1.42

0.485

500

二重门槛

2.31

0.321

500

三重门槛

2.51

0.493

500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0。

能正是产业集聚的相关门槛效应，使得一

色发展的双重压力，如何实现集聚化发展

些线性估计结果并不准确，也使得现有文

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共赢已经成为决策者面

献对于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并未得到一

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本文利用我国

致的结论。再看第（2）（3）列的估计结

2003-2014年251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产业

果，无论是固定效应还是系统GMM分析，

集聚对水污染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利用门

估计结果均与前文的基准回归一致。

槛效应模型分析进行补充分析，得出如下
研究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典型
的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产业集聚程度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较低时，集聚程度的提高将会恶化地区的

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阶段，

水环境状况，表现出环境负外部性。而理

我国经济将面临深化结构改革和坚持绿

论上治污的规模效应、生产资料的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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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门槛模型与其他模型估计结果对比：工业废水
（1）

（2）

（3）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

门槛估计

固定效应

SYS-GMM

2.772***

1.489***

区位熵

1.408**

（产业集聚程度低于门
槛值）

(2.35)

区位熵

-1.026***

（产业集聚程度高于门
槛值）

(-4.37)

区位熵

(4.19)

(7.19)

Abond test

-2.213

For AR(1)

[0.007]

Abond test

0.024

For AR(2)

[0.941]

Sargan test

24.125
[0.471]

Obs.

251

251

251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0。

用、先进排污技术的溢出等产业集聚的环

理。各产业集聚区应综合评估区域的环

境治理优势，短期内可能并未充分发挥利

境承载力、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资源禀

用。随着集聚区的逐渐发展，当集聚提高

赋、产业发展基础、交通物流运输等因

到一定程度后，产业集聚将表现出环境正

素，制定本区域新进入企业的环境准入评

外部性，此时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将缓解

价体系。园区管理机构应侧重在支持有利

水污染问题。

于构建企业间生态工业链的企业进入集聚

第二，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

区。各园区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

呈现典型的门槛效应。产业集聚程度低于

政策，严格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严控

门槛值时，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将恶化我

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园区管理机构应

国的水环境，而产业集聚程度大于门槛值

以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为抓手，落

的时候，产业集聚又可以缓解环境污染现

实园区内企业的清洁化、循环化、生态化

象。

改造，促进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我国

产业集聚和水污染治理问题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第一，严格环境准入，深化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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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减排。
第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
用水效率。对于集聚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各个园区管理机构可以按照周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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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统筹兼顾、积极建设、财政补贴、市

手，提高企业的排污成本并对相关政策进

场运营的准则，开展园区内的相关基础设

行严格执行，可以从源头“倒逼”企业加

施建设工作。具体而言，我国集聚区内，

大技术投入、提升企业生产率。政府同时

特别是工业集聚区内，应该加强废水处

可以给予企业在排污技术引进相关减税的

理厂、综合给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扶持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费

每个园区都要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

用，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流”。

并且，政府在监管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排污

第三，完善相关排污费政策，落实排

的主体责任，将污染物排放产生的环境后

污的主体责任。合理的排污征费政策可以

果落实到位，使得企业真正意识到既“不

作为政府管理企业污水排放问题的主要抓

能偷排”也“不敢偷排”的现实。

注释：
①来源于人民网http://env.people.com.cn/n/2015/0416/c1010-26854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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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ie Xin, Chen Ji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of academic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by using the data of 251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ver the period of 2003-2014.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water pollution is not simple linear relation, but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o be specific, when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is low at the
earl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worsen the situa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show the externalities of the environment to ease the phenomen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sents a typical threshold effect.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will mak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etter pla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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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the contrar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y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s low.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environmental access and deepen project management,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enterprise efficiency of water use,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sewage charges policy, and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pollution
discharge.
Key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efecture level city; water pollution;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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