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

总第55期

城市研究高端学术期刊

聚集全球城市研究智慧资源

构建城市科学发展公共智库

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广州走向全球城市的思考
从粤港澳大湾区看南沙的独特性与协同发展
广州2035总体规划战略思考与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总结
城市生态用地管控：问题及规划管理建议
——以深圳市为例

——第六届“城市观察”圆桌会议在广州举行

6月1日，由广州市社科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

度。林教授认为，大湾区的发展首先要发挥产业优势。

主办，《城市观察》杂志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华

广东的产业优势在制造业，大湾区的职能应该服务于广

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承办的第六届“城市观察”圆

东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它的基本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应

桌会议——“粤港澳大湾区与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广东

该尽量降低服务业的贸易壁垒，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外语外贸大学行政楼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的服务业开放。

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

此外，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主要

的建设与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隋广

从空间经济学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广州市政府

军教授，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

研究室李文新副主任论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与广州创新发

记、主席曾伟玉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会议由广州市社

展；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李慧从创

科联副主席郭德焱主持。

新数字化运用角度谈如何打造世界级湾区。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下午的主题演讲，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粤港澳大

主任潘英丽教授主要是从“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同时应把握几个重要方

的双轮驱动谈粤港澳大湾区的角色定位；广东外语外贸

面：一是兼顾统一规划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二是充

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从加快金融创新角度谈大

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经济的各自优势，三是突出解决资源

湾区建设；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刚教授论述了大湾

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障碍，四是将广东率先打造成高水平

区与城市群建设；广州市社科院原副院长、广东亚太创

开放的前沿，五是努力建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湾区经济

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江华研究员主要从先进制造业的发

带。他还认为，大湾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要贯彻“创

展角度谈湾区开放新格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贸易中心主任陈万灵教授就广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对外经贸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主要从服务业开
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谈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

▲ 会议现场。

的思路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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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广州（南沙）
愿景与战略
专栏主持人：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规
划创新研究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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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8年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明确指出，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打造国际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此背景下，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支
持下，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
新研究中心”成功设立，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发展智库的六
家成员单位之一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追踪研究与学术交流。
本期专栏是对以“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广州（南沙）愿景与
战略”为主题的第三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交流与思辨的进
一步凝练总结，共包含五篇文章，分别从规划的编制者、管理者
与研究者的角度对广州（南沙）在南沙战略定位、广州城市发展
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协调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在南沙战略定位层面，南沙既是大湾区地理中心，也是广州
引导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从粤港澳大湾区看南沙的独
特性与协同发展》与《从边缘城市到湾区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背景下的南沙定位》分别从南沙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南沙作为
区域中心愿景的角度展开。在比较全球四大湾区特征的基础上，
《从粤港澳大湾区看南沙的独特性与协同发展》指出粤港澳大湾
区具有自然环境的复杂与活跃性、制度环境的多元性、中心体系
的动态变化性三大独特性。从这个角度看，南沙的深水岸线、几
何中心区位、土地发展空间和省会副中心四个优势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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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南沙进一步建设第四代港口、构建十字型轨道交通中心、
携手港澳深化对外开放、共筑美丽湾区。《从边缘城市到湾区中
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南沙定位》从边缘城市理论的角
度，系统论述了开发区转型下的中国边缘城市发展特征与南沙
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南沙与国外边缘城市的特征进行比较发现，
南沙作为中国开发区导向的“边缘城市”，在产业结构、母城关
系、建设方式与发展历程等方面表现出有别于其他边缘城市的特
征。在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推动下，南沙将逐步从广州
的“边缘城市”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湾区中心”。
在广州城市发展层面，《广州2035总体规划战略思考与探
索》与《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广州走向全球城市的思考》分别从广
州城市总体规划与广州作为粤文化枢纽的角度探讨了广州城市
发展战略的方向与机遇。结合正在开展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编制工作，《广州2035总体规划战略思考与探
索》系统性地介绍了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背景、规划内容
与探索方向。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从广州的角度探讨了
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城市治理模式和规划理念转型等内容。《粤
港澳大湾区时代广州走向全球城市的思考》以粤文化为切入点，
提出作为粤文化的承载母城，广州应以“粤文化枢纽、全球化高
地”为城市战略定位，配合“大广州”空间结构优化，通过“强
广佛中心城区”与“强南沙”形成“老广州”“新广州”两大发
展极核，以粤文化为内核，使广州进入更高的世界城市序列，扩
大世界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走向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智慧
城市群。
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协调层面，《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的穗
深港中心性比较》在航空网络视角下，通过对城市节点间“航空
流”的流量和流向的数据识别，测度城市间的空间网络特征，从
而考察穗深港在全球航空网络中的中心性能级，以及由航空联系
构建的全球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特征。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背景
下，大湾区的航空港布局相对动态平衡，香港、广州、深圳在主
导性、可达性、中转性上的枢纽功能均依次减弱。其中，广州在
区域城市网络影响力和提升区域战略地位方面拥有巨大的机遇，
以强大的东南亚航空网络优势及相对便捷的网络可达性为支撑，
广州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航空母港，进一步彰显在粤港澳大
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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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时代
广州走向全球城市的思考
◎

王世福 张

摘

弘 刘

铮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舞台中将扮演更加

重要的角色。在解读四大湾区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比较分析各湾区中主导城市在世界城
市体系的排名，并论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快速成长阶段的湾区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广州
作为湾区城市群的主导者之一，应当结合重大机遇的把握，全面深入地审视和考量广州
的全球城市定位。作为粤文化的承载母城，广州应以“粤文化枢纽、全球化高地”为城
市战略定位，配合“大广州”空间结构优化，通过“强广佛中心城区”与“强南沙”形
成“老广州”“新广州”两大发展极核，以粤文化为内核，使广州进入更高的世界城市
序列，扩大世界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走向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智慧城市群。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粤文化 大广州 全球城市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1
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

一、引言

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规模以及经
济增速方面已经接近并部分超越世界公认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粤港

的三大湾区，但在产业结构及经济开放度

澳大湾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面

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位置。如何突破行政

临着国际交流对话、产业转型升级、区域

体制束缚，打破不同制度市场的壁垒，建

交通融合、人居环境提升等多领域的机遇

立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协同有序发展，是

[1]

和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粤港澳

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迫切问题[2]。

大湾区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如何实现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2016ZB13）；粤港澳大
湾区广州智库2018年度重点课题（2018GZWTZD24）；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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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开放格局的建立、更高创新能力的培

江门、肇庆九市，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育，是广州走向更具活力的全球城市的重

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组成湾区城市群，是

大机遇。广州是我国的千年港埠，一口通

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对外贸易最发达

商时代的“国门”，更是当今粤港澳大湾区

的地区。

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世界城市体系来看，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始于2005年广

GaWC报告显示广州从2000年以来地位迅

东省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

速上升。由于广州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良

展规划（2004—2020）》。该规划将发展

好的发展能力，在粤港澳大湾区长期发展

湾区列入了重大行动计划中，并通过随后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现阶段更应结

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强调湾区合作

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和广州城市

的重要性：2012年广东省政府公布的《广

空间结构，全面深入地审视和考量广州在

东海洋经济地图》提出将串联湾区周边城

世界城市之林中的定位与发展战略。

市，形成湾区经济发展新格局；2015年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在泛

二、全球化中的湾区经济现象

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湾区多用于描述围绕沿海口岸分布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泛珠三

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

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广

群，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则称之为“湾

深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

[3]

区经济” 。湾区经济是一种重要的区域

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

经济形态，其凭借优良的港口资源、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

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同年还

的聚集外溢功能以及发达的区域交通网

启动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

络，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组成

展规划》以及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部分。在湾区经济与中心城市的相互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逐渐上

下，以纽约、东京与旧金山等为代表的湾

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区城市长期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前列。当

常态的发展新动能 [1]。2018年，习近平总

前，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等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三大湾区表现出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

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抓住建设粤港

居宜业、区域协调的特征，成为占领世界

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

开放经济制高点、引领全球科技变革的先

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4]

驱体 。在此背景下，快速发展中的粤港

群”。从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到携手

澳大湾区则呈现一种特有的崛起模式。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再到打造国际一流湾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历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转变，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逐步成熟。新时代下，粤港澳区域
协作将推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和更大范
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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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
的异同

富优良的人才储备，在提高地区自主创新
水平、促进经济内涵式发展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与此同时，在机场数、旅客吞吐量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分

以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方面，交通和物流

别以金融、科技、产业著称，并形成了各

强劲的能级为粤港澳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

具特色的湾区产业经济格局。纽约湾区是

的基础。

国际湾区之首，世界金融的核心枢纽及国

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总量

际航运中心，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产

及增长潜力上占据先导地位。但在产业结

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聚集着100多家国际

构优化和高新科技产业及服务业提升方面

著名的银行与保险公司的总部。旧金山湾

仍然有待提高。粤港澳大湾区要在其中发

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

挥出自身优势，需要以“智慧”为特色，

一，孕育出谷歌、苹果、脸书与英特尔等

在不同的制度和城市之间，通过先进信息

全球知名企业，依托高科技产业、优美的

技术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真

自然生态与极具包容的创新文化吸引和留

正高效便捷流通，使产业、交通、民生等

住了全球顶级人才。东京湾区依托6个港

各领域往智能化方向发展[1]。

口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实现湾
区内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成为日本最发
[5]

达的政治、经济和产业中心 。

（三）世界城市体系中湾区城市的地
位与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

的数据进行对比显示（表1），在经济状

区域重组正成为引人瞩目的空间过程。卡

况、产业结构、人才储备程度及物流能级

斯特（Castells）认为，全球化进程实质上

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仍然具有较大的

是将先进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心以及它

发展潜力，是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湾区

们所连带的地方社会逐渐连结到全球网络

[6]

经济体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的GDP与

的过程[10]。泰勒（Taylor）则进一步提出世

纽约湾区相当，具有较高的经济总量。其

界城市网络理论，认为全球城市是建立在

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较低，但GDP

全球经济层面的节点，生产性服务业则是

增速远超其他三大湾区。再次，粤港澳大

其结节性的基础 [11]。在此基础上，英国拉

湾区中的全球500强企业的数量较少，不

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仅少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

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区也有较大差距。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第

Group and Network，简称GaWC）建立了连

三产业比重为62.2%，相比其他三大湾区

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定量分析了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开辟了世

但必须看到的是，在高校及百强高校

界城市网络定量研究的新领域[12]。

数量上，粤港澳大湾区排名较前，据2015

在2000—2016年的世界城市排名体

年数据统计，湾区（不含港澳）在校大学

系演变中，四大湾区共有9个城市被列入

生数量达169.83万。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

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图1）。其中，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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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大湾区基本数据

粤港澳大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GDP（万亿美元）

1.40

1.40

0.79

1.99

人均GDP（万美元）

2.06

6.85

10.34

5.23

GDP增速

7.90%

3.50%

2.70%

3.60%

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量

16

22

28

60

第三产业比重

62.20%

89.40%

82.80%

82.30%

高校数量

173

227

73

120

百强高校

5

3

3

2

机场数

6

3

3

2

机场旅客吞吐量（亿人次）

1.75

1.3

0.71

1.12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6520

465

227

766

[6-9]

数据来源：文献

。

湾区和东京湾区分别仅有纽约和东京，但

在世界城市等级上保持着强劲增长态势，

纽约和东京长期占据着Alpha++和Alpha+

最新的等级分别为Alpha-和Beta级。

等级，稳定处在世界城市的前列。旧金山
湾区则有旧金山、奥克兰和圣荷西3个城
市上榜，3个城市排名总体呈缓慢上升态

三、广州走向全球城市的战略路径

港长期位于世界城市的前端；澳门由于自

（一）粤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共
同体的合力

身城市性格，其等级稳定在Sufficiency的

粤港澳因历史原因形成了经济和社

自给自足状态；广州和深圳从2000年以来

会制度各成体系的现状，但粤文化始终是

势。粤港澳大湾区中有4个城市上榜：香

图1

四大湾区内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图

资料来源：http://www.lboro.ac.uk/gawc/gawcworlds.html（图：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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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的黏合剂。广州十三行“一口通

大计“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商”向西方世界输出的Canton（广州）概

高点定位”的原则，以“粤文化枢纽、全

念；香港的国际化进程使粤语（Canton-

球化高地”为城市的战略定位，重塑世界

ese）成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中文语言，

名城，强化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枢

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唐人街目前以广东话为

纽地位及全球华人共鸣效应，配合“大广

主要语言；澳门自开埠以来联系并保持着

州”国际化战略，扩大世界影响力。

与葡语国家的文化与经贸往来，兼收并蓄

一是打造粤文化枢纽。清朝在1757年

的态度和开拓创新的胆识一直是公认的岭

把广州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南地域精神。这些文化促进了粤港澳大湾

这种“一口通商”的政策既繁荣了广州经

区在过去数十年来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

济，推动岭南文化走向世界，也使当时的

并实现了快速发展。

广州（Canton）成为连接中西方经济贸易和

粤港澳大湾区首先是国家推动港澳

文化交流的枢纽、世界第三大城市，成为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概念，其次是以大湾

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粤文化的国际知名

区作为空间共同体的一体化发展议题。国

度迅速提高。广州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提

际影响与国家意志无疑是外部推力，空间

出“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愿

表达形式可能是“香港+”，政策创新层

景目标，是新时代继北京、上海之后明确

面可能会表现为如何在大湾区内运行和推

提出的国际化提升战略。从广州历史的辉

广香港成功发展的制度经验。内部推力则

煌来展望广州未来的定位，“一口通商”

一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空

是广州成为世界性城市的文化基底，而

间表达可能是“广东+”，政策创新则会

“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国家经济崛起之后

表现为如何深化粤港澳跨境跨城合作，共

广州重塑世界性城市的时代机遇。经济战

同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智慧创新湾区。内外

略必须伴随文化战略，粤文化应再一次成

推力共同形成一种“粤文化+”（Canton-

为广州走向更高国际化程度的内源动力。

ese+）的湾区合力，有助于形成并发挥跨

二是打造全球化高地。作为粤文化

制度的资源整合，并强化文化自信的全球

中心的广州，以已有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渊

华人共鸣效应。这种基于文化的合力是一

源，以及广交会等现代商贸品牌，国际化

种潜在竞争力，能使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

应该有很大潜力可挖掘。从全球视野深挖

具有除经济、功能、物质增长之外的社会

广州作为粤文化中心地的城市内涵，通过

内涵，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具有相当

形象重塑、科技创新、产业提升等手段，

地方性乡愁联系的文化积淀。

研究以最具历史价值、最有地域性的城市

（二）广州城市定位为重塑“粤文化
枢纽、全球化高地”的世界名城

空间来承载最具未来感的世界名城，并催
化产业结构转型与创新，扩大其在世界城
市群的影响力，推动建设全球化高地。

广州城市定位应该在国家中心城市

三是实施“大广州”战略。通过互联

基本定位基础上，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带

网词频的大数据分析，可以观察到广州跟

来的拓展定位，积极参照雄安新区千年

国内城市的联系，具备比较清晰的一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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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特征。一方面，它的主要联系度指向北

为这个中心城区就是粤文化的源地和核心

京、上海、深圳等其他一线城市；另一方

承载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内源

面，广州是华南区域的中心，并且与珠三

动力引擎。

角其他城市保持高密度的联系。广州的

其次，“强南沙”战略目标是再造一

城市定位，应从国家政治进程、区域创新

个具有国际引导力的“新广州”。南沙作

动力等方面积极前瞻，进一步明确“大广

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功能与形态创

州”的国际化战略。

新，虽然目前仍涉及发展资源、发展动力

（三）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应是“大广
州”的空间表达

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人口规
模和经济规模还不够理想，但南沙作为广
州唯一副中心，这个定位是相当明确的。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实施“大广州”

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南沙这个待定的

发展战略，应该表达其城市发展对于区

区域必然是整个湾区的增量，大湾区未来

域的实际影响及其空间形态。首先，“大

所有的交通设施都会使南沙在联系广深

广州”应进一步明确广佛同城化的一体化

港珠澳之间具备无可替代的中心区位优

中心城区概念。广佛同城可谓是共同构成

势。“强南沙”，某种程度上是再造一个

了一座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点城市（Summit

广州，南沙新区作为广州的新区，其与中

City），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顶点区位，城

心城市的距离、所在珠三角的中心区位以

市规模是10000平方公里、3000万人口，

及其难得的土地资源，应该将其战略理解

已有3万亿元GDP经济规模。广佛同城是

成“新广州”（New Canton），是广州的

广州在区域协同方面显著的实质性创新，

全新增量。New Canton意味着是创新的广

也是国内甚至世界上双城全面一体化的

州，是广州在新时代全球化的进程中去谋

范例。广佛同城的城市服务功能已经非常

划出新的世界城市功能，包括响应“一带

显著地集聚在一个中心区域，拥有同城化

一路”倡议、积极配置全球资源等话题。

的交通体系和空间整体，这个一体化结构

广州不能消极地承担“全球工厂”的角

也促成了生产功能在外圈层的产业集群

色，必须积极拓展城市的创造引导力，引

布局，可以说，广佛同城就是“大广州”

导东盟国家、环印度洋国家以及第三世界

的主要存在。“大广州”的中心城区扩容

国家，强化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南沙作为

就是国家中心城市存量创新的主要承载

新广州的代表，应是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做

区，这是实现广州城市基本定位所必须考

大湾区蛋糕增量的那部分，或者说粤港澳

虑的。广佛同城的中心城区不仅包括广州

制度合力可能释放的那部分活力的所在。

的荔湾、越秀、天河、海珠，还包括佛山

最后，“大广州”应为“新广州”与

的禅城、南海、顺德等地区；不仅包括了

“老广州”交相辉映，融入粤港澳大湾

广州、佛山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

区的空间响应。“大广州”的城市空间结

还包括了广州与佛山已建成的城市新中

构将通过“强南沙（新广州）”与“强广

心区。这个一体化中心城区的持续增长与

佛中心城区（老广州）”形成两大发展极

“大广州”要走国际化道路是相关的，因

核，呈现全新的空间结构与形态，表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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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在区域实际影响力的空间存在，也是以

港澳大湾区走向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智慧

粤文化为内核的粤港澳大湾区走向更具全

城市群，两者相辅相成。

球竞争力的核心承载。广州在建设粤文化

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壁垒难以突破导致

枢纽的同时，将实现全球化高地的城市定

区域协同受限一直是湾区发展面临的最迫

位，使广州进入更高的世界城市序列，也

切问题，本文提倡内外推力共同形成一种

是广州实力重塑的一个过程，应答“引领

“粤文化+”（Cantonese+）的湾区合力，

型全球城市”的广州命题。

有助于形成并发挥跨制度的资源整合。
以“粤文化枢纽、全球化高地”为广州的

四、结论

战略定位，重塑世界名城，强化广州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枢纽地位及全球华人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湾区竞争格局中

共鸣效应，配合“大广州”国际化战略，

崭露头角，无论从数据还是世界城市体系

扩大世界影响力。以广佛同城化明确一体

中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无疑将引领新的湾

化中心城区的“老广州”概念；再以“强

区时代。一方面，通过四大湾区的基本数

南沙”战略创造一个具有国际引导力的

据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总量及增长

“新广州”；最后，“大广州”应为“新

潜力上占据先导地位，且人才储备和物流

广州”与“老广州”交相辉映，融入粤港

能级优良。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需增加高

澳大湾区的空间响应。对粤港澳大湾区而

新科技产业及服务业比重。同时要以“智

言，广州作为粤文化枢纽的国际地位提

慧”为特色，寻求一条中国特色发展之

高，也有助于香港、澳门更充分地融入国

路。另一方面，从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视

家战略，真正形成并释放制度合力，与广

角对比各大湾区城市的发展，粤港澳大湾

州（广佛）、深圳（莞深）、珠海联合配

区整体城市排名以及城市等级上升趋势明

置粤港澳一体化的全球职能、国家功能和

显。广州迈向更高的世界城市序列，与粤

广东增量，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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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Canton’s Approach to Global City in the Era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ng Shifu, Zhang Hong, Liu Zheng
Abstract: With rising globaliza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stage.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of the four greater
bay area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rankings of the main cities in each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GaWC. It then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rapid growth stage. As one of the dominant actors in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should seize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eview it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evaluate the position of Canton in the world. Guangzhou should take “Cantonese Cultural Hub” and
“Globalization Highland” as the main strategy, which help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Cantones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two cores of “Old Canton” and “New Canton”, which are the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Nansha Area”.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antonese culture should be the inner core, which helps to promote Canton to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culture and lead the bay area to a smart metropolitan with better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antonese culture;
Canton; glob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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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粤港澳大湾区看
南沙的独特性与协同发展
◎

马向明 谢石营 陈伟劲 陈

川 汪

安

摘 要：南沙不仅是国家级新区与自贸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在国家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之际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具有
自然环境的复杂与活跃性、制度环境的多元性、中心体系的动态变化性三大独特性。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视角下，南沙则具有深水岸线、几何中心区位、土地发展空间和省会副中心
的四个独特点。在深入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及南沙独特性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交通联
系和产业关联的双链接建设第四代港口、构建十字型轨道交通中心、携手港澳深化对外
开放、共筑美丽湾区的四大发展策略，作为南沙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 南沙 区域协同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U65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2
态变化性等三个特性。

一、从四大湾区看粤港澳大湾区
的三大独特性

（一）粤港澳大湾区自然环境的复杂
与活跃性

粤港澳大湾区被称为是继美国纽约湾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定义 ：

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

“海湾是明显的水曲，其凹入程度和曲口宽

界第四大湾区，因此，除了具有“外向开

度的比例，使其有被陆地环抱的水域，而

放程度高、是本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最重

不仅为海岸的弯曲。”海湾作为海相向陆

要的地区之一”这一湾区的共同特征外，

相的凹入，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才会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还具有自然环境的复杂与活

和维持明显的水曲。但是，作为人类社会

跃性、制度环境的多元性、中心体系的动

经济活动聚集区的大湾区，水源是城市生

【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2018GZWTZD24）；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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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条件，因此，世界各大湾区都有河流，

研究》，项目开展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但是一般不会有带来大量物质交换的大江

加入，成为三地联合开展的第一个区域发

河。在世界其他大湾区中，旧金山湾区和

展研究，并于2009年完成。此时，用“大珠

东京湾区的河流也都很小，纽约湾区的哈

江三角洲”来统称珠三角经济区与港澳地

德逊河最长，但也才507千米，流域面积3.4

区。“湾区”的概念首次见于三地联合研

万平方千米，且地处北温带，水文环境较

究后的跟进性项目：于2010 年发布的《环

稳定，河流对湾区岸线的改变小。然而，粤

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此

港澳大湾区却地处中国第二大河流的珠江

时“湾区”的概念是指环珠江口七座城市

水系入海口，珠江干流长2320千米，流域

的范围。2015年，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面积44.7万平方千米，分别是哈德逊河的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4倍和10倍。且珠江水系地处亚热带，自然

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深化与港澳台

环境复杂活跃，大量的物质在河口进行交

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

换，因此，珠江口的水陆交界面变化活跃，

湾区”的概念首次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出

近百年珠江口的岸线变化十分显著。

现。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

正是珠江入海口自然环境的变化性，
人们对珠江口的地理认知是一直在变化
的。实际上，作为目前比较共识性的称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呼“珠江三角洲”也仅有不到一百年的

（二）粤港澳大湾区制度环境的多元性

历史，在1930年之前，人们是用“粤江平

结果是与过程密切相关的，珠三角的

原”来称呼这片土地的。现在，人们对这

发展过程，对今天的格局有深刻的影响。

片土地的认知再次发生变化也不足为奇。

珠江口的经济活动历史远久，广州自唐代

自然地理的改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

就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海上贸易的据

产生影响，而经济地理的变化也会改变人

点。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珠三角

对周边自然环境的认知。回顾历史，正是

在中西贸易往来中的作用加强。1757年，

经济地理的变化逐步衍生出来珠三角作为

清朝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对外商

“湾区”的概念。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

贸往来的唯一官方通道。1842年，鸦片战

龙头，1995年，广东省政府颁布《珠江三

争后香港被割让予英国，珠三角进入到一

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

个复杂多元的阶段。

2010年）》，提出珠三角作为一个现代化城

自开埠后，港澳成为影响珠三角社会

市群的发展目标；2008年，国务院颁布《珠

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内地实行改革开放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政策后，港澳的窗口功能在中国对外开放

2020年）》，提出珠三角携手港澳建设世

进程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1979年，

界级城市群。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粤港

国家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一年后

澳三地开始探讨联合开展区域发展研究。

转为经济特区；1985年，广东在珠江三角

2006年，粤港两地根据《粤港合作框架协

洲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珠三角依托香港

议》启动《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

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的独特功能，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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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分工，迅速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

在其全球城市的列表中排列第三，是中国

力的制造业基地。2015年，世界银行报告

排位最前的城市，但在2016年的排名中，

《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

香港下降到第四。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

间增长》称，珠三角已取代东京大都市区

珠三角的内资企业越来越多走向国际，

成为东亚最大的都市连绵区域 。

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门户功能也不断

在这个历史进程下形成的粤港澳大

加强，在GaWC的排名中，广州由2008年

湾区城市群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集

的β级上升到了2016年的α-级，而深圳也

合体。“一国两制”下三地政治制度、法

在2016年进入到β级。2017年末粤港澳大

律体系和行政体系都有差异，并且，粤港

湾区共有常住人口约6800万人，GDP总量

澳三地分属三个不同的关税区。香港和澳

合计超过102258亿元人民币，2017年末常

门为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具有一定的关

住人口规模最大的是广州，约1450万人；

税贸易权和对外交往权，在经济和政治上

GDP最大的两个城市已规模相当：香港

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由于制度环

266098亿港元，深圳22438亿元人民币；

境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粤

人均GDP最高的是澳门，为79564美元 。

港澳大湾区这种“一国两制三关贸区”的

由此看出，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门户功

制度环境会产生影响区域发展的“制度界

能又进入了新的一轮调整重构，全球化外

面”，这是世界其他湾区所不具有的。

部格局的变化和大珠江三角洲内陆腹地

（三）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体系的动态
变化性

的经济发展变化，正在驱动湾区的中心体
系逐步向深、港、穗、澳多极多中心的格
局转换。在目前的格局中，香港是国际金

人类在海岸的经济活动决定着湾区的

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

价值，因此，湾区的“水陆界面”的价值

闲中心；深圳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

决定着湾区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粤

技产业创新中心；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和

港澳大湾区由于“水陆界面”的形状和价

文化教育中心。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

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以及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和高速公路网

加上自明代澳门出现后所形成的“制度界

等区域基础设施串联起各个中心，这个多

面”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在活跃变化

极体系网络化特征明显，并依然在不断演

的“水陆界面”和“制度界面”的双变量

化中。如此活跃变化的中心体系，是世界

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一直在

其他湾区所不曾出现过的。

变化：从广州的单中心到明清时期穗主、
澳副的双中心；鸦片战争之后转换成了省

二、从湾区看南沙的四大独特性

港双中心；改革开放后，香港起到引领珠
三角发展的作用，形成了港主、穗副的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在新时代提出的

域双中心格局。根据英国“全球化与世界

重大发展战略，承载着国家进一步对外开

城市研究小组”（GaWC） 2010年对全球

放和保持港澳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使命。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统计数据分析，香港

从发展定位和目标来看，大湾区作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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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仅为900元 ，成本优势明显，珠三角西岸

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全球最具活

众多制造业龙头如美的集团、奥马电器均

力经济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的目

已选择南沙港出海。广东省也从政策层

标是将湾区置于全球视野进行功能谋划，

面进行区域港口整合，以广州港为龙头，

深度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战略。另一方

积极整合珠海港、东莞港、中山港、江门

面，保持港澳长期稳定发展是国家对粤港

港、茂名港、阳江港和佛山港等七大港

澳大湾区的核心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口。南沙深水港有潜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

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世界级枢纽港，

步密切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为港澳发

若能够充分实现这个潜能，那将为广州世

展拓展新空间，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界级城市的功能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南
沙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深水岸线、中心
区位、土地空间、省会城市副中心的四大
独特性。

（一）特性一：深水岸线

（二）特性二：中心区位
南沙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
从广州市来看，南沙曾因为远离广州主城
区的区位，被市民戏称为广州的“西伯利
亚”。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

南沙具有战略性的深水岸线资源。广

珠三角各市环湾重点平台的纷纷出台，南

州一直以来是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和交往

沙过去远离市中心的区位，正逐渐显现出

的中心，这一独特的城市功能正是在海港

扼守湾区顶部，位于珠三角几何中心的区

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珠

位优势。南沙是广州市距离东莞的滨海湾

江口自然环境的变化，南沙深水岸线的利

新区、深圳的前海新区、中山的翠亨新区

用成为广州保持自己作为海港城市的不二

等湾区重点平台地理距离最近的点，未来

选择。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港、

随着环湾交通设施的进一步优化，南沙湾

香港港和南沙港三大港共同构成了湾区

区几何中心的区位独特性将进一步支撑南

对外和对内航运物流的核心港。随着社会

沙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港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正发
生变化。2017年港口吞吐量增速深圳港为

（三）特性三：土地空间

5.13%，香港港为-4%，而同时期广州港吞

南沙具有充裕的土地空间资源储备。

吐量2000万标箱，增长15.09%（其中南沙

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重点发展平台相比，

港2017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90万标箱，

南沙具有充足的用地空间，凸显后发优

同比增长10.5%） 。也就是说香港、深圳经

势。2015年，南沙建设用地规模为188平

济发展与港口的关系正在弱化，而南沙港

方公里，根据《南沙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口增速快，保持与经济发展的高度关联。

划》，2020年南沙建设用地规模为245平

同时，南沙港与其他港口相比具有成本优

方公里，建设余量接近60平方公里，远超

势，深圳和香港吊装集装箱一次的成本在

其他城市的环湾重点平台。一方面，港口

千元以上，而西部港区（南沙港）的费用

经济的发展和升级需要充足的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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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衍生的高端物流、航运金融等生产

大湾区建设等战略部署，以及广州建设枢

性服务业需要相应的空间和用地；另一方

纽型网络城市的总体谋划，做实做强海港

面，随着西江经济带等水系串联的经济腹

功能，为广州全球城市的构建奠定坚实基

地的产业发展，南沙作为这些地区的货物

础是南沙发展的根本任务。

出口门户，能以充足的用地空间，确保未
来新产业的空间供给。

（四）特性四：副中心职能

随着经济发展需求和技术条件转变，
以供应链为支撑，与广阔经济腹地形成交
通和产业的紧密联系，有效整合实体和信
息资源，形成经贸、制造、物流等功能相

南沙是省会城市广州的副中心。广州

互集成的“第四代港口”成为全球航运门

作为南国重镇和广东省的省会，在两方面

户建设的主要趋势 。鹿特丹、新加坡等港

具有显著优势：第一是对外交往功能，广

口城市也凭借其与大范围经济腹地的紧密

州历来是国家南部疆域的对外交往中心。

交通和产业关联，跻身区域乃至全球重要

作为省会的广州与港澳保持着密切的官方

的航运和产业中心。

与非官方联系，为南沙通过与港澳合作提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珠江—

高开放水平提供了条件；第二是公共资源

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等国家策略的推动

集聚，省会城市集聚了全省的优质公共资

下，西江流域将成为新时期优化区域发展

源，是广东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最

格局，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

为密集的城市。2016年，广州普通高等教

在此背景下，紧密对接西江流域腹地，强化

育本专科招生30.38万人，在校生105.73万

门户功能是珠三角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人，在校生数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

在长期“两头在外”的高强度开发模

这些优质公共服务和人才的聚集，为创新

式下，珠江东岸一方面与西江内陆腹地的

时代南沙大展宏图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经济联系较弱，另一方面也缺乏服务于
内陆腹地的新功能生长的空间。香港和深

三、大湾区视角下的南沙协同发
展策略

圳都出现港口与城市相互争夺发展空间
的现象，港口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也在下
降，如香港葵青码头、深圳前海-蛇口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提出，为湾

搬迁、转型趋势明显，难以进一步强化港

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环湾

口功能。与之相比，南沙一方面具备充裕

地区级别最高的开发平台之一，南沙需把

的土地资源，有条件布局国际航运相关功

握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抓住机遇采取有

能。另一方面凭借西江这一航运量仅次

针对性的策略，把优势条件兑现为发展的

于长江的水系，南沙具备与大西南地区对

动力。

接、大规模拓展经济腹地的天然优势。

（一）策略一：与内陆腹地交通、产
业双对接，建设第四代港口
基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

为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充分发挥
南沙优势，南沙有条件聚焦于建立与内陆
腹地的交通、产业双对接，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第四代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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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
至21世纪初

贸易和物流综合中心

第三代港口

20世纪50-80
年代

1950年之前

综合性中心

第四代港口

港口能力

时间
当今主流发展趋势

装卸和服务中心

第二代港口

运输枢纽中心

第一代港口

港口发展阶段

图1

港口发展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引自贺琳,陈燕等《第四代港口概念及特点》。

首先是强化水运、铁路疏港体系建

影响力的海洋产业体系。通过交通联系和

设，巩固南沙对经济腹地的服务能力。通

产业关联的双链接，将强化南沙与经济腹

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疏港铁路

地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南沙自贸

建设，实现汇聚粤新欧国际铁路通道和东

区在金融、国际贸易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南亚铁路通道，大规模拓展南沙港的经济

的优势，与西江流域经济腹地的产业体系

腹地。同时协同东莞港，紧抓深圳、香港港

紧密对接，打造内陆企业转型升级和“走

口功能弱化契机，对接东岸腹地，打造西

出去”的服务平台，促进沿海—内陆经济

岸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东岸电子信息

协调互动发展。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的出海门户。在此
基础上，与传统丝路通航港口城市建立联
盟，强化“一带一路”门户职能，将南沙港
建设成为全球航运、服务、贸易的枢纽。

（二）策略二：构建十字型轨道交通
中心，兑现几何中心区位优势
南沙处于广州、东莞和深圳三城的

同时，通过推动临港海洋产业发展，

城市密集地区，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大型机

与经济腹地共同构建强有力的供应链体

场、港口、高铁枢纽，几何中心的区位为

系。国家推动南海大开发和西江经济带发

其发展带来明显的市场区位优势。但是，

展是南沙发展海洋产业，并与内陆腹地建

在流空间重要性取代地方空间的时代，几

立紧密产业关联的重要机会。南沙应充分

何中心的区位优势需要通过交通构建来兑

利用建设用地资源优势，以新能源汽车、

现。在珠三角急速走向轨道化的过程中，

船舶和海洋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和海洋相关

南沙必须跳出广州，以湾区十字交通中心

IAB产业为支撑，依托航运带动航运服务

的视角来谋划轨道交通网络的布局。

等高端产业要素集聚，逐步培育具有全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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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珠三角地区要素分布现状示意图

资料来源：《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3 “一带一路”主要交通线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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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湾区内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推动

西向的区域轨道。其中，南沙站是深茂铁

创新链条的完善。目前，大湾区规划或正

路的重要节点。南北方向主要由广佛江珠

在建设湛肇广河高铁、广汕铁路、深茂铁

城际、广珠城际、穗莞深城际、广九铁路

路、深圳—珠海城际（远景预留）4条东

4条区域轨道构成。但是，4条南北向铁路
均未经过湾区的几何中心。建议推动广中
珠澳城际、广州地铁18号线等高速铁路考
虑南延方案，联系广佛都市区与珠澳都市
区，构筑南沙十字型轨道交通枢纽的重要
南北贯通线，形成环湾环线+十字枢纽的
环湾轨道格局。在轨道交通时代兑现几何
中心区位，串联区域重要科技设施和城市
重点平台，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协同发展。

（三）策略三：发挥省会城市优势，
携手港澳深化对外开放
图4

南沙构建十字型轨道枢纽示意图

足和局限于作为广州的副中心，但是，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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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目前依然还处在资源集聚阶段的南沙，

机构。南沙大湾区中心的区位，以及临山

应该要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省会城市唯一副

滨海的环境，加上国际金融论坛（IFF）

中心的角色，积极发挥省会城市在资源配

永久会址的选址，使其具备设立对外交往

置上的优势。作为省会的广州在对外交往

平台的优良条件。建议广州市及湾区新时

功能和公共资源的集聚方面优势显著，结

期的对外交往平台、依托“广交会”设立

合南沙发展优势的构建，建议南沙做好以

“中国南南合作中心”，国际事务谈判与

下三个方面的谋划：

经常性议事场所等对外交往平台优先考虑

第一是与香港合作谋划建设“香港
城”，营造湾区优质公共服务高地。如前
所述，“一国两制三关贸区”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独特性之一，事实上，“一国两制

在南沙布局。
第三是把市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南
沙引。

是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最快、最有活

（四）策略四：共筑美丽湾区，发挥
水网地区自然条件优势

力的地区。但是，南沙虽然与香港隔水相

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打造世界著名优

望，但这道“水”，却成为了两者空间上

质生活圈，它是湾区实现国际科技产业创

的“墙”。目前，从国家层面来说，保持

新中心、活力经济区等其他目标的支撑条

港澳长期稳定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

件。一个杰出的城市往往离不开优越的自

重要使命，而香港也面临着年轻人缺乏发

然生态基底，而用好自然基底对形成千年

展机遇的难题，因此，建议与香港合作在

城市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著名的城市都

南沙设立“香港城”：施行香港标准和管

具有显著的特点，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美

理制度，大力引进香港的优质公共服务，

国的旧金山都是直接与引人入胜的自然地

采用香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模式和

理环境联系在一起。密集而连通的河口水

制度，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香港城”

网是南沙显著的自然环境特征，南沙应充

的建设，一方面可以为港籍人士提供就

分利用水乡资源特色，塑造城市品牌，营

业、可负担住房以及香港标准的医疗、教

造高品质城市空间。

三关贸区”所形成的制度界面地区，一直

育等公共服务，吸引港人来粤工作生活，

第一是要打造连续的魅力公共空间。

推动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另一方面，

公共空间是城市中“家”和“办公室”之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一国两制三关贸

外的“第三空间”，是城市新思想、新兴

区”的制度界面引进南沙，借此形成港澳

产业孕育的地方。南沙河网可达性高、可

高标准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营

塑性强，具有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得天独厚

造湾区优质公共服务高地，提高对国际人

的载体。南沙一方面应增强水岸空间的连

士及高端人才的吸引，为南沙发展支撑。

通性，建设滨水慢行系统，串联城市与自

第二是谋划布局对外开放常设机构，

然，将邮轮母港、明珠湾区等城市核心区

构筑对外交往新平台。新时期广州市提出

域与天后宫、滨海公园等生态文化资源串

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发展目标，建议在南

联起来。另一方面应加强岸线的活力，依

沙集中布局广州面向未来的对外开放常设

托滨水空间建设展览馆、歌剧院、主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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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文化、休闲公共设施，举办音乐会、

的《未来洪灾给海岸大城市带来的损失》

签售会等主题活动。

比较了未来全球受洪灾影响最大的20个

第二是要发展水上交通。南沙水系

城市，认为广州市所遭受的影响最大（受

线性成网，连通性高，且串联了城市居民

到的经济损失及其占当地GDP的比重均最

的居住片区、工作场所以及自然游憩区

大） 。不管该文的预测准确性如何，但南

域，具备打造立体水上交通的条件。南沙

沙作为广州面向国际的滨海新城，应把建

一方面应加强交通衔接，尤其是游轮母

设韧性城市作为目标，城市规划要为未来

港、高铁站等重要交通设施与内河水系的

不可知因素，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

衔接；另一方面应加强设施接驳，完善水

留有缓冲空间，为未来的堤防系统升级预

上交通与轨道站点、公交站点、绿道驿站

留可能 。南沙一方面应预留红树林、湿地

等的接驳。

滩涂等生态空间缓冲灾害影响，这些自然

第三是打造安全、宜居的韧性城市。

生态系统海防效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城

虽然南沙目前的防洪、防潮等标准达到百

市发展不应轻易侵占；另一方面应结合堤

年一遇，但城市总要面向未来，好的城市

防系统，建设水岸公园、潮汐公园等，在

生命周期达千年以上，如雄安新区提出了

保证堤防安全的情况下增强水岸亲水性，

千年大计。2013年8月《自然》杂志发表

促进功能混合，增强水岸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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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nes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nsh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 Xiangming, Xie Shiying, Chen Weijin, Chen Chuan, Wang An
Abstract: Nansha is not only a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 and free trade zone, but also the
geography center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mong the world’s four bay area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sophisticated and vibrant in natural environment, multiple 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ynamic in core system. Nansha embraces deep coast, central location, abundant land
space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With these fou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suggests building a
harbor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a crossroad of rail transit, a more beautiful bay area and becoming more open up like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at sense, Nansha can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Nansha;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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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城市到湾区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南沙定位
◎

程

慧 刘玉亭

摘 要：在介绍美国及欧洲边缘城市的概念与特征后，以广州南沙为例，探讨南沙
在广州发展战略调整下从开发区向边缘城市的转型历程。而与其他开发区导向的边缘
城市不同，南沙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时代
背景下，逐步从广州的“边缘城市”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湾区中心”。南沙特殊的区
位及产业优势，使其成为粤港澳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枢纽，从而促进南沙向粤港澳区
域中心的战略提升。
关键词：边缘城市 湾区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 南沙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3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

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广

居住、商业和大量服务业就业岗位向郊区

东）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以及粤港澳大湾

的迁移，郊区新兴的独立节点——边缘城

区深化合作战略的推出，对南沙的未来发

市——逐步形成。欧洲同样出现了与美国

展提供了国家层面的直接指引。在此背景

类似的边缘城市现象，但在主导动力上存

下，南沙开启了从边缘城市向粤港澳大湾

在显著差别。在中国，开发区转型发展下

区区域中心的战略提升。

的边缘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类型的郊区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粤港澳三地的“二

点已经出现，广州市域南部的南沙就是一

区九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

个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南沙的转型

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

发展并没有止步于广州的边缘城市，近年

门和肇庆。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771175）；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重点课题
（2017KA02）；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2018GZWTZD24）；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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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正式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国务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郊区的“边

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缘城市”形成阶段。企业总部的郊区化推

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

动郊区总就业的不断增加，郊区承担了越

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

来越多的城市职能。

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在居住郊区化、工业及商业郊区化之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后，美国迎来了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阶

与功能”。继而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

段。美国郊区不仅取得了人口优势，而且

主席见证下，国家发改委与广东省人民政

在就业方面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呈现

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澳门特别行政

出越来越强烈的城市性特征。郊区在就业

区政府，在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

中心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央政府的高

地区，边缘城市由此形成（图1）。

度重视，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成为
国家层面上的重大发展战略，目的在于打
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GDP

（一）概念提出
199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总量上来讲，香港、广州和深圳是粤港澳
大湾区“二区九市”的三大核心。而地处
大湾区地理中心位置的区位优势，以及近
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
区、自贸试验区等一系列国家层面平台的
建设，共同赋予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区
域中心的潜力和实力。

一、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与边缘城
市的出现
按照技术条件、发展速度及特点，美
国城市的郊区化可以1920年为界，分为近
代和现代两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后，
美国现代郊区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始于1920年，是居住郊区
化阶段。郊区人口的增长率大于城市中心
区，城市郊区不断蔓延膨胀，速度迅猛；
第二阶段为战后初期和20世纪50—60年
代，美国城市郊区化发展到高潮阶段。随
着居住向郊区的大规模迁移，制造业、商
业以及服务业纷纷入驻郊区；第三阶段为

图1

边缘城市的形成历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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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记者乔埃尔·高乐（Joel Garreau）

核心城市之间的关系上看，边缘城市相对

在其著作《生活在新的边界》（Edge City:

独立，可视作某种新城；而在功能或产业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中，首次提出“边

结构方面，边缘城市相比核心城市更为专

缘城市”（edge city）这一概念，用以描述

业化和多样化；同时，边缘城市取代了核

20世纪美国现代郊区化发展的第三个阶

心城市的一部分功能，并与核心城市形成

段。高乐在全美45个都市地区认定了123个

一种功能依赖的关系[6-7]。

边缘城市，78个“准边缘城市”，以及5个
正在规划中的边缘城市。全美几乎每个大

二、欧洲的边缘城市网络

[3]

中城市周围都有一至数个边缘城市 ，地处
城市或区域发展走廊是边缘城市的主要区

欧洲是否出现了与美国同等意义上

。美国边缘城市具体包括5个功

的边缘城市？Kloosterman和Musterd [8]认

能性标准：⑴具有500万平方英尺（46.45

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在欧洲出现

万平方米）以上的可租用办公楼面；⑵具

了符合高乐标准的边缘城市。欧洲大都市

有60万平方英尺（5.6万平方米）以上的可

区的发展态势与北美的确存在一些显著区

租用零售商业楼面；⑶就业岗位数量超过

别，欧洲的边缘城市并非是美国的翻版，

卧室数量；⑷是一个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特

而是基于欧洲城市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典型

定地域；⑸与30年前的景观大不一样。

的“欧洲模式”。从特征上来看，欧洲

位特征

[4-5]

边缘城市一般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

的边缘城市，⑴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间出

型：⑴传统郊区城镇生长或复兴所形成的

现；⑵其中的居民大多保持较强的本土观

新城市；⑵城市边缘区内发展起来的新城

念；⑶边缘城市中的就业岗位高度集中。

市，通常围绕一个强大的经济增长点，如

就形成机制而言，与美国边缘城市相比，

商业购物中心、机场、大学或办公综合设

欧洲的城市边缘地区更多由规划引导开

施等；⑶全新规划的社区。

发，国家干预、区域规划、地方政府以及

（二）主要特征

公共部门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
的角色[9]。

边缘城市是美国乃至欧洲发达国家

欧洲的边缘城市网络（Edge Cities

城市发展的新形式，是位于原中心城市周

Network）由10个边缘城市组成。这10个边

围郊区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就业与居住中

缘城市包括都柏林的Fingal County、贝尔

心。这些新的中心具备了居住、就业、交

法斯特的North Down、伦敦的Croydon、巴

通及游憩等典型的城市功能，但建筑的密

黎的Noisy-le-Grand、里斯本的Loures、马

[3]

度比中心城市低 。具体来讲，⑴在构成

德里的Getafe、斯德哥尔摩的Nacka、哥本

要素上，边缘城市具备一个“城市”所应

哈根的Ballerup、赫尔辛基的Espoo以及雅

具备的完善功能；⑵就城市形态而言，边

典的Kitissia（图2）。这些边缘城镇和边

缘城市大多拥有高强度开发的中心，是低

缘城市可能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其共

密度开发模式下的独立节点，与传统意义

同点在于它们都接近中心城市，都依赖与

上的城市形式不尽相同；⑶从边缘城市与

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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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业为主，但随之产生的生产性服务
业，以及迅速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性
服务业，将可能使其呈现与国外边缘城市
相似的产业结构，并逐步具备完善的城市
功能。基于此，中国郊区开发区的转型与
再开发促生出一种全新类型的具中国特色
的边缘城市[12]。在中国城市，最初单一产
业功能的开发区经历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到今天的转型与再开发，已成长为具备
完善功能的郊区新中心，成为大城市区域
（city-region）的独立节点，反映出中国城
市发展的一种全新景象。
图2

北京的丰台科技园是中国边缘城市的

欧洲的边缘城市网络[10]

典型案例。其建设目标为，打造智能化、
低密度、生态型，集办公、科研、中试、

三、基于开发区转型下的中国边
缘城市

商务于一体的企业总部集群基地。就城市
形态而言，丰台科技园在大城市郊区形成
了一个以办公业为主体的区域，这在很多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呈

方面与美国边缘城市具有相似性。

现出不同特征。中国的郊区发展经历了从
产业搬迁到建设工业卫星城，到居住搬
迁，再到最近的由战略规划和地方政府企

四、广州南沙：从边缘城市到湾
区中心

业化行为所促生的远郊郊区化，甚至一
南沙位于广州市域的最南端，地处粤

些大城市已经开始呈现出后郊区化的特
[11]

征 。在中国的城市郊区，产业结构仍多
表1

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核心位置。从1993年国

丰台科技园与美国边缘城市的特征比较[13]

比较项目

边缘城市

丰台科技园

办公楼面积

大于500万平方英尺
（46.45万平方米）

120万平方米

零售商业楼面积

大于60万平方英尺
（5.6万平方米）

12.5万平方米

就业岗位数量是否超过卧室数量

是

是

是否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特定地域

是

是

是否与30年前的景观大不一样

是

是

区位

城市建成区边缘主干道交会 城市建成区边缘主干道交会
处或郊区高速公路交会处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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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批准设立南沙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至今，南沙经历了由开发区到广州的边缘

（一）南沙发展历程回顾

城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的转型

从1993年南沙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

发展。本节将首先回顾南沙的发展与转型

开发区以来，南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

历程，继而具体阐释南沙转型发展的两个

探索、快速成长、加速提升、转型发展和

关键阶段：⑴从开发区到边缘城市，南沙

战略提升等五个阶段（表2）。在国家战略

作为广州的边缘城市的基本特征，主要通

和广州政策指引的不断调整下，南沙的定

过与国外边缘城市的比较加以总结；⑵从

位由最初以工业生产功能为主导（1993—

边缘城市到湾区中心，重点指出南沙在粤

2000），到工业生产为主、生活服务为

港澳大湾区中的战略地位与战略功能。

辅（2001—2004），到逐步走向功能综合

表2
阶
年份
段
起
步
探
索
快
速
成
长
加
速
提
升
转
型
发
展

战
略
提
升

广州南沙的转型轨迹：开发区—边缘城市—湾区中心

主导
动力
199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方政
邓小平南
1997年，广州市政府颁布实施《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 府政策
1993— 巡；
工业生产 发区总体规划》；
扶持和
2000年 广州制定战
2000年，制定广州市新一轮总体发展概念规划，确定 私人投
略概念规划
“北优、南拓、东进、西联”的空间发展战略
资开发
工业生产 2001年，南沙开发区建设指挥部成立；
政府开
2001— 加入世贸组 为主，生 2001年，“推进南沙地区开发工作现场会”召开，
发和私
2004年 织
活服务为 “大南沙”开发区拉开序幕；
人投资
辅
2004年，《南沙地区发展规划》发布
2005年，广州实施行政区划调整，南沙成为独立的行
政区；
项目带
2005— 和谐社会； 功能开始
2009年9月，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视察南沙，特 动和全
2009年 低碳经济 走向综合
别强调“生态优先”，重新提出南沙滨海生态新城的 球化
概念
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地方政
粤港合作； 功能进一 2011年，南沙新区发展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府开发
2010— 广 州 提 出 步向全面 2012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南沙开发建设 主导和
2013年 “ 1 2 3 ” 空 化、综合 列为广东转型升级的重大合作平台之首；
中央政
间发展战略 型转变 2012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 府政策
划（2012—2025）》
支持
2014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广东）自贸试验
区，南沙成为广东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政
功能面向 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带一
府强有
区域，粤 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粤港澳大湾
2014年 路”倡议；
力政策
港澳大湾 区；
至今 粤港澳大湾
和国家
区区域中 2017年7月，《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区深化合作
战略支
心
协议》在香港签署；
持
2018年2月，《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草案公示
宏观背景 功能转变

重大事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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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再到功能面向区域，并

3. 与中心城市关系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中心（2014年至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与中心城

今）的不断演变。

市同时重新繁荣，有效缓解中心城市的就
业压力，甚至正在帮助解决传统中心城市

（二）从开发区到边缘城市：南沙与
国外边缘城市的特征比较

中心城市是平行的关系。英国伦敦的克罗

南沙提供了一个从开发区转型成为广

伊登接近中心城市，并依赖与中心城市的

州边缘城市的典型案例。通过将南沙与新

协同发展。从广州市域层面来讲，南沙的

[3]

泽西西部边缘城市（“287&78”地区） 和
[15]

的社会问题。可以说，“287&78”地区与

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关联性不强；而从粤港

伦敦南部边缘城市（克罗伊登） 进行对

澳大湾区区域层面来看，南沙将可能发展

比，可以看出南沙在类型、产业结构、与中

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和粤港澳大

心城市关系、城市空间形态、建设方式、

湾区的区域中心。

主导推力、生长路径和发展历程等方面具

4. 城市空间形态

有不同于国外边缘城市的一系列特征。

三者的城市空间形态较为相似，均作

1. 类型

为中心城市郊区的综合性次级核心，通过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属于Ro-

高等级交通实现与中心城市的联系。

manos等 划分国外边缘城市的第二种类

5. 建设方式

型，即城市边缘区内发展起来的新城市，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主要采取

通常围绕一个强大的经济增长点，如商

私人开发商主导的方式，英国伦敦克罗伊

业购物中心、机场、大学或办公综合设施

登主要采取中央政府主导与公共开发为主

等。英国伦敦的克罗伊登属于Romanos等

的方式，而广州南沙则是采取中央政府政

划分国外边缘城市的第一种类型，即传统

策扶持与地方政府开发主导的方式。

[16]

郊区城镇生长或复兴所形成的新城市。而

6. 主导推力

广州南沙则属于中国“边缘城市”的类型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建设发展

之一，即中国郊区开发区转型与再开发所

的主导推力，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泽

促生的具中国特性的“边缘城市”。

西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和私人开发商为

2. 产业结构

主的市场力量。英国伦敦的克罗伊登建设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以生产性

发展的主导推力，源于20世纪60—70年代

服务业为主导，同时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

伦敦早期的郊区化、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

并重。英国伦敦克罗伊登的制造业仅居于

以及公共部门的有力推动。广州南沙的主

辅助地位，金融业、零售业及总部经济等

导推力则更为多元。一方面，郊区化、工

生产性服务业是其主导产业类型，且第三

业化是中国开发区导向的“边缘城市”形

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82.2%。广州南沙未

成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国家战略和政

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是打造以生产性服务业

策支持提供了南沙战略提升的强大动力。

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建设具有世界
[17]

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 。

7. 生长路径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建立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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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发商自发选址、设计和建设基础上，

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南沙新区片区的优势

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自发式生长路径。英国

就在于其粤港澳地理中心的区位、丰富

伦敦的克罗伊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及

的港口岸线资源以及与港澳的紧密联系。

政策指引基础上，由地方自治区委员会主

2017年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导建设，遵循的是一种规划制导式的生长

建设框架协议》中特别提到，推进广州南

路径。广州南沙则是基于原有开发区的建

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

设基础，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力作用下开

作平台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

展大规模城市建设，通过转型与再开发逐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

步形成“边缘城市”，它遵循的是规划制

验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在建设中国（广

导式与市场自发式相结合的生长路径。

东）自贸试验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

8. 发展历程

略层面，南沙分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和试

美国新泽西“287&78”地区在中心城

验示范区被特别提出。

市郊区化的推动下，经历了从单纯居住到

就粤港澳大湾区层面而言，从粤港澳

工业、商业的大范围拓展，再到借助大型商

大湾区“二区九市”最新确立的围绕大湾

业购物中心的入驻，成长为具备很高标准

区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可以看出“二区

的商业服务业中心，最终成为边缘城市的

九市”各自独特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发展历程。英国伦敦的克罗伊登在向后工

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补。总体来看，

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比大多数英国地区超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二区九市”中，作为

前了20年，它经历了从一个市场小镇成长

科技产业创新载体的有深圳、珠海、肇庆

为伦敦一个重要的居住郊区，进而华丽蜕

和惠州；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有东莞和

变为一个以就业办公中心而闻名的边缘城

中山；作为枢纽及门户城市的有江门、佛

市。广州南沙则经历了从开发区到中国“边

山和肇庆。澳门的发展重点在于建设世界

缘城市”的转型历程，且南沙的转型还在继

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商贸文化合作平台。而

续，并逐步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中心。

香港、广州和深圳无疑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三）从边缘城市到湾区中心：南沙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战略地位

的三大核心和引擎。其中，广州围绕大湾
区战略提出的发展定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核心增长极，并特别将“南沙粤港澳全面

2014年以来，在一系列国家级战略及

合作示范区”作为其发挥核心增长极作用

政策助推下，南沙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新的

的重要依托和阵地。可以说，在粤港澳大

提升，逐步从广州南部的“边缘城市”走

湾区的“二区九市”层面，南沙已经成为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中心”。从国家

区域发展的重要中心。

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层面以及广州市域层
面均可看出其区域中心的定位。

在广州市域层面，2018年2月公示的
最新一轮广州市总体规划——《广州市城

从国家层面来讲，2014年底，国务院

市总体规划（2017—2035）》——的草案

批准成立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包括

中提出，广州全域将形成“主城区-副中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

心-外围城区-新型城镇-乡村”的城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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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东莞
珠海
江门
佛山
惠州
中山
肇庆

粤港澳大湾区“二区九市”围绕大湾区战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

发展目标
发展重点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定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
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
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交流基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南沙粤港澳全面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作用 合作示范区，建设重大产业合作平台；推动穗港
澳政策对接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推动深圳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 建设前海城市新中心；打造湾区合作新亮点；构
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具全球 建“一带一路”交流合作新载体；开拓全球海洋
影响力的海洋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建设新领域；增创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 以滨海湾新区为龙头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创新载体建设；落实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
“双自联动”方案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枢纽门户城 打通承东启西的高快速路网；加快迈进轨道交通
市建设
新时代；完善多层次综合交通体系
全面对接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心城市，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航空枢纽城市
加快融入大湾区1小时都市圈；探索与香港、深圳等地共建产业园区；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产业创新中心
和历史文化名城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科技产业创新重要承载地；新能源汽车
与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康养旅游生态名城

资料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2018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2018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江门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中山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肇
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作者整理。

间网络体系，南沙成为广州市域范围内唯

在区域交通枢纽的构建（对内）和国际航

一的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南沙三大关键

运、服务贸易中心（对外）的打造上。具

定位：（1）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体而言，南沙作为区域交通中心将粤港澳

（2）绿色智慧宜居城市副中心，（3）粤

大湾区“二区九市”有机联系起来，帮助

港澳大湾区综合服务功能核心区和共享发

实现大湾区内部之间合作的便捷和高效。

展区。其中，门户枢纽功能和综合服务功

南沙正在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城市核

能均指向粤港澳大湾区，目标在于将南沙

心节点的“半小时交通圈”，主要包括轨

建设为大湾区交通中心和综合服务功能核

道交通、高快速路和航运，推动南沙由地

心区。因此，在广州市域层面同样明确了

理几何中心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变[18]。而国

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的定位。

际航运、服务贸易中心的打造则主要依托

事实上，南沙已经逐步开启了向粤

南沙港区和南沙自贸区，促进大湾区整体

港澳区域中心地位的战略提升，主要集中

对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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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欧洲边缘城市由中央政府和公共部门

五、结语

主导建设、遵循规划制导式的生长路径
不同，南沙的建设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通过理解国外边缘城市的概念和特

府的共同主导下，同时市场化导向的多种

征，对比中国大城市郊区开发区转型发展

开发形式也在发挥作用，规划制导与市场

的路径，提出基于开发区转型下的中国边

自发共存并举。（4）发展历程方面，与

缘城市。聚焦广州南沙，提出其转型发展

国外边缘城市不同，南沙是在开发区这一

的两大阶段。依据广州南沙与国外边缘

中国特色地域类型的基础之上，经历转型

城市案例的特征比较，南沙作为中国开发

与再开发，逐步形成的中国开发区导向的

区导向的“边缘城市”具备自身的一些特

“边缘城市”，并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

性：（1）产业结构方面，与国外边缘城

正在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中心。

市相比，南沙的产业类型更为多元。除两

南沙从最初的以工业生产功能为主导

者兼具的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及科

的开发区，转变为具备综合城市职能的广

技产业之外，南沙凭借临海区位优势及优

州南部边缘城市，近年来又开启了从边缘

越的自然禀赋，将同时发展海洋产业与旅

城市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的转型。伴

游休闲健康产业。（2）与中心城市关系

随南沙战略地位的逐步提高，其背后的主

方面，国外边缘城市或是为缓解中心城市

导动力也从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和私人投资

就业压力而出现，或是与中心城市依附共

开发为主，转变为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和国

生；南沙的情况则不同，是在原有开发区

家战略推动为主。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基础之上经历转型与再开发，逐步走向独

区域中心的建设已经展开，区域交通枢纽

立与综合。（3）建设方式、主导推力与

和国际航运、服务贸易中心的构建将推动

生长路径方面，与北美边缘城市由私人开

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不断提升战略地位

发商主导建设、遵循市场自发式的生长路

和发挥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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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 Edge City to the Bay Area Center: Positioning Nansh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g Hui, Liu Yuting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dge cit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is paper uses Nansha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Nansha from a development zone to a Chinese edge city under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Guangzhou. In contrast to other development zone-oriented edge cities, Nansha have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Guangzhou’s “edge city” to the “bay area center” with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 Macao (GHM)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policies, especially in the new era of construction of the GHM Greater Bay Area. Nansha’s special
location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s have made it an important platform and hub for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ereby promoting Nansha’s strategic
upgrading to the regional center of the GHM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edge city; bay area center; the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Greater Bay
Area; Na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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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2035总体规划战略思考与探索
◎

彭高峰 黄慧明 韩文超

摘 要：结合广州市正在开展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编制工
作，总结了人本、枢纽、创新、生态、品质、文化六大战略思维以及事权分级、公共政
策属性、成果体系、规划传导四方面实践。对新时期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城市治理
模式和规划理念转型进行探讨。
关键词：广州市 规划改革 城市总体规划 2035
【中图分类号】TU98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4
学者们对新时代城乡规划治理与规划

一、引言

作用进行了持续探讨（孙施文，2015；杨保
军等，2016），改革规划编制与管理成为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遍共识（李晓江等，2013；《城市总体规划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编制改革与创新》总报告课题组，2014）。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近期，相关学者结合国内相关城市新一轮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实践，对规划改革与转

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在取得令人瞩目成

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庄少勤，2017；彭

就的同时，交通拥堵、生态恶化、资源紧

高峰等，2017）。广州是国家城市总体规

缺、社会矛盾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如何创

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改革双试点城市，同时

新规划理念和模式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广东省省会城

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

市，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具

注的焦点。

有较强的代表性。梳理新时代城市转型治

【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2018GZWTZD24）；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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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新要求，总结《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高。“广州2035

（2017—2035年）》（以下简称“广州2035

总规”成立了11个“专责小组”，分别由

总规”）编制经验对于广州城市及国内其

市委政研室、市府研究室、环保局、民政

他特大城市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局、发改委、政务办等部门牵头，会同市
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负责统筹相应版块

二、“广州2035总规”工作背景

的规划编制工作。牵头制订相应版块的考
核评估标准、信息平台对应内容建议，实

“广州2035总规”于2017年初启动，

际上是从“编”到“管”到“考”的全过

至2018年3月已陆续完成市府常务会、市

程参与，充分发挥各部门共同的智慧和力

委常委会与市人大审议通过及规划公示。

量，有效地解决各职能部门、各区多个规

规划坚持统筹规划和规划统筹，创新规划

划“打架”的问题，为规划有效实施奠定

组织方式。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推进；

坚实基础。

专家领衔、科学决策；多规合一，部门合
作；公众参与、开门规划”的模式，高效
推进科学编制。

（一）书记市长亲自抓，切实履行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

（三）坚持开门编规划，共谋城市发展
遴选10余家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
院所等专业机构，开展城市对标、人口、
交通、生态等20余项专题研究，召开近50
场专家研讨会，广泛听取各界专家学者

落实市委市政府在总规编制实施中的

意见。通过网络、进社区、进学校、上街

主体责任。“广州2035总规”工作成立了

头、广州未来意愿征集等多种方式开展问

历版总规工作中组织架构规格最高、成员

卷调查，广泛查摆问题，征集公众意见。

单位最广泛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主要

总规草案公示期间，本地媒体与公众号点

领导任组长、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副组长，

击阅读量达5000多万次，共收到公众意见

主要负责总体规划编制、报审过程中发展

1000余条，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同描绘

战略、重大事项的指导和决策等工作；成

广州发展的宏伟蓝图。

员单位包括市直各部门、各区政府以及涉
及基础设施的中央、省属相关企业等59个
单位。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10余次召
开专题会议，与各部门、各区、技术团队
共同研究核心内容。

三、“广州2035总规”的六大战
略思维
（一）人本思维
“广州2035总规”坚持以人民为中

（二）建立各部门、各区深度参与规
划编制—管理—实施—监督考核全过程
的工作机制

“人文关怀”。从城市发展愿景到公共服

传统总规编制方式往往局限于规划

务设施配置，再到城市环境、社区治理均

管理部门，容易成为部门规划，其他部门

心，在谋划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宏伟蓝
图的同时，更加强调多元、细致和务实的

体现了“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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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实国家和区域战略，体现广州特
色与市民需求，谋划城市发展总体目标

相协调，引导区域人口合理增长与分布，综
合考虑以水、土地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

广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改

约束，合理控制总体人口规模，并推进人口

革开放前沿地和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城

布局与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规划2035年市

市目标愿景应深刻反映新时代、新征程中

域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000万人左右，按

国家赋予广州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对

照2500万人管理服务人口进行基础设施和

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积极参与“一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确保城市服务保障能

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推

力与城市战略定位、城市规模相适应。

动形成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现代化经济
体系、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社

3. 通过开展“四标四实”工作，创新
社会治理模式

会治理格局等方面承担广州应尽的职责。

针对广州作为特大城市存在的公共服

另一方面，从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出

务设施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发展差异大、

发，结合广州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响应

交通拥堵、治理难度大等群众最关心最直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规划提出

接的突出问题，本次规划编制深入摸查各

“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发展愿

种人群对城市发展的需求。通过全市开展

景。其中“美丽宜居花城”侧重于城市软实

“四标四实”工作（标准作业图、标准地址

力，是在征集市民对城市发展意见的基础

库、标准建筑物编码、标准基础网格以及

上提炼而成，集中体现了广州生态环境、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实有设

城市风貌、城市特色和市民美好愿望。此

施），发动市、区、街镇约20万人参与大普

外，发展愿景中对于城市活力的强调正是

查，共核查道路街巷16万条，建筑物437万

广州开放、包容、务实城市特质的印证。

余栋，全面摸清人、地、房、设施和产业

2. 合理制定人口发展目标

等信息。同时，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打

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战略定位

牢社会治理的基础，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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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来穗人员市民化，转

求广州承担的职责逐步提升，也体现了广

“漂”为“稳”，促进社会融合发展。

州的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广州2035

4. 建设社区生活圈，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总规”突出“枢纽思维”正是明确新时期

重点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医疗等

广州将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职能。

资源向外围城区延伸布局，坚持以社区为
单元，围绕打造15分钟优质生活圈，完善

1. 落实国家与区域战略要求，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

基础教育、医疗服务、体育健身、公共文

一是建 设“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城

化、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市民

市，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

生活的便利性。同时，针对外来人口公共

制，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二是携手共

服务均等化问题，提出提高非户籍人口服

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加强与香

务质量的规划措施。

港、澳门全面深度合作，强化优势互补，为

（二）枢纽思维

港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创造条件，完
成好服务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重任；三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国务院

推进广州大都市区协同发展，推进广佛同

正式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共有3版，广州

城与广清一体，强化与深圳、东莞的科技

城市定位从广东省省会逐步提升为华南地

创新合作，加强与环珠江口重点地区的协

区中心城市，再提升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

作，拓展高铁经济带与西江-珠江经济带，

市。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广州的定位和要

辐射带动粤东西北与泛珠三角地区发展。
2. 深刻认识广州自然禀赋和历史文
脉，构建枢纽型网络空间结构
以山水城田海为基底，以珠江水系为
发展脉络，以生态廊道相隔离，以交通骨
架为支撑，聚焦航空、航运和科技创新三
大战略枢纽，强化多点支撑，强化枢纽对
城镇群的发展带动，逐步构建枢纽型网络
空间格局。形成“主城区-副中心-外围城
区-新型城镇-乡村”的市域城乡体系。
3. 建设世界级空港、海港和铁路枢
纽，提升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能级
一是充分利用广州华南交通中心的特
殊地位与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发展基础，打
造世界级空港、海港、铁路的枢纽能级，
进一步强化交通枢纽对外联系度和服务
能力。二是强化国际枢纽与城市交通的衔
接，为客流和物流提供一站式的全过程运

图2 宜居社区规划图

输服务，实现枢纽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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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州在广东省区位示意图
共享。三是积极拓展个性化、多样化、品
质化的公共交通服务，大力发展轨道交
通、有轨电车、常规公交、水上公交和辅
助公交。

（三）创新思维
广州具有丰富的高教和科研资源，为
实施创新驱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
不得不看到广州在科技研发投入、科技成
果转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面对未来
科技创新的机遇，树立创新引领思维对于
广州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实施创新驱动，建设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
发挥广州科教资源集中、创新资源
丰富的优势，推动以科技产业自主创新为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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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枢纽型网络空间结构示意图

核心的全面创新。建设以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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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国际综合交通枢纽空间布局示意图

图6

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空间布局
示意图

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

制成果、全域数字化现状图、审批制度改

为支撑、都市型现代农业为保障的综合

革成果、规划实施监督及评估考核成果纳

型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

入广州“多规合一”管理平台，实现全市

建“一核一廊一带，多点支撑”的重点产

各类信息实时共享、空间规划编制和管控

业功能布局，重点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的部门协同。

（广州段）、珠江创新带等，形成一批具

二是以空间信息平台为基础，深化

有全球影响力的核心创新平台、节点和价

审批制度改革。按照“信息共享、部门协

值创新园区。

同、联合审批、实施监督、评估考核、服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善营商环境

务群众”的目标，建立多部门协同管理使

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政

用的审批系统。开展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行

府职能转变，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

政审批制度改革，施行项目策划生成、联

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提升市场化国际

合审批，实施一窗式、一码通、一站式、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一条龙服务。

3. 建设广州“多规合一”管理平台，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

（四）生态思维

一是整合各类空间现状和规划管理数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社会的

据，建立空间信息平台。将数字化总规编

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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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2035总规”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坚
持生态优先策略，将生态保护作为城市开
发的前置条件和基底。
1. 优化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
一是保护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格保护承担生态
系统维护与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空间，占
市域空间比例控制约36%。
二是保障农业空间提质增效。保障承
担农产品生产和农村生活等功能的农业空
间，占市域空间比例控制约26%。
三是促进城镇空间紧凑集约。集中布
局承载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城镇
空间，占市域空间比例控制约38%。
2. 划定三条控制线，守住城市生态环
境底线
按照“守底线、优格局、显特色”的

图7

市域三类空间规划图

思路，对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全市生态
控制线2680平方公里；划定2020年永久基

复合的“三纵五横，一环多廊”的三级生

本农田保护线895平方公里；守住规划管控

态廊道网络，完善郊野生态公园、城市公

底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2800平方公里。

园以及社区公园三级公园体系建设。二

3. 营造绿色开敞空间

是保护“北树南网”水网格局，保护全市

一是构建联通山水、贯串城区、功能

1300多条河流（涌）和360多宗水库。三是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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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态廊道控制构建市域6条通风廊道，

导控，建设山城相融、环境宜人、特色鲜

形成利于通风与空气流通的空间环境。

明的岭南广州。

（五）品质思维

加强城市设计统筹作用，在有限空间
里实现精明增长，营造既紧凑又舒适、既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广州

集约又便捷、既复合又品质的多样城市空

经济和城市规模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间，使城市如诗画、片区如景区、节点如

但城市特色尤其是城市建设品质仍有待

景点。

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广州也提出从战略

2. 塑造依山、沿江、滨海特色城市风貌

拓展走向战略聚焦的发展战略，其中精细

根据广州自然禀赋、现状基础和发展

化、品质化发展成为“广州2035总规”的

策略，将市域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

重要考量。

片特色风貌地区。北部地区保留山体森林

1. 开展总体城市设计，营造多样城市
空间

的生态风貌，形成连续性、开发性、景观
性的自然景观界面，突出岭南特色生态和

开展总体城市设计工作，以珠江母

文化特征；中部地区凸显传统与现代交融

亲河为纽带，展现广州山水相连的生态特

的都市风貌，通过改善河涌水系、保护江

色，打造珠江景观带和亲近自然的城市公

心岛屿、延续城市肌理，塑造中西合璧、

共空间网络，构建云山珠水相望的城市景

古今交融的活力街区；南部地区打造滨海

观视廊，塑造城市天际线，加强城市色彩

新城风貌，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滨海河道
岸线，增加滨水空间开敞性，建设布局开
敞、特色鲜明的滨海城市。
3. 建设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品
质城市
一是开展精细化品质化改造。开展
道路、建筑、街道、市政、公园等一系列
全要素设计工作；把街道空间作为重要
的市民公共空间进行功能和品质提升，按
照“一区一示范路”理念，建成各具风格
特色的阅江路、海滨路、番禺大道等示范
路；推进沿江路、西堤、长堤街等小转弯
半径品质化微改造。
二是打造“三个十公里”精品珠江。
重点开展沿珠江水系城市设计，完成珠江
景观带重点区段（三个十公里）城市设计
与景观详细规划导则编制工作，推进珠江
两岸贯通。完成“一江两岸三带”核心段

图9

市域生态空间网络示意图

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以及广州大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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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市域三位总体形态意向图
桥历史文化环境艺术提升工程。完成了跨
江桥梁维修、码头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等一
系列沿岸景观整治工作。临江大道景观绿
化缓跑径、有轨电车观光带、二沙岛东端
绿地等绿色新空间成为景观新亮点，珠江
两岸城市风貌焕然一新。

（六）文化思维
城市文化是城市独特魅力的内在支
撑，也日益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如何挖掘和彰显广州开放、务实、包容、
创新的城市文化和特质，支撑城市可持续
发展成为“广州2035总规”的重要命题。
1. 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建设国际交往
中心
发挥广州岭南文化与粤语文化中心地
的优势及丰富的国际交往基础，服务国家
图11 市域总体风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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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局。打造国际交流与活动集聚地、

《城市观察》2018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 No. 3, 2018

图12 街道空间全要素提升示意图

图13 珠江两岸贯通工程示意图
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国际机构

一是构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

总部与驻穗领事馆集聚地，成为展示国家

系。挖掘和展示珠江母亲河的文化魅力，

形象、进行对外交流的窗口。通过推动重

构建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及名

要国际机构驻穗，重大国际会议会展、节

镇名村、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非物

事赛事、文化交流活动举办，不断提升广

质文化遗产五个层次的保护体系；保护修

州国际交往功能和影响力。

复珠江文化带、城市传统中轴线、城廓和

2. 彰显岭南特色，建设“既能喝凉茶
又能喝咖啡”的城市

骑楼文化景观环共同构成的“一带一轴两
环”的历史城区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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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力度。另一方面，挖掘最能体现
“广州味道”的城市资源，修复和建设若
干条讲述城市古城遗址、历史水系、古代
丝绸之路、传统美食、工业遗产、专业街
市等故事的文化路径。通过品质化微改造
提升路径空间品质，并以众筹、沙龙、骑
行、展览等多样化形式推广文化路径。

四、“广州2035总规”的四方面
探索
（一）探索事权分级，对上可用于监
管，对下可指导实施
传统总规成果往往追求大而全，各
级政府的管理内容混杂，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总规成果实施和管理的重点不突出、权
图14 国际交往中心空间布局示意图

责不明晰，增加了后续规划实施的难度。
“广州2035总规”以明晰事权划分为改革

二是挖掘广州特色历史资源，修复历

导向，在强化底线管控的同时，加强总规

史文化路径。一方面，突出广州在南粤古

成果的弹性适应。一方面，落实中央精神

驿道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串联整合沿线名

与改革要求，梳理上级政府监管重点，重

镇名村、传统村落，加大古驿道、古村落

点承接国家和区域战略、强化生态环境、

图15 古广州年轮路径

图16 “一盅两件”美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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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民生保障、用地规模等底线性

和管理的“一体化”成果体系的探索，对

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事权范围

于促进总规成果“可落地、可实施、可监

的内容，明确总体要求和建设标准，对具

管”，具有重要意义。

体建设行为留有一定的弹性，以指导下层
次规划编制和实施。

（四）构建“市域 - 单元”空间传
导体系，促进总规落地实施

（二）强化总规成果“法条化、结
构化、要素化”
，提升公共政策属性

足建设、审批、管理维护等实施需求的高

传统总规成果往往侧重于技术性，描

效率，“广州2035总规”将原先的“市-区

述性、说明性内容较多。“广州2035总规”

县-镇街-规划管理单元”四级体系简化为

强调总规成果的公共政策属性。其中“法

“市域-单元”二级体系，分层次逐级细化

条化”是参照法律法规条文进行规范、精

落实总规内容，建立“主导功能分区-用

准、简洁的表述，重点是将总规内容要求

途分区-用地分类”的传导机制。通过“结

与工作规则化、政策化。“结构化”是对

构管控＋边界管控＋指标管控”，探索要

总规战略性与核心内容的回归，加强对宏

素配置的有效传导。

按照事权对应、分层管控的原则，满

观调控、区域协调、空间格局、功能布局
和要素配置的统筹管控。“要素化”是强

五、结语

调对城市关键资源、要素配置的具体化，
体现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与构成要素
的细化安排，着重补齐城市短板。

（三）形成“五个一”成果体系，促
进“规建管”一体化发展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模
式，也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作为远景规划，面对充满不确
定性的未来，做出全面准确的预测几乎不

改变传统总规注重规划编制、忽视

可能，如何立足广州发展现实条件，为未

规划实施与监督的做法，按照“规建管”

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留有足够的弹性和韧

一体化思路，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

性，可能是面向2035的广州城市总体规划

图”“一套指标体系”“一个平台”“一

的核心命题。“广州2035总规”正是应对

套考核机制”等“五个一”工作成果。其

全新发展背景下，对城市发展和治理模式

中“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一套指标

变革的探索性战略思考。规划难言完美，

体系”是总规评估、实施、监督考核的目

但尊重城市和人的发展客观规律，坚持

标内容；“一个平台”是总规实施、监督

人本思维、枢纽思维、创新思维、生态思

考核的重要支撑；“一套考核机制”是总

维、品质思维和文化思维，将是广州未来

规实施的保障机制。围绕总规编制、建设

发展的不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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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Thoughts for Guangzhou in 2035
Peng Gaofeng, Huang Huiming, Han Wench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Guangzhou urban master planning (2017-2035),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six planning features, including putting people first, strengthening hub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driv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quality priority, and cultural features. It
further discusses integ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public policy attribution, completion
system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Guangzhou; Planning Reform; Mater Plan;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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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的穗深港中心性比较
◎

梁雯敏 赵渺希

摘  要：在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考察穗深港的地位和角色，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局面
的背景下探寻穗深港的竞合之路，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及落脚点。以Castells的流动空间理
论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基础，借鉴Taylor关于“城市联系对”的研究方法，通过节点
间“航空流”的流量和流向，对城市间的空间网络特征进行测度，考察穗深港在全球航
空网络中的中心性能级，以及由航空联系构建的全球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特征。研究结果
表明，全球航空网络带有较为明显的地理邻近性特征；香港、广州、深圳在主导性、可
达性、中转性上的枢纽功能均依次减弱。研究最后对穗深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竞合
关系进行了相应思考。
关键词：航空网络  全球城市体系  中心性  粤港澳大湾区  穗深港
【中图分类号】U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5
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

一、研究背景

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的要求。在地方层
面，广东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

城市在航空网络中的中心性已经

要求，推进珠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提

成为全球枢纽性城市的重要指针。国家

出“强化广州白云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功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国际枢纽

能，加快建设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完善立

机场，建设珠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重

足珠三角、联系香港、面向全球的枢纽服

点工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加强上

务能力”的目标。由于航空港是城市对外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智库课题（2016GZZK22）; 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
（2018GZWTZD24，2018GZWTZD25）；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
新研究中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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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空中门户，因而国际航空枢纽的建

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展开研究，主要集中于

设俨然已成为城市跻身全球价值链上游的

产业经济形态（向晓梅，2018[1]；林昌华，

一道门槛，其促进城市间资源流动的重要

2018[2]）、空间结构特征（陈世栋，2018[3]；

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彭芳梅，2017 [4]；林先扬，2017 [5]）、规划

截至2018年5月，全球共有231个国

发展战略（李猛，2018 [6]；许勤，2015 [7]；

家实现通航，共建有3423个机场，包括

路旭，2011[8]）等方面，既有研究多基于定

81009条直飞航线和12530条非直飞航线，

性梳理或属性数据，少数运用到关系型数

由多达698家航空公司组织运营。国内航

据的分析但又多受限于珠三角或广东省层

空运输发展也相当可观，1990—2015年，

面，鲜有在全球城市网络视角下进行深入

中国（含港澳地区）的民用航空客运总量

探讨。作为大湾区的三大核心机场，香港

持续增长，前期年均增速波动较大，后期

赤鱲角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宝安机

增速放缓，在10%～15%的区间浮动，逐

场，在航站楼建设、航空港增容、产业链

渐趋于稳定。

集聚等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已形成战略布

在这个过程中，全国航空客运量前10

局，一场资源抢夺战在各方造势渲染下悄

位城市的累计比重从1985年的高达91.19%

然明晰。由此，在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考

发展到2015年的58.45%，表明国内航空港

察穗深港的地位和角色，在粤港澳大湾区

布局从过去的局域集中走向广域扩展，越

新局面的背景下探寻穗深港的竞合之路，

来越多的城市介入到全国乃至全球航空网

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及落脚点。

络中，在全球化浪潮中分一杯羹。

就航空客运量和旅客吞吐量而言，穗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社会

深港在两者上的相对位序有所差异，在时

热点持续不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间序列上，广州的航空客运量占比始终在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

港深之上（图2），而吞吐总量则以香港

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

为最多，广州次之，深圳为末。结合各城

广东工作新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翻开

市的航线布局（表1），香港的国际航线

了新一轮的发展篇章。众多学者纷纷就粤

远多于广州和深圳，表明香港的中转优势
显著，其国际航线的供给充分保证了旅客
的中转需求。
另一方面，虽然广州的航空客运量占
比与旅客吞吐量始终在深圳之上，直飞航
班总数同样位居首位，但客运占比逐年跌
落的态势较为明显，市场占有率从1985年
的27.94%下降到2015年的9.26%，整体吞
吐量年均增速趋于下降（图3），其航空
主导地位相对削弱，这也跟国内更多航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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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含港澳地区）航空客运量及
年均增速变化情况（1990—2015年）

港的兴起密不可分；深圳自1991年通航以
来，以20.49%的年均增速快速发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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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国际航线。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
持续推进的今天，这样的格局是否符合城
市自身发展的定位与期盼？三者的有效竞
合实际上也是进一步为大湾区在国际价
值链分工中赢得更多资源配置话事权的
关键。
城市间的航空联系实际上代表着一
种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高层次的
图2

穗深港航空客运量占比情况
（1985—2017年）

空间联系，基于航空联系的航空网络近
年来也被学术界广为关注（Smith、Timberlake，2001 [9]；周一星，2002 [10]；王成
金，2005[11]；Derudder，2007[12]；王姣娥，
2015[13]）。
Keeling（1995）[14]认为航空联系之所
以能成为衡量世界城市间的关系指标，主
要有以下五点原因：第一，全球航空流是
鲜有的能衡量跨国城市之间连通性的指
标；第二，航空网络及其结构具备很好的

图3

穗深港旅客吞吐量及年均增速变化
情况（2005—2017年）

可视化程度，能最好地表征世界城市之间
的关联；第三，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人
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是必须的，航

势头良好，但直飞航线总数偏少，无法满

空运输作为国际人员流动的最主要载体具

足其快速增长的需求量，致使其客运量占

有很重要的意义；第四，航空运输承担高

比相对停滞，虽逐渐逼近香港，但也仅在

端跨国的资本、人员、技术和高附加值货

5%上下浮动，现有航线的供给缺位难免

物的运输职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

成为深圳进一步拓展航空网络的掣肘。

载体；第五，城市对外航空联系是反映其

在航线布局方面，穗深港形成了一

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地位的重要指标。

个看似均衡的布局格局：广州同时在国内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航空联系的视

与国际航线上发力，深圳与香港则互补发

角建构起世界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在

展，前者以布局国内航线为主，后者则主

方法论层面沿用Freeman（1978）[15]对中心

表1

穗深港直飞航线对比（数据截至2018年5月）

机场

所在城市

国内航线

广州白云

广州

118

国际航线 直飞航线总数 国内航线占比 国际航线占比
90

208

56.73%

43.27%

深圳宝安

深圳

105

41

146

71.92%

28.08%

香港赤鱲角

香港

42

143

185

22.70%

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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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系统总结，以三类中心性作为度量网
络中各元素（节点或边）相互作用能力的
指标，即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邻

据合并至所在城市。

（二）研究方法

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介中心性

1. 节点规模

(Betweenness Centrality)，国内学者莫辉辉

节点i到节点j的航空联系存在有向性

[16]

（2010） 进一步将网络中心性进行了中国
[17]

实证。具体的，本文以Castells（1996） 的

特征，用sij表示，节点i与网络中其他城市
的航空联系为：

流动空间理论作为理论根源，借鉴Taylor
[18]

（2004） 关于“城市对”的研究思想，
以通航城市为研究单元，以城市间航空

（1）
网络中全部的航空联系则为

，城

市间的加权联系系数为：

联系表征城市间关系，通过节点间“航空

（2）

流”的流量和流向，对城市间的空间网络

2. 度中心性

特征进行测度，考察穗深港在全球航空网

度（Degree）定义为与给定节点i直接

络中的中心性能级，以及由航空联系构建

相连节点的数量（或边数）。度中心性可用

的全球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特征，并为穗深

度的大小进行衡量， 可以表示为CD (i)=ki，

港在粤港澳湾区内部的竞合关系进行了相

反映了节点i与网络中其他节点发生直接联

应思考。

系的大小。考虑网络规模，进行标准化后
的度中心度为：

二、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的穗深
港中心性比较
（一）数据来源

（3）
考虑以节点间的总航空班次S i对节点
间联系进行加权，那么加权度中心性为：
（4）

数据源自携程网航班时刻表（http://

度中心性体现的是一个城市在网络中

www.ctrip.com/），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年

联系的广度，而加权度中心性体现的是一

7月，数据类型采用每周的航班次数，以

个城市在网络中联系的强度（深度）。度

此来衡量城市间的关系强度。样本城市为

中心值越大，该城市在网络中的主导能力

50个世界城市，其选择参考了GaWC小组

也就越强。

对世界城市的最新排名The world according
[19]

3. 邻近中心性

to GaWC 2016 ，选取其中最高级Alpha级

邻近中心性用给定节点i到除自身外

的49个世界城市和深圳（位于Beta级）共

的所有节点的最短距离和的大小来衡量，

50个样本，基本囊括了全球化水平最高的
城市，它们之间的航空联系占据了世界跨

表示为
，反映了节点i在
网络中的相对可达性大小，考虑网络规模

国航空联系最主要的一部分，较能全面地

后得到的标准化邻近中心度为：

反映全球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特征。最终采

（5）

集到50个世界城市共142691次航班。对于

值域范围为
，该值越大，
城市i的邻近中心性越强，该城市在网络

拥有多个机场的城市，则将多个机场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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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资源共享速度也就越快。

节点规模的第一层级包括新加坡、

4. 介中心性

伦敦、上海、纽约、洛杉矶、香港、法兰

介中心性用所有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克福、阿姆斯特丹、悉尼、东京、曼谷、

经过给定节点i的次数来衡量，表示为

旧金山和巴黎共13座城市，这些城市占据

，其中，
表示点
i处于j和k之间最短路径上的实际值与最大

了全部航空联系量的50%，拥有着高强度

可能值的比例，反映了节点i在网络中的中

航空网络中的客运优势。广州位于第二层

转和衔接功能。Freeman（1978）证明了

级，深圳位于第三层级。

节点的最大介数为(n-1)(n-2)/2，因而考虑
网络规模后得到的标准化介中心度为：

的航空联系，充分体现了这些城市在全球

第一层级节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横
向联系，第一层级与第二层级之间同样保
持着紧密的垂直联系。位于第一层级的城

（6）

市包括墨尔本-悉尼、吉隆坡-新加坡、

值域范围为
，该值越大，
城市i的介中心性越强，该城市在网络中的

旧金山-洛杉矶、孟买-新德里、上海-香

中转枢纽能力也就越强。

域内或区域间的短距离联系，带有明显的

（三）全球航空网络体系空间特征

港、广州-上海、纽约-洛杉矶，均为区
地理邻近性特征。南亚-南澳、北美-东
欧之间的洲际联系，亚洲、大洋洲、北美

1. 节点规模

洲、欧洲的内部联系多为第二层级联系。

对50个世界城市的节点规模和联系强

由此，东西半球内部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

度进行可视化处理，并用自然间断法将其

的组团，而跨越东西半球的联系强度则相

分成三个层级，如图4所示。

对较弱。

图4

50个世界城市的节点规模和联系强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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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度中心性

圳与境外世界城市的联系是既稀少又单薄

度中心值最大为伦敦，达0.980，最小

的。广州也存在着这样的通病，广州-上

为深圳、圣地亚哥和卢森堡，均为0.286，极

海、广州-北京的联系量就占据了近50%，

值间差距约3倍，其位序-规模体系大致沿

在全球航空网络中持有的市场主导份额偏

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分布，说明世界城市

低。

间的航空联系网络化程度较高。若考虑城

3. 邻近中心性

市间不同联系强度，得到的加权度中心性

邻近中心值最大的为伦敦（0.980），

能更好地反映城市在网络中的实际能级。

最 小 的 为 深 圳 、圣 地 亚 哥 和 卢 森 堡

加权度中心值最高的同样为伦敦，达0.966， （0.583），绝对差距较小，说明全球航空网
而最小的为沙特阿 拉伯的利雅得，只有

络结构的发展整体上较为成熟。其中，港

0.021，二者差距达46倍，表明在全球航空

穗深的位序依次排列，香港的可达性枢纽

联系中各城市的联系强度差距较为悬殊。

功能最强，与其他世界城市的资源共享速

考察穗深港三城的度中心性和加权

度更便捷；深圳的邻近中心性最低，在全

度中心性的层级差异。香港的度中心性

球航空网络中的可达性最弱，很大程度也

（0.694）和加权度中心性（0.593）均为
三者之首，加权度中心性位序较前且大大
高于广州（0.228）和深圳（0.065），说
明香港与世界城市之间不仅拥有广泛的航
空联系，而且联系更为紧密，频次更高，
整体上香港的主导性枢纽功能更强；广州
的度中心性（0.551）和加权度中心性的位
序（27）居中，但加权度中心性（0.228）
较低，表明其联系强度在全球航空网络中
处于较边缘的位置，掌握一定的网络影响
力，但联系的深度不够，即中心性特征表

图5 世界50个城市度中心性规模-位序图

现不突出；深圳始终位于穗港之后，表明
其在全球航空网络中的覆盖面偏低，但其
加权度中心性的位序（43）要比度中心性
的位序（50）靠前，表明其与部分世界城
市之间保持着较强的纵向联系。
实际上，深圳仅与14个Alpha级世界
城市建立了航空联系，分别为上海、北
京、新加坡、曼谷、台北、首尔、东京、
吉隆坡、洛杉矶、雅加达、迪拜、法兰克
福、墨尔本、悉尼，其中深圳-北京、深
圳-上海的联系就占据了81.51%，所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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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个城市加权度中心性规模位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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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其在航线供给上的相对不足造成的。
4. 介中心性
介中心值最大的为伦敦（0.940），最
小的为深圳、圣地亚哥和卢森堡（0.048），
极值间相差20倍，表明各世界城市在全球
航空网络中的衔接和中转能力差距较大。
其中，香港的介中心性（0.369）是广州
（0.210）的1.76倍，是深圳（0.048）的7.69
倍，从航空网络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香港
在粤港澳湾区中突出的中转型枢纽能力；

图8 世界50个城市介中心性规模-位序图

广州和深圳的介中心性在全球航空网络中
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深圳与穗港的差距

注重城市间的纵向发展，跟上述中心性结

更为明显，中转能力弱。

果相吻合，有效促进城市间密切而频繁的

（四）城市对外航空网络空间特征

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相比之下，广州向西延伸开来的全球

1. 国际航线

航空网络所形成的城市带与“一带一路”

广州的航线主要覆盖在东亚、南亚、

倡议沿线国家或地区更为贴近，在“一带

澳洲、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周边；深圳的航

一路”倡议层面具备不可或缺的重要枢

线覆盖率较低，整体呈现较为稀疏的布

纽功能。主要体现在，广州航线所覆盖的

局，以东亚和南亚周边为主；香港的对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是最多的

航空网络覆盖范围跟广州的稍有重合，但

（图13），达50多个；同时广州与众多海

国际航线、航班及平均航班数均远超广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之间保持着较

州与深圳（图12），全球航空可达范围广

高的航空联系强度，其与越南、埃塞俄比

阔，不仅拥有广泛的对外航空联系，同时

亚、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家或地区
的联系强度均为穗深港中最强，包括广州胡志明市、广州-河内、广州-亚的斯亚贝
巴、广州-马尼拉、广州-金边、广州-暹
粒、广州-仰光等。值得注意的是，深圳
拥有与沿线国家或地区最高的平均航班，
但其基数小问题势必导致城市间航空往来
所产生的附带价值十分有限。
2. 国内航线
广州和深圳的国内航线覆盖范围重合

图7

世界50个城市邻近中心性规模位序图

度较高，存在一定的相互制衡作用。二者
的航空腹地范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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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广州全球航空联系图（点度＞0.01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图10 深圳全球航空联系图（点度＞0.01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图11 香港全球航空联系图（点度＞0.01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56

《城市观察》2018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 No. 3, 2018

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分布于世界不同地
点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种可能性并不受
制于技术、组织和成本因子的影响，从而产
生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宁越敏，1991[20]）。
另一方面，即便是信息革命时代，人与人之
间面对面的交流在经济活动中仍十分重要
（Hall&Pain，2006[21]）。由此，航空运输在
网络中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人流、物流、信息
图12 穗深港国际航线及航班对比情况

流向地方集聚，以流入、流出效应催化全球
生产，进而驱动地方发展。

对西部和北部的航空可达性偏弱，属于区
域性的航空枢纽；联系强度较高的城市则
主要呈组团分布，包括东部京津冀城市
群和长江三角洲、中部成渝城市群以及北
部辽南城市群。相比之下，广州拥有更高
的平均航班数，即与国内城市的联系强度
更高。香港的对外航空联系主要集中在京
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和成渝城市群的
重点城市，航空联系城市数量少但强度不
低，属于精准航线布局策略。

三、小结与讨论

图14 广州全国航空联系图（点度＞0.01
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集装箱运输和互联网为代表的运输/通
讯方式的革命使运输成本极大地下降，使

图13 穗深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或地区航空联系情况

图15 深圳全国航空联系图（点度＞0.01
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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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建成投产，届时将对广州白云机
场的客源进行一定分流，广州吸引全球客
源的潜力将被大大激发，在全球城市体系
中的中心度也有望提升。与此同时，广州
将强化在“一带一路”中的桥头堡作用，
这也是广州作为中国南部沿海省会城市
应有的担当。广州与“一带一路”特别是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良好
的联系基础，为广州在区域城市网络影响
力和提升区域战略地位方面创造了难得
图16 香港全国航空联系图（点度＞0.01
的城市附有城市名称标注）

的机遇，同时因借其现有强大的东南亚航
空网络优势及相对便捷的网络可达性（邻
近中心性），未来发展可考虑将广州建设
成为“一带一路”的航空母港（黄益斌，
2015 [22]），进一步拓展东南亚、泛太平洋
地区航空市场，提升深度联系。值得注意
的是，远距离对外联系仍是广州参与全球
网络体系的短板，未来航线布局应对此进
行强化，由此促成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航线
或航班设置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加快市场
的拓展，如利用传统商贸优势加强国际贸

图17 穗深港国内航线及航班对比情况

易合作、引进面向全球的会议会展、发展
国际旅游合作等，真正发挥广州作为中国

在全球航空网络体系中，香港拥有更

对外联系南大门的角色与功能。

强的主导性、可达性、中转性枢纽功能。不

深圳地处穗港之间，在夹缝中生存

仅中转优势显著，其介入全球航空网络中

的现存窘况看似是地理区位带来的负面

的深度与广度也更强，与其他城市的资源

影响，具体表现在深圳参与全球生产体

共享速度也更便捷。由此看来，香港对于粤

系的中心性程度偏弱，全国航空客运持有

港澳大湾区甚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

率相对迟滞，但这并非深圳主观能动的

作用巨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背景下，

结果。《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

香港也应该是珠三角建立世界级城市群应

“十三五”规划》对深圳宝安机场的规划

依托的重要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国

预判为到“2020年，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

际航空门户的首选城市。

4500万人次/年”，实际上深圳宝安机场在

对于广州而言，其客运量居高不下，

2017年已超额完成该目标，同时近年来吞

随着近期白云机场T2航站楼的开通运行，

吐量增速提升也已是客观事实，所以深圳

位于佛山高明区的珠三角新干线机场也将

的尴尬处境归根结底是规划滞后、航线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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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足造成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

整体而言，大湾区的航空港布局生态

深圳所处的区位实际上为其迎来了难得的

应保持动态平衡，无须在发展了数十年的

发展机遇，位于湾区中部的地理位置作为

基础上大动干戈。广州继续发展国内国际

大湾区的资源汇合点，通过建立健全大湾

航线，深圳与香港互补发展，通过针对性

区内部高效的交通网络，一方面，有效促

的局部调整，保证穗深港与国内城市及高

进穗深港联系及合作，特别是在虹吸香港

等级世界城市间的互通互联，同时各有侧

的中转客流上可大有作为；另一方面，通

重地增加对外直达航班，完善中转服务流

过借鉴香港的精准航线布局策略，积极拓

程，充分发挥竞合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在

展强化与高等级世界城市的航空联系，为

全球生产体系中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进一

扩容至95平方公里的深圳大空港地区寻求

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对全球资本的汇聚及

用武之地，进一步辐射粤港澳大湾区。

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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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the Centrality Amo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n
Global Aviation Network
Liang Wenmin, Zhao Miaoxi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centrality amo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n the view of global aviation network. Furthermore, based on Castells’
theory of the flow space, the paper takes the airline connection as the index to measure the intercity relationship, construct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world urban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lobal aviation network has a more obviou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haracteristics.
Hong Kong has the highest centrality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and Shenzhen. Finally, we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sup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relations among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aviation network; global urban system; centralit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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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
经验总结
◎

张

捷 景守武

摘 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历程，总结了广州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成就，并对其主要经验进行梳理，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文明 环境保护 广州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X32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6
淡薄，经济发展成为各部门各地区的中心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生态文明
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历史回顾

任务，因而产生了不少经济、社会和环境
问题。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下，城市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突出，大气污染超过国家二级

主要依据环境质量的变化，改革开放

标准，机动车废气污染加剧，建筑施工噪

以来广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

声、粉尘扰民现象严重；城市生活污水处

阶段。

理跟不上，河涌黑臭水体随处可见，珠江

（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城市环境
质量趋于下降的时期（1978—1995 年）
1978年至“八五”时期是广州改革开

广州河段有机污染迅速加重；城市绿地不
断被蚕食；市区交通堵塞问题日趋严重。
城市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并制约着广州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增长持续时间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的酸雨和

长、经济总量增加最多的时期。但不可否

光化学污染逐年加剧。酸雨主要源自本地

认，当时广州的经济发展是以粗放型的增

和珠三角地区珠江口两岸电厂群排放的

长为主，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意识比较

SO 2；而日趋严重的光化学类污染（NOx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批准号：15ZDA054）
成果。

61

广州经验
GUANGZHOU EXPERIENCE

（氮氧化物）和CO（一氧化碳））则与车

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

辆的迅速增加密切相关。1981年广州市仅

分》《广州市综合治理和利用粉煤灰若干

有机动车辆7.2万辆，2010年达到214.64万

规定》等6部行政规章，初步建立了环境

辆，汽车数量猛增不仅导致道路拥堵，而

治理的法制体系，使环境监督管理逐步纳

且使尾气排放量和污染物大幅增加。据统

入法制轨道。“八五”时期，广州的工业

计，广州机动车排放的NOx占全市NOx排

污染防治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全市工业

放总量的60%以上。

产值增长3.27倍的同时，工业废水排放量

水污染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珠江广

减少17%；结合城区改造，搬迁了52个严

州河段的污染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垃

重污染扰民的工厂；加强对新、扩、改建

圾污染；二是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设项目的环境管理，严格把关，控制新污

珠江上的飘浮垃圾物以每年20%的速度递

染，5年间，竣工项目环保投资6.89亿元，

增，从1998年到2001年就打捞起10.38万

新增处理废水能力60.3万吨／日，处理废

吨垃圾。据统计，1985年广州市的生活污

气能力2023万标准立方米／小时。经过努

水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共计7亿吨左右，到

力，广州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

了1994年仅生活废水排放量就达7亿吨，

但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环境

占废水排放总量的68%，成为珠江广州河

保护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不足，加上产业

段主要的有机污染源。而当时广州城市生

结构趋于重型化，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趋

活污水的处理率仅有一成多，污水处理设

势未得到根本扭转。

施严重滞后。大量的工业及生活废水通过
河段和珠江入海口海域的水污染，而且严

（二）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环境治
理取得突出成绩的时期（1996—2012 年）

重影响到广州市的饮用水安全。监测数字

“九五”时期，为了扭转生态环境恶

表明，广州石门等水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

化的趋势，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

期，水质可达2～3类标准，80年代后期，

传统发展道路，广州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

水质仍有3～4类标准，进入90年代，只能

的理念，提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

达到4～5类水质标准。

节约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与城市规划、建

多条河流流经广州入海，不仅加重了广州

为了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八五”

设和管理相统一，努力营造高效、舒适的

期间广州市先后颁布实施了《广州市饮

城市环境。“九五”时期广州制订了《广州

用水源污染防治条例》《广州市大气污染

市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

防治规定》《广州市防治珠江广州河段水

标》，提出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

域饮食业污染管理规定》《广州市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与经济、

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等4部地方性法规和

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

《广州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广州市声环

市；并提出广州市到2010年的环境保护远

境功能区划》《广州市防治机动车排气污

景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有效地

染监督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持并不断改

加强治理机动车排气污染的通告》《广州

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使环境质量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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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国际城市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相

协调、空气清新、水质洁净、环境优雅的花

（三）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2012
年以来）

园式城市。1997年5月31日，广东省人大常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市把生态文

务委员会通过了《广州市环境保护条例》，

明建设放在空前突出的地位，进入全面推

规范了各行政部门和各地区的环境保护职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该时期广州

责分工，并规定了环保功能区的划分及其

积极实施“节能、蓝天、绿地、碧水、清

标准，对城市建设、自然资源和环保设施

洁、低碳”行动计划，严格限制高耗能、

的规制与管理以及对环保违法责任的追究

高排放产业发展，全面推行企业清洁生

与处罚等。这是广州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

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煤炭消

合性地方环保法规，对于广州后来的生态

费总量，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强水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环境综合治理；组织实施森林进城、森林

适应，把广州建成经济发达、城市空间布
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各类建筑物美观

本阶段广州城市建设和环境治理的

围城，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加快发展低碳

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2010年广州成功

交通，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广

举办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广州亚运

州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

会”）。亚运会是广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

城市”“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全国生活

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自2004年申办

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国家水生态文明示

成功以后，广州就提出要办一届“绿色亚

范城市”“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

运”，使广州的城市面貌和城市品牌发生

（迪拜）奖”等众多荣誉称号。

一个质的飞跃。广州亚运环境整治工程的

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十八

总投入约700亿元（不包括“退二进三”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加快生态文明

涉及的100多家工厂的搬迁费用以及企业

建设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停产限产的损失），其中包括近500亿元

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的广州治水工程投入以及190亿元左右的

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环境综合整治经费。

广州编制并颁布了《广州市生态文明建

总之，亚运会使广州的生态环境和城

设规划纲要（2016—2020）》（以下简称

市面貌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市民们开始有

《规划》）。《规划》秉承创新、协调、

了天蓝、水清、地绿、城美的感觉。但是，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推进

这种依靠大量投入（亚运会的投资预算高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

达2200亿元）和动员式的行政措施换来的

化和绿色化，旨在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突

环境改善要想得到长期巩固、不发生逆转

出问题，以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能力为基

和反复并非易事，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需

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

要建立长效机制，需要把生态环境治理作

源节约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

为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长期战略，作为政府

护力度，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健全生态文

和市民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文明来推进。

明制度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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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加快建设森林城市、绿色城市、

2001—2004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

生态城市，探索具有广州特色的生态发展

吸入颗粒物日均浓度曾一度升高，但是从

模式。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资源

2004年开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

入颗粒物日均浓度逐年降低。二氧化硫日

效，生态红线和空间管控体系确立，环境

均值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0.006毫克/立方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形成绿色、低碳、循

米的标准，可吸入颗粒物日均值也低于国

环经济体系，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

家规定标准；酸雨pH值则逐步升高（pH值

会得到推行，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

升高表明酸雨程度减轻），2016年广州市

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降水pH值比2000年上升0.71个pH值单位，
表明城市受酸雨污染的程度逐步减轻。

二、广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城市环境治理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市各级政

从2013年起，国家在空气质量指数中
增加了PM2.5指标，2013年广州市空气质
量指数出现明显下降。针对市情，广州专
门组织力量进行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

府转变政绩观，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理念，正确认识经济发展同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强调以提高经济质量和
效益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绿
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动员全市居民建设
生态文明城市。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广州市不论是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还是水质污染物排放量
都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城市的空气质
量和江河湖海水质状况出现明显好转。

图1

广州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1.空气质量
近年来，广州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均
有较大幅度下降。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
广州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空气质量
达标率在2013年采用新标准之前成U型分
布，2004年达到“谷底”，2005年开始逐
步提升。采用新标准之后，虽然空气质量
因指标变动而短暂下降，但其后优良天数
和达标率均逐年上升。
在大气治理过程中，亚运会以后广州
重点对工业园区及其周边企业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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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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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得了良好成效。2017年广州市实现

源存在着“小、散、乱”现象，广州市正

PM2.5达标（35微克/立方米），成为国家

在积极整改过程中。

中心城市及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常住人

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明显，2017

口超千万的省会城市中率先实现PM2.5达

年列入全国黑臭水体监测平台的35条黑臭

标的城市。

水体基本消除。2017年广州市共落实四级

2.水环境治理

河长2961名。在推动水环境治理方面，广

自2011年以来，广州城市集中式生

州市制定了《水环境质量达标方案》，以

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一直保持在

相关的规章制度为基础，采取优化工艺等

100%。表1显示，水源地监测数目从2014

措施完善市内污水处理厂的提质改效工

年起增加到10个，2017年10个饮用水水源

作，对市内8个省级以上的工业区安装污

地水质监测点水质全部达标。2016年二类

水集中处理设施并且实时监督，针对农村

水质监测点占比为65.83%，2017年上升到

面源污染开展综合整治，加强农村生活污

73.33%，表明广州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和垃圾处理能力。

水源地水质整体稳定并逐年提高。

3.垃圾处理

从河涌治理情况来看，广州市河涌

长期以来，垃圾处理一直是困扰广

监测点劣五类水质占比处于波动下降的

州的老大难问题。据2010年估算，广州日

状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河涌水质

产垃圾12000吨左右，仅中心城区日产垃

受季节影响较大，因此较为不稳定。2015

圾就达到8000吨，而且以每年8%～10%

年广州市河涌劣五类水质占比为83.65%，

的速度增长。近年来广州市在解决“垃圾

2016年小幅下降为83.31%，2017年下降为

围城”方面改换思路，采取源头控制、垃

78.20%。虽然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是河

圾分类、资源回收和焚烧发电的方式，取

涌劣五类水占比仍然较高，针对河涌污染

得了重大进展，初步缓解了垃圾围城的局

表1

广州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情况

面。2016年，广州市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
理率提高到99.4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提高到96.1%。

年份

水源地数目
（个）

年度水质达标率
（%）

2010

8

89.63

2011

6

100

2012

6

100

2013

9

100

2014

10

100

市声环境的主要来源为生活噪音（48.6%）、

2015

10

100

交通噪音（29%）和工业噪音（18.1%）。

2016

10

100

5.生态环境指数

2017

10

100

广州市生态环境指数逐年提高。从各

资料来源：广州市2016年环境公报和广州市
环保局网站。

4.噪声处理
广州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在2006年
达到峰值，从2006年开始处于波动下降阶
段。2016年城市道路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和2015年持平，为69分贝。2016年影响广州

区平均得分来看，越秀区的指数最低，从
化区指数最高。从均值来看，荔湾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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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区和海珠区指数一般，从化区为优，其

十年前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了“城市立体绿

他区为良，优良率占全市的75%。

化”的概念，广州市可用的绿化用地非常
有限，在城市绿化过程中，广州以道路和

（二）生态系统建设成就

桥梁绿化为切入点，利用立体绿化的手段

广州素有“花城”之称，近三年来，

向空中索要绿化面积。目前广州已经建成

广州市、区两级投入近7亿元，建成了19

一路一主题花树的16条景观大道，形成了

个公园，面积达240万平方米；投入中心

具有广州特色的绿色路桥景观。

区绿地建设和城市绿化工程达4.45亿元；

近年来，广州全力实施新一轮绿化广

投入清理违章建筑、恢复绿化资金达4.5

东大行动和“花城绿城水城”战略。随着

亿元，面积422万平方米，植树984万多

森林围城进城战略付诸行动，广州不仅在

株。广州的城市绿化覆盖率从1991年的

城市周边筑牢了生态屏障，而且在寸土寸

20%增加到2016年的42.14%，城区绿地面

金的城市中心区，重点保护好面积达3.1万

积增加一倍；目前广州共有湿地公园18

亩的“北肺”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和1.3万亩

个、森林公园83个、城市公园246个、绿

的“南肺”海珠湖国家湿地公园，加上其

道3200公里、生态景观林带507公里、建

他各类湿地绿地公园星罗棋布，构成了中

成区绿地面积9412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

心城区的绿色生态系统，营造了优美宜居

面积10025公顷、人均绿地面积达到10平

的城市环境。

方米，绿色已经成为广州城市的底色。
中一大亮点是打造“空中花廊”，将绿化

（三）经济转型升级与绿色低碳发
展成就

工程见缝插针地覆盖到了人行天桥上。几

1.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广州在城市生态建设上独具匠心，其

表2

广州市各区生态环境指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2015年

均值

荔湾区

53.3

50.8

52.3

46.5

48

50.18

越秀区

50

48.1

49.7

46

47.5

48.26

海珠区

53

50.3

51.9

50

51.5

51.34

天河区

56.8

54.7

55.7

54.3

55

55.3

白云区

65.2

63.3

64.6

66.7

65.9

65.14

黄埔区

56.3

53.7

54.9

53.6

57.8

55.26

番禺区

59.7

56.5

58.2

62.8

62.9

60.02

花都区

66.5

64.7

66.2

71.5

70.9

67.96

南沙区

69.4

68.3

68.2

62.4

62.4

66.14

萝岗区

73

70.9

72

72.8

72.7

72.28

增城区

73.5

71.2

73.2

77.3

77.2

74.48

从化区

79.4

77.4

79.2

83.5

83.5

80.6

数据来源：广东省环保厅。2013年数据缺失故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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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强度是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总

构优化，能源强度逐步下降。这一趋势表

量，它反映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降低能源消耗、

的能源利用效率。图3反映了广州市2002—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意义重大。

2015年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除第一产业

2.广州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强度的影

以外，2005年之前综合能源强度、第二产

响检验

业能源强度、第三产业能源强度以及工业

本节采用Jhoansen法对广州产业结构

能源强度都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从2006年

与能源强度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广

开始进入下降趋势；2014—2015年下降趋

州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强度下降之间是

势有所减缓。

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见

2002—2015年期间，随着第三产业产

表3。当假设r=0时，Trace的统计结果大于

值比重的上升，广州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5%置信区间的临界值，Max统计结果也大

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能源强度

于5%置信区间的临界值；当r=1时，Trace

的变化存在密切关联。随着低碳转型和结

的统计结果大于5%置信区间的临界值，
Max统计结果也大于5%置信区间的临界
值。由此可知，广州产业结构升级和综合
能源强度、第二产业能源强度、第三产业
能源强度以及工业能源强度之间均存在长
期稳定的关系。从广州市产业结构和能源
强度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四组时间序列
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广州产业结构升

图3

广州市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级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正向促进作用。通
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广州市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可以有效地提高生态环境

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年鉴》。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T统计量

产业结构和综合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第二产业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工业能源强度

5%置信区间 Max统计量 5%置信区间

R=0

27.3453

18.17

19.9014

16.87

R=1

7.4439

3.74

7.4439

3.74

R=0

25.0974

18.17

20.3760

16.87

R=1

4.7214

3.74

4.7214

3.74

R=0

20.0560

18.17

14.7611

16.87

R=1

5.2949

3.74

5.2949

3.74

R=0

29.9991

18.17

10.7396

16.87

R=1

9.2595

3.74

9.2595

3.74

注：通过Stata14软件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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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并且不论长期还是短期该效应都很

球宾客。

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质量改

空气方面，2017年广州市成为常住人

善可以实现双赢。广州近年来在以市场为

口超千万的省会城市中率先实现PM2.5达

导向的产业升级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环境

标的城市。《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规

评审、环境督查、超标处罚等行政规制手

划（2016—2025）》提出，到2020年底前

段，不断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企业

实现空气质量6项主要污染物全面达标，

和过剩产能，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攀升，不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超过90%。为此，广州

仅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使能

在未来3年计划采取提前实施机动车国VI

源强度显著下降。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排放标准、2019年前全面实现公交电动

级和生态环境治理，广州市实现了绿色发

化、禁止新建扩建燃煤电厂和企业自备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格局。

电锅炉等多项措施。
治水方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全面

三、广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更新理念、扮靓城市，把生态
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进程融为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经济发展一

打响，广州通过全面落实河长制，按照“控
源、截污、清淤、调水、管理”的治水方针
推进水环境治理。国家督办的广州35条黑
臭河涌治理达到初见成效的考核要求，35
条重点河涌已经有23条基本消除了黑臭。

度向重化工业倾斜，加上城市人口急剧膨

优美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全球人才、资

胀，生态环境质量曾有所下降。但南国花

本、技术等高端要素加速在广州汇聚，还

城爱美扮靓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广州每

提升了本地资源的质量，激发了广州的发

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历史悠久，享誉全国。

展活力。目前，已有289家财富世界500强

广州人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从来都是高标

企业在穗投资或设立机构，其中至少120

准的。因此，只要政府摒弃GDP至上的政

家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了广州。以天河

绩观，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水

CBD为例，天河区按照“公园里的CBD”的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很快就会得

理念，对CBD实施精细化、品质化的保洁，

到全社会的认同。同时，以广府文化为核

引进了整套环卫高端作业设备，主次干道

心的岭南文化素以开放、包容、融汇中西

保洁机械化率达到100%。天河CBD这块被

而著称，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国际

精心呵护的城市“名片”，仅2017年上半

枢纽，广州历来奉行“纳天下英才为我所

年就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1360.37亿元，同

用”的人才战略，而吸引人才的重要一招

比增长9.6%，约占天河区的70%。

就是为其提供一个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
洁有序平安”的城市环境建设，打好“蓝

（二）通过“退二进三”淘汰落后
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天保卫战”“治水攻坚战”，同时通过城

20世纪80—90年代，广州与国内其他

市景观建设、打造“城市绿心”海珠湿地

城市一样，曾经在工业化浪潮中在市区建

公园等措施，以更加靓丽的身姿，迎接全

了不少工厂，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深入推进“干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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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一批老工业企业，广州市区不少地

以来，紧邻海珠湿地的琶洲互联网创新集

段一度变为了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这些工

聚区接连出让24宗地块，引来腾讯、阿里

业不少属于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和重化工

巴巴、复星、小米、科大讯飞等16家龙头

业，不仅严重影响和危害着城市的生态环

企业在此“筑巢”，总投资达550亿元。

境，而且也阻碍了广州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可见，“退二进三”带来的生态效应加速

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挥。而且，随着城

了广州经济的转型升级，使得绿色发展与

市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以

创新发展得以齐头并进。

及传统工业品市场趋于饱和，许多工业企
业陷入亏损或者微利状态，在寸土寸金的
市区已经无法生存。但由于复杂的利益关
系和社会影响，要这些工业企业搬迁并非

（三）根据生态本底实施环境治理，
着力解决超大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

易事。自本世纪初以来，广州市政府以壮

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其生

士断腕的决心、周密的部署和兼顾企业与

态环境本底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一是过高

市民利益的政策，多次出台文件规划、公

的人口密度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

布名单、在郊区设置产业园区，大力推动

超大城市的污染排放源是复合型的，工

市区工业“退二进三”工作，并通过“退

厂、居民区、写字楼、酒店茶肆、道路交

二进三”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转

通等，可以说排放源无处不在，密集的人

型升级。从1999年底至2015年，共有300

口和散乱排放造成生态承载力脆弱，环境

多家工业企业在政府安排下迁出市区（不

自净力下降。二是由于历史原因，老城区

包括自发迁出的企业），对其中一些属于

和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基础设施老化且不

过剩产能的大型国有企业果断实施了整体

足，但稠密的人口、狭窄的空间、密集的

关闭（如广氮集团）或者关停工厂（如广

建筑、繁忙的道路和密布的地下管线等条

钢集团白鹤洞工厂）的措施。目前，广州

件，使得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工程难度

市区“退二进三”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

极大，耗资巨大。面对这些困难，政府必

通过“退二进三”，一批金融、会

须因地制宜、精心规划、尊重民意、因势

展、创新创意、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在

利导、锲而不舍，才可能取得使水更清、

腾出的土地上崛起，现代服务业获得了发

天更蓝、城更绿的治理成效。

展空间。同时，政府还使用部分土地修建
的住房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批高污染产

（四）树立区域一体化大局观，推进
跨区域环境协同共治

业的迁出和淘汰，为广州的生态环境治理

珠江三角洲地势平缓、水网如织、城

提供了源头保障，使得广州的大气环境质

镇密集、工业区连片散布，城镇间相互影

量明显提高，水环境质量也得到了较大改

响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

善，并且建成了像海珠湿地这样的城市生

速发展，珠三角城市群的各种污染问题

态调节示范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对新兴

相伴而生，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具有区

产业产生了无形的“溢出效应”。2015年

域性、复合型和联动型特征。区域内跨界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解决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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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污染问题突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

偿问题。2013年3月，广东省环保厅公布

大，在城市间输送、转化、耦合，导致出

了《广州、佛山跨界水污染综合整治专项

现大面积酸雨、灰霾等现象。由于地区之

方案（2013—2020年）》，开始实施挂牌

间、城乡之间在产业准入、环保执法、污

督办。2014年7月，广佛同城化暨广佛跨

染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跨界污染问题日

界河涌综合整治首次联席会议在广州召

益严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因缺乏统筹

开，为彻底治理好广佛跨界的16条河涌，

规划也难以发挥最大效益。这些问题单靠

双方达成协议：以广佛同城建设联席会

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力量已经难以有效

议为平台，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共同研

解决。2009年12月，广东省政府根据《珠

究解决跨界河涌整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同时，两市规划、国土、环保、水务、农

2020年）》，发布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

业等部门每季度对接一次，协调落实具

护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提出

体工作。最后，建立并组织跨界河涌、河

环境保护一体化是破解珠三角环境难题的

段、上下游、左右岸的各级“河长”对接

重要途径，是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

机制，实现跨界河涌治理的规范化、常态

重要内容，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化管理。目前，广佛跨界环境治理工作仍

保障。要求珠三角各城市按照区域、流域

在持续推进中，一些合作治理已经初见成

环境管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建立跨

效。但是，目前的环境治理区域合作仍然

界水污染和区域大气复合污染联防联治机

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在推动，今后亟待建

制。深化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

立健全规范的法律法规保障制度、市场化

济圈的内部合作，加强协调、集中资源、

的协调机制和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跨

分工合作、攻坚克难、共同推进区域环保

区域环境治理体系。

一体化进程。
化的快速发展，各城市逐步意识到跨界水

（五）重视运用市场机制，建设环境
产权交易市场，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并就跨界污染问题进

广州是中国的千年商都，华南地区的

行了多次磋商。2009年，广佛两市针对跨

商贸中心，城市中蕴含着深厚的市场经济

界水污染问题，共同协商制定《广佛同城

“基因”。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广州

化建设环境保护合作2009年工作计划》，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发育领先的优势，大力

明确提出将跨界河涌污染整治作为重点工

运用市场机制的杠杆去撬动环境治理、节

作，并于同年5月召开联席会议，商定联

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在节能减碳和应对气

手治理跨界水污染以及广州西部水源整治

候变化方面，广东省是全国七个碳排放权

事宜。2012年，广佛肇三市环境部门联合

交易试点之一。早在2009年6月，广州环

发布《广佛肇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境资源交易所就正式挂牌运营。2010年11

规划（2013—2020年）》，推动三市跨界

月，广州交易所集团、广州环境资源交易

水污染合作治理，并尝试实施生态补偿机

所向广州市政府提交《关于申请依托广州

制，以此解决保护区与受益区之间利益补

交易所集团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广州

随着广佛同城化和广佛肇区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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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报告》，同年，广州市

部门将公众举报机动车冒黑烟、向江河湖

提出的省市合作共建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方

泊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整合到

案得到广东省同意。2013年12月19日，广

全国环境污染投诉统一电话“12369”。

东省碳排放权交易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广州市信访部门还制定了《广州市环保领

正式启动，吹响了以市场化机制推动节能

域信访问题法定途径清单》，对群众举报

减碳的号角。目前，全国碳市场已于2017

企业污染环境、企业违反环保“三同时”

年底正式启动，作为国内首个现货总成交

制度、申请调解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申请

量突破6500万吨、总成交额超过15亿元的

环保部门公开政府信息等作了详细规定。

交易所，广碳所正抓紧深化试点碳排放

从2016年4月起，广州市环保局开始执行

权交易，同时继续探索环境能源领域的多

《广州市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试行办

元化业务，全力建设环境能源综合交易服

法》，对实名举报七类环境违法行为的市

务平台、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碳普惠

民给予奖励，奖金最高可达3万元。

制平台等多个重要平台，为“加快转型升

在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同

级、建设幸福广东”以及广州打造国家碳

时，广州市还不断完善环境监管监测网络

金融中心城市提供支撑与动力，为全面深

和发布环境监测信息，增强市民对城市环

化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保障。

境的了解和响应。2012年前，广州市仅有

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2017年6月，中

10个环境空气质量国控监测点，2012年底

国人民银行等7部委下发了关于印发《广

新增至29个，其中两个为路边监测站，使

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得广州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设立路边监测

总体方案》的通知，同意在广州市花都区

站的城市。2014年底国控监测点新增至36

率先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要求立

个。《广州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

足服务实体产业，防止脱实向虚，积极探

（2014—2016年）》中明确十大防治行动

索建立绿色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相互兼容

中其中一项为“完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和

的新型发展模式，通过构建符合主体功能

信息发布机制”。2015年底，PM2.5自动

区定位的差别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

监测站点达到50个。广州市环保部门每日

广州市战略性主导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通过官方网站、微博、电台等多种渠道定

（六）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时发布全市空气质量状况（包括PM2.5、
臭氧在内的6项污染物的实时数据和空气
质量指数）。2013年6月，广州市环保局

广州历来重视市民的环境权，积极动

发布全国首个官方版本的空气质量手机客

员市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广州亚运会

户端“广州环保”，客户端数据每小时更

召开前夕，广州发表市长公开信，呼吁广

新一次，可查询6项污染物的实时监测数

州市民积极行动起来，投诉举报机动车冒

据。广州市有关部门还加强与环保NGO之

黑烟、饮食业油烟污染、向江河湖泊直接

间的合作，各大媒体为环保NGO搭建了交

排放污水等各种环境污染行为，以实际行

流与沟通的平台，促进了民间环保组织可

动支持和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广州市环保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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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ulture in Guangzhou Since
1978
Zhang Jie, Jing Shouwu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process, summarizing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
lessons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ulture in Guangzhou, the paper aims at offering references for
the city in this respect.
Key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angzhou;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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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级城市经济体发展的共同特征
及对我国的启示借鉴
◎

佟宇竞

摘 要：目前，我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GDP总量已经突破2万亿元，进
入全球城市TOP20行列。认真分析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GDP早已迈入2万亿元经
济体的顶尖全球城市的共同发展特征，对我国建设全球城市意义重大。这些共同特征和
启示借鉴是：大力建设国际交通枢纽，金融业成为高端资源配置的强有力手段，强化城
市的制造业根基，消费升级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
导力量，持续创新是城市发展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依靠开放发展推动贸易旅游业增长。
关键词：超级城市经济体 共同特征 全球城市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7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英国伦敦

全面进入城市化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在

政经学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城市经济监测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在走出衰退过程

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全球产业链、价值

中，各国GDP中约有46%都是由150个大型

链、供应链加快重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城市贡献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加

济体，中国需要若干超级城市来支撑和代

速了世界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城市转移

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

的进程”。超级城市组成的经济体已经成

2017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

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战场，国家之间的经济

圳等城市GDP总量都已突破2万亿元大关，

竞争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主要城市经济体之

进入全球超大城市行列，处在从国家中心

间的竞争。中国正在崛起一批超级城市，

城市向全球城市迈进的发展阶段，未来几

超级城市的崛起将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年我国还将有城市陆续进入全球2万亿元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联 2017 年度“羊城青年学人”资助研究项目“广州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思
路与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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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GDP迈入2万亿元，是城市实力上

模的城市经济实力，使得上海、北京等城

升到全球能级的标志，意味着这些城市的

市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具备了相当于世界中

发展实力已经跃升到足以和一些国家、地

等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影响力和

区、城市经济体比肩的阶段，处于和新加

控制力。

坡、以色列、中国香港等3000亿美元经济

该报告指出，在亚太地区100个大都

体并驾齐驱的阶段。因此，如何培育发展

市经济体中，2014年人均GDP增长最快的

新动能，积蓄发展势能，提高全球资源配

为中国大都市经济体，北美都市地区就

置能力和城市发展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控

业增长最快。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都市

制力，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70%位于中国，增长速度最慢的都市经济
体65%位于澳大利亚和日本。近30%的亚

一、超级城市经济体：城市发展
新里程
（一）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
市 GDP 总量进入全球城市 TOP20 行列
2016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根据其智库预测结果，发布了2015年世

太大都市为“增长之源”，人均GDP和就
业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其所在国家的整体
水平，这些“增长之源”中约有一半在中
国。我国这些超级城市虽然在经济总量上
已经进入全球城市排名比较靠前的位置，
但人均GDP水平还相对较低，见表1。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103850亿美

（二）人均 GDP 需迈过“高收入陷
阱”

元，位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

从人均GDP来看，国内北京、上海、

升的同时，正在崛起一批超级城市。根据

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已进入前有墨西

国际不同机构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有北

哥城后有圣保罗两个拉美城市包裹的“高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排名进入全

收入陷阱”区。高收入陷阱（High Income

球TOP20行列。

Trap）意味着，一个超大城市经济体从中

界GDP排名前50名国家名单。美国161970

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被

高收入向更大经济体量和更高收入迈进的

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2015

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进入

年，该智库团队发布了2014年布鲁金斯全

中高收入的发展模式，反而出现经济增长

球大都市观察报告，以购买力平价（Pur-

的停滞和徘徊，城市GDP总量增长乏力、

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计算，上

人均GDP难以与高收入超大城市并驾齐

海GDP达到5940亿美元，列东京、纽约、

驱。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

洛杉矶、首尔、伦敦、巴黎、大阪之后

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

第8位；北京5061亿美元，列第11位；香

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港4160亿美元，列第16位；广州3802亿

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美元，列第19位；深圳3632亿美元，列第

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超大城市行列，逐渐

22位；苏州3390亿美元，列第26位；重庆

失去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3155亿美元，列第32位。正是这种超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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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标

国内外城市经济规模比较

纽约

伦敦

东京

广州

北京

上海

深圳

地区生产总值GDP
（亿美元）

4070
2847
7848
（2004） （2004） （2004）

2952

3749

4135

2935

GDP占全国比重
（%）

32.9
16.4
18.6
（1988） （1987） （1992）

2.64

3.35

3.69

2.62

人口（万人）

1633
764
2696
（1997） （1997） （1997）

1404

2173

2420

1191

33744
27500
32350
21023
（1998） （1992） （1998）

17252

17089

24643

人均GDP（美元）

注：纽约、伦敦、东京括号内为年份，北上广深为2016年数据，1美元=6.6423元人民币。

动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动能转换不及时、

力。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连续十几年稳坐世

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不到位等，就会使得经

界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的头把交椅，在2015

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香港和新加坡都属

年成为首个客流量过亿的“全球最繁忙

于高收入地区或国家，新加坡由于实施重

机场”。1978年，亚特兰大GDP只有690

化工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发展，特别

亿美元（穆迪和麦肯锡，2013），在全球

是重化工业不断转型升级，得以保持较为

航空枢纽强大推动下，2013年亚特兰大

平稳的经济增长；香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

GDP快速增长到2944亿美元（布鲁金斯，

制造业绝大部分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制造

2014），其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其他大城

业空心化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就业机会减

市。迪拜奇迹地展示了航空枢纽对于一个

少，单靠现代服务业发展难以有效支撑香

国家、一座新兴城市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港经济发展。

迪拜机场连接全球，产生的巨大溢出和带
动效应，促进了包括商贸、物流、金融服

二、全球2万亿元经济体的共同
特征与启示借鉴

务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迪拜具有得天独
厚的发展航空业的地理优势，在5到7个小
时的飞行时间内，可以接触到全世界大约

从全球城市发展规律来看，纽约、伦

50亿的人口，堪称全球交通运输的枢纽。

敦、巴黎、东京等早已迈入2万亿元的城

迪拜通过航空运输业把人才、资金、技术

市经济体，它们过去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集聚起来，成为人流、信息流的中转站。

我国未来发展极有可能会经历，因此，必

“一市多场”是国际大都市航空运输

须关注这些城市过去发展的道路和教训，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从全球来

为未来赶超积累经验。

看，超2万亿元的超大城市都是多机场体

（一）大力建设国际交通枢纽

系，拥有两个以上的客运机场。伊斯坦布
尔两个、航空通勤率93%，伦敦6个、航空

1.大机场推动超大城市发展

通勤率89%，巴黎4个、航空通勤率81%，纽

机场对超大城市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

约6个、航空通勤率70%，芝加哥4个、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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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率65%，东京两个、航空通勤率59%，

我国要提升在全球的竞争力，必须

洛杉矶5个、航空通勤率46%，亚特兰大1

推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城市建

①

个、北京两个、上海两个、广州1个 。

设多机场体系，同时加强航运中心建设，

2.对内建设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利用枢纽设施，建设全球枢纽型网络节点

东京是全球大都市轨道交通网络发展

城市，发展枢纽经济，促进“交通圈”向

的典型。从东京公共运输系统旅客分担率

“经济圈”转变，将枢纽优势转化为枢纽

看，轨道交通占77.7%、巴士占15.1%、出

经济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

租车占6.6%（2009年）。东京都2小时通勤
圈内轨道网总长度达2365千米，远远超过
巴黎、纽约和伦敦，日平均客流量为1100

（二）金融业成为高端资源配置的强
有力手段

万人次，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系

1.城市功能从要素聚集转向资源配置

统。从全球城市地铁通车里程来看（截止

在20世纪中后期，欧、美、日等发达

到2014年），上海567千米、北京527千米、

国家或地区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此时其

伦敦402千米、墨尔本372千米、纽约369千

城市发展与工业时代相比呈现出越来越大

米、东京326千米、首尔314千米、莫斯科

的不同，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迅猛，

②

312千米、马德里284千米、广州260千米 。

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体产业，工业虽

3.全球航运进入调整期，航运中心东

然在规模上不减，但比重已低于服务业。

移趋势明显

城市服务业发展在向周边地区集散资源、

由新华社和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编制

提供服务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扩大辐射范

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

围，其中金融、贸易等功能不断加强，成

显示，2016年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国际航运

为主体功能，推动城市发展成为国际性的

中心分别是新加坡、伦敦、香港、汉堡、

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与工业时代相比，

鹿特丹、上海、纽约、迪拜、东京和雅典。

作为经济活动中心，城市的功能从聚集生

在航运经济服务方面，伦敦依旧延续其强

产要素转向为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和配置。

势地位，以新加坡为首的第二梯队格局基

城市主导功能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形成。在全球海事仲裁方面，以伦敦、

是：区域行政和商业中心→区域制造中心→

纽约、新加坡、香港、汉堡、上海为代表

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工业

的国际航运中心，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

革命使伦敦的工商业在18世纪和19世纪急

的聚集地。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和贸易中心。20世纪

将影响未来国际航运资源的分布，近年来

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伦敦造成了严重的

全球航运界进入了一轮漫长的调整期，在

破坏，使之丧失世界最大中心城市地位。战

亚洲地区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国

后伦敦重振经济实力，恢复并提升了城市

际航运资源向亚洲地区，尤其向中国进一

功能，因金融业发达而成为世界级金融中

步集聚，国际航运中心东移趋势明显。伴

心之一。

随“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亚欧加快
互联互通，并有望汇聚全球航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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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的l/3集

城市占据着全球金融业价值链顶端。2014

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中部各州，纽

年的伦敦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为950亿美

约成为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奠定了

元，高居世界榜首，高于第2到第4位的美

其国际贸易中心的基础。二战结束后，美

国、瑞士、卢森堡三国相加的金融服务顺

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达到顶峰，发

差总额（830亿美元）。2016年全球主要

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最大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显示：伦敦、纽约、

2.金融业是高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

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苏黎世分别

时至今日，欧美发达国家超8万亿元

排位1～6位，中国上海第16位、深圳第19

的城市经济体，金融/商务占GDP比重大

位、北京第23位⑤。

多超过40%，2014年全球超级城市经济体

从国际上看，全球顶级城市的金融业

的金融/商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纽

规模庞大，纽约、巴黎和东京金融业增加值

约51.7%、伦敦46.9%、洛杉矶46.0%、巴

都在万亿元规模以上，金融业占GDP比重都

黎43.7%、芝加哥38.7%、北京38.2%、莫

在10%以上。我国必须加快金融业发展，通

斯科34.4%、东京31.6%、首尔27.7%、大

过发展金融业，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阪23.5%、上海24.7%、广州20.30%、深圳
17.60%③。
亚洲城市金融/商务占GDP比重普遍

（三） 强化城市的制造业根基
1.制造业是城市繁荣的根基

低于欧美，制造业服务化将推动这些城市

发达的产业体系，永远是城市发展

形成强大的金融/商务服务业。前提是拥

的根本动力。制造业是超大城市功能的重

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

要载体，是提升中心城市全球竞争力、影

这样才有可能在服务开放的环境下逐步转

响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首要条件。迈入2

化，而低端制造业不具有竞争力。

万亿元之后的东京工业向着更高层次演

3.金融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产业

变，主要由劳动密集型、原材料能源消费

2016年全球500强金融企业城市分布

型向大都市型和加工组装型转变，表现出

排行榜显示，共有111家金融企业上榜，

典型的后工业化时代特点，工业知识、技

占全球500强企业的22.2%。其中，纽约12

术密集化特征显著。东京都市区制造业占

家，东京、北京各9家，伦敦7家，巴黎6

GDP比重从1965年的30.0%下降到1990年

家，苏黎世5家，上海3家，深圳两家。纽约

的24.7%用了25年的时间，每年仅下降了

不但在金融企业数量上居全球第一位，而

0.212个百分点。东京都从业人员数也从

且在金融人才、产业融合广度和深度等方

1965年的140万减少到1990年的78万。

面领先其他全球城市。北京虽然在企业数

2014年，新加坡制造业占GDP比重依

量、从业人员数量和企业利润方面占据优

然维持在23.6%的水平，比1997年仅下降

势，但多为垄断型国企，且业务以传统银

0.7个百分点，制造业GDP仍旧高达864亿

行储蓄为主，行业投资和获利能力以国内

美元（布鲁金斯，PPP）。新加坡是世界第

④

为主，缺乏全球投资、控股和经营能力 。

三大炼油中心、石化中心和亚洲石油定价

纽约、伦敦、苏黎世等全球金融中心

中心。在高端海洋装备制造方面，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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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全球钻井平台行业七成市场份额。

土地和空间发展限制，提升城市发展“能

在宇航工业领域，新科宇航公司是全球最

级”和“能位”。

大的飞机维修企业。在电子工业领域，新
加坡是仅次于台湾新竹的世界第二大半导
体生产中心，硬盘全球产量曾占世界1/3。

（四）消费升级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快
速发展

2.制造业贡献不可忽视

1.文化创意产业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在全球GDP超3000亿美元的超大城市

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之一，

经济体中，亚洲城市制造业占GDP比重最

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则是软实力发挥

大，天津45.6%、深圳40.7%、上海33.50%、

有效作用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文化创意作

广州31.9%、首尔23%、大阪20.7%、北京

为精神层次的高级需求，在巴黎、伦敦、

⑥

16.4%、东京14% 。东京作为全球经济规模

纽约、东京和洛杉矶等全球城市的消费更

最大的城市经济体，虽然制造业占GDP比

为明显。巴黎以其独特的文化誉享世界，

重只有14%，但其制造业规模高达2263.51

文化成为巴黎的优势产业之一。巴黎拥有

亿美元，居全球超大城市经济体第一位。

134所博物馆、170多家歌舞厅、350个电影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发布的日本制造业

院、141个剧院、64所市属公共图书馆，体

海外业务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度（2015

育设施名列世界城市前茅，所有这些持续

年4月至2016年3月）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

维持和巩固巴黎世界文化名城的辐射力。

比例达35.6%，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

美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大约占国内GDP总

达到38.5%。数据显示，日本汽车业的海

额的25%，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的支柱

外制造比例最高，达到46.8%；机电业海

产业，不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外制造比例为45.4%；化工行业海外生产

比例，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比例为30%；一般机械为27.4%。东京的
制造业产值占日本全国不到10%，但它却

2.发达国家GDP流向文化艺术领域占
比较高

集中了日本全国50％以上的航空发动机、

联合国人类发展署的报告表明，与世

出版、铅笔、测量器具、制本和图片制版

界主要发达国家（G7）的GDP流向相比，中

等高端制造行业的产值。东京的制造业有

国GDP流向文化艺术领域占比远低于G7国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集聚效应明显，是典型

家，仅为4%。英美法等发达国家GDP流向

的都市型工业。

占比高达28%，日德等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国

从全球超大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大城

家来自文化艺术领域的GDP占比也有25%，

市制造业的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但制造

意大利24%，加拿大22%。到2020年，我国

业并不会完全萎缩，而是以生产型服务业

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将达到5%以上。

和都市型工业的形式存在下来，并出现自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城市软实力的重要

身不断集聚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的趋势，

资源之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文

都市型工业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结

化，是一个城市最深刻、最持久、最核心

果。从纽约、巴黎、东京等发展经验看，

的竞争力，全球城市必须要培育有国际影

全球城市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突破

响力的城市文化，并为城市创造出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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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价值。

深度嵌入全球化进程，并逐步发挥作用，

（五）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
导力量
1.跨国公司是超大城市的标志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全球500强企

提升我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六）持续创新是城市发展和转型的
根本驱动力
1.城市转型依赖创新驱动

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交流中扮

从经济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来看，日

演了日益显著而重要的角色。2016年超大

本东京、韩国首尔、新加坡等无一不是依

城市全球财富500强排行榜中，北京以59

靠创新驱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转

家居第1位，东京40家、纽约18家、伦敦

型升级。转型升级的本质是一场抢占新科

和巴黎各18家、苏黎世8家、上海8家、台

技制高点的竞赛，无论是优化增量，还是

北7家、休斯敦和大阪7家、香港6家、深

调整存量，都离不开R&D投入。芝加哥是

圳5家。瑞士苏黎世以优美的环境吸引了

美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典型。在经济调整过

8家全球500强，显示了城市环境的巨大吸

程中，芝加哥并没有因为追求现代服务业

引力，是一个中大型经济体量却拥有全球

等新兴产业而完全放弃传统制造业，而是

⑦

通过创新不断调整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

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
2.跨国公司是城市“域外经济”的重
要载体

其产业转型成功之处在于它在不断地自
我更新过程中，逐渐站到了各个领域的最

全球500强企业是超大城市的经济支

前沿，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极具特色

柱。2015年，以东京为总部的全球500强

的多元化经济体系。同为五大湖地区的底

企业营业收入高达2.11万亿美元，是同期

特律（Detroit）是美国重要的港口城市、

东京GDP（PPP，下同）的1.288倍。以东

世界传统汽车中心和音乐之都。鼎盛时

京为总部的跨国公司，既是东京成为全

期的底特律人口达到约185万。2013年12

球高能级全球城市的支柱，也是“海外日

月3日，汽车城底特律市正式宣告破产，

本”运营管理的大本营。2015年，全球500

一个繁华的大都会，最终沦落为“悲惨世

强企业GDP排名为东京第1位、纽约第2

界”，当然有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历史包袱

位、首尔第4位、伦敦第5位、巴黎第6位、

原因，但更凸显出底特律城市治理和创新

大阪第7位、上海第8位、北京第11位、广

转型的失败，其中夹杂的种族矛盾也显现

⑧

州第19位、深圳第22位、台北第28位 。
从德国、美国和瑞士等国的全球500

出美国社会的分裂。
2.我国城市正迈向全球创新枢纽

强城市分布来看，大城市对跨国公司总部

2 Think Now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智库，

的吸引力并无绝对优势，不少企业选择旅

从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做创新型城市

游胜地等环境优美的城市作为总部所在

评价研究。在其2016—2017年全球综合与

地。目前，我国正处于全球500强企业快

关键创新城市排行榜中，处于前10位的城

速增长时期，应加大力度培育我国500强

市是：伦敦、纽约、东京、旧金山、波士

企业，通过这些500强企业推动我国经济

顿、洛杉矶、新加坡、多伦多、巴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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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除维也纳外，其余9个全部是超大

比重为16.80%。

城市经济体，美国独占4席。在1 NEXUS

全球城市贸易和旅游业占GDP比重

等级中，美国有纽约等16个城市入选，德

排名为：新加坡23.6%、大阪21.2%、广

国有柏林等5个城市入选，我国北京、上

州19.1%、东京18%、上海17.1%、深圳

海、香港列30位、32位、35位；在2 HUB

16.5%、芝加哥15.2%、洛杉矶14.8%、

等级中，我国深圳、台北、广州分别列69

北京14.8%、首尔14.7%、天津14.1%、巴

位、72位、97位；在3 NODE等级中，我国

黎13.4%、纽约12.9%、伦敦12.3%、苏州

南京、天津、苏州、成都、重庆分别列为

12.2%、重庆9.1%。⑩

223位、249位、262位、263位、286位⑨。

2.旅游消费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城市要想保持强大的发展优势，只有

随着资本、商品贸易、服务的国际流

通过不断创新为城市注入创造力，使城市

动，人流的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日渐盛

对其腹地的带动和控制力始终保持强势。

行的国际旅行带动了全球商务及关键产

持续的创新能力是城市功能不断强化、加

业如交通、零售、服务以及涵盖市场与广

快集聚高端要素创造财富、提升经济竞争

告的顾问服务业的发展。国际旅行对经济

力和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保证。

和商务的影响充分体现在旅行目的地城市

（七）依靠开放发展推动贸易旅游业
增长

中，如游客消费激活了当地的商务活动，
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
全球20大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国际游客

1.大商贸、大流通是城市增长的大动力

消费排行顺序为：伦敦、纽约、巴黎、曼

从全球范围看，工业型城市向服务型

谷、法兰克福、悉尼、洛杉矶、马德里、

大都市转换是世界性的一般趋势，工业文

新加坡、香港、首尔、伊斯坦布尔、阿

明时期，工业的生产功能在城市占据主体

姆斯特丹、罗马、东京、迈阿密、台北、

地位，城市首先是工业中心，然后出于为

迪拜、墨尔本、巴塞罗那。其中，欧洲8

工业生产服务的需要，商贸、金融、交通

个城市，亚洲6个，北美3个，澳大利亚2

运输、文化娱乐等发展起来，并反过来促

个，中东1个。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个

进了城市工业的规模扩张以及对周边地区

亚洲主要目的地城市增长比较稳定。

的影响力，城市成为一定地区范围的商贸

在我国推进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

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中心、消费中心、

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城市经验，注

文化中心。

重在当地商圈或商业街区中注入文化元

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超大城市

素，打造旅游亮点，有机布置博物馆、艺

贸易和旅游产出比较中看出，超大城市的

术馆、娱乐场所、老字号、雕塑、建筑艺

贸易和旅游业创造的GDP是仅次于商务/

术、街头表演等设施及活动，从而使得商

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经济规模排名前十

圈、商业街区不仅仅是城市的购物中心，

的超大城市贸易和旅游业产出占城市GDP

更是一个吸引外地游客的游玩中心，实现

平均比重高达16.97%，排名前二十的平均

文商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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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源：民航资源网（http://news.carnoc.com/list/335/335502.html），亚特兰大、北京、上海、
广州未有统计数据。
②全球城市地铁运营里程排名（截至2014年）。
③原始数据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大都市观察报告》（2015年）。首尔和大阪数据是作者计
算得到的数据。
④数据来源：财富中文网，2016。
⑤数据来源：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全球城市金融中心指数（GFCI19，2016）。
⑥原始数据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大都市观察报告》（2015年）。首尔数据是作者通过计算
得到的数据。
⑦数据来源：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6-07/20/content_266955.htm。
⑧GDP以布鲁金斯2014年PPP为基数，乘以GDP增长率预期数和就业增长率得到；营业收入来自财
富500强汇总。1984年和1999年的数据来源于〔美〕SaskiaSassen（2001）,TheGlobalCity:NewYork,
London, Tokyo,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⑨数据来源：http://www.innovation-cities.com/innovation-cities-index-2016-2017-global/9774。1
NEXUS表示为全球综合与关键创新城市，属于第一层级；2 HUB为全球创新枢纽城市，属于第二层
级；3 NODE表示为全球创新节点城市，属于第三层级。
⑩原始数据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大都市观察报告》（2015年）。首尔和伦敦为作者通过计
算得到的数据。
一般来说，本文所选择的国际大都市国际游客支出构成50%以上用于购物支出。
数据来源：王月魂（Yuwa Hedrick-Wong）,万事达卡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国内城市数据为将港
澳台旅客扣除后按同口径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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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the World’s Megacity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a
Tong Yujing
Abstract: The total GDP of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has exceeded
2,000 billion RMB, entering the world's top 20. Analyzing the universal features of developed
economy including New York, London, Paris and Tokyo whose GDP already exceeded an equivalent of 2,000 billion RMB is of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world cities in China. Those features
and enlightenment ar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hub, high-end mean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financial industry, strengthening urban manufacture industry, consumption
upgrade through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propel urban transformation, making megacities through
regional shar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 trade and tourism through opening up.
Keywords: megacity economy; feature; enlightenment

82

《城市观察》2018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 No. 3, 2018

上海中央商务区建设实践与启示
◎

武占云

摘

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陆家嘴CBD作为上海乃至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先

导地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建设，正在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以及
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央商务区，以此也奠定了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以及全球城
市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地位。结合国家及上海经济战略转型历程，重点分析上海陆家嘴
CBD的发展演变历程、建设成就及其经验启示。
关键词： CBD 经济战略 转型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8
在全球化背景下，CBD是国际大都市

work, 简称GaWC）的研究，上海在世界城

发挥其全球经济职能的功能集聚体，是国

市网络中的地位已由2000年的第27位跃升

际大都市应对全球化、参与全球竞争，确

至2016年的第9位，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

保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主导地位的核心

已开始发挥面向全球的连接作用。

区域。陆家嘴CBD作为上海乃至国家经济

从空间范围来看，上海“陆家嘴”有

战略转型的先导地区，经过30年的发展建

三个概念：一是1.7平方公里的陆家嘴中心

设，正在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

区，从空间形态来看，即围绕“绿心—中

易中心，以及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

心绿地”的商务楼宇群。二是国务院1990

务中心区，并以此奠定了上海在全球金融

年批准建立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即上海

中心以及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地

城市内环线的浦东部分，面积31.78平方公

位。根据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The

里，目前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

区陆家嘴金融片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14DA026）；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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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73266）；中国
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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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核心区域。三是陆家嘴功能区域，

滩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中外资金融机

包括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以及位于内环线

构达到400余家[2]，此时的上海成为中国金

以外的部分区域，总面积42.77平方公里[1]。

融机构最聚集、金融资本最集中、金融控

陆家嘴功能区虽然有部分区域在陆家嘴金

制力最强的远东金融中心。这一阶段，外

融贸易区之外，但这部分区域是陆家嘴会

向型经济的发展为CBD的形成奠定了坚实

展业和高端住宅业的所在地，从产业结构

的经济基础。

和空间位置来看，也可视为陆家嘴CBD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陆家嘴CBD的研究范

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资

围扩展至陆家嘴功能区。

金融通和技术交流受到了制约，上海在近
代所形成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一、发展演变历程

从国内来看，上海在工业化进程和技术水
平方面仍领先其他城市，这一时期的国家

陆家嘴CBD的形成与上海的经济社会

战略也将上海定位为全国的制造业生产

变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短短几十

基地。随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

年的发展历程中，陆家嘴CBD的演变见证

强化了上海作为国家制造业生产中心的功

了上海由传统工商业城市、国家经济中心

能。由此，上海由近代的对外贸易和金融

城市向全球城市的转型发展。结合陆家

中心逐渐转型为典型的单一功能的工商业

嘴CBD的规划建设历程及上海经济社会变

城市。外滩区域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也几乎

迁，将陆家嘴CBD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以下

停滞，CBD功能开始萎缩，上海作为远东

四个阶段。

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

（一）雏形发展阶段（1978 年以前）

（二）规划论证阶段（1979—199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上海，是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

商工并重、商业为主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上海不断冲破

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上海、厦门、广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通过解放生

州、宁波和福州等5座城市被定为通商口

产力，实现了新的城市功能。1992年党的

岸，上海凭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与海岸线

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

交汇点的区位优势以及较好的工业和商业

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

发展基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快速。

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至19世纪末期，初步形成了以南京路为主

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

轴，范围包括福州路、广东路、福建路和

的新飞跃”。“一个龙头和三个中心”的战

河南路等街市在内的商业中心区。同时，

略定位不仅明确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

西方国家的主要银行纷纷在上海开设分行

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明确了上海

或分支机构，至1930年，外资银行在上海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的金融资本达到34.8亿元，80%以上的国

这一时期，为了支撑上海城市功能的

内银行将其总部设在上海，在河南路至外

提升，上海市政府提出在陆家嘴附近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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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贸易区。1988年2月，由中法两国合作

要素市场涉及证券、外汇、资金、人才、

编制的《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提出依

技术、生产资料等领域。随着浦东先行先

托陆家嘴中心区和外滩金融聚集带建设商

试的各项功能性政策的全面落实，美国花

务中心区。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发

旗、日本三菱、法国兴业和香港汇丰银行

开放浦东新区，并设立 “陆家嘴金融贸易

上海分行等外资银行进行人民币业务试点

区”。1991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启动陆家

工作分批顺利展开，八佰伴国际集团、西

嘴金融中心区的国际招标工作，1993年完

门子、罗氏集团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也陆

成规划设计方案并启动开发建设工作，陆

续迁入陆家嘴CBD。陆家嘴CBD逐渐成为

家嘴金融贸易区也成为上海新的中央商务

上海证券、期货、产权、房地产、人才、

区建设的重点地区。为了快速推动CBD的

钻石等国家级要素市场的集聚地，这些功

建设，中央赋予浦东新区“土地空转”的

能性市场载体和国家级大市场的建立，确

政策，浦东利用政策优势吸引了包括国家

立了陆家嘴CBD作为我国要素配置中心的

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一大批国

地位，并强化了陆家嘴CBD作为国际金融

内金融机构设立总部及分支机构，形成了

中心、贸易中心的功能。

[3]

一定的金融集聚效应 。在金融市场体系

至2008年年底，陆家嘴中心区初步形

方面，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人

成了五大功能区：一是中外贸易机构要素

才服务中心成立并正式运转；同年，上海

市场区，这一功能区以金茂大厦、上海证

融资中心成立，成为全国最大的同业拆借

券交易所等为主体构成；二是国际银行楼

中心。金融机构的入驻和金融体系的建设

群区，以中国人民银行、汇丰银行、中银

为形成上海的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厦等中心绿地周边地区为中心；三是休

闲旅游区，以东方明珠、正大广场和香格
（三）快速发展阶段（1994—2008 年） 里拉酒店等为核心；四是江景住宅区，以
随着浦东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上 仁恒、世茂、汤臣、鹏利等滨江地带为核
海实施“以东带西、东西联动”的发展战 心；五是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区，以陆家嘴
略，并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实施土地批租 CBD西区地块为中心[4]。
和鼓励发展资本市场等途径 [3]，推动城市
（四）创新发展阶段（2009 年至今）
的改造开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
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此也提升了上海在
2009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资源集聚与要素配 以及土地调控、节能减排和环保等内外环
置能力，又一次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 境的约束，上海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维持
中。上海也逐步演变为以金融、贸易和航 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以获得快速增
运为支撑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长的方式难以为继，自身的深层次结构性
为了推动浦东加快从形态开发转入 矛盾日益凸显，上海也因此于“十二五”
功能建设，1996年，上海开始将一部分要 时期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思
素市场迁入陆家嘴CBD，以推动形成浦东 路。同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
大市场、大流通和大外贸的格局。东迁的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调整，全球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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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处于东亚沿海地带

域向全方位推进改革和创新发展。2013年

枢纽位置的上海，具备了发展成为全球经

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济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承担我国参与和

根据自贸区的规划设计，陆家嘴金融城重

影响世界经济事务的作用。根据全球化和

点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体系建设、

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研究，上

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大力推

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已由2000年的

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和监管制度创

第27位跃居至2016年的第9位（前10位分

新。2016年5月，《“十三五”时期上海

别是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巴黎、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上

北京、东京、迪拜、上海和悉尼），上海

海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

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已开始发挥面向全球的

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

连接作用。为支撑上海全球城市的建设，

位，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这就要求陆

并推动形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的

家嘴金融城显著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

城市功能再造和提升，上海在空间上的开

球金融资源的功能。

发建设更加注重培育特色鲜明的功能发
展区，即围绕国际航运中心，着力发展洋
山深水港、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围绕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发展陆家嘴金融

二、规划建设成就
（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与国际接轨

城、黄浦江外滩金融带、杨浦科技金融集

为保证CBD的开发建设达到世界先进

聚区等；围绕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进一步

水平，陆家嘴CBD在规划之初就聘请了世

拓展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内涵，加大力度推

界著名规划设计专家参与设计总体规划和

进虹桥交通枢纽建设。

各专项规划。其中，陆家嘴金融中心区的

伴随着上海的城市战略转型，陆家
嘴CBD作为上海实现全球城市目标的重要

规划设计集成了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
英国和日本等著名设计师的理念和方案。

空间载体，也开始寻求创新发展。2009年

1. 规划设计首次引入国际设计团队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推

陆家嘴CBD的规划方案经历了创议、

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发展、咨询、深化和完善五个阶段 [5]，来

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

自英法日意等国家的设计团队不同程度地

意见》，陆家嘴被确认为上海打造国际金

参与了从创议到完善的各个过程，也开创

融中心的核心区域。2011年的《浦东新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城市规划设计

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

中首次引入国际力量的先河。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陆家嘴金融贸易

创议阶段——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

区的扩容计划，计划新增地上建筑面积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在陆

350万平方米。2012年1月，《“十二五”

家嘴附近形成新的金融贸易区，随后《陆

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明确了

家嘴地区规划》明确提出以金融贸易为

陆家嘴金融城将在金融环境、金融功能、

主，并按照上海的中央商务区进行规划开

金融乘数、金融人才和金融文化等五个领

发，在全国首次提出了CBD的使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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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法合作方案确认了陆家嘴地区

以统一规划、较少投入，创造了高效、便

的设计原则和格局。

捷、连接浦江两岸的立体交通体系。已经

发展阶段——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

建成的延安东路、大道路和复兴东路车行

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随之浦东新区

越江隧道、南浦和杨浦两座大桥、越江地

上升为国家战略，陆家嘴中心区建设的知

铁2号线，以及越江人行隧道、明珠线二期

名度大幅提升，为了更好地保证项目开发,

越江有轨交通，在黄浦江上构筑了立体交

上海市政府先后成立了浦东开发办公室和

通体系，使浦东与浦西保持畅通的交通联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

系。2006年，为了缓解陆家嘴CBD步行系

咨询阶段——1991年4月，朱镕基市

统与车行系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规划部

长访欧并与法国政府装备部部长贝松签署

门提出了建设二层连廊系统的设计方案。

协议，法方提供技术经济援助，并由上海

二层连廊系统的建成将之前被机动车道路

市政府和法国公共工程部联合组织国际规

割裂的离散空间“缝合”起来，有效提升

划设计竞赛，包括中国上海联合设计咨询

了地铁2号线陆家嘴站、正大广场、上海东

组、法国贝罗、英国罗杰斯、日本伊东丰

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环球金融中心等主体

雄和意大利福克萨斯共5家设计单位参与

建筑的有机联系[6]，车行系统与步行系统相

陆家嘴中心地区国际方案征集，并最终形

得益彰，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步行空间的连

成了《城市设计建议书》。

续性。在市政设施方面，以三条共同沟2.8

深化阶段——1993年初，为了顺利推
动陆家嘴中心区的规划深化工作，上海市

公里长度服务92%的建筑，工程量仅及巴
黎拉德芳斯（同规模）同类工程量的1/3。

政府成立了陆家嘴中心区规划深化工作

3. 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

组，按照“中国与外国结合、浦西与浦东

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地下空间是陆

结合、历史与未来结合”的原则进行规划

家嘴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举

深化。最终选定方案三（综合市政府批准

措。“陆家嘴金融城地下空间开发项目”

的陆家嘴地区调整规划和法国贝罗方案组

于2010年正式开始实施，该项目通过地下

成核心区超高层双塔和高层带）作为深化

通道将正大广场、金茂大厦、国金中心、

完善基础，经小型国际研讨会建议组成核

环球金融中心等主要建筑的地下部分相联

心区三塔。

通，同时还与地面二层连廊系统相串联，

完善阶段——方案决定后，1993年3～

使得行人通过地下空间或空中连廊可以方

7月，规划深化工作组进一步完善了城市

便快捷到达周边的商务楼宇和商业时尚，

形态、城市设计、综合功能、道路交通、

实现了人车分流，加强了商务楼宇之间

基础设施、控制与实施等领域的规划方

的联系，构建成了完善的陆家嘴地区立体

案，并于1993年8月正式完成《上海陆家

交通体系。为了进一步规范地下空间的利

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工作，并上

用、改善地下空间碎片化建设，上海市人

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大于2014年4月1日公布实施《上海市地下

2. 连接浦江两岸的立体交通体系

空间规划建设条例》。总体来看，通过地

在交通和市政设施方面，陆家嘴CBD

下功能空间的连通、城市公共交通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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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驳、空中步行区域的连接以及地下空间
[7]

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为主的金融机

质量的提升等设计策略 ，为陆家嘴CBD营

构体系[9]。陆家嘴CBD也成为中国要素市场

造了便捷的空间联系和舒适的商务氛围。

完善、金融和投资机构集中、资本集散功

4.现代化标志性建筑群

能强大的商务中心区，也是中国（上海）自

面对浦江对岸近代上海象征的外滩建

由贸易试验区中开放程度最高、并与国际

筑群，由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新上海国

通行规则相对接的金融创新高地。

际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

随着陆家嘴CBD建设的快速推进，会

汇亚大厦和上海招商局大厦等建筑构成的

展和旅游业也成为陆家嘴CBD发展的特色

陆家嘴天际线则代表着中国21世纪现代化

产业。现代化的展馆、酒店和商业设施陆

的国际形象。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规划总体

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包括上海新国际博览

建筑面积约为3178万平方米，目前共建成

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科技会馆、香格里

550多幢建筑，现代化的高层办公建筑多

拉大酒店、金茂大厦和正大广场等建筑楼

达235幢，其中，陆家嘴中心区已建成53

宇，东方明珠、世纪公园、外滩观光隧道

幢，总建筑面积近600万平方米，高层建

和海洋水族馆等旅游景点也逐渐被中外游

筑群的密集度已越来越接近纽约、伦敦和

客所熟知。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展馆、

[8]

东京等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此外，10万

高端商业设施、标志性旅游景点的建成和

平方米的陆家嘴中心绿地、5公里长的景

使用也大大增强了陆家嘴CBD的现代会展

观道路世纪大道、2.5公里长的滨江大道、

和都市旅游功能。同时，以金融、贸易软件

连接浦西浦东的外滩观光隧道和现代化的

的开发和交易为主导方向，陆家嘴CBD依

大楼群，形成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独特

托上海浦东软件园陆家嘴分园，为信息产

景观，陆家嘴也成为上海乃至全球范围内

业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培训、服务

高层建筑群建设及发展的典型代表。

及投资创造了优越的商务环境，逐渐吸引

（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大量有影响力和竞争实力的信息科技企业
入驻，以此带动了陆家嘴CBD信息服务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建设，以陆家嘴

的高快速发展，浦东软件园陆家嘴分园逐

CBD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效显

渐成为上海最具影响的金融、贸易软件研

著。至2015年底，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聚集

发中心及软件交易中心。陆家嘴CBD也是

了证券、期货、钻石、石油、金融期货、人

浦东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地区，拥有国金中

才、农产品、化工、国际黄金等13家国家级

心、新上海商业城和正大广场等众多高档

和市级要素市场，在促进全国要素资源合

商业设施，充实了陆家嘴CBD的活力。

理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聚集了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90家，约占浦东新区的40%，

（三）引领形成多层级 CBD 网络体系

约占上海市的1/5；聚集持牌类金融机构754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家，各类金融专业服务企业727家，航运

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上海形成了陆家嘴

服务业911家，形成了以中外银行、保险公

核心CBD和外围亚CBD多点联动的发展模

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

式。当前，随着上海从全国经济中心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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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通过陆家嘴CBD、虹桥CBD、

仅仅是上海重要的商务中心区，而是进一

世博园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若干地区型

步形成世界级市场中心和总部经济功能，

综合枢纽的建设，正在推动中心城区形

强化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业务创新、流量

成“3+N”的CBD网络体系。其中沿黄浦

经济管控与国际制度接轨等方面的世界级

江两岸，依托陆家嘴CBD、外滩金融集聚

CBD功能，代表上海乃至全国参与全球城

区、世博园区、徐汇滨江至闵行滨江形成

市网络体系构建和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制

世界性的滨江开发格局；而以延安路高架

定，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战

为轴线，则呈现东部商务圈、西部商务圈

略支点。

两翼齐飞的现代服务集聚发展带，东部以
花木和世博园区，辐射带动南京西路和淮

（二）开发实施以适宜的管理模式为
保障

海路，定位于形成世界级市场中心和总部

纵观全球CBD发展史，各国政府往往

经济功能；西部则以虹桥CBD为核心，辐

通过完善立法、加强规划、减免税收等途

射带动莘庄、松江、嘉定、青浦新城等副

径促进CBD的快速发展，为CBD内的企业

中心，定位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台

营造透明、便利、规范的营商环境。

陆家嘴CBD为核心，联动发展人民广场、

和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商务中心，着重发展

陆家嘴CBD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政

商贸服务和服务贸易，重点引进民营企业

府主导、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开发建设之

[1]

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 。通过陆家嘴

初，就积极借鉴巴黎拉德芳斯的管理模

CBD的带动，从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

式，确定由政府主导长期扶持土地开发、

适应全球城市发展需要的高能级、多中心

保障规划的实施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获

CBD网络体系。

取。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浦东
新区管委会享有市级管理权限和国家经

三、发展经验及启示
（一）发展演变支撑上海经济战略
转型

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直接负责浦东区域
的管理和开发建设事宜，也包括对陆家
嘴CBD的管理。2004年，浦东新区成立陆
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等4个功能区

CBD的演化过程实质上是城市转型的

域，陆家嘴CBD隶属于陆家嘴功能区管委

空间反映和重要内容。随着上海由近代的

会管理，陆家嘴功能区管委会受浦东新区

远东金融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委托行使区域内内外资项目审批等39大项

传统工商业城市、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经济

职能，大大提升了CBD运行管理效率，并

中心城市、新时代全球城市的发展演变，

通过与各地商会、楼宇协会、外商投资协

陆家嘴CBD作为金融机构和要素市场最为

会等中介机构和信息网络的密切合作，为

集中的区域，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始终

企业提供工商、财政、税务等方面服务，

引导着浦东的发展，是上海经济战略转型

提升了国际化的商务环境。随着CBD由形

的先导地区。当前，随着上海由全国经济中

态开发转向功能建设和创新发展，陆家

心向卓越全球城市的转型，陆家嘴CBD不

嘴CBD的管理模式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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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弹性的发展。2010年，借鉴伦敦金融

资本大规模深层次地结合起来”，这种模

城自治的管理体制，陆家嘴功能区域管委

式为陆家嘴CBD的形态开发提供了动力机

会被撤销，成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

制，有力推动了陆家嘴从形态开发向功能

会，主要承担经济发展、规划建设、产业

开发的深化。

促进和环境优化等职能。2016年6月，陆
自治”的治理架构，即由浦东新区人民政

（四）开创国内 E-CBD 的创新发展
模式

府设立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有限公司作为

与传统CBD不同，陆家嘴CBD很早就

金融城法定管理服务机构，由浦东新区人

将信息化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方案和开发

民政府联合业界发起设立陆家嘴金融城

建设之中，提出了金融、贸易、商务等的

理事会作为金融城业界共治的平台，这一

信息化应用目标和实施方案。但受限于当

治理结构的创新在于引入社会力量共同治

时对E-CBD模式认识不够以及信息科技

家嘴自由贸易区确立了“法定机构＋业界

[10]

理，有力推动了监管政策的透明化 。

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建立系统

（三）土地开发开创“土地空转”模式

的E-CBD框架体系。近年来，随着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1987年，中央同意上海在国内率先以

陆家嘴CBD规划建设了以“一个平台、八

行政规章的形式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转

方专网”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功能

让的有关制度。1988年，日本一家企业通

开发项目，开创了E-CBD的创新发展模

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获得虹桥开发区26号地

式。“一个平台”是指各项技术指标达到

块的5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批租制度正式

国际领先水准，信息交换容量达10GB级

进入实际运作层面（周振华，2010），为

的高速宽带平台，以及符合国际先进标准

上海发展外资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浦

与规范的大型数据库。“八方专网”包括

东开发开放初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积

E-CBD管理专用网、金融专用网、贸易专

极探索在规范土地市场框架下的运行机制

用网、数字专用网、人才专用网、旅游专

创新，提出了“资金空转、批租实转、成

用网、社区专用网和安全专用网[13]。

片开发”的滚动开发模式。首先，政府以
“空转”方式把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开

四、结论

发公司，各开发公司通过“七通一平”或
“九通一平”把部分“生地”建设成“熟

陆家嘴CBD的形成与上海市的经济社

地”，然后再以“熟地”转让的收入投

会变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30年的发

[11]

展历程中，见证了上海由近代的远东金融

（姚锡棠，2000）。“土地空转”的模式

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统工商

运用企业化开发形式进行资金筹措和开

业城市、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经济中心城市

入到“生地”上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

[12]

发建设，有力推动了重点区域的发展 。

以及当前向全球城市转型发展的演变历

浦东的土地滚动开发机制，最核心的是将

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区，陆家嘴CBD

“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产业

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上海经济战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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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系构建、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制定。作为上

制度创新向纵深推进，陆家嘴CBD也随之

海在2035年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战略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未来，陆家嘴CBD

支点，这对陆家嘴CBD未来的发展提出了

将代表上海乃至全国参与全球城市网络体

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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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hanghai CBD
Wu Zhanyu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Lujiazui CBD, which is known as the
pilot area of economic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 Shanghai, is now becoming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cent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certain global influence after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It also further enhances the status of Shanghai in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and global urban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economic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a and Shanghai,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ujiazui CBD, its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Keywords: CBD; economic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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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型宾馆经济的思考
——以微型宾馆聚集点为例
◎

蓝宇蕴

摘

黄泽深

要：微型宾馆经济是我国主流社会所忽略的领域，但在强调底线民生与社会

治理的情境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发展已经进入不再“唯经济指标是从”的背景下，给
予更多关注就成为必要。微型宾馆经济是草根经济的具体形式，主要在满足生存型的
就业与消费需求时，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基础上发挥替代性的生存保障
功能时，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由于现阶段种种系统化因素的制约，其存在
发展与诸多“问题化”的现象相关，如在经营管理、治安消防、卫生检疫等方面面临许
多问题，使得其功能价值遭遇严重的“遮蔽”。而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公共管理服务的
主流领域，建构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政策体系，是微型宾馆经济有序发展与
利益相关者能够协调共荣的基础。
关键词：微型宾馆 微型宾馆经济 生存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71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09
社、小客栈、小招待所，等等。基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的便利，在此参照企业分类中关于小微企
业的提法，而把这类宾馆统称为微型宾

微型宾馆经济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

馆，把其所涉及的经济关系或事务则统称

特指市场中具有家庭作坊式特点的经营

为微型宾馆经济。相对于包括星级宾馆

性临时住所，位于整个宾馆行业链的最

在内的其他各种宾馆而言，微型宾馆呈现

底端。相关或相近的称呼很多，如家庭宾

出“三小”特征，即规模小、场所小与营

馆、家庭客栈、家庭旅社、小宾馆、小旅

业额度小。规模小，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这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的转型社
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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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济单元运作资本少，相关的管理服
务多在8人以下①，且夫妻店比例较大；场

二、燕街微型宾馆聚集点简介

所小，主要指这种经济单元的客房数少，
多在50间以下；营业额小，主要指这种经

燕街微型宾馆聚集点是本研究涉足的

济单元提供的服务消费价格相对低下，

主要田野现场。燕街，是为研究之便而取

单间客房大多不超百元。在广义的宾馆行

的学名，亦因微型宾馆集聚而受到笔者关

业中，即使抛开未登记或未统计的微型宾

注。燕街呈南北走向，是总长不超千米的

馆，这种小微经济在数量上也占据绝对优

一条普通小街，位于河北燕郊高新技术开

②

势，有统计显示至少占六成以上比例 。

发区内，所在的燕郊镇由于紧邻北京通州

在行业领域拥有如此数量份额的微型宾馆

区，西距天安门广场30公里，致使燕街所

经济，其社会经济的功能价值不可低估，

在片区的社会经济氛围与北京其他郊区相

所面临的相关问题亦不可忽略。

类似。燕街沿着燕灵路东侧直线排开，形

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微型宾馆经

成开放而又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及经济结

济不仅长期处在自生自灭的边缘化状态，

构，周边除有数个商品房小区外，主要还

且这种状态至今仍未引发实质性的关注。

是被远近不等的五所高校所环绕。燕街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多年来，地方

业所寄居的主体建筑是以三层楼为主的农

政府都在积极倡导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村宅基地房，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35户村

甚至不惜代价地引进各种“高大上”的经

民共有，经营性面积约合计4万平方米，现

济类型。在此背景约束下，具有浓厚“草

有经营实体61家。其中，有微型宾馆21家，

根性”色彩的微型宾馆经济，由于与其

占整街小微经济单元的1/3，但占总经营面

“三小”特点密切相关，而难以在政府社

积的2/3左右。其他经营性单元的主要业

会经济发展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其公共

务，往往也与微型宾馆经济相关，如燕街

管理及服务相当匮乏或缺失，这会反过来

内有9家小餐馆、8家汽车修理与零配件销

进一步强化微型宾馆经济的各种问题，甚

售及汽车美容店、3家微型广告公司，以及

而成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所“诟病”或欲清

各有两家养生堂与网吧。此外，还有诸如

除的新依据。应该说，相比光彩熠熠的星

小型超市、休闲中心、台球室、电脑维修店

级宾馆以及其他大中型宾馆，微型宾馆确

以及照相室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微型宾

实过于简陋或“谦卑”，并难以获得社会

馆经济处于互惠共生状态中，形成以微型

应有的认知、认同或尊重。那么，长期以

宾馆经济为主，并有显著草根经济特点的

来关于微型宾馆经济的“模式化”认识是

商业服务业聚集点。燕街内驻有一个社区

否合理？与其相关的诸多问题需要因循何

居委会，但由于燕街物业归村集体与村民

种制度及政策思路，才能促进各利益主体

所有，因而，燕街的日常公共管理主要还

的协调发展？本研究拟结合笔者在燕街微

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型宾馆聚集点的实地调查，试图就微型宾

与燕街微型宾馆集聚点的总体规模小

馆经济进行探讨，以求引发更多与更深入

相关，笔者在燕街开展的田野调查是相对

的思考。

简化的现场调查。具体是通过访谈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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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法以及50份简易问卷法收集原始资料，

用具、随意搭建的遮雨棚、胡乱停放或等

相关分析主要也是以此为据。需要说明的

候美容的各色各类车辆、从空中穿插而过

是，燕街微型宾馆经济是在特定条件约束

的电线等等，这些现象自然不仅是景观问

下的经济形态，并不足以完全运用到其他

题，更折射出微型宾馆经济背后的众多其

小微经济的解释中，但贯穿其中还是会有

他问题。微型宾馆经济之所以问题多发，

诸多共性的逻辑。

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缘由：一方面，由微
型宾馆经济自身的结构及功能所决定，这

三、微型宾馆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种经济的盈利能力及空间普遍有限，且自
身难以有条件进行转型升级和高标准的建

我国依然处在社会转型期，各层面的

设或改造；另一方面，由于微型宾馆大多

现代规范还处于培育过程中，包括微型宾

分布在人流比较大的车站、码头、市场、医

馆经济在内的各条行业链中的底端经济，

院或高校附近，而且其本身就是人员密聚

大量都未纳入正式化的运行轨道。现阶段

与流动性大的一种公共场所，如果要保障

生存型经济的运行，如果主要依靠自身的

其能高品质运行，没有相对充分的外部资

力量，实际上是难以承担得起正式化的成

源输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而在实际运

本的。低质量与低水平的经营管理，就几

行中，微型宾馆经济大多只能处在自生自

乎是这类经济无法回避的宿命。换言之，

灭与生死由己的状态中，并尽可能维系着

微型宾馆这种生存型经济，主要是在供需

低水平条件下的自我平衡。

双方合力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路径
中就包括以低成本的条件及经营管理方式

（二）经营管理粗糙

换取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即经营管理在

除了普遍性地面临“硬件”条件及环

既有成本约束下是难以提供优质产品或服

境的相关问题之外，微型宾馆经济还面

务的，消费方在既有经济约束下亦难以购

临“软件”条件及环境的种种制约。在微

买高质的产品或服务，其有序运行是以供

型宾馆经济的生存空间中，其实就包括对

需双方具有相互默认为前提的，但低质均

“非正式”及其相关利益的依赖，甚至包

衡下的运行也与众多问题化现象相关。总

括有意规避正式规则而获得利益的因素，

之，微型宾馆经济现状是由自身属性及其

如在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正规经营是

所牵涉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特别是与

需要申办多个许可证照的，如要有卫生部

生存型经济固有属性相关，其多层面问题

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工商部门颁发的工

也因循同样的事理逻辑。

商执照、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执照、公安

（一）基础设施简陋

部门颁发的安全执照、消防部门颁发的消
防执照，等等。如果缺少某个证照，就要

基础设施简陋是微型宾馆经济问题

受到相应的处罚。当然，迄今为止，我国

集聚的最直观呈现。行走在燕街微型宾

法律条文并未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行政

馆聚集点上举目望去，整个街面凌乱地堆

管理的主体框架中，如出现问题主要还是

放着各种杂物，各式各样晒着太阳的宾馆

使用民法规则进行调控，相关经营管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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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也是受制于和入住人员的买卖关系

有的正式制度及政策体系中，都难以找寻

及其有关的简单约定，发生纠纷主要还是

到其应有的社会经济位置。之所以如此，

追究经营主体的民事责任，且处罚相对轻

很重要的是因为这种经济与大中型经济体

微，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营者进行

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包括微型宾馆经

规范管理服务的意识。

济在内的小微经济往往难以给政府最需要

（三）市场竞争力趋向弱化

的GDP指标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且其所
牵涉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无论是经营者还

微型宾馆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

是消费者，都并非是社会中有足够“话语

也是社会系统化问题的一种折射。从总体

权”的社会群体。恰恰是诸如此类因素的

与长远看，如果不良的相关软硬件条件没

普遍存在，不仅制约了小微经济的生存发

有根本改变，其市场竞争力必然趋于弱化，

展，而且还使之难以获得政府相关制度及

大批退出市场就在所难免。近年来，燕街微

政策的支持。而能够得到政府等公共部门

型宾馆在入住人数与营收额上就基本处在

的各种扶持或投入，特别是具有针对性的

静止状态。伴随市场机制的深入发展，微型

制度及政策的支持，对微型宾馆经济的生

宾馆经济的局限性会日益凸显，如发展理

存发展却至关重要。

念滞后、规模效应缺失、品牌意识弱、发展
致使所提供的消费服务，无论在安全与卫

（一）提升微型宾馆经济的正式化
水平

生条件上，还是在入住的舒适度上，都与大

微型宾馆经济是具有独特运作逻辑

中型宾馆形成明显反差。其中，作为核心竞

的经济类型。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趋

争力的价格优势还会随大众消费能力的提

势下，认可并有意识地把其从繁杂关系中

升，而越来越成为并非很具吸引力的因素，

“抽取”出来，并当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

这些原因再与其他问题的负效应叠加在一

济领域会有助深化对其的认识，进而更有

起，微型宾馆经济就可能在竞争中落败。特

效地促进其发展。大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

别是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

经济形态，往往都有过渡性的特征，这自

费行为越来越理性化，消费者在关注经济

然包括微型宾馆经济在内。作为现阶段生

实惠的同时，还会关注舒适的消费体验，此

存型经济具体形式的微型宾馆经济，在很

时的微型宾馆经济若仍停留在低质运行状

多层面上都是以非正式性而获得生存发展

态中，逐步退出市场就成为必然。

空间的，但问题是，“非正式性”会随相

后劲不足、管理机制转型难等问题的存在，

关体制机制的不断建立或健全，而成为后

四、微型宾馆经济相关制度及政
策安排的反思

续发展的制约。与此相关，应该说，朝向
正式化的转型，是绝大多数生存型经济能
持续立足市场的选择，因正式化转型就是

微型宾馆经济面临的生存发展难题，

要让其增加市场适应的筹码。具体到微型

体现出生存型经济的普遍状态。事实上，

宾馆经济，需要正式化的领域有很多，包

微型宾馆这类经济形态，在我国差不多所

括在工商、消防、税务、防疫等领域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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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规范，如建立本领域

政策框架，以保护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

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以保障其

间，当然，这需要在对其性质及功能进行

合理的生存发展空间，而不至于受所谓各

合理辨认的前提下推进。微型宾馆经济是

种不合理的“不达标”或“非法”的限制

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并完全按市场规

乃至被纳入清理之列。

则运行，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其

（二）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法律制
度及社会政策范畴

主要实现的却是社会性效益。微型宾馆经
济的运作，特别是在主要利益资源的配置
上，与社会企业所发挥的功能神似。事实

有法有规可依是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

上，微型宾馆经济所得，很重要的就是劳

基础。然而，包括微型宾馆经济在内的小

动所得，且主要用于经营者及相关人的劳

微经济在我国法律制度及政策体系中还难

动再生产。这在我国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以找寻到其相应的位置，致使相关活动的

特别是覆盖生存型经济的劳动者之社会保

开展尤其缺乏具有顶层支撑的法律制度及

障机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实则在一定程

政策依据。

度上以自助形式弥补了社会保障的缺失，

首先，建立健全具有微型宾馆经济

在此脉络中，把其纳入社会政策的框架

适用性的法律制度，让其开展活动有法可

中，显然是有合理性根据的，且这还有发

依。微型宾馆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是

达国家的经验可鉴，如德国政府就以低税

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体现，同时也

杠杆鼓励经营家庭型旅馆，并以此增加居

是适应性法律制度匮乏或缺失的反映。燕

民的劳动收入。总之，把微型宾馆经济纳

街就有微型宾馆经营者坦言，别看就这

入社会政策范畴，是助推微型宾馆经济发

点小生意，经营中还有许多的担忧，如担

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当然，这也给服务型

心这些宅基地上盖的建筑，说不定哪天就

政府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拆迁，担心合同不到期房东就要收走房
子，担心合同期满续租时不论生意好坏房

（三）提供基本公共管理及服务

东都要提租金，等等。再如，以微型宾馆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在倡导基本

涉及的消防监管难的问题为例，这种所谓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所涉及的均等化，

的“难”主要难在相关消防执法缺乏具有

主要是指城乡之间或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

明确针对性的法律制度，致使有关部门相

民之间的均等化，并未覆盖“非正式”成

互推诿。而与此相关的更深层原因是，在

分偏多的社会经济领域，而在我国现阶段

长期的政绩指标都是以经济为中心的惯性

的这些领域，恰恰就存在公共管理及服务

思维中，政府等公共部门真正在意的是大

需求大的问题。具体到微型宾馆经济相关

企业与大经济单元，如微型宾馆经济则难

的管理服务，至少涉及卫生防疫、工商税

以进入政府的“法眼”。如果能出台具有适

务、公安消防、治安环保等公共部门，没

用性与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微型宾馆经济

有他们提供相对充分的基本管理及服务，

运行就可获得权威性的制度保障。

微型宾馆经济不可能有良好的服务经营环

其次，逐步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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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局限微量层面，如公安给经营主体建有

律制度的框架内，参与制订相关的消防管

顾客信息传递系统以及便于及时掌握信息

理制度及应急疏散方案、建立有奖举报机

的微信群，消防部门帮助配有基础消防设

制及组织相关培训等，微型宾馆经济的公

备与不定时履行消防检查职能，其他方面

共管理服务就有落脚点。而这些自助型公

则鲜有实质性的举措，尤其是在协助建立

共管理服务的具体落实，还可不断推进相

微型宾馆的自组织机制上、在推进经营主

关公共管理服务的更深入发展。

体增强自我管理服务的能力上鲜有体现。
首先，理清微型宾馆经济纳入政府基

五、结语

本公共管理服务领域的必要性，并使之逐
步得到落实。应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社

期内，微型宾馆经济作为一种主要生存型

会流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乡村人口大规

经济，无论是对从业者还是消费者而言，

模地向城镇地区流动，直接催生了城镇社

都是基本生存保障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

会庞大的临时性廉价住宿需求，并直接驱

他们的就业或消费，实际主要是以自我方

动了微型宾馆经济在长达数十年内的快速

式替代性地承担了本应由政府及相关机构

壮大与繁荣。迄今为止，微型宾馆已布满

来承担的功能。就此而言，微型宾馆经济

城镇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与城市化共时

的基本公共管理及服务理应由政府来担

发展的一个现象。

负。但迄今为止，微型宾馆经济不仅未纳

微型宾馆经济作为小微经济的具体

入政府管理服务的主体范围，反而是经营

形式，就我国当前看，主要还是属于生存

管理者在承受相应的税费或因放任而带来

型经济范畴，在满足生存型的就业或创业

的侵害。这至少表明，我国生存型经济发

需求上、满足特定群体的消费需求上、借

展与基本公共管理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并

助灵活便利机制谋求生存发展上，均具有

未同步推进，而建立或健全基本公共管理

无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然而，由于微

服务体系，是仍在政府管理服务之外的微

型宾馆经济的主体部分处在市场分层的底

型宾馆经济求得生存发展的关键。

端，且受各种系统化因素制约，而为主流

其次，建立或健全微型宾馆经济自主

社会所忽略并处在边缘化及“问题化”状

性的公共管理服务机制，是从根本上化解

态中，如在经营管理、治安消防、卫生检

其生存发展危机的基础。从客观需求看，

疫等方面存在诸多纠结性的问题，致使其

微型宾馆经济除了离不开来自政府的基本

功能价值难以“显性化”呈现。在认可其

公共管理及服务之外，也越来越需要来自

独特功能价值的前提下，把其纳入政府及

微型宾馆经济领域自身的公共管理及服

相关公共部门关注和支持的领域，纳入具

务供给，即建立微型宾馆经济领域内的、

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政策及制度体系中，

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体制机制不可或缺。例

尤其关注自主性公共管理服务体制机制的

如，微型宾馆经济涉及的消防管理及服务

建立及完善，是强化微型宾馆经济竞争力

需求，主要是很具特殊性内涵的一些工作

与实现利益共赢的基本思路或举措，是其

内容，领域内的自组织如能在国家相关法

实现持续良性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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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关于私营企业的界定及管理的
方针政策等进行了规定，把无雇工或雇工人数八人以下的私营工商业均归为个体工商户，而资产私
人所有且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实体则归为私营企业。
②钱小琴.小旅馆在我国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酒店管理研究,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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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ini Hotel Economy
Lan Yuyun, Huang Zeshen
Abstract: Mini hotel economy is neglect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owev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ordinary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governance, especially when economic growth is not the only target, mini hotel economy is worthy of more attention. It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grassroot economy, mainly aimed at satisfying basic employment
and consumption needs, especially taking the place of insuffici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s of unique value. But because of institutional restrains, it is also problematic in terms
of business operation, security, sanity, etc. To include mini hotel economy into the mainstream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s well as establish specific and feasible framework is the foundation for orderly and profitable development for mini hotel economy.
Keywords: mini hotel; mini hotel economy; surviv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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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
“减肥瘦身法”及启示
◎

刘

波

摘 要：研究东京、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首尔等国外特大城市面对人口压力
问题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东京以“规划+引导”等多种调控手段综合运用，实现人口与城
市发展相匹配；伦敦打造新城，实现“就业人口与居住职能”同步平衡疏解；纽约注重
标准把控和规范管理，以经济杠杆实现人口自发调节；巴黎采用“登记+社保”的模式，
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莫斯科动态调整城市人口密度，通过中心城区拆迁改造实
现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首尔“疏”“堵”结合，通过搬迁中心城区行政机构引导人口梯
度疏解。国外大城市人口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人口调控 特大城市 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C924.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0
人口调控是现代城市治理的一项基本
制度。东京、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
首尔等国外大城市面对人口压力问题，无
一例外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综合运

一、东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以“规划+引导”等多种调控手段综
合运用，实现人口与城市发展相匹配

用行政规划、市场税收、法律法规、拆迁
改造等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和措施，合理

二战后，随着东京城市战后恢复与重

引导人口流量和流向，实现区域可持续发

建，人口高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域不断扩

展。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我国

张。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和千叶县等组

北京、上海等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纷纷

成的东京都市圈，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

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人口疏解工作，这些

的3.5%，但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28%。面

①

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开始放缓 。本文通

对东京人口膨胀急速加剧的局势，东京政

过对国外大城市人口治理的经验梳理，为

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制订了《首

国内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提供经验参考。

都圈整备法》《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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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整备法》，通过政府制定的科学规划，

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

合理引导人口流向。1982年，东京政府制定

京高度聚集，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

《东京都长期规划——以21世纪为目标》，

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

提出“多核心型”城市结构，重点建设新

低了东京城市的人口总量。

宿、池袋、涩谷等副都心分散中央区等中心

除对工业等产业经济进行疏解外，

城市功能。1986年和1990年，分别制定《第

2016年以来，东京地方政府积极协调日本

二次东京都长期规划》和《第三次东京都

中央政府，共同制定决策目标，即在各地

长期规划》，副都心地区从最初的新宿、池

方创造可接纳10万人次的就业岗位，将那

袋、涩谷新增上野浅草、绵系町、大琦和临

些从地方涌入“东京圈”的人口数量减少

海，从西向东共7个地区，这些新规划的副

6万人，同时将从“东京圈”输出到地方的

都心一般拥有便捷的城际交通设施，环境

人口数量增加4万人，以实现东京“2020

优美，较好地疏解了中心城区的人口。除发

年以前实现人口输入与输出的均衡化”目

展副都心外，东京还规划建设筑波、多摩、

标。为此，东京重点减少市内大学的新建

港北、千叶4个新城。由此，逐步形成“中

或增设方案应运而生。日本政府采取有力

心区－副都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多中

措施，通过了以抑制东京23区大学新建或

心多圈层的城市整体规划格局。副都心和

增设为核心举措的“紧急根本性对策”。

周边新城建设有力提升了周边城市品质，

该项政策围绕抑制东京大学新建或增设，

把东京市区的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解出

要求文部科学省抑制大学新建、开展学生

②

去，缓解中心区的人口集聚压力 。

定编的有效管理，指出“可以探讨将分校

此外，东京都政府除通过城市区域

或是教养学部和相关课程设于地方”，通

规划疏解人口外，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还主

过支援地方大学来防止人口向东京输入④。

动调整产业结构布局，逐步实现中心区高

东京政府这种改变人口流动现状以及人们

端化、商业化和娱乐化，减轻人口迁入压

“东京至上”观念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力。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规模、人口素质

缓解了人口继续向东京集聚的势头。

和人口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东京都政府
制定《首都建设法》《工业控制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在首都圈内的部分城市，对

二、伦敦：打造新城，实现“就
业人口与居住职能”同步平衡疏解

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业、医院等设施的新增
项目进行控制 ③。该法实施后，工业设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逐步进入后

建设和扩张受到严格限制，使大批劳动力

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大伦敦地区人口

密集型企业和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

和产业双重扩散过程中人口与产业过度迁

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以研

移和不同步迁移而出现了后核心区和内城

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

危机问题。也就是说，内城因资源（自然资

市型工业开始聚集。此外，原先工业用地

源、交通资源等）枯竭、人口和产业向周边

还被规模巨大的商业办公用地和休闲娱乐

地带过快转移，而出现城市中心区空洞化。

创业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代替。资本和技

特别是伦敦大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中心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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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丧失吸引力，并开始衰落 ⑤。此外，随着

私合营模式，将市场机制引入新城规划与

人口和城市功能不断调整，城市人口分区

建设，提升城市建设效率与活力⑥。2010年

问题加剧。西方很多大城市都存在人口社

之后，伦敦又开始新建“特色新城”，与20

会分区现象，比如美国城市的黑人社区和

世纪40年代的新城不同的是，“特色新城”

白人社区，法国的非洲裔居住区和传统法

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设计精美、环境适

国人社区等，这会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同

宜，主要面向伦敦市区的中产阶级。例如特

样，伦敦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伦敦有伦

色新城“米尔顿·凯恩斯”主要接纳来自伦

敦东区和伦敦西区，东区和西区贫富差距

敦市中心的居民，现已成为英国中产阶级

大。2007年7月，英国最大的社会政策研究

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

慈善组织之一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发布

伦敦新城建设注重“居住与就业职

研究报告称，伦敦目前的贫富悬殊情况是

能”的同步疏解，降低居民工作的时间成

40年来最严重的。伦敦西区是富人的地方，

本，同时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尤为突出的

以时尚昂贵的住宅区闻名世界。与西区形成

是，伦敦市郊铁路线网密度高、分布均

鲜明对比的伦敦东区则是传统的工人阶级

匀，形成多条放射走廊，连接几乎所有市

聚居区，失业率高，贫困、土地荒芜，引发

镇。中心城高密度的站点布置以及外围新

治安恶化等种种社会问题。伴随着城市人

城低密度大站间距的网络结构特点，适应

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伦敦在人口调控上还

了不同交通圈的不同交通特征和市民出

面临着调控成本增加的问题，即人口年龄

行多样化的需求。此外，新城基础设施齐

结构调控的负担系数加大。因为老龄人口

全，除有足够的停车设施和大型商场外，

的增加不单单体现在老年人的福利、健康

还有剧院、饭馆、运动场等娱乐休闲设

保健等问题上，而且还会影响总体的人口

施 ⑦。更为重要的是，伦敦新城绿化程度

调控环境。比如老年人口增加，不可避免导

高，空气质量好，与中心区存在噪声、污

致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数下降，

染的环境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因而吸引外

因而伦敦政府面临着是否从外部迁移人口

来人口，有力疏解伦敦中心城区人口，优

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这将会影响到人口

化人口空间布局。新城的建设与发展成为

调控政策。以上这些都是伦敦在过去和当

治疗“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在为伦敦

下人口调控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中心区疏解人口和就业压力的同时，又创

早在1937年，英国政府为解决伦敦人
口过于密集问题成立了以疏散伦敦中心地

造了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带动了工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区工业和人口的“巴罗专门委员会”。二战
后，大量退伍军人返乡，伦敦城市人口骤
增。为合理疏解伦敦市区的人口和产业，英
国工党政府颁布《新城法》，正式投入新城
建设。新城由政府委派新城开发公司统一

三、纽约：注重标准把控和规范
管理，以法律税收等手段作为经济
杠杆，通过“旧城复兴”计划，实现
人口自发调节

建设，征购土地，综合开发。新城从最初的
8个逐渐扩大到33个，部分新城建设选用公

纽约为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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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大的城市。纽约人口经历四个阶段，

到独立房屋。此时，纽约政府配套在新城

1790—1910年，人口快速增长，年均增速为

区实行了一系列税收和住房优惠的措施，

4.8%，从1790年的4.9万人增长到1910年的

鼓励一些无法承担在中心城区昂贵生活成

476.7万人；1910—1950年，增速明显放缓，

本的外来人口主动向郊区迁移。生活成本

年均增速仅为1.4%，到1950年人口增长至

是人口调控的隐藏驱动力，居民选择居住

789.2万人； 1950—1980年，人口止增转降，

及工作地点时，充分考虑其可承担的生活

年均降幅为0.35%，到1980年人口下降至

成本。纽约各区生活成本呈阶梯化特征，

707.2万人； 1980年以后人口又转为平稳增

中心城区生活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加

⑧

长，到2016年人口增长至853.8万人 。

速了制造业的不断撤离，使低收入群体自

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国移民迁入数

发转移到近郊等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地

量增加，纽约人口快速增长，其自身人口

区，而以金融业、传媒业为首的第三产业

增长率超过整个纽约都市区人口增长率。

人口则保留在中心城区，实现人口结构的

纽约在疏解人口方面主要通过法律与税收

空间合理分配。

⑨

手段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注重标准把控

此外，纽约作为后工业化城市的典型

和安全防范，既保护了市民的合法权益，

代表，在分流主城区人口的同时，也相应

同时也客观推高了生活成本。早在1901

采取产业调整，实施“旧城改造”计划，

年，纽约州就出台《1901年出租房屋法

吸引高端人口集聚。为保持城市稳定的用

案》，该法律针对纽约市制定了严格的出

地价值、改善内城环境和实现城市中心的

租强制条款，包括对电灯、卫生、通风设

再增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纽约市

备和使用期的要求，还有新住房及其维修

政府与规划、立法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

⑩

标准以及对建造不合格房屋定罪 。这些

规，实施“旧城复兴”计划，将建设中等

措施防范了城市灾害风险、改善了外来人

收入住宅以吸引中产阶级到城市中心居

口的生活环境，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心城区

住作为城市中心复苏的重要战略。中等收

曼哈顿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在纽约，仅

入人群迁入，低收入人群迁出，人口结构

有31%的租客可以租到拥有阳台、后院等

实现自发性的转变。在这一阶段，纽约市

户外空间的公寓，仅有18%的租客可以租

的绅士化范围扩大，最初少数白人中产家

表1
阶段

时间段

纽约人口变迁情况
特征

第1阶段 1790—1910年

人口快速集聚，城市整体人口快速增长，各区人口也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

第2阶段 1910—1950年

人口由中心区向郊区扩散，中心区曼哈顿、布鲁克林人口开始减
少，周边的皇后区、布朗克斯等人口快速增长。

第3阶段 1950—1980年

人口向周边城市转移，城市整体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各区人口体现
为先中心区下降，郊区略增，随后都趋降。

第4阶段

人口缓慢回流，城市整体平稳增长，同时各区人口也均有小幅度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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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选择迁入内城贫困的黑人社区（例如哈

市人口与贫困城市人口之间的福利保险的

莱姆区），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人

差别。法国采取的这种社保登记模式，既

群迁入，低收入的少数群体开始被迫迁往

能有效实现对流动人口的追踪管理，又可

皇后区、布朗克斯等地，城市的房地产价

以实现对那些因经济原因无法在巴黎生活

格上扬，曼哈顿区和整个城市人口都在增

的人口，便捷地迁出巴黎，选择适合自己

长，人口结构发生转变，中心城区人口的

经济水平的城市居住。

整体素质实现提升，犯罪率明显下降 。

个人利益和公共福利又与证件登记、
人口信息管理相关联，这是发达国家成功

四、巴黎：采用“登记+社保”
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

实施人口有序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法国，
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登记被看作重要
的人口管理内容。人口登记内容主要包括

巴黎大区拥有1200 万居民，占法国

公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婚姻状

人口 18.2%，占欧盟总人口 2.4%。在将近

况、纳税情况、监护人等。庞大的人口登

一千年的时间里，巴黎都稳坐“西方世界

记数据库，为法国宏观人口管理提供翔实

最大城市”的宝座。二战后，巴黎人口增

的数据资料。在人口登记的同时，法国公

长迅猛，原先产业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内，

民拥有一个社会保障号，实现人口登记与

城区边缘主要为住宅群的格局，所造成的

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法国每个城市的社保

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大量人口涌入首都

服务是相同的，使得居民不会因为城市之

巴黎，而巴黎以外的外省地区被抽空，加

间社保水平的差异而流入某一城市，解决

剧了首都与其他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为解

人口向福利条件较好的大城市聚集这一

决这种人口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法国政府

痼疾。巴黎的市民社会保险归劳动和社会

和巴黎地方政府共同采取统一巴黎与其

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统一管理，

他地区的社保政策，完善对流动人口的服

每个市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和一张

务管理，来降低人口向巴黎的整体过快集

绿卡，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医疗保险、失业

聚。

救助、住房补贴、看病就医等一切社会福
法 国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属“ 国 家 福 利

利。如果居民搬迁到另一个城市，只需通

型”，特点是强调公民权和平等原则，内

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

容庞大，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基本实

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凡是巴

现应保尽保。法国社会保险覆盖面广，不

黎的常住人口，包括外地移入人口和外籍

仅涵盖全体居民，2000年1月实行的“普

人员，都可以通过银行的账户自动获得一

遍医疗补助制度”更是囊括了无固定就业

个社会保障号 。巴黎居民会向政府部门

和移民等社会群体；医疗保障服务相对均

主动提供人口的真实居住信息，以确保享

等，不论职业、性别、经济状况，只要是

受各项优惠政策。由于社会保障号既承载

合法居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险 。这

着个人税收、福利、信用等信息，也承载

样法国社会保险等福利制度基本实现各地

着人口迁移流动的信息，因此，通过“福

区之间的均等化，最大限度减小了发达城

利引导、责权统一”的原则，引导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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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主动接受管理成为可能 。

危旧房屋的拆除工作。2016年，莫斯科市
政府实施新的拆迁改造计划，第一阶段拆

五、莫斯科：动态调整城市人口
密度，通过中心城区拆迁改造，实现
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

迁总面积达2500万平方米，涉及住户160
万人。为顺利实施计划，不仅要新建多个
住宅小区，还要配套建设绿地公园、交通
和市政设施等，整个项目预计花费3.5万亿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莫斯科

卢布。旧城改造和“赫氏住宅”的改造在

经济经历短暂振兴，外来人口迅速增加，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人口向城外流动的

人口密度扩增成为莫斯科严重的社会问

作用，使中心区以及城区人口有所减少。

题。在莫斯科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

在拆迁改造的同时，莫斯科拟定将大

着860万人，每平方公里居住8600人。莫

环内部分人口迁至新城。莫斯科扩容的设

斯科政府适时制定《第三个城市总体规

想在2011年由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划》，决定依靠城市内部资源整合，动态

与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提出，同年7月份

调整人口密度。莫斯科政府拆除市区的破

得到莫斯科市议会的批准，年底时莫斯科

旧房屋、废旧仓库和效益低下的企业。通

市与莫斯科州达成最终协议，计划将该州

过拆迁，降低城市人口的密度，使人口布

16万公顷的土地并入莫斯科市。根据此项

局逐步趋向合理。

规划，莫斯科市政府计划将莫斯科大环内

2000年以后，莫斯科在保护古城风

现有的超过1200万人口迁移部分至新区。

貌、建造CBD的同时，对中心城区加快了

按照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政府的设想，莫

改造，以解决长期人口密集而形成的“热

斯科市扩大后，新城区可为200万莫斯科

岛效应”“环境污染”和“城市噪声”。

市民提供住房，并提供100多万个专业技

改造工作以拆除使用半个多世纪之久的

术就业岗位 。

“赫鲁晓夫住房”为重点。在赫鲁晓夫时
期，莫斯科兴建了大批工业化住房，以
每年建造12.5万平方米的速度建设五层楼
作为民居。到20世纪80年代，质量较差的

六、首尔：“疏”“堵”结合，
细化城市功能地带，通过搬迁中心城
区行政机构，引导人口梯度疏解

“赫氏住宅”引发莫斯科市民不满 。当时
政府就打算动手拆除这些建筑，但由于缺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前后

乏资金支持，计划被搁置。2000年之后，

的近50年间，首尔作为韩国第一大城市呈

为减轻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与资源承载

现急速发展的态势，人口爆炸式增长，从

力，避免市中心区功能达到极限，2002年

1960年的244.5万人猛增到峰值年1992年的

开始，中心城区实施大规模拆迁工作。根

1061.2万人。首尔的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

据拆迁计划，莫斯科政府征询居民意见安

0.6%，却集中了全国近20%左右的人口，

置拆迁户，把拆迁居民安置到中心区的边

22%的经济总量和近40%的公共机构，引

缘居住，使中心区人口向中心边缘地带疏

发各种大城市病问题 。

散。莫斯科政府计划到2020年完成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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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置绿化地带作为开发限制区，控制人

显示，2015年首尔市人口共1020.4万人，

口过度膨胀。1982年韩国政府制定《首都

同比减少了9.3万。首尔市人口自2010年

圈整备计划法》，对首都圈的功能进行细

（1057.5万人）以来持续减少，6年间跌幅

化，划定首都三个地带：拥挤限制地带，

为3.5%，约37.1万人。

即未来发展以分散人口和工业为主的地
带，面积约占首都圈的18%；增长管理地
带，即除了大型的工厂外其他机构都可以

七、国外大城市人口调控经验对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启示

在此建立、发展的地带，也是为将来人口
过度集中实施分散或者整治的地带，面积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是一项系统、复杂

约占首都圈的50%；自然保护地带，发展

的人口管理服务工作，本质上是为了优化

受到严格限制，保护首都圈水源的区域，

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实现特大城市健

面积约占首都圈的32% 。首尔通过细化

康发展 。从城市定位和发展规模来看，

地带功能，收紧用地审查、审批，限制城

北京、上海等国内特大城市与东京、纽约

市建设无限膨胀，减少人口集聚，达到总

和伦敦等国际大城市在人口发展方面有相

量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

似性。东京、纽约和伦敦等国际大城市人

此外，行政机构的搬迁也是首尔疏
散人口的重要策略。行政机构搬迁早在

口调控的措施对国内城市具有一定的启示
借鉴意义。

1973年就已开始。大田屯山行政新城搬迁

首先，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

计划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包括统计厅和政

规划需要，完善城市人口治理政策，引导

府记录保管所等11个行政机构的4000多名

人口规模合理发展。东京和伦敦都市圈在

公务员搬离都市圈。2003年，为缓解首尔

人口发展过程中坚持了始终如一的基本指

人口压力，韩国国会通过《新行政首都特

导思想，在东京城市规划和人口调控过程

别法》，决定将韩国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往

中，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支持起到了重

韩国中部地区。2004年8月，韩国政府宣

要作用。东京按照《东京都长期规划——

布建立新行政首都“世宗特别自治市”，

以21世纪为目标》《第二次东京都长期规

并于2007年开工建都；而韩国主要国家机

划》《第三次东京都长期规划》等规划方

关和立法机关在2012年至2020年陆续迁

案，把东京市区的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

往新行政首都。到2030年将世宗市建成人

解出去，缓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同时，

口50万的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届时，世宗

制定《首都建设法》《工业控制法》等相

市将成为韩国平衡国土经济发展，承接新

关法律法规，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业、大

首都功能的自足发展、绿色、创新、和谐

学、医院等设施的新增项目进行控制。同

宜居的行政中心城市。首尔行政机构的搬

样，我国政府也应当综合规划，用法律和

迁，不仅可以带动就业人口的迁移，也会

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各部门的规划尽

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这些

量做到“多规合一”，在人口治理方面要

新城的迁移与聚集。据2017年12月首尔政

坚持规划的刚性约束力和实施规划的持续

府发布的《2016年度首尔统计年报》结果

性。我国人口管理部门应建立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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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使政府相关部门尽早制定相关政策

及区域协调发展，发展“职住平衡”的新

以应对人口波动带来的影响。

型卫星城。伦敦人口调控凸显城乡和区域

其次，人口以行政调控为主转为经济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伦敦在城市化早期的

调控为主，形成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市

时候，保护和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

场之手来疏解人口的调控新格局。人口问

水平，完善农民的各种保障制度，用城市

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人口调控战略必须

化带动农民生活的现代化，从而减少农民

实施重大转变，加强经济手段对流动人口

进入城市。伦敦在郊区发展过程中，注重

的引导。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工

城乡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加强郊区的基

业化完成的中后期阶段，大城市与周边城

础设施建设，通过城郊铁路促进郊区的便

市会形成物流、人流、资金流等网状的功

捷式发展；另一方面，伦敦新城绿化程度

能匹配关系。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经

高，空气质量好，与中心区存在噪声、污染

济措施调控人口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的环境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因而吸引外来

要求，应当逐步由过去以行政制约为主的

人口，有力疏解伦敦中心城区人口，优化人

直接控制向以利益导向为主的间接调控转

口空间布局。我国特大城市目前中心城区

变 。比如，纽约各区生活成本呈阶梯化

已经饱和，建设与发展郊区城市成为治疗

特征，中心城区生活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区

“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要采取有效措施

域，加速了制造业的不断撤离，使低收入

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

群体自发转移到近郊等生活成本相对低廉

严格控制中心城区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

的地区，而以金融业、传媒业为首的第三

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

产业人口则保留在中心城区，实现人口结

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

构的空间合理分配。就具体措施而言，可

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以积极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引导现

第四，完善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控和服

有城市人口向近郊区、远郊区等卫星城迁

务，走城市包容性发展道路。一方面，外

移。要勇于尝试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一些

来流动人口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

局限，舍得将部分优质产业和资源疏解出

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对待外来流

去，通过市场之手的力量，拉动相关人口

动人口时，要强化为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的

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通

意识，始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以服务

过有意识地改变城市总体及市内不同地方

为先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另一方面，

的生活与发展成本，逐步减少政府在水、

根据城市发展要求和创新趋势，制定合理

电、气、热、交通、教育、文化、环保等

政策，引导和鼓励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

方面的补贴，影响不同层次的人群在选择

人口流动。无论是纽约还是伦敦、巴黎，

例如北京、上海这样超大规模城市作为居

这些国外大城市，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住与发展地的成本与收益预期，就可以在

为流动人口提供较好的服务、完善的社

一定程度上达到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引导

保等措施。尤其是法国巴黎采用“登记+

城市人口合理流动的目的。

社保”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

再次，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促进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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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只有解决好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户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在产业发

籍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超

展、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基础设施

大城市才能在人口、资源与利益的不断调

布局等方面的协作配合，推动大区域规划

整中达到一个平衡点。要努力创造公开、

与议事协调机构的建设，形成各具特色、

公平、公正、有序的发展环境，提高高效、

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的区域产业协作体

优质、便捷的全方位服务，使外来流动人

系，形成人口流入大城市的缓冲区。

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城市人”。要想

最后，东京、纽约和伦敦等国际大城

实现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

市人口调控的经验表明，要以发展的眼光

加强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管理。

看待城市的人口容量问题，把城市改造和

第五，健全跨区域合作机制，加快大

政府机构搬迁作为动态治理人口密集的

城市的都市圈建设，大力提高周边城市的

方法 。纵观世界各大都市人口的集中变

人口吸纳能力，达到区域内人口的相对平

迁过程，不难看出大城市人口聚集不仅仅

衡。英国政府为了应对伦敦人口过于集中

是由于大都市的快速发展所致，还由于全

带来的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增

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引致。那些

加等问题，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采用城

经济、社会等资源丰富的区域吸引落后地

市群布局的方式在地域上组成一个相互关

区的人口聚集。莫斯科就是一个典型的随

联、相互依赖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

着时代的发展，很好地处理人口治理的变

曼彻斯特城市群。该都市圈以伦敦—利物

动性和长远性关系的城市。莫斯科政府根

浦为轴线，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

据人口变动的规律，适时制定城市总体规

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和众

划，决定依靠城市内部资源整合，动态调

多的小城镇；这一地区是产业革命后英国

整人口密度。所以，北京、上海等国内大

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总面积约

城市在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时，还应

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伦敦都市

该站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高度，解决中

圈相对于单个城市来说，确实聚焦了城市

心城区与都市圈其他城市之间区域发展不

的各种功能，扩大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人

平衡问题，满足都市圈内大部分居民日益

口在大区域内得到合理布局。同样，在国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变需求不匹配状

家相关政策支持下，应当加快我国大城市

况，提高副中心等城市的发展水平，增加

的都市圈建设，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加强

其对人口的吸引力。

注释：
①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现了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共减少2.2万人;上海市2017年末常住人口继续
负增长,总人口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
②陈佳鹏,黄匡时.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东京经验及其启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8).
③李彤,杨双.东京都市圈人口调控的经验及对北京的启示.商,2016(26).
④李冬梅.日本拟调控大学新建以应对东京人口增长.世界教育信息,2017(8).
⑤王桂新,王丽.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市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增刊.
⑥谢鹏.伦敦新城规划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对北京的启示.经济地理,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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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Duranton G. Urban Evolutions: The Fast, the Slow, and the Sti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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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新.国外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问题的经验与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6(5).
尹德挺.人口有序管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基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视角.人口与经济,
2012(2).
邱莉莉.莫斯科的旧城改造.城市问题,2002(6).
彭天潇.莫斯科拟将大环内部分人口迁至新城.北京日报,2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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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Megacit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Guangzhou
Liu Bo
Abstract: This is a research on population-related pressure on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megacities including Tokyo, London, New York, Paris, Moscow and Seoul. Tokyo applies planning and guidance to match popul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London build new towns to
balance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New York focuses on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to lever
population automatically via economy. Paris relies on regist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to manage migrant population. Moscow adjusts population density dynamically through demolition and
directing population towards suburbs. Seoul addresses the issue through movi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out of the city. All these experience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on controlling population in domestic megacities.
Keywords: population control; megacity;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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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城市交通拥堵水平测度
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
◎

王丽艳 任珠慧 朱

摘

丹

要：交通拥堵增加居民出行时间和成本，降低城市运营效率。测度交通拥堵

水平并分析其成因，可为交通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依据。论文基于公共管理视角，构建
城市交通拥堵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天津市历年交通拥堵水平并分析其影响
因素。研究表明：交通拥堵程度与城市规模、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基础教育资源对交通
拥堵影响时序上呈倒“U”型分布，医疗设施空间布局对其影响逐年增加，职住空间分
布对其影响呈减小趋势；限行限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交通拥堵，但长期边际
效用递减。最后，从坚持公交优先、倡导TOD土地开发模式、引导城市向多中心空间
结构转型、创新交通拥堵治理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交通拥堵 熵值法 拥堵综合指数 公交优先
【中图分类号】U49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1
拥堵进行评价，提出了“拥堵延时指数指

一、引言

标”（指数越高表示出行延时占出行时间
比例越大，即越拥堵），并开展城市拥堵

交通拥堵不仅影响人们出行质量，更

排名，但不同机构对城市拥堵排名存在很

降低城市运行效率，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

大差异。在实际交通运行评估中，对于一

的瓶颈。随着多源大数据的出现以及信息

个路段的拥堵判别比较简单，即车速低于

技术的日益成熟，不同机构基于城市交通

一定数值可以视为拥堵，但是当面对一个

大数据集成与分析对全国各大城市交通

城市的庞大路网时，单纯计算拥堵延时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的评估体系、治理模式与政策
组合研究”（14BJY043）、“十二五”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
展”（TD12-506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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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缺乏合理性。因此，基于城市经济学

文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统计年

理论构建交通拥堵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城

鉴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2004—2015年天

市交通拥堵水平，精准把脉交通拥堵病症

津市交通拥堵水平，旨在剖析城市交通拥

所在，并剖析其成因，对缓解我国城市交

堵背后深层次原因，探寻系统缓解交通拥

通拥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堵之路径。

对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研究，学者
主要从其影响因素及拥堵水平测度等方
面展开。在交通拥堵影响因素方面，孙斌
栋、潘鑫（2008）通过对国内40个交通出
行样本数据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城市规模

二、城市交通拥堵指标体系构建
与测度方法
（一）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行时耗 ；郑思齐等

1.城市交通拥堵成因分析

（2015）利用人口普查及交通出行调查数

城市交通拥堵，是指一种车多拥挤且

据，从空间结构视角出发，就北京市各个

车速缓慢的现象，由交通需求和供给之间

街道计算其职住平衡指数，证明就业和

不平衡造成[12]。因此，缓解交通拥堵的着

居住的空间分离对交通拥堵产生影响 [2]；

力点就是调整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使之实

王家庭、赵一帆（2016）对我国35个大中

现动态平衡，即加大供给、减少需求和提

城市交通拥堵水平测度发现，机动车使用

高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使用效率[13]。现有交

量是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性因素，城市空

通拥堵原因分析多停留在表层，如私人汽

[1]

[3]

间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拥堵水平 ；

车拥有量太大、道路设施供给不足、城市

叶炯贤、廖素华、张启山等（2012）,宁士

公共交通运行效率低下等等，旨在短期内

君、李玉龙（2012），陆化普（2014）等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

从公共服务视角出发，通过对医院、学校

断提高，居民出行需求日益旺盛，机动化

的踏勘分析，表明医院卫生设施及教育资

进程明显加快，路网交通量越来越大，并

源空间分布不均是引发交通拥堵的主要因

且“当斯定律”表明拓宽道路会诱发新的

素

[4-6]

；朱建安、戴帅（2014），马贺、陆

交通量，使城市陷入“交通拥堵—扩建道

化普（2015）从政策调控视角出发，通过

路—私人交通增多—公交需求减少—交通

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适当政策限制

更加拥堵”的恶性循环。交通拥堵已经形

能够引导机动车合理化发展，缓解城市交

成由人、车、路组成的交通堵塞链条，成

[7-8]

通拥堵 。在交通拥堵水平测度方面，学

为城市管理的综合症，缓解交通拥堵需要

者们从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视角出发，针

探究其背后深层次原因。

对不同交通方式、城市结构及功能布局模
[9-11]

型，分析交通时空消耗

。

首先，城市规模扩张为交通拥堵埋下
了隐患。城市的本质是交易场所，依据市

综上所述，学者就某个角度对城市交

场经济基础下的聚集经济效应，交易成本

通拥堵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交通拥堵

较低带来企业和居民的集聚，城市规模扩

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社会问题，多角度

张是一种必然趋势，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

探讨其成因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因此，论

模后，城市交通所带来的边际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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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超过聚集效应所产生的边际效益，而这

或通过交通管理改变交通服务（公共交通

种外部负效应市场本身难以内部化，即城

服务等），进而减少城市总体交通拥堵水

市规模的过快增长使得当前的城市交通发

平[16]。良好的交通政策能对个体用户进行

展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从而导致了

行为诱导，促使居民变更其出行路线、方

城市交通拥堵。

式或出行时间，达到城市整体出行成本最

其次，单中心空间结构加重了中心区

小的状态，进而缓解交通拥堵。

交通压力。交通实际上是人跨越地域空

2.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

间，实现沟通、交往需求的一种行为。城

城市交通系统是由流量系统、道路

市空间结构布局和土地开发利用为交通发

系统和管理系统组成的一个开放、复杂系

展提供基础条件，交通可达性提高及方式

统。基于公共管理视角，从公共空间资源

的变革又会引导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当城

配置、城市土地利用与产权形态、公共服

市功能布局、空间形态改变等城市系统空

务供给三方面构建发达城市交通拥堵水平

间内部改善，使高度集中的单中心变成相

测度分析框架（图1）。

对独立、功能相对完整的组团结构时，交

（1）流量系统：公共空间资源配置。

通量分散、出行距离减小、出行交通方式

学校、市场、职场等能够提供人们生存和

得以优化，出行空间分布均等化，才能达

发展某种满足的场所，称为功能点，人们

到城市交通高效运转目的。

因前往某个功能点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形

再次，经济发展增加交通流强度。城

成交通流。异质功能点空间分布，直接影

市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

响人们为获得某种功能产生的交通流量。

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区域经

长期以来，功能分区一直在影响并主导城

济学科创始人艾萨德也指出：经济生活中

市空间规划和建设，增大了居民获取各种

的一切创造革新中，交通在促进经济活动

商品和服务难度，诱发和加大人们的出行

中具有最普遍的影响力。发达的城市交通

频率，居民职住分离也引发大量通勤交

将不同地区连接起来，为居民从事经济活

通，单中心的城市建设促使优质公共服务

动提供便利，促进了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扩

设施集聚，居民为获得良好的公共服务进

[14]

散 。集聚效应进一步吸引经济活动向城市

行空间移动。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越来越

集聚，然而，由于交通供给的周期较长，具

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物资需要快速及时地

有慢变性，远比不上经济的快变性，导致

运输，也加重了城市公共交通负担。

交通供给小于交通需求，产生交通拥堵 。

（2）道路系统：土地利用与产权形

最后，政策调控影响交通运行效率。

态。城市规模用地的有限性限制了城市交

交通拥堵政策是一种面向社会群体的普

通容量的空间性发展，一定面积的土地上

适型公共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规划

需要更多交通建设用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手段改变建成环境（例如土地利用、出行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环境、交通设施等），直接通过需求管理

但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

等来改变个人出行选择（例如改变出行时

交通供给速度，道路作为准公共产品，正

间、出行路线、出行交通模式选择等），

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道路级配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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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现有主城区重视主干道建设，忽

综合以上对发达城市交通拥堵成因

视支路建设，多断头路瓶颈路，交通系统

分析，借鉴已有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成果，

与土地利用、不同交通系统之间、相同交

在科学性、有效性、完整性、系统性、可

通系统的不同线路之间以及干线交通系统

操作性原则下，选取相关指标构建交通拥

与末端交通系统之间尚未形成无缝衔接、

堵评价体系。本文从城市构成要素的交通

零距离换乘。打通断头路，提高支路使用

参与者、交通工具及道路三方面分析城市

率，实现交通枢纽与周边用地一体化、与

规模对交通拥堵的影响，将其分为人口、

城市融为一体，形成“微循环”，有助于

车辆、道路三个子系统，分别选取常住人

缓解交通拥堵。

口（市辖区）、私人汽车拥有量、公共汽

（3）管理系统：公共服务供给。城

（电）车营运车辆数（市辖区）、城市道

市道路交通系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存

路密度、轨道交通密度来体现城市规模

在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由于外部

对交通拥堵的影响；从就业—居住和公共

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搭便车”等现象的

服务两个方面，选取各区就业—居住人

存在，民众依靠个人意愿或市场供给并

数、医疗卫生设施、基础教育资源，参照

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政府是公共产品

Horner和Marion[17]的空间分异指数模型，计

的最佳供应商。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

算其空间分异指数，定量反映城市空间结

交通管制增加这一稀缺资源的供给，如改

构对交通拥堵的影响。测度公式如下：

造重要交通交叉口、加快建设城市高快速
路、引导居民选择高效集约的出行方式。
交通管制即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主体施加
限制，规范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从而实
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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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要素，i代表各区县编号。I d数

之，对系统影响程度弱。本文利用熵值法

值在0～1之间，当Id值为1时，两要素的空

测度天津市历年交通拥堵综合指数，并分

间分离程度最大；反之，当Id值为0时，表

析天津市交通拥堵影响因素。

示两要素的空间分布完全一致。此外，文

2.数据来源

章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代表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05—2016年的

经济水平，选取限行限购政策衡量政策调

《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 天 津 统 计 年

控对城市交通拥堵的影响。

鉴》，选用天津市市辖区年度公报和统计

综上，依据发达城市交通拥堵成因

局数据对缺失数据进行修补。由于城市道

分析，构建城市交通拥堵测度指标体系

路密度、轨道交通密度指标无法直接获

（表1）。

得，故使用城市道路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
比表征城市道路密度，城市轨道交通长度

（二）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与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之比表征轨道交

1.测度方法

通密度。

熵值法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
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指标权重，是一种
依据客观环境原始信息大小进行赋权的方

三、实证分析

观因素影响，分析结论较为客观。熵值法

（一）城市交通拥堵水平测度指标
权重设计

从输出结果的分析中得到不同因素对交通

通过熵值法计算，对2004—2015年天

拥堵的影响程度，较大权重指标相对变化

津市10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

程度大，对系统影响程度也随之增加，反

相应的指标权重，分析各指标对交通拥堵

法，不需要人为指标赋权，因此并不受主

表1
系统

城市规模

城市交通拥堵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

子系统

指标

类别

人口

常住人口（市辖区）（万人）

正向指标

私人汽车拥有量（万辆）

正向指标

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市辖区）（辆）

负向指标

车辆

2

负向指标

2

轨道交通密度（km/km ）

负向指标

职住平衡指数

正向指标

公共服务
空间布局

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均衡指数

正向指标

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均衡指数

正向指标

经济发展

经济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亿元）

正向指标

政策调控

限行限购

双限记为1，不限记为0

负向指标

道路

城市空间结构

就业-居住
空间分布

城市道路密度（km/km ）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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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表2）。

整个交通体系中分担率仍不高，即使是在

由表2可知，私人汽车拥有量、轨道
交通密度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交通

轨道交通发展较早的北京，其分担率也不
到50%。

拥堵影响最为显著。表明城市居民出行需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质量还是数

求、轨道交通供应不足和经济的发展是造

量都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居民出行需求。

成天津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随着城市

近年来，在国家“轿车进入家庭”政策引

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居民出行次数增加

导下，我国大部分城市进入到“私家车

的同时出行距离明显增大，引发了对中心

时代”。天津汽车保有量2013年就已超过

区交通的过度需求。

200万辆，在国内汽车保有量最多的五大

大规模城市公共交通方式中轨道交通

城市中排第3位，而且每年以15%的速度

应占据主要位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

增长。快速增长的私人汽车拥有量与有限

计规范》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适宜出行方

的城市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

式做出规定（表3），至2015年，天津城

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区人口超850万，大、中运量快速轨道交

从系统层面来看，不同指标系统所占

通公共交通应为天津主要公共交通方式。

权重不同。由表4可知，第一，城市规模

此外，就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轨迹来看，城

在交通拥堵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最高，是

市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分担率非

影响天津市交通拥堵的首要原因；第二，

常高，日本城市轨道交通分担率多在80%

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水平是造成城市交通

以上，日本经济中心大阪城市轨道交通分

拥堵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其系统指标权

担率更是常年维持在95%左右。然而我国

重依次为23.49%、11.00%；第三，政策调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时间较短，轨道交通在

控在交通拥堵指标权重中最低。由于天津

表2
系统

天津市交通拥堵测度指标体系权重

子系统

指标

熵值

冗余度

权重

人口

常住人口（市辖区）

0.8745

0.1254

0.0918

私人汽车拥有量

0.7146

0.2854

0.2089

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
（市辖区）

0.9172

0.0828

0.0606

城市道路密度

0.8725

0.1275

0.0933

轨道交通密度

0.8235

0.1765

0.1292

就业-居住

职住平衡指数

0.8680

0.1320

0.0967

公共服务
空间布局

医疗设施空间均衡指数

0.9242

0.0758

0.0555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指数

0.8870

0.1130

0.0827

经济发展

经济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

0.8541

0.1459

0.1068

政策调控

限行限购

双限记为1，不限记为0

0.8979

0.1021

0.0747

城市规模

车辆

道路

城市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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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市规模

不同规模城市最大出行时耗和主要公共交通方式
最大出行时耗（分钟）

主要公共交通方式

>200万人

60

大、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电车

100万～200万人

50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电车

<100万人

40

公共汽车，电车

中

——

35

公共汽车

小

——

25

公共汽车

大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1995-09-01.

市实施限行限购政策是在2013年颁布，在
计算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权重产生影响，
但从计算结果来看，限购政策在测度城市

（二）城市交通拥堵水平综合评价
及影响因素分析

交通拥堵中所占权重达7.47%，表明其能

1.城市交通拥堵水平综合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

根据以上权重，进一步计算得出历年天

表4

不同指标系统所占权重

系统

城市规模

城市空间结构

经济水平

政策调控

权重

58.38%

23.49%

11.00%

7.47%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5
时间

天津市历年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指数

城市规模单项 空间结构单项 经济水平单项 双限政策单项 城市交通拥堵
指数S1
指数S2
指数S3
指数S4
综合指数Si

2004

0.0503

0.0239

0.0001

0.0083

0.0826

2005

0.0497

0.0205

0.0012

0.0083

0.0796

2006

0.0291

0.0202

0.0023

0.0083

0.0600

2007

0.0380

0.0166

0.0039

0.0083

0.0668

2008

0.0394

0.0180

0.0063

0.0083

0.0720

2009

0.0516

0.0212

0.0072

0.0083

0.0883

2010

0.0577

0.0118

0.0096

0.0083

0.0873

2011

0.0591

0.0182

0.0123

0.0083

0.0979

2012

0.0470

0.0170

0.0141

0.0083

0.0864

2013

0.0524

0.0190

0.0157

0.0000

0.0871

2014

0.0541

0.0193

0.0168

0.0000

0.0902

2015

0.0555

0.0292

0.0174

0.0000

0.102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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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交通拥堵综合指数，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2004—2015年天津市交
通拥堵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随着机
动化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交通出行总量
持续增长，机动车主通道与客运主通道在
“三环十四射”路网骨架上重合，干道交
通功能混杂，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
单一的平面常规道路系统疏解方式已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2006年，有

图2 天津市历年城市各系统交通拥堵指数

关部门借鉴国内外大城市快速路的建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经验，将一部分环形放射式路网改建为城
市快速干道，有效缓解了城市中心区域交
通压力。然而，中心城区河流众多，河道
形成的“屏障”隔断了河流两岸的有机联
系，道路主要沿海河两岸与河道平行及垂
直，尚未形成完善的路网系统。受地理条
件限制，各区之间依赖桥梁连接，交通量
集中在跨河大桥中心的主干道和相关的联
合连接通道，非交叉河路成为交通影响最
大的断路，交通容易集中，疏散困难，提
升道路系统整体通行的能力非常有限。
2.城市交通拥堵影响因素分析

图3

城市规模系统下各子系统指标
评价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由图2可知，城市规模、空间结构以

通拥堵影响呈波动性减缓趋势，但非公共

及经济水平指数对天津市交通拥堵影响整

交通（常住人口、私人汽车拥有量指标）

体上呈增加趋势，政策调控能在一定程度

引起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随着近年来天

缓解交通拥堵。随着国家经济与城市化的

津市经济发展，人口不断流入，居民收入

快速发展，我国城市规划显著滞后于城市

增加，私人汽车拥有量迅猛增长和过度使

建设，城市无序蔓延。经济快速发展与空

用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许多大城市甚至

间结构规划建设缺失又使交通供需失衡，

中、小城市主要路段在高峰期都达到饱和

加剧交通拥堵。

状态，也影响了公共交通运力。

为分析城市规模、空间结构、经济水

在发达国家大城市中，居民日常出行

平、政策调控等指标下各子系统对天津市

以公共交通为主，私人交通从属于公共交

历年交通拥堵影响，分别计算各单项指标

通。东京、伦敦及纽约等国际性大城市公

评价指数。

共交通分担率约为70%，与之相比，我国

由图3可知，公共汽（电）车、城市

现阶段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除香

道路密度以及轨道交通密度对天津市交

港达到55%之外，大部分城市都在4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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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的大城市甚至不到10%。与国外发

数由2004年的0.0024逐步增加到2015年的

达城市相比，我国公交分担率尚有较大的

0.0050。一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

提升空间。

医疗卫生设施服务需求增加；另一方面，

由图4可知，在城市空间结构系统下，

天津市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优

天津市职住平衡指数对交通拥堵影响逐

质医疗资源短缺，造成医疗卫生设施资源

渐降低。一方面，天津市城市建设由单中

对天津市交通拥堵影响严重。

心向多中心城市形态转换，以中心城区和

由图5可知，在城市经济水平系统下，

滨海新区核心区为主副中心组成的多中心

天津市经济发展对交通拥堵影响整体呈上

组团式城市空间形态，使得就业中心分布

升趋势。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更加合理均匀；另一方面，天津市城市道

城市交通拥堵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而

路网、轨道交通的逐步完善提高了人们的

增加。一方面，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生活水

出行效率，缩短了工作地与居住地出行时

平提高，对交通出行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职住分离对天津

出行时更加偏爱舒适感较强的私家车，使

市交通拥堵的影响。

得参与交通的车辆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

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指数对天津市

面，由于城市土地固定供给及各种客观条

交通拥堵影响呈倒“U”型，反映出天津

件的限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相

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对

对缓慢。

交通拥堵产生影响，但近几年影响程度有

由表6可知，2013年天津市限行限购政

所缓和。天津市为缓解优质教育资源分布

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交通

不均引发巨大的交通需求，积极推进教育

拥堵，然而，由于我国城市正处在交通需求

资源均衡发展，分散单一性质功能引起的

快速增长阶段，限行限购会对居民原有出

人流和交通集中。

行习惯造成限制性影响，因而在实际操作

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布局指数对天津

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质疑与反对。朱建安、

市交通拥堵影响逐年增加。指标权重指

戴帅等学者通过对我国其他城市限行管理

图4

图5

城市空间结构系统下各子系统指标
拥堵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经济水平系统下各子系统指标
拥堵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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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4

2005

2006

政策调控系统下各子系统指标评价指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双限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83 0.0001 0.0001 0.0001
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措施实践效果分析也表明随着居民收入增

布局，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第二，

加，被限行的机动车数量一般在数年内被

树立“窄马路、密路网”城市道路布局理

新增的机动车所填补，政策实施效果会随

念，建立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

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而逐渐削弱，因此

网系统，提高道路通达性；第三，加快完

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的替代能力。

善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将中心城区轨道交
通与地面公交衔接，构建立体交通体系，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提高居民出行效率。此外，发展新的城市
组团，打造“反磁力中心”，缓解因城市

从城市规模、空间结构、经济发展、
政策调整四个方面分析城市交通拥堵水平
时序演变特征及其拥堵成因，根据实证结

规模过大、交通需求过度增长带来的交通
拥堵问题，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第一，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城市

（二）引导城市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
型，着力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低密度蔓延发展，人们对快速交通方式需

根据居民需求程度，设计城市功能点

求强烈，私家车使用量激增，加剧交通拥

的空间布局，促进异质功能点紧凑接近，

堵；第二，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来看，就

减少出行需求。首先，根据人口分布变动

业居住空间分布对天津市历年交通拥堵影

趋势，结合区域学生总数量、常住人口数

响逐渐减弱，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布局对其

量等指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减少因区

影响逐渐增加，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对

域基础教育、医疗卫生设施资源分配不

其影响呈倒“U”型；第三，经济发展对

均引发的交通流；其次，构建“产业+生

城市交通拥堵影响逐年增大；第四，政策

活”融合发展的组团结构，用足城市存量

调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但长

空间，实现不同尺度下职居有机匹配，充

期而言，限行限购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

分考虑城市主干道网布局、居住区布局尽

根据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得出如下

可能靠近轨道交通和城市主干道，缩短居

果，得出如下结论：

对策建议：

民通勤时间和距离。

（一）坚持公交优先，倡导 TOD 土
地开发模式

（三）创新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政策，
引导居民出行方式选择

第一，按照公交优先原则，以TOD模

首先，对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进行

式引导城市开发，优化公交线网和站点

创新，通过拥堵收费、征收停车费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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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私人交通工具使用成本，以经

价优惠与减免票价等政策，引导居民选择

济杠杆和必要的管理措施降低私家车出行

公共交通，实现集约化出行，建立以经济

流量；其次，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增加政

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交通拥堵治理

府对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采取公交车票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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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n the Evaluation of Traffic Conges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eveloped Cities: A Case of Tianjin
Wang Liyan, Ren Zhuhui, Zhu Dan
Abstract: Traffic congestion can increase the residents travel time and cost, and meanwhile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operations. Measuring the level of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nalyze its causes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alleviating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Based on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index to evaluate traffic congestion in Tianjin over the years using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gives some related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raffic congestion degre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ity size and economic level. The influen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resource on the
traffic congestion in Tianjin is inverted “U” typ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facilities has
an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it, and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decreasing.
Limited and restrained purchases can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marginal utility decreas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ublic transit priority, advocate TOD
land development model, guide the city to multi-center spac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the policies of traffic congestions, etc.
Keywords: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entropy value method; congestion synthesis index;
public transit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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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海绵城市”设计的
技术途径与主要问题
——以大都市武汉为例
◎

文剑钢 刘华明

摘

要：新时期，我国把“构建生态廊道，保护恢复湿地，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的生态、智慧城镇建设理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武汉市作为国内首批“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智慧海绵生态体系，控制城市“热岛”，解决
内涝困扰，化解雨灾洪涝。研究从海绵城市建设与雨洪管理入手，就武汉市海绵城市建
设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地域气候和地理环境特点，结合建设中的实际
问题，活用“LID”，提出“PPP+”，探求武汉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新途径。
关键词： 海绵城市 城市内涝 武汉市 PPP+
【中图分类号】TU98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2
滥，抗洪救灾成为汛期武汉人民的生活常

一、武汉海绵城市建设的背景

态。作为我国首批入选的“海绵”试点城
市，武汉开始借助海绵功效，积极打造属

中国作为2017年世界创新指数排名

于自己的雨洪生态管理体系。

第17位的发展中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成

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有

效让世界瞩目。为修复环境生态，建设低

较强的经济赶超实力和发展潜力。2016年

碳、环保、生态城市所做的承诺与担当，

7月，受厄尔尼诺影响，武汉市再次出现

正在逐步推进兑现。然而在早期高速城市

严重内涝，灾情辐射广泛，这进一步强化

化中，因时代、观念局限与科技手段落后

了社会各界建设生态大武汉的决心。同年

而导致的许多城镇基础建设问题依然存

12月，国家发改委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在并阻碍着城镇健康发展，尤其是面临暴

十三五规划》中指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

雨、内涝突发之际，城市因雨水无法及时

中心城市”；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排出而危机频现，威胁着人民生命和财产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

的安全 。例如武汉市历史上多次雨洪泛

报告》的14条基本策略的第9项中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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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L I D），英国的“可 持 续 城 市 排 水 系

国。利用海绵城市建设，构建城市生态廊

统”（SUDS）体系，澳大利亚的“水敏

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

感性城市设计”（WSUD）体系，日本的

质量和稳定性，解决城市问题，突破发展

“第二代城市排水总体规划”，德国的

[2]

局限刻不容缓 。

“雨水利用设施标准”（DIN）。由于LID
技术有施工难度低、对现状破坏小的特

二、国内外海绵城市研究与实践

点，因此被国内主流设计采用（表1）。
2003年，我国学者俞孔坚教授最早

（一）国内外海绵城市设计研究概述

提出“海绵城市”理念，深圳市最先引进

“海绵城市”理念和技术20多年前

了LID概念。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会

已经被西方国家提出并推广运用，现在

议提出要建设自蓄、自渗、自净的“海绵

虽然看起来概念不新、方法不奇，但是参

城市”，明确了相关概念和方向。2016年

照对应解决我国某些城市热岛、内涝以

12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

及环境、生态、低碳问题却另具深意，因

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发布，明确要求推

为“海绵”方法可以将城市变成“逢雨而

进海绵城市建设，保护和修复城市生态。

吸收、遇水而储存、受挤而供用”的海绵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低影响

一样，通过“渗、滞、蓄、缓、净、用、

开发与绿色基础设施理论，明确指出要加

排”化害为利、减灾受益。

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我国海绵城市建设

当前许多国家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

理论与实施从盲目借鉴转向本土化，城市

的雨水管理体系。例如，美国的“最佳

设计中对于雨洪的处理变得更加理性，方

管理措施”（BMPs）和“低影响开发”

法逐步完善。

表1
雨洪管理模式

国家

各国雨洪管理特点比较

难点

优点

侧重点

最佳管理措施(BMPs)
需要大量资料收集 拓展雨水容量，优化城市环 新地块开发与环境
美国
低影响开发(LID)
和跨部门协作
境
的和谐
可持续城市
排水系统(SUDS)

各方来构建，雨水 从地表水处理与排放的水流 解决雨水过快地集
英国 渗透需要较大地表 量、水质及环境舒适度三方 中排入雨水管道
面积
面综合考虑

水敏感性城市
设计(WSUD)

从雨水、供水、污 将雨水的管理与城市设计结 基础设施、水系统
澳大
水等环节统筹考虑 合，形成一套成熟的全周期 的统筹建设
利亚
水循环体系

第二代城市
排水总体规划

雨水处理需要大量 雨水能够最大限度地收集、 短时雨水量过大的
日本 空间，地下工程量 回收并利用，并能缓解雨水 调节、储蓄和再利
巨大
管网的压力
用

雨水利用设施
标准(DIN)

设施落实到业主， 将雨水的收集与利用融入居 雨水分散回收再利
德国 并与整个水循环系 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利 用，水系统的统筹
统相连
用雨水

注：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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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海绵城市建设现状

江河湖塘水系网络密布的特点。武
汉市水资源丰富，水域面积占全市土地面

深圳市光明区率先在城市建设中采取

积的1/4（图1）。长江、汉水穿越市区，

相关的技术，并且在雨水综合利用方面已

将城切分为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因之

初具成效，对全国各地的海绵城市建设有

“滨江造城、依水而建”的江城武汉，既

一定示范效用。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

得益于水，又受制于水。每年4～8月，伴

了相应的措施和方法（表2）。

随着降雨量加大、汛期逼近，武汉地下管

尽管我国在低影响开发的理念下对

网等基础设施将迎来抗灾排涝新考验。

城市推行“海绵”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但
是究其目标方法，依然显得单一偏颇。从
推广应用看，尚存认识不足，显得“口号
强，落地弱”。海绵建设工程措施带来小
范围的短时效益，并未触及问题本质。例
如，对雨污的处理利用方法，普遍做法是
重污水净化，轻污染源根治；对防洪则重
在堤岸防护，忽略了河道之外的城市基础
设施完善与市政管网系统改造。导致对海
绵城市设计产生“理念高、成效低，呼声
大、动作小”的错误看法。其实换一种思
维，聚焦问题本质，就能够以海绵低成本
解决雨洪大问题。

（三）武汉市现状研究与实践
1.武汉市水文及地形特征
表2

图1

武汉市水系分布图

注：作者绘制。

我国各地建设海绵城市的措施和方法

地区

采取方法

深圳市
光明新区

将道路路面雨水汇集进入两侧的生物滞留带进行渗滤、滞蓄，用于补充地下
水，利用径流控制、削减峰值流量，修复水文生态。

浙江
嘉兴市

在雨水排放口设置物理及生态处理设施，削减污染物。设置雨水收集、储存、
处理和雨水利用设施。利用透水地面等入渗方式，减少雨水径流外排总量。

陕西省
西咸新区

按照小区地块、市政道路、景观绿地、雨水系统四个层次进行开发，各地块间
建立中央雨水系统，将两侧街区的地表径流，通过地表水沟、市政排水管等进
行收集。

石家庄市

增大可渗水地块，把原有的公园、废弃地进行改造，辅以恢复后水系加以连
通，形成绿地与水系共存的城市小环境。

注：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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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

到破坏。武汉曾经被誉为“百湖之城”，

武汉城区南部分布有东西走向的条带状丘

拥有大小湖泊127个，如今仅剩38个，城

陵和密集的枝状冲沟，具有山水交融的复

市自主雨洪调蓄能力下降严重。一旦降雨

杂地形。陆地最高海拔150米左右，最低约

量超过100毫米，武汉的积水面积就会在

18米，主要呈现剥蚀丘陵区、剥蚀堆积垄

10km2以上[3]。（4）城区地势低下。武汉每

岗区、堆积平原区等三种地貌形态类型。

年4～8月降雨量较大，此时正值汛期。 据

2.武汉市城市内涝的主要因素

统计，武汉市年均最高洪水位为25.5米，

江河水系和低洼地势给武汉带来了

而武汉市内60%的区域地面高度低于25.5

丰水喜悦与水患困扰，因此武汉海绵城市

米，导致雨水无处可排。

建设，主要集中在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上，
而城市内涝往往因素众多，主要原因汇集
如下：（1）地表硬化。便于人车通行而

三、利用LID技术解决武汉当前
问题

大量铺设混凝土道路。广场、街巷、小区
建筑、室外地面的硬质铺装阻碍雨水的

相比传统雨水设施，LID更加经济、

自然下渗，加快了地表径流，导致路面积

环保，施工简单、投资少，兼具景观效

水，地下管网泄洪瞬时超载，引起内涝。

果，对降雨径流的水质处理水量控制更加

（2）排水系统落后。武汉传统的排水系

高效。针对武汉市现存问题分别从源头、

统是一套单一的处理方法。通常雨水降落

中途和末端选出较有代表性的技术类型和

到地面后会经过排水沟汇流进入下水管

可行性分析如下（表3）。

道、雨水箱涵、泵站到达污水处理厂，经
过处理后方能排放。这种方法效率低，遇

（一）源头上

暴雨无效。（3）大面积湖泊消失。“填

1.透水铺装

湖建城”使得城市天然的水洪调节能力受

武汉市内涝往往始于无法顺畅排水，

表3
技术途径

LID技术的应对手段

源头上

武汉现存问题 地面硬化，雨水难下渗
LID技术

中途上

末端上

排水系统落后，无法应对 大面积湖泊消失，导致雨
短时强降雨
洪调节能力被破坏

透水铺装、雨水花园、屋 植草沟、下凹式绿地、雨 生态湿地结合浅层调蓄、
顶绿化、墙体绿化
水排水管廊、生态树池 软基础雨水箱、蓄水池

图示分析

雨水花园
注：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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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铺地是诱因之一。透水铺装在方便人

人工假山山体上进行种植树木花卉的统

车通过的同时还可快速排除积水，并对吸

称。屋顶绿化能通过构筑物顶部设置绿植

收城市噪声，降低城市温度和削路面减径

削减雨水径流量，并利用绿植对雨水进行

流有明显效果。常用的透水铺装有三类，

初期净化。

分别是透水性沥青铺装、透水性地砖及透
水性混凝土铺装等。

2008年在汉口暨济电力商城顶部建成
了武汉最大的屋顶绿化，效果明显。 同年

透水性沥青铺装具有防滑、耐久、

为鼓励建设楼顶绿化，武汉曾提出对试点

吸声、抗压、排水效率高的优点；透水性

单位给予20%的补贴。在2015年1月23日，

地砖美观、施工简单，铺装孔隙率可达

武汉市对2005年出台的《武汉市建设工程

25%，当然这也造成其承重能力较低、整

项目配套绿地面积审核管理办法》进行了

体性较差，因此只能用于荷载较低的路

修订。 因此，相对于技术上的问题，建设

面；而透水混凝土铺装外观朴素，整体性

屋顶绿化更多需要政府支持、开发商和公

优良，刚性承载力较好，但是抗折能力较

众的多方参与协作。

差，需要做承载能力的设计和限定。对武
汉市停车场、广场等地面合理利用铺装特

（二）中途上

性，可利于提高地面渗、吸、滞、排等功

1.植草沟

能。

植草沟的本质是排水沟，只是比传统
2.雨水花园

排水沟多了一层植被覆盖。这种设计使其

通过天然或人工下凹地形收集雨水，

可以净化雨水并能避免堵塞。植草沟只对

利用地表绿植和沙土使之得到净化。降雨

雨水起滞留、收集、引导作用，储藏能力

初期利用地面的渗透作用进行滞、排水，

较弱，因此要注意植草沟与城市雨水管道

当降雨量超过地面渗透速度时，积水汇

的连接。

集通过溢流口排入下水管。雨水花园“海

植草沟非常适合武汉市道路绿带这类

绵”主体由蓄水层、树皮覆盖层、换土

狭长的空间。应对武汉的暴雨天气有很好

层、透水土工布或砂层、穿孔排水板和砾

的效果。其造价低，施工简单，维护成本

石层等6个部分组成，水处理分为两类：

也不高，但是需要一定的坡度对雨水进行

雨水渗透型和雨水收集型。前者以控制径

引导，不适合坡度较大区域的雨洪问题。

流量为主，后者则更注重于对雨水的净化

2.下凹式绿地

收集。

下凹式绿地比周围的路面低100～200

“海绵”体建设需要注意武汉水系众

mm且不超过200mm，绿地内置本地绿植，

多、地下水位较高的地理特点，选址尽量

并设低于路面且高出绿地50～100mm的雨

避开地下水较高的区域和低洼地带，下层

水口。主要利用植物和土壤的吸附作用，

选择通透性较好的土壤，避免长期积水带

对雨水进行截流和净化，并将流入到这个

来其问题。

区域的雨水排向土壤中，当雨水超过了该

3.屋顶绿化

区土壤的下渗速度时，便会溢入高出绿地

屋顶绿化是在建筑物、构筑物或大型

的雨水口中，进入下水管网。武汉市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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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绿化设施采取的是花坛式绿化模式，将
改设为下凹式绿地，当雨水来临时，道路

（四）武汉海绵城市建设现状与未来
规划

边的雨水会经由道路的坡度引导到道路

武汉市政府在2015年至2017年投资了

两边的下凹式绿地中，再经由绿地中的溢

162.9亿元进行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主要

流口排到下水道中，将绿地与城市管网相

用于在都市圈内进行黑臭水治理、内涝防

连，使绿化带拥有完整的排蓄体系。

治、湖泊生态修复以及海绵城市示范区建

绿植和道路完全分割开。如将路边的花坛

（三）末端上

设（图2）。
目前武汉采用LID的建设区域主要在

1.生态湿地结合浅层调蓄

青山区与四新区一旧一新两块。已实施青

利用水系密布、湿地众多的资源，结

山、四新示范区海绵化改造项目共计234

合浅层调蓄十分契合武汉的地理特征。建

项，其中已完工38项，完工面积12.62km2；

设时须在生态湿地的周围设置浅层调蓄模

在建项目196项，共计投资50.26亿元，占项

块，并在岸边设置管道口、导流盲管。当

目总投资的37.62%。整体上，青山区的建

暴雨来临，雨水将汇集流入调蓄装置以及

设步伐较快，区内多采取地表上的低影响

生态湿地中。湿地中的水位到达管道口时

措施，通过海绵体建设，对降落到地面的

便会进入调蓄装置之中，从而增加整块区

雨水进行径流削减，净化收集[4]。

域对雨水的吸收能力。当枯水期来临，生

武汉海绵城市近期规划至2020年，

态湿地的水位下降，周边调蓄池的水便会

将 重 点 建 设 3 5 个 建 设 区，覆 盖 区 域 约

从导流盲管（毛细管）中流出，补充湿地

203.51km2，中心城区与新城区覆盖区域分

的水分。
生态湿地本身是一块巨大的“海绵”，
有湿润空气、净化雨水的功能，湿地中众
多生物形成闭环的生态环境，可化害为
利。据实验，一公顷的湿地在生长季节可
以“消耗”掉七千多吨水分。武汉作为百
湖之市，湿地资源居世界内陆城市前列，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软基础雨水箱
软基础雨水箱本质上是雨水收集装
置。它的建造材料并非传统的钢筋混凝
土，而是塑料箱做骨架，软性防水基质做
外表面的一种新型池体，这种水箱不受场
地约束，可以随场地改变形状，最大限度
地收集雨水。由于施工简单，造价低廉，
可用于武汉市区中的雨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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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武汉海绵城市重点建设区域分布

注：根据参考文献[7]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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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177.11km2和32.4km2，兴建通道34条，
计划对11个湖泊进行生态修复。新改扩建
污水处理厂9座，扩建出江泵站18座[5]。结合
生态框架和规划布局发挥生态绿地的渗、
滞、蓄、净作用，改善城市的自然雨洪调节
能力，并计划实现绿地覆盖率达45%的标
准（图3）[6]。远期至2030年，内涝防治以常
规灰色设施为基础，结合旧城改造和交通
系统大建设机遇，加强地下主干管的排水
能力，地下支管随地上建筑与道路同步建
设，在必要地区，开挖非常规深邃与径流
蓄水设施。以收集和处理建设为切入口治
理污水，明确分流区和混流区规划建设[7]。

四、武汉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问题
解析
（一）城市设计与规划理念落后   

图3

2016—2020年武汉市绿地系统规划

注：根据参考文献[7]改绘。

比动辄百亿元的治理雨洪工程的专项资金

过去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受经济、技

只是杯水车薪。2014年12月，财政部发布

术、速度、效益指标制约，注重的是“规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

模开发、路面硬化”，忽略对流域上游生

点工作的通知》，第一条就明确提出PPP

态、自然环境的控制保护与城市内的生态

模式（即政府与企业共同开发并经营的融

和谐问题。大面积湖泊减少和消失削弱了

资模式），对采取 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

对市区雨洪自然调蓄能力。在新型海绵城

的城市，将奖励补助资金的10%[8]。2016年

市规划设计建设初期，规划设计过多关注

4月，在财政部和住建部共同发布的《城

海绵体建设的空间与技术问题，忽略了对

市管网专项资金绩效考核办法》中，明确

生态环境源头的治理与市政给排水管径、

规定了 PPP模式的比例所对应的得分，体

网络综合改革，常常以城市道路级别作为

现了国家对 PPP模式的重视。现在PPP模

雨水管道的布局参考，导致海绵建设手法

式建设海绵城市已经在我国各地开展，

单一，实际工程与排水规划目标脱节。此

但是尚存许多问题：PPP模式运行的法律

外，惯性的总体规划观念，忽视了专项规

规范保障与运营机制还有待完善；项目的

划与控规的重要作用。

策划、职责担当、收益分配，考核指标、

（二）资金困境
国家对武汉海绵城市的专项奖补资
金为3年15亿元。然而，这些补助资金相

运营问题等界定还不够清晰。且目前主流
PPP的项目大多存在融资手段单一、风险
较大、投资高、企业签约率低的问题，难
以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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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

（一）
“PPP ＋”智慧城市

据湖北省气象局数据显示，2016年6月

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是一项整体系

1日至7月6日，武汉市降雨量达到932.6mm。

统工程，运用智慧城市大数据、遥感监测、

其中，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累积降

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

雨560.5mm，为武汉有记录以来的周最大降

息将给予设计师与决策者可靠的数据支持。

雨量。此时正值武汉汛期，长江水位高于

据统计，PPP模式可以帮助政府节省

武汉市城区内的大部分地面高度，导致城

5%～20%的费用，并对项目质量有显著的

内大部分积水无处可排，造成了严重的内

提升效果。因此，智慧城市与PPP模式结

涝。可以看出，2016年的强降雨属于灾害

合将更有效提高项目服务质量和运营效

天气，武汉起步阶段的海绵建设是无法应

率，降低建设成本。对于智慧城市的资金

对这么高强度的短时降雨的。因此，武汉

投入可借助PPP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引入

需要建设可应对这类灾害天气的弹性雨洪

企业资金，借助科技的力量和主体单位的

设施。

动力机制对城市的节点进行数据分析，制

在建设海绵城市过程中，“部门分

订对策方案，解决实际问题。

管、各自为政”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机制，

具体实施方法可分为传感器布控、数

导致了水系难以统筹管理，在面对雨洪

据传输、数据收集、提供服务。就水资源

突发时，缺乏快速的反应和系统应对。武

的控制来说，企业与政府签订合同，成立

汉近年工程项目众多，建设单位为了赶工

水资源控制公司。将城市的管网改造并设

期，施工粗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

置传感器，利用传感器获得管网中的实时

[9]

导致排水管网被破坏、堵塞 。这从侧面

的流量，将数据汇总后进行分析并与水资

反映了海绵城市建设中的管理缺失。

源管理、电力供应、污染控制、交通运输等
部门进行信息共享提供精确数据，合作解

五、“PPP＋”提升武汉海绵城
市建设质量的基本策略

决已出现或潜在的问题，为武汉市制定适
宜的雨洪管理体系。企业将以项目运营获
得的收益，并利用掌握的大数据开发新的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

商业模式。在合同到期后，则由政府管理。

ship）作为部门（政府）、企业（私人）

此开发模式十分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与需求（主体）合作，为社会提供优质公

“企业为主体，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环

共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模式。参与项目开发

境治理体系。在有利的政策背景下，相信

建设、投资、运行管理工作，按政府要求

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

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收取一定的报酬。在海
绵城市建设中政府的参与虽然重要，但是

（二）
“PPP ＋”产业投资基金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城市设计工程，单靠政

尽管PPP开发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和挑

府力量短时间难以完成，因此企业与公众

战，但是它优势明显，值得大力推进。对于

的协同参与至关重要。

其现存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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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如将产业投资基金与PPP模式结合。

的资本要求较高的障碍，使更多优质企业

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融资优势，为企业减

也能参与。通过基金平台，利用政府的资

少投资风险。“PPP+”产业投资基金根据

信担保和政策措施，引入大量的资本，发

发起方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模式。（1）由政

展可持续的融资模式建设海绵城市[10]。

府主导，省政府（GP）联合金融机构（LP）
设立母基金，再由母基金、地方政府与金

（三）
“PPP ＋”城市开发建设

融机构成立项目基金，用于PPP的投资。

“海绵体”虽然可以“吸收”雨水，

其中金融机构为优先方，地方政府为劣后

但是超负荷溢出雨水依然会注入管道并

方。（2）由金融机构（GP，LP）主导并作

积蓄在洼地。武汉内涝，根本上是雨水无

为发起人，与地方政府（LP）成立专项资

处可排的问题。面对武汉如此大规模的市

管计划。专项资管计划与承建公司（LP）

政工程基础设施瓶颈，需要的资金、时间

共同成立PPP产业基金，承建公司即负责项

与力量等受制约因素众多。对此可以借鉴

目的建设与运营，同时还是劣后方。其中金

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利用新时

融机构为优先方，地方政府为次优先方，

代“PPP＋”的模式配合城市更新与开发

承建公司为劣后方。（3）社会企业（GP，

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调控，企业资

LP）作为主导和发起方，政府只作为合作

金、管理和运营优势，高效推动城市改造

方，提供经营权和特定的购买服务。社会

建设。例如，政企合作融资对武汉的公园、

企业与金融机构（LP）合作负责项目的融

绿地、广场进行蓄水能力的提升并达到一

资，独自负责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金融机构

定的标准，从而企业获得投资区域若干年

为优先方，地方政府为次优先方，承建公

限的运营权以获得投资补偿；另外，由政

司为劣后方。

府主导，与多方（企业）签订合同，企业出

相比传统的海绵城市PPP项目，加入产

资在建筑、道路交通的下方或内涝严重区

业投资基金的模式进行融资，保证了海绵

域修建大型雨水收集和再利用蓄水设施，

城市建设顺利开展，合理分配了风险与收

达到防洪、生态预期标准后可获得周边地

益，且突破了传统PPP模式下对参与企业

区或其他地区若干年限的开发运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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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pproach and Main Problems of “Sponge City” : Take Wuhan as an
Example
Wen Jiangang, Liu Huaming
Abstract: Neo urbanization has elevated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and smart
city and towns to an unprecedented high level. As the first batch of construction pilots for “Sponge
City” in China, Wuhan needs to set up smart sponge ecosystem, control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solve waterlogging problem and resolve rain disaster and flood through its own efforts. The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sponge city and as well as rain and flood management
mode, makes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achievements and main problem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in Wuhan during the new period. For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t combines practical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adopts “LID” flexibly and proposes
new way of “PPP+” which is suitable for sponge c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sponge city; urban waterlogging; Wuhan; PPP+

130

《城市观察》2018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 No. 3, 2018

城市生态用地管控：问题及规划管理建议
——以深圳市为例
◎

邓金杰 黄伟坚

摘 要：针对城市生态用地遭到快速侵蚀的问题，以在全国率先划定城市生态用地
保护边界的深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土地利用情况和规划管理现状进
行梳理，分析深圳市城市生态用地的管理困境及其原因。深圳市城市生态用地管理面临
规模减小和质量退化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建设空间需求强劲和空间精细化管控不足。
在此基础上，从实施精细化的规划管控角度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用地规划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城市生态用地 规划管理 深圳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3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生态用地

一、引言

规划是进行生态用地精细化管控的直接依
据，也是快速城市化地区保障城市生态安

城市生态用地是指城市中具有重要

全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城市

生态功能、以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为

开始关注城市生态用地保护，但基本停留

主的用地，它承担包括气候调节、固碳释

在划定保护空间范围的阶段，如广东省以及

氧、土壤保持、净化污染等城市生态系统

个别大城市开展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划定

的各种服务功能，是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

工作，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承担者，对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

头组织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

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保护空间范围内城市生态用地的精细

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后，城市生

化管控，相应的研究和实践则较为薄弱[1-3]。

态用地不断遭到侵蚀，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深圳市于2005年在全国率先划定了

快速下降，城市生态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基本生态控制线，将全市近一半面积的土

【基金项目】 深圳市国土基金前期计划项目“城市土地生态管理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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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划入城市生态保护范围，并配套发布了

施缓慢。深圳市于2016年才启动建设用地

相应的管制政策，对其进行较为严格的建

清退工作，但主要目的在于腾挪建设用地

设管控。自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以来，深

指标而非生态保护，所以在清退对象的确

圳市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管理机制和

定时以可操作性为原则，而不是以生态功

管制政策，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生态用地

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为原则。划线前已经

的管理框架，线内建设用地增速减慢，基

建成的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兼容的建设用

本生态控制线对于保障深圳市的城市生态

地，清退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对生态

安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保护工作缺乏重视，具体表现在一是未编

用。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分析城市生态用

制专项规划进行空间统筹和目标约束，二

地的管理现状困境及其原因，并从实施精

是尚未建立相应的利益退出机制。

细化的规划管控角度出发，提出城市生态
用地规划管理的建议，以期为深圳市生态

（二）城市生态用地质量堪忧

用地的有效保护提供决策参考，并为其他

1.以生态价值较低的人工生态用地为主

地区提供借鉴。

从用地构成上看，目前基本生态控
制线内以生态价值较低的人工生态用地

二、深圳城市生态用地管控现存
问题分析
（一）城市生态用地规模日渐减少

为主：截至2015年，包括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公园绿地、水域、未利用地在
内的生态用地占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用地
总面积的86.4%，其中林地、园地分别占

自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以来，伴随着

62.2%、20.9%，且自然林和人工林各占一

城市化快速扩张的步伐，深圳市基本生态

半，即生态价值较高的自然林面积不到基

控制线范围内的生态用地总量不断减少。

本生态控制线总面积的1/3。

截至2015年，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生

从生物多样性上看，基本生态控制线

态用地减少至841.8平方公里，仅占86.4%。

内耕地、园地、草地、水域、水库水面、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允许建设重大道

其他农用地植被较为单一，生物多样性较

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

低；林地中，人工林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公园、现代农业、教育科研等设施。自划

人工种植的桉树林、相思林、荔枝林等群

线以来，上述设施不断在线内新增建设布

落结构单一的林地为主，另有少量的生态

局，截至2015年，线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风景林以及马尾松林、杉木林、荷木类的

46.1平方公里，年均新增4.6平方公里，其

防火林地等。此外，由于植被受人为干扰

中以交通运输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为

较为严重，导致藤本植物和外来物种入侵

主，分别占43.3%、11.4%。

较为严重，影响生态质量。

违法建设也侵占了大量生态用地，截
至2014年，线内违法建筑面积为845.1万平方
米，占线内建筑物总面积的60.0%。
与此同时，线内存量建设用地清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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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破碎化日益严重
从景观安全格局上看，基本生态控制
线内景观破碎化相对严重，生态体系完整
性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由于大量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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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占以及道路等线性工程的割裂，2005

综上，目前生态用地即基本生态控制

年至2014年，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景观破碎

线已经成为深圳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主

[4]

度指数从11.9增加到19.8 。

要空间，尤其是重大交通设施、大型市政

3.重要生态功能区被建设用地侵占

设施以及高等教育机构都选址建设在基本

从土地利用现状看，目前基本生态

生态控制线内。据统计，2006—2015年，

控制线内一级水源保护区、生态廊道等海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每年新增交通运输、市

拔较低、紧邻集中建成区的重要生态功能

政设施占用生态用地2.5平方公里，且根据

区被建设用地侵占严重，其中一级水源保

规划，未来每年新增建设量将逐年上升。

护区范围内建设用地占其总面积的5.9%，
生态廊道范围内建设用地占其总面积的
29.1%，严重影响其生态功能的发挥。

2.原农村集体社区“以地生财”生存
模式侵占城市生态用地
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部分已建成区被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三、城市生态用地管控存在问题
的成因分析
（一）建设空间需求强劲
1.城市生态用地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
主要空间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涉及共近300个
原农村集体社区，其中包含50%以上位于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社区95个。由于位于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原农村集体社区的
发展被限制，且基本未获得相应的生态
补偿，因此线内原农村集体社区仍沿用了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市政设

“以地生财”的生存模式：通过建房子一方

施、教育科研设施）配套需求巨大。一方

面获得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进行违建

面，深圳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直落后

拆除或者城市更新还可获得相应的补偿。

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欠账较多。另

截至2014年，线内违法建筑面积为845.1万

一方面，深圳市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趋

平方米，占线内总建筑物总面积的60.0%。

势，如2002—2012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超
过30万人，进而带来基础设施配套需求的
快速增长。

（二）空间精细化管控不足
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宏观层面的城市

基础设施难以在建成区落地。一方

规划建设管理的法定依据，仅对城市生态

面，土地资源紧缺，城市建成区土地资源

用地提出了分区管制的原则性要求，但未

极为有限：根据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

进行详细的建设布局规划，也未提出生态

查，深圳市土地面积为1996.8平方公里，

保护和修复规划指引，无法有效指导城市

其中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用地面积为

生态用地范围内的建设和保护活动管理。

974.2平方公里，线外已建设用地811.8平方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公里，剩余可建设用地资源十分有限。另

未明确线内建设用地总规模，未明确除现

一方面，由于部分基础设施如市政设施会

状保留以及大型线性基础设施外的其他符

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干扰，其建设往往招

合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相关法规的设施空

致周边居民的反对，项目建设难以推进。

间布局，也未提出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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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故无法有效地指导线内的建设和保护

地规模缺乏总量管控。《深圳市城市总体

活动管理。

规划（2010—2020）》将基本生态控制线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微观层面的城市

范围划定为禁建区和限建区，并提出建设

规划建设管理的法定依据，对城市生态用

活动要符合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相关法

地基本维持留白状态，无法指导城市生态

规的原则性要求，但未明确线内建设用地

用地范围内的建设和保护活动管理。自划

总规模，且除现状保留以及大型线性基础

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后，深圳市法定图

设施外，线内用地全部涂为绿色——规划

则的编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法定图

为绿地和生态控制区。实际情况是，只要

则仅覆盖了约1/3的线内范围，且均为划线

属于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政策准许进入的

之前编制，无法详细指导线内的建设和保

各类设施，均可无限制地进入线内开展建

护活动管理。

设，导致城市生态用地日益减少。

由于城市规划对城市生态用地的留白
处理，导致城市生态用地在精细化管控方
面呈现较多不足之处。
1.缺乏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的整体统
筹，导致生态用地不断被侵占

2.缺乏详细的保护与建设活动空间指
引，导致城市生态用地质量逐渐退化
城市总体规划覆盖了城市生态用地的
全境，但并未提出明确的建设用地布局，
也未提出建设用地清退和生态修复工作要

首先，城市建设用地总规模的拟定缺

求和空间指引。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城市生

乏对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发展的统筹。目

态用地基本处于留白状态，也无法有效指

前的城市总体规划一般是单从城市经济

导建设用地布局、清退和生态修复等工作

发展需求出发，结合土地资源、水资源等

的开展。因此，城市生态用地保护空间范

承载力评估来确定城市的人口和建设用地

围内的新增项目建设、建设用地清退、生

规模，缺乏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整

态修复等工作均缺乏详细的、因地制宜的

体统筹，未能树立生态保护的底线思维并

空间指引，其总体规模、空间分布、时序

以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确定城市规模。深

要求等均不明确，导致新增建设未考虑生

圳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按人口密度测算，

态保护需求而占用重要生态功能区，影响

且对标香港、纽约中心城区、东京中心城

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建设用地清

区等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水资源

退和生态修复工作推进缓慢且缺乏统筹，

则采取从周边区域引进的策略。按照上述

生态质量逐渐退化。

评估方法，深圳市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
模呈现没有上限不断扩张的局面，与此同
时，基本生态控制线则在快速城市化发展

四、城市生态用地规划管理的建议

保持平衡，但线内城市生态用地的面积日

（一）构建与现行城市规划充分衔
接的规划编制体系

益减少，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城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是城市生态用地精

过程中不断退让，虽然空间边界范围面积

市居住品质日益下降。
其次，城市生态用地范围内的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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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控的空间依据，指通过生态保护重
要性评估，明确城市生态用地主导功能，

《城市观察》2018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 No. 3, 2018

并制定生态修复和建设管控的控制要求

行目标、结构、规模统筹；法定图则则从地

和空间指引。从规划系统性和可实施性出

块层面进行生态保育、修复以及建设活动

发，结合城市规划的法定规划体系，深圳

管控的控制和引导。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

市城市生态用地规划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内法定图则以总体规划划定的规划管理单

即宏观层次的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

元为对象，以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

专项规划以及微观层次的基本生态控制线

专项规划为依据，将生态保护和建设活动

内法定图则。

控制要求落实到地块层面，并提出规划指

1.宏观层次

引，主要内容包括：现状分析、规划目标、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

用地和设施布局、控制指标和规划指引。

划属于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专项规划，是
对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生态保护和建设
管控工作的综合部署，是基本生态控制线

（二）坚持生态优先、刚性管控的规
划编制方法

内法定图则编制的依据。该规划以基本生

1.坚持生态优先，守住核心生态用地

态控制线范围为对象，融合传统的城市规

在用地结构规模拟定时，摒弃直接以

划和生态规划方法，综合考虑生态保护要

建设用地需求预测来拟定建设用地规模余

求、资源利用方式和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布

下的方为生态用地的传统做法，首先根据

局，对生态用地保护和建设控制进行综合

生态承载力测算维持一定生态环境品质所

部署。主要内容包括：现状分析与评价、

需的城市生态用地规模，在此基础上拟定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功能区划、用地

城市可以承载的建设用地规模，以此平衡

规划布局以及单元划分与管控。

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2.微观层次

在用地规划布局时，将通过现状分析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法定图则是控制性

与生态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功

详细规划在生态用地范围内的覆盖，是对片

能区划识别出来的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区域

区尺度范围内生态保护和建设活动的控制

以及生态敏感区域等核心生态空间范围内

性规定，是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管理的直

的用地规划为生态用地，不得被建设用地

接规划依据。总体规划侧重从宏观层面进

侵占，现状建设用地则安排清退。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
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生态用地
规划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法定图则
基本生态控制线外
法定图则

控制性
详细规划
城市详细规划
修建性
详细规划

图1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编制体系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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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与生态评价

现状分析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规划目标
宏观层次：
基本生态控制线
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微观层次：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法定图则

生态功能区别
用地和设施布局
用地规划布局

单元划分与管控

图2

控制指标和规划指引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编制内容结构图

2.明确建设用地总规模和空间布局，
维持城市生态用地数量

道）、森林覆盖率等，建设控制指标方面
主要包括建设用地总面积、建设用地最大

在生态承载力测算和生态安全格局构

斑块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具体

建的基础上，结合建设现状，确定城市生

指标应根据生态功能定位、用地布局、相

态用地保护范围内的生态用地规模和建设

关法律法规要求、规划范围的生态重要性

用地规模指标，并作为规划目标和强制性

和敏感性确定，并与建设现状以及相关规

内容进行实施，保障城市生态用地数量不

划衔接。

减少。

在法定图则阶段，针对地块制定控制

通过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法定图则进行

指标实施精细化管控。具体而言，针对生

用地规划布局，将总量控制目标落到地块

态用地拟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指标，针对建

层面，确保规划实施效果。首先按照生态

设用地则拟定开发强度控制指标，不同功

优先的原则进行生态用地空间布局，然后

能分区的指标可差异化。面向生态用地的

在此基础上开展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明

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包括各生态用地性质和

确各地块的用地性质、用地面积。

面积、绿化覆盖率、廊道宽度和连通性、

3.建立控制指标体系，维持城市生态
用地质量

原生植被保护率、原有地形地貌改造率、
本土植物比例等，面向建设用地的开发强

在专项规划阶段，制定针对每一个

度控制指标包括土地使用性质和面积、

规划管理单元的控制指标体系，实现总体

建设设施类型、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

指标下沉。宏观层次的指标侧重规模控

限高、低碳生态控制指标（高宽比、硬化

制，指标包括两个方面，即生态保护指标

地面面积比例、下沉式绿地率、绿色屋顶

和建设控制指标。生态保护指标主要包括

率、绿色建筑等级等）等。

各类生态用地面积、各类廊道宽度和连
通性（河流廊道、通风廊道、生物保护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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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项规划阶段，针对规划管理单

体规划管理工作；在宏观层次，则要把专

元，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活动进行引

项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等

导，解决怎么保护和建设的问题。规划指

其他法定规划，对各规划中的建设空间管

引根据功能定位、用地布局、指标体系、

控进行统筹协调，确保守住生态底线，借助

衔接其他规划以及线内社区建设现状拟

相关法定规划来实施城市生态用地规划。

定，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指引、

1.宏观层次

环境保护指引、建设行为指引、其他人为

按照“多规合一”的总体思路，通过

活动指引等。

将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的

在法定图则阶段，依据专项规划阶段
的规划指引、具体建设的管控要求进一步

强制性内容纳入相关规划，实现各层次规
划对城市生态空间的协调统筹管理。

深化片区的保护指引。

在编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

（三）
“多规合一”
，统筹推动规划实施

时，应从以下几方面与基本生态控制线保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必须通过城市规划

护与利用专项规划相衔接：一是规划发展

管理的途径进行实施，因此在微观层次，要

目标拟定要优先考虑生态空间保护，将基

将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内法定图则定位为

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的核心

生态用地上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指导具

目标及指标（规模控制方面）纳入上述规

一张蓝图

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
保护指引
生态布局
目标指标

生态建设
用地布局
管制分区
目标指标

生态建设
用地布局
管制分区
目标指标

用地布局
目标指标

宏观层次

现状分析与生态评价

设施布局
管制分区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
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城市生态用地规划

…

微观层次

生态社区规划

线内法定图则

生态建设控制区详细规划

生态保护区详细规划

图3

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森林郊野公园总体规划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法定图则

城市生态用地保护“多规合一”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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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二是管制分区划定要衔接，且管控要

生态控制线内法定图则作为法定图则在

求要对应；三是用地布局和重大项目布局

生态空间的覆盖，但应增加生态保护的相

要充分衔接；四是生态保护与建设部分的

关内容，包括生态功能布局、保护与修复

内容要与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专项

指引、保护导向的指标体系等；（2）在

规划相应内容衔接，并根据其管控要求进

编制法定图则的常规内容时也要以生态保

行生态清退安排。

护为原则，用地布局要考虑生态管控要求

在编制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与利用专

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如退果还林

项规划时，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与自然保护

等），设施布局也要遵守生态管控要求。

区、风景名胜区等以法定保护边界专项规

在与法定保护边界专项规划的关系方

划进行充分衔接：一是空间管制分区及功

面：（1）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法定图则的

能分区要与上述规划衔接；二是用地布局

用地布局和设施布局要与上述规划的功能

要与上述规划的设施布局衔接。

分区、设施布局衔接；（2）基本生态控

2.微观层次

制线内法定图则的规划建设指引要与上述

在法定图则的关系方面：（1）基本

规划的保护指引衔接。

参考文献：
[1]蔡云楠,肖荣波,艾勇军,等.城市生态用地评价与规划[M].科学出版社,2014:62-87.
[2]杨建敏,马晓萱,董秀英.生态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初探——以天津滨海新区外围生态用地
为例[J].城市规划,2009(S):21-25.
[3]广州市规划局.广州生态区划政策指引与番禺片区生态廊道控制性规划[Z],2004.
[4]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专项调查[Z],2015.
作者简介：邓金杰，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规划师，主要从事生态规划及政策等方向研究。
黄伟坚，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卢小文）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Urban Ecological Land Use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Deng Jinjie, Huang Weijian
Abstract: Urban ecological land is under severe embezzlement. The paper takes Shenzhen
as an example, for it is the first domestic city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urban ecological land use.
Through reviewing the land use of basic ecological boundary as well as i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t analyze the city's dilemma and causes in this respect.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in Shenzhen is both shrinking and decaying mainly because excessive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space
and inefficiency in fine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re also made from this perspectives.
Keywords: urban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managemen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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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研究
——基于广州的调查数据分析
◎

吴兴华

摘 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城中村生态系统平衡，亟须进行生态修复活动。
在广州城中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Logit模型，从个体感知与环境约束两个方
面对居民参与城中村生态修复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个体感知因
素中的三个变量都显著负向影响居民的生态修复参与意愿。环境约束的四个变量中有三
个显著影响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研究结论基本与假设吻合。基于上述研究，认为
应进一步改善居民的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因素，从维护居民自身利益和生活环境需要出
发，通过利益引导，构建居民全过程参与生态修复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个体感知 环境约束 生态修复 参与意愿 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4
共有304个城中村，面积约716平方公里，

一、引言

占全市面积的10%以上，居住着约600万
②

人，而其中约500万为外来人员 （孙林，
城中村是指伴随城市郊区化、产业

2016）。城中村快速发展虽然极大促进了

分散化以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

社会经济发展，但负面效果日益显现，尤

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的原

为突出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大

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向城市转型不完全、

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物破坏了城中村生态

①

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 （闫

系统的结构和平衡。党的十八大对人与自

小培，魏立华，周锐波，2004）。广州的

然社会的和谐相处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确

城中村在中国有着很强的典型性，全市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关系人民福祉、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城中村”生态修复与社区多元主体参
与共治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2016GZYB6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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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修复的理

了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组

念逐步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认可。2017年3

织在其中的角色与功能；在微观层面，研

月6日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强生态修复

究者（周启星，魏树和，2006；邢祥娟，

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从2017

2008；邓小芳，2015等）主要探讨了不同

年到2020年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即

参与主体在生态修复活动中的行为与角

“城市双修”）目标任务，鼓励公众参与

色、生态修复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等。

城市双修。因而，进行城中村生态修复的

反思以上既有研究，学者们在生态修

研究与实践恰逢其时，具有现实的意义。

复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
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相比之下，他们对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城中村最基本的主体——居民的关注并
不充分，居民更多的是作为参与性主体被

“生态修复”一词首先由日本学者提

动地纳入分析范畴中。无视或忽视居民的

出。生态修复主要指对那些在自然突变和

主体地位，城中村生态修复就难以真正取

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

得成效。推动城中村生态修复的发展，必

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对受损的生态系统停

须高度重视居民这一重要的主体，研究居

止人为干扰，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

民参与城中村生态修复的意愿及其影响因

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

素。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

有序的方向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自

居民参与生态修复是“公民参与”的

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

一个具体研究领域。狭义的公民参与主要

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

指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制

③

循环方向发展 （李永红，2010）。

度性参与行为④（郭小聪，代凯，2014）。

生态修复理念远非种植绿化或防止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

水土流失这类简单内容，而是辅以人工措

平等参与，要健全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

施加速自然演化进程，使受损的自然生态

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一些学者对

系统得以恢复，让生态、经济、社会复合

公民参与理论也有着深入的研究，主流和

系统得以良性循环。因此，城中村生态修

传统的公民参与主要是从政府主导性视角

复就是要将受损的生态系统加以恢复或

“自上而下”分析，主要关注参与议题、

修补改造。针对城中村生态环境破坏与

参与者、参与程序和参与机制等四个关键

修复中出现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中已经有

元素 ⑤（郭小聪，代凯，2014）。但对于

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

这些“原子化状态”的“沉默公民”，公

者（焦居仁，2003；张新时，2010；王如

民参与为什么会产生？公民参与的意愿是

松， 欧阳志云，2012等）主要从生态修

什么？影响公民参与的个体心理因素有哪

复对促进生态文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些？这些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分析影

角度分析其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研究

响公民参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者（王治国，2003；李洪远，2005；李明

研究公民是否有参与意愿的原因，就

传，2007；吕永鹏，2010等）则分别探讨

是探究公民参与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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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条件，减少参与失灵，这主要有社会

规范与价值内化为自身的感知，其在行为

经济地位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公民参与

活动中就会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与价值。

意愿的动力来自于内外部激励，外部激励

对于居民参与生态修复活动而言，其参与

不是为了展现自身，而是为了追求外部的

意愿首先受到自身的感知结构的影响，即

目标而参与。内部激励是为了满足自身一

当其所接受的规范与价值鼓励他进行公

定程度的愉悦或挑战而参与。社会经济地

民参与时，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才更强

位模型认为内外部激励因素的发挥取决

烈。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于特定社会经济地位，该模型由Verba et

H1：居民的个体感知影响其参与生

al.（1972）等人提出，他认为公民参与与其

态修复的意愿，即个体感知环境越差，参

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公民

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就越强。

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家庭背景

对于个体感知概念的具体操作化，本

等因素衡量其社会经济地位并测量这些因

研究认为居民是否愿意参与以及参与程

素对公民个体参与意愿的影响。理性选择

度，首先来自于其对目前生态环境的满意

模型以个人的行为动机作为切入点来考察

状况，只有当其不满意时，才会产生参与

公民个体的政治参与，即当公民个人参与

修复的意愿，在修复活动中，才会感知此

政治行为的收益大于其所支付的成本时，

修复活动的作用大小以及此活动的发起者

他才会有积极性参与政治活动，代表性的

是来自于何方。据此，本研究设置以下三

就是舒尔茨所述的“理性小农”观点。它

个二级变量，即：是否满意本村目前的生态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民个体政治参与意

环境状态（x1）；是否满意本村目前的生态

愿并对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进行了补充，并

环境修复活动（x2）；是否愿意参与生态环

在很大程度上与集体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境修复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上级命令（x3）。

上述两个模型在公民参与的研究中起

哈贝马斯（2001）认为，某一具体环

了重要作用，但都侧重于从个体的角度来

境状况也是某个特殊时空点存续着的知

解析其参与意愿，前者侧重于探索个体的

识和人生体验，人们的判断、态度嵌入该

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后

场景中并随着场景的变化而变化。这些

者侧重分析个体的理性算计对其参与意愿

场景即布迪厄所说的“场域”维度，它约

的影响，它们都忽视了环境约束对公民参

束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偏好与选择。狄金华

与意愿的影响。反观之，迪尔凯姆认为个

（2013）提出环境约束作为一个结构性力

体参与意愿受社会环境约束，帕森斯宏提

量对参与者的意愿产生影响。结合本研究

出了大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的观

而言，上述研究也适合居民对生态修复活

点，本研究尝试将个体的主观感知与社会

动的参与意愿的决定，居民所处某一具体

客观环境约束结合起来探讨影响居民参与

环境约束会影响其参与生态修复活动的意

生态修复意愿的因素。

愿。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社会化理论认为个体在学习社会规
范、内化社会价值的过程，就是其由生物
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个体一旦将社会

H2：居民所处环境约束状况影响其
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
对于个体所处环境约束状况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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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化，本研究认为居民所处环境

的差异，男性占66.02%，明显高于女性

约束状况对生态修复的参与意愿，主要

33.98%，这或许是因为调查对象主要是

来自于城中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本人收入

村官班成员（47.01%），在基层行政机构

状况、人口构成状况和环保主体状况。据

中，女性还是居于劣势地位；从文化程度

此，本研究设置以下四个二级变量，即：

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占63.64％，

您村的经济发展是否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

说明城中村居民整体文化程度还是偏低；

（x4）；您村外来人口是否多于本地人口

从居民角色来看，村官群体占的比重达

（x5）；您村村民的收入是否主要来自于

47.01%，接近样本总体的一半，这与我们

房租收入（x6）；您认为政府行政机构是

选取在村官班范围调查有关，另外还有过

否是您村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x7）。它

半的问卷对象为非村官人员，以便更好地

们与参与意愿之间的预期假设关系如表1

反映其他社区群体的意见。

所示。
另外，本研究中涉及居民的性别、
年龄、学历、居民角色四个人口学特征变
量，这些变量都可能对居民参与生态修
复的意愿产生影响，但并非本文关注的重
点，故将这些变量设定为控制变量。

四、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城中村居民参与
生态修复的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
情况，它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变量，不符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因
变量的取值条件要求，因而无法直接运用
一般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另外，本研究

本研究选择了广州市委组织部“羊

的自变量既有数值型变量，也有分类型变

城村官上大学”项目班学员作为问卷调查

量，所以适合以二项Logit模型进行分析

对象，问卷调查对象覆盖广州市白云区、

（夏怡凡，2009）。假定P为居民参与意愿

黄埔区、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增城

发生的概率，取值范围为[1，0]；P/(1-P)

区、从化区等七区各城中村、农村及村改

即为有参与意愿的概率对无参与意愿的概

制后的社区。本研究主要负责人首先将

率之比，即机会比。将Y/(1-Y)取自然对数

问卷录入问卷星网上平台，在给他们课堂

得到ln[P/(1-P)]，称为对P作Logit转换，记

面授期间，要求学员以手机扫描二维码，
输入自己的学号和姓名以实名进行问卷作

作LogitP，可建立回归方程式（1）：
LogitP=β0+β1χ1+…+βnχn
（1）

答。本研究共获得问卷1642份，问卷中变

将 方 程（1）进 行 变 形 ，可 得 到 式

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

（2）:
P=1/ [1+exp ( β0+β1χ1+…+βnχn)] （2）

表1所示。

（二）样本特征
在 表 2 中，居 民 的 性 别 有 比 较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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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即Logit回归模型，其中，β0为
常数项，β1，…，βn为回归系数，χ1，…，χn
为自变量；共有n个自变量，分别表示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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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
名称

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标准 预期
均值
代码
差 影响

调查问题及赋值

参与 您是否愿意做生态修复工作的促进者、志愿者，参与生态环
意愿 境修复活动？ 愿意=1；不愿意=0

Y

.96

.195

-

x1

.71

.455

-

x2

.74

.438

-

x3

.50

.500

-

是=1；否=0

x4

.42

.493

-

您村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吗？ 是=1；否=0
环境
约束 您村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房租收入吗？ 是=1；否=0
您认为政府行政机构是您村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吗？
是=1；否=0

x5

.42

.493

-

x6

.36

.480

+

x7

.78

.413

±

您的性别是：男=1；女=0

a1

.66

.474

+

您的年龄是：18～30岁=1；30～40岁=2；40～50岁=3 ；50
岁以上=4

a2

2.29

.982

±

您的学历是：初中以下=1；高中（含中专、技校）=2；专科
=3；本科及以上=4

a3

2.25

.833

+

您的角色是：村民=1；社区管理服务人员=2；村集体经济组
织干部或村股份公司成员=3；村委会干部=4；居委会干部
=5；街道办事处干部=6；其他=7

a4

2.79

1.730

±

您满意本村目前的生态环境状态？

满意=1；不满意=0

您满意本村目前的生态环境修复活动吗？
个体
满意=1；不满意=0
感知
您愿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活动的动力是来自于上级命令吗？
是=1；否=0
您村的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吗？

个体
特征
（控
制变
量）

表2
类别
性别

年龄

选项

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频数 百分比（%） 类别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男

1084

66.02

村民

618

37.64

女

558

33.98

社区管理服务人员

178

10.84

18～30岁

414

25.21

30～40岁

547

33.31

40～50岁

472

28.75

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
134
或村股份公司成员

8.16

50岁以上

209

12.73

初中以下

297

18.09

村委会干部

544

33.13

45.55

居委会干部

48

2.92

29.23

街道办事处干部

46

2.8

7.13

其他

74

4.51

高中（含中专、
748
学历 技校）
专科
480
本科及以上

117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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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参与生态修复意愿的n个影响因素。

强。模型四的所有检验结果都介于模型一
和模型三之间。综合考虑上述参数，模型

（二）模型估计结果

三的整体拟合效果最佳，下文将就模型三

本研究运用SPSS19.0构建4个回归模

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型。前三个模型均采用二项Logit强行进入

（三）结果分析

法，其中，模型一是仅包括个体特征（4
个）控制变量；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

模型三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

础上加入个体感知（3个）变量；模型三

角色四个变量以后，个体感知的x1、x2、

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环境约束（4个）

x3三个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居

变量；模型四是运用逐步筛选法（向前：

民参加生态修复活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LR）构建。各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及Logit

假设1获得验证。环境约束的x4、x5、x6、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x7四个变量除x7不显著外，其他三个变量

如表3所示，四个模型的p值都小于
0.05，说明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

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见假设2基本获
得验证。

从模型一到模型三，-2倍对数似然值在逐

1．个体感知

步变小，表明模型的拟合度在逐步增强。

自变量x1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对本村目

Hosmer-Lemeshow（简称H-L）也是一种

前的生态环境状态满意程度显著负向影

检验Logit回归模型拟合优度指标的方法，

响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其Exp(B)值为

卡方统计量越大越好，表示模型拟合优

0.466（e-0.763），说明当x1以“不满意”

度越佳。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可以从H-L

为参照组，其他因素不变时，认为满意本

看出，模型四的H-L介于模型二和模型三

村目前的生态环境状态相对于不满意本村

之间，卡方从模型一到模型三逐步变大

目前的生态环境状态，参与意愿的概率下

（24.881），Sig.数值提高（0.061），大于

降了46.6%。交叉表分析结果也显示，自

0.05，表明模型三的拟合程度最佳，适合

变量x1“不满意”的居民中，愿意参与生

2

2

Logit分析。对于Cox&SnellR 和NagelkerkeR

态环境修复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为91.90%。

参数而言，模型四的数值介于模型一和模

可见，居民越不满意目前的生态环境状

2

2

型二之间，Cox&SnellR 和NagelkerkeR 都在

态，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越高。当城中

逐步提升，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一步步增

村居民感受到生存环境的恶劣足以影响

表3

二项Logit回归模型整体检验结果

模型

-2对数
似然值

Cox&SnellR2

NagelkerkeR2

模型一

505.339

0.025

模型二

465.993

模型三
模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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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mer-Lemeshow

p值

卡方

Sig.

0.089

13.932

0.084

0.00

0.048

0.17

22.457

0.004

0.00

460.457

0.051

0.182

24.881

0.061

0.00

472.545

0.044

0.157

22.889

0.00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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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二项logit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名称

B

模型一
S.E,

B

模型二
S.E,

B

模型三
S.E,

模型四

a1(1)

-0.511**

0.263

-0.402**

0.272

-0.411**

0.273

a2

-0.15

0.154

-0.119

0.16

-0.114

0.162

a3(1)

0.004*

0.541

-0.129*

0.557

-0.086*

0.562

a3(2)

0.469**

0.49

0.407**

0.503

0.407**

0.51

a3(3)

0.122

0.496

-0.076

0.509

-0.076

0.514

a4(1)

-1.717**

1.022

-1.748**

1.036

-1.679**

a4(2)

-0.983

1.093

-0.872

1.106

a4(3)

-1.464**

1.086

-1.429**

a4(4)

0.326

1.116

a4(5)

-1.239

a4(6)

-0.494

B

S.E,

1.037

-1.684**

1.027

-0.85

1.107

-0.769

1.099

1.1

-1.407**

1.1

-1.289**

1.089

0.187

1.126

0.273

1.127

0.307

1.11

1.245

-1.395

1.265

-1.416

1.268

-1.252

1.255

1.43

-0.821

1.444

-0.804

1.444

-0.716

1.439

x1(1)

-0.788**

0.371

-0.763***

0.383

-0.784***

0.364

x2(1)

-0.901**

0.37

-0.903**

0.38

-0.949**

0.363

x3(1)

0.832**

0.278

0.902***

0.284

0.784***

0.275

x4(1)

-0.564***

0.327

x5(1)

-0.424***

0.358

x6(1)

0.672**

0.359

x7(1)

-0.085

0.326

5.204

1.134

4.678

1.032

a3

a4

常量

4.653

1.104

5.048

1.13

注：***表示ｐ＜0.01，**表示ｐ＜0.05，*表示ｐ＜0.1（双尾检验）。a1(1)表示以女性作为参
照组的男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下同。各变量的参照组依次为：a1:女；a3：初中以下；a4：村
民；x1：不满意；x2：不满意；x3：否；x4：否；x5：否；x6：否；x7：否。

其生活时，才会有驱动力参与生态环境修

会和经济利益刺激，他们将会义无反顾。

复活动。在此，为何居民不是越满意生态

所以，只有当居民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环境

环境参与意愿越强烈，这或许与舒尔茨的

的压力时，他才会投入时间和物质资源参

“理性小农”观点吻合，他认为，农民具

与其中，否则，若他认为预期回报低于投

有资本家一样的经济理性行为意识，他们

入的成本，便没有参与的积极性。因此，

并不懒散愚昧和不思进取，相反，他们会

我们要改善生态环境，首先还是需要有经

仔细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本收益，总是企图

济利益驱动。

寻找投入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路径，寻

自变量x2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对本村目

求任何可能的赚钱机会，一旦有了投资机

前的生态环境修复活动满意程度显著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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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其Exp（B）

负向影响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其Exp

值为0.406（e-0.903），说明当x2以“不

（B）值为0.569（e-0.564），说明当x4以

满意”为参照组，其他因素不变时，认为

“否”为参照组，其他因素不变时，当居

满意本村目前的生态修复活动相对于不满

民认为本村的经济发展是主要来自于工业

意本村目前的生态修复活动，参与意愿的

生产时，参与意愿的概率下降了56.9%。

概率降低了40.6%。交叉表分析结果也显

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自变量x4“否”的

示，自变量x2“不满意”的居民中，愿意

居民中，愿意参与生态修复的人所占比例

参与生态修复的人所占比例为91.10%。可

为95.80%。可见，当居民认为本村的经济

见，居民对本村目前的生态修复活动越不

发展不是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时，农民参

满意，农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越高。这

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越高。或许这也说明，

再次印证舒尔茨“理性小农”观点。这也

城中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是主要来自于工

说明，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待加强，培养

业污染和破坏，居民认为即使是改善了生

起自发主动的维护环境的责任。

态环境，但不从根本上改变城中村过度依

自变量x3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对生态

赖工业生产的格局，污染源没有消除，环

环境修复活动的动力是否来自于上级命

境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即使参与生

令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

态修复，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也

其Exp（B）值为2.465（e0.902），说明当

不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故而

x3以“否”为参照组，其他因素不变时，

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不高。

当居民认为生态环境修复活动的动力是

自变量x5回归结果显示居民认为外来

来自于上级命令时，参与意愿的概率上升

人口多于本地人口显著负向影响其参与

2.465倍。交叉表分析结果也显示，自变

生态修复的意愿，其Exp（B）值为0.654

量x3为“是”的居民中，愿意参与生态修

（e-0.424），说明当x5以“否”为参照

复的人所占比例为97.20%。可见，当居民

组，其他因素不变时，当居民认为外来人

认为生态环境修复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上级

口多于本地人口，参与意愿的概率减少了

命令时，农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越高。

65.4%。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自变量x5

这也再次证明，我们的环境公共治理还是

为“否”的居民中，愿意参与生态修复的

更多地依靠政府推动，民众中“大政府，

人所占比例为96.60%。可见，当居民认为

小社会”的思想影响还广泛存在，民众对

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时，农民参与生态

政府的依赖心理短期无法消除，如果政

修复的意愿就越低。这或许是本地人认

府缺位，将会导致生态环境治理的“空心

为当花费巨资修复生态，而结果却让外来

化”。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

人口来坐享其成时，生态修复的意愿就降

多元共治社会治理模式还需要一个漫长的

低。这一方面说明他们更多的是看到眼前

过程。

利益，没有意识到生态修复和改善会给自

2．环境约束

己带来更大的长远收益，另一方面也说明

自变量x4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对本村的

农民的参与意愿还是来自于理性算计的结

经济发展不是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显著

果，当参与能够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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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处时，他们才会去参与，否则不会去

意愿。房租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正向影响

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基于此，提出

自变量x6回归结果显示居民认为其收

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入主要来自于房租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其

第一，要从维护居民自身利益和生活

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其Exp（B）值为

环境的需要出发，通过利益机制引导居民

1.957（e0.672），说明当x6以“否”为参

选择环境友好意识行为，完善城中村生态

照组，其他因素不变时，当居民认为其收

修复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按照托克维尔

入主要来自于房租收入时，参与意愿的概

所说，公民参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

率增加了1.957倍。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

付出，使自己获益，在自利的过程中实现

自变量x6为“是”的居民中，愿意参与生

利他，最终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得

态修复的人所占比例为96.6%。可见，当

到提升。因此，要引导居民平衡公共需要

居民认为其收入主要来自于房租收入时参

与自我需要、眼前与长远、自己与他人的

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越高。这说明当环境改

利益观念。

善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收入增加时，其参

第二，要注重构建居民与政府、企

与意愿立即上升，其改善环境的意愿还是

业、社会等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性信息交流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这也再次印证上面

平台，促进居民积极表达需求和主动获取

的观点，同时从侧面说明小农意识仍然根

信息，积极创造居民亲身实践、直接感受

深蒂固地存在。我们要改善生态环境，首

生态修复所带来的好处。

先还是需要从改变意识出发。
对于自变量x7，回归结果不显著，假
说未得到验证。

第三，逐步建立健全生态修复的居
民全过程参与制度环境约束。虽然公众在
环保参与方面已有《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
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两部规章，

五、结论与讨论

但在实践中，如何让居民真正实现从预案
到末端，从过程到行为的全方位和全程参

本文基于广州市七个区的“羊城村官

与，让居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尽早和多渠

上大学”项目班学员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道表达出来，这对居民参与生态修复活动

通过构建二项logit回归模型，从个体感知

的真正落实具有重要作用。

与环境约束两个方面分析了城中村居民参

本研究还需进一步改进。首先，模型

与生态修复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

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影响分析的准

示：第一，个体感知是影响城中村居民参

确性，如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可能影响到

与生态修复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对目前

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而农村居民的参与

生态环境和生态修复活动的满意状况以及

意愿也有可能对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产生

此活动的发起者是来自于何方均显著负向

影响，从而给厘清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对

影响其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第二，在环

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增加了难度。对此，

境约束中，是否依赖工业生产、村外来人

需运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工具变量

口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

法等方法弱化或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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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方向。其次，受限于截面数据，本

形成投入产出关联机制，既凸显参与主体

文实际上分析的是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与

的个体价值，又让参与主体获得参与的利

居民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而仍未从深层

益，形成可持续的参与动机；消除不利于

次揭示出其中的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接

生态修复的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

下来需用纵贯数据来加以发掘探讨。

政策环境，创造公平的参与生态修复的机

二是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城中村生态修
复的积极性，形成持续参与的动力机制。

会，降低参与成本和阻碍，激发居民的参
与动机。

包括有针对性地做好生态修复知识宣传，

三是采取现代运作方式，提高生态修

形成生态修复的科学思维，激发参与生态

复工作的有效性。这就要开放、优化城中

修复制度创新动力；算好生态环境账，比

村生态修复的投资环境，以市场运作的方

较生态恶化和生态平衡两种情况下对各主

式推进生态修复的进程。构建市场化、多

体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的影响，形成生

元化的生态环境建设资源的划拨、投资、

态修复的经济理性思维，激发参与生态修

补贴、捐款、付费、补偿、募集等资源获

复的利益驱动力；积极开展城中村生态修

得及运作决策，提高资源运作管理效率和

复实践活动，创造多元主体参与的机会，

效能。

注释：
①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
规划,2004,28(3):30-38.
②孙林.城中村的存续与再生[J].开放导报,2016(5)总第188期:73-76.
③李永红,杨倩.杭州西溪湿地植物园——基于有机更新和生态修复的设计[J].中国园林,2010(7):31-35.
④郭小聪,代凯.公民参与的争辩与经验研究——十五年来海外相关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4(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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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ake the Survey Data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Wu Xinghua
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and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villages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villag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y establishing Logit model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variables in the individual perception factor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ee of the four variables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we believe that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f residents, and build a dynamic mechanism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guidance and of protecting residents’ interest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needs.
Keywords: individual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articipation will; Log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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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与佛山差异化城市更新政策
影响因素研究
◎

李华梅

摘

要：深圳与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呈现差异化特征，在比较二者城市更新政策

的基础上，探索深圳与佛山差异化的城市更新政策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历程背
景、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土地所有制、
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关系。可见在城市更新政策制定时，需考虑城市上述综合发展状况。
关键词：城市更新 差异化 深圳 佛山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5
发展期（2004—2008年）演变至当前的全

一、引言

面发展期（2009年至今），构建了以《深
圳城市更新办法》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更新研究

法实施细则》为核心的“1+N”城市更新

中的多元目标、社会效益、文化保护、社

政策体系，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政策

会参与等一直是国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重

日趋成熟化、规范化、体系化。而佛山则

要主题。在当前形势下，城市更新愈演愈

从2004年开始探索旧城镇、旧厂房、旧村

烈，成为我国城市的重要发展战略，而城

居改造（简称“三旧”改造）工作，并以

市更新政策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有关

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旧城镇、旧

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少，有待于

厂房、旧村居改造的决定及3个相关指导

继续探索。

意见的通知》为标志，开启了城市更新的

深圳和佛山作为珠三角城市更新的

全面发展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更

典型代表，研究二者城市更新政策的差异

新政策体系。为更好地了解城市更新政策

性和影响因素，对指导珠三角乃至广东城

的内涵，本文在分析深圳与佛山差异化的

市更新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深

城市更新政策基础上，探讨造成深圳与佛

圳城市更新从萌芽期（1993—2003年）、

山差异化城市更新政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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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与佛山城市的更新政策
对比
吕德铭等人[1]已分析深圳和佛山的城市

三、深圳与佛山城市更新政策影
响因素分析
（一）城市发展的历程背景不同

更新政策的差异性，从政策成熟度、政策

深圳的城市更新政策受到其城市二元

创新点、城市更新目标、城市更新原则、城

化扩张发展历程的影响，即原特区内高速

市更新类型、城市更新决议、产业发展指

建设和原特区外土地无序扩张的二元化并

引、成本收益平衡、公众参与、实施监管10

行发展的影响 [2]。一方面，深圳前20多年

个维度对深圳和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进行

的高速发展迅速消耗了原特区内的完整合

比较。二者的主要差异性见表1和表2。

法用地；另一方面，其城市经济外溢承接

表1
对比维度

深圳与佛山城市更新政策比较

深圳模式

佛山模式

发展较为成熟，形成了以《深圳城市更 起步较深圳晚，却是最早明确提出和试
新办法》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 点“三旧”改造工作的城市，在“三
政策成熟度
细则》为核心的“1+N”城市更新政策体 旧”改造特别是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
与创新度
系，并创立了城市更新单元制度、双线计 盘活和使用性质的转换政策上具有较多
划制度等创新性制度。
创新。
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土地利用效 注重“产业结构调整”“风貌保护”
城市更新目
益”和“居住质量”的提升。（详见表 “生活质量”和“城市特色”的提升。
标
2）
（详见表2）
侧重强调“公众参与”和“节约集约”原 侧重强调“多方结合”和“循序渐进”
城市更新原 则。城市更新类型多样，包括拆除重建、 原则。采取整体拆建（除）、局部拆建
则与类型 综合整治、功能改变以及多种城市更新类 （除）和保留整治城市更新类型。
型并存等。
在城市更新决议上，在确立申报主体、实 在城市更新决议上，由村（居）集体经
施主体两个环节是按照多数决定方式（比 济组织成员大会进行表决，并取得2/3
城市更新决
例分别为2/3和80%），但对于项目最终实 以上通过即可。公众参与有限，仅在区
议和公众参
施则为“市场主体与所有业主签订搬迁补 级政策文件中提及保障公众知情权、投
与
偿安置协议后，形成单一主体”。在城市 票权和决定权。
更新各个环节注重公众参与。
以立法的形式约束受益方，减少投机行 将土地更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以土地
成本-收益
为。
作为“补贴”，吸引企业发展产业，获
平衡
取后续长远税收。
监督管理

建立全市城市更新项目的全过程监管系 建立全市“三旧”改造管理信息系统，
统，构建城市更新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和 并与现有的政务审批信息系统和监管信
指标体系。
息系统相衔接。

备注：根据深圳和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已有研究成果进一步整合提炼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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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更新目标

指标类型

深圳与佛山城市更新目标具体比较
指标名称

深圳城市更新目标

佛山城市更新目标

经济增长水平
经济
效益性目标

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利用效益
基础设施水平
文物古迹

文化

风貌保护
文化生活
生活质量

公平性目标

社会

居住质量
社会协调机制
生态环境

景观性目标

环境

建筑环境
城市特色

注：为主要目标  为次要目标  为附加效益
备注：根据深圳和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内容梳理而成。

区则被大量高强度、低品质的城中村所占

市拓展空间资源、整合提升城市品格的重

据，城市经济拓展空间所剩不多，土地资

要手段。

源供需平衡的难以为继成为深圳未来发展

而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受到其滞后

的最大挑战。为此，深圳政府将清除和改

的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影响，佛山以村级

造城中村作为空间资源挖掘和城市品质改

工业化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

善的重要抓手。例如，深圳旧工业区的改

展路径，造成其城市化“量”高、“质”

造升级相关政策，成为深圳城市产业升级

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低成本城市化

转型的重要空间供给政策之一；《深圳市

发展模式使得土地利用粗放低效、城市

城市更新办法》为深圳政府全面推进更新

空间较为碎化 [3]。为此，2007年，在总结

改造工作奠定政策基础。显然，深圳从一

各区“三旧”改造经验的基础上，佛山政

个年轻城市进入“城市更新”领域。为解

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旧城镇、旧厂房、

决城市二元化扩张发展道路所遇到的种种

旧村居改造的决定》及相关配套文件，指

问题，“城市更新”作为深圳城市发展进

导全市推进“三旧”改造工作。2012年，

程中一种新的规划管理模式，被引述于各

佛山实施“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借

层次的政府行政纲领文件中，成为深圳城

助“城市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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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打造富强和谐、美丽宜居佛山。为

要偏重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系列相关政

此，基于解决滞后城市化发展问题的城市

策规定，偏重宏观层面的政策居多。

更新政策，成为佛山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助推城市升级的重要手段。

（二）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不同

（三）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
迈克尔·波特（M.E. Porter）认为：
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

推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四大关键因素 [4]。

元是进入中等发达水平的标志点，城市在

“投资推动”作为城市发展主要推动力

该阶段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功能服

时，“总量矛盾”（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

务化、增长模式集约化等多方面的巨大转

盾）作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型。2006年，深圳开始进入中等发达水平

城市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

之列（人均GDP为1.03万美元），且2017

实现。然而，随着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

年的人均GDP高达2.71万美元；而佛山则

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益下降，出现

从2008年开始跻身中等发达水平之列（人

“土地约束”“资源约束”等生产瓶颈，

均GDP为1.02万美元），到2017年的人均

“投资推动”这一动力难以推动城市持续

GDP为1.89万美元。可见深圳比佛山更早

快速发展。此时，城市发展模式只能通过

跻身于中等发达水平，且当前深圳所处的

创新实现向全要素生产转变，以“创新推

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佛山。

动”实现经济内涵式增长。

深圳在城市产业结构进入加速升级换

深圳自建立特区时的发展主要依靠

代阶段，经济逐渐向高端化发展，伴随着

“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两大动力，

产业结构的调整，人们对生活环境和质量

诸多优惠政策、大规模建设用地供给等造

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此外，随着深圳政

就了全国瞩目的“深圳速度”。当前，深

策、区位优势不断弱化，加快转变经济增

圳以“创新推动”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

长方式成为深圳的核心任务。深圳所处的

要动力，通过构建创新体制和机制，增强

城市阶段发展水平，对其城市更新提出了

城市创新能力，破解土地、资源、劳动力

更为严格的要求，因而在其城市更新政策

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相应的，在深圳的城

中，对全面覆盖的城市更新对象也作出了

市更新运动中也根据深圳发展的主要驱动

较为严格而具体的政策规定，偏中微观层

力来制定合适的政策，以达到深圳“创新

面的政策居多。

推动”发展的需求。

而佛山在该阶段虽然也迈进了中等发

佛山作为珠三角的内生型城市，其发

达水平，也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但

展的主要驱动力一开始以“要素推动”为

整体的发展实力与深圳相比，仍存在很大

主，即利用各种生产要素资料发展乡镇工

差距。为发展产业强市，佛山的城市更新

业，形成珠三角早期“村村点火，户户冒

重点强调对“旧产房”的改造升级，通过

烟”的小工业作坊模式。随后，佛山不断

“三旧”改造促进产业升级乃至整个城市

吸引大型企业进行投资生产，发展的驱动

的升级。基于此，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主

力以“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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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当前，“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
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支撑着佛山的发

（五）土地所有制的不同

展。然而，当前佛山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

自设立特区以来，深圳进行了一系列

级、土地资源限制等方面的约束，其城市

的农村管理体制城市化改革来推动农村的

发展动力从“投资推动”向“创新推动”

城市化，包括“撤县设区”“撤镇设街”

转变。基于此，佛山的城市更新政策的制

“撤村改居”等。到2005年，深圳最终完

定也顺应转型发展的需要。

成城市化转地，实现全部土地国有化，成

（四）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不同

为我国首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土地由
转地前二元所有权异化为一元所有条件

根据王爱民等的研究，若通过已建设

下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控制权并存的新二元

用地和可建设用地比值表示土地资源的稀

结构，形成已出让的国有土地、政府储备

缺性程度：两者比值小于30%，城市“无约

地、山林地园地、原农村已建成区土地等

束”发展；两者比值处于30%～60%之间，

四大格局 [6]。为此，深圳探索通过城市更

城市“弱约束”发展；两者比值处于60%～

新和土地整备等二次开发模式，全面盘活

80%之间，城市“强约束”发展；两者比值

存量土地，尤其是城市更新，依托市场力

[5]

大于80%，城市“刚性约束”发展 。

量，力图通过城市更新政策构建合理的产
2

深圳现有土地总规模为1997.3km ，

权重构和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来平衡一元

其中，深圳至2020年可建设用地规模为

所有条件下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控制权并存

2

1004km 。然而，深圳2016年实际城市建
2

的二元结构土地模式。

设用地规模就已达986km ，已建设用地和

佛山土地所有制的一大特点是集体建

可建设用地比值为98.21%，城市发展呈现

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比重高，2015年佛山建

“强刚性约束”特征，此时深圳存量建设

设用地总量为1368km2，其中，国有建设用

用地所剩无几，土地稀缺性成为深圳发展

地面积为708km2，占建设用地的51.75%，

的限制性因素。基于此，城市更新成为深

而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为660km2，占建设用

圳突破土地瓶颈的重要策略手段，其城市

地的48.25%，集体建设用地占据佛山建设

更新政策尤其注重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潜

用地总量的半壁江山。而早期佛山的乡村

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规定了明确而具

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具有相当强

体的土地容量等土地硬性指标。

的代表性，乡村工业化作为佛山工业化、
2

佛山现有土地总规模为3797.7km ，

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然而也成为佛山当

其中，佛山2015年实际城市建设用地达

前产业转型、城乡升级的阻力所在。受限

2

到1414km ，至2020年可建设用地规模为
2

于早期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粗放的用地观

1525km 。佛山当前的已建设用地和可建

念，当前佛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设用地比值为深圳92.72%，城市发展呈现

低下、布局散乱，与城市发展和集约节约

“刚性约束”特征。因土地稀缺性压力小

用地的要求不相适应，以集体土地产权为

于深圳，佛山在其城市更新政策中对土地

主进行的土地开发，导致城市化“量”高

的硬性指标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质”低，集体土地零散呈现“斑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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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佛山可盘活利用的土地大部分属于农

此，现有成功的“三旧”改造案例都在土

村集体土地，“三旧改造”涉及农村集体

地资源配置和土地利益格局重构中找到了

用地面积高达33.41万亩，占改造总面积

平衡点——通过结成地方发展联盟实现利

的66.61%。基于佛山土地所有制的这一特

益平衡 [8]。城市更新语境下，在该发展联

点，佛山在其城市更新政策中较为重视盘

盟中，地方政府发挥着主要推动力作用；

活集体建设用地，为产业和城市发展挖掘

由于制度赋权、巨大的土地收益以及“村

新的利用空间。

社共同体”，村集体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具

（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关系不同

有强大的话语权；开发商则为城市更新实
施提供资金支持[3]。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城市发展的各
个领域较为重视市场化运行的效率，形成

四、结论与启示

了政府相对“弱势”、市场相对“强势”
的城市治理文化[7]。为此，深圳城市更新实

城市更新的本质，是用一种综合的、

践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深圳城市更新

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

政策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政

市问题，以促进城市品质提升的过程。从前

府的角色关系体现为制定城市更新政策进

文分析可见，深圳与佛山差异化的城市更

行指引和提供相关服务；而市场力量则主

新政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历

导具体项目的拆迁谈判和实施，充分利用

程背景、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城市发展

市场资源，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和原权利人

的主要推动力、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土地

的双向选择。这种尊重市场的制度安排，

所有制、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关系六大因素。

为城市更新中的“协商和博弈”奠定了基

因此，在制定城市更新政策时，可以

础，深圳城市更新政策和实践具有明显的

着重考虑城市本身发展的背景历程、发

“协商性”，政府从原来单一的资源占有

展阶段水平、动力机制、土地制度和管理

者和经营者，转变为多种利益人中的一方

使用情况，以及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关系等

或协调人，最终形成的城市更新方案是政

综合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符合城

[7]

府、业主和开发主体协商平衡的结果 ，从

市自身综合发展情况的城市更新政策。例

而建立起政府、业主、市场三方共同参与

如，深圳当前的城市更新政策相对较为超

的实施机制和利益平衡的共赢局面。

前，政策体系比较成熟规范化，这跟深圳

在片区级大型城市更新项目上，佛

较早重视城市更新、发达的经济水平、紧

山采取“政府主导、连片开发”的模式，

迫的土地刚性约束以及实现全部土地国有

政府在其中表现为高度介入性。实际上，

化等城市综合发展实际情况是密不可分

在佛山城市更新实践中，地方政府（市

的，如果其他城市不考虑自身情况一味去

政府与区级政府）、镇街、村集体之间，

学习去模仿，最终不一定能适应自身城市

开发商与土地使用占有者（市民、农民）

实际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考虑城市自身

之间，对于土地利益的博弈无处不在。因

上述的综合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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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Urban Renewal Policies Between
Shenzhen and Foshan
Li Huamei
Abstract: Shenzhen and Foshan are different in urban renewal policies, in comparison with
urban renewal policies,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urban renewal policies between Shenzhen and Foshan includ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procedure backgrou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the main driver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scarcity of land resources, land ownership,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relations. It just goes to show that 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bove-mentione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forming urban renewal policies.
Keywords: urban renewal; differentiation; Shenzhen; F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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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业遗产转型与文化治理的启示：
以台北松山烟厂为例
◎

张家睿

宋雨儒

摘 要：后工业化时代，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关注不断提升。台北近年来积极打造
文化与设计之都，城市工业转型和升级的经验丰富。文章以台北松山烟厂的变迁过程为
例，解析历史空间转型过程的生产逻辑，并且探讨政策背后的文化治理目的。基于案例
的启示，研究认为城市工业遗产成为一种政策性工具，同时带有文化治理的转向。进一
步从都市再生的视角观察工业遗产与空间的转型，发现都市再生的文创化现象，是期望
透过文化经济推动整体经济发展，达成都市再生的目标。
关键词：工业遗产 文化创意 文化治理 松山烟厂
【中图分类号】 TU984；K90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3.016
另一方面，随着全 球文化产业的兴

一、前言

起，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象征经
济（Symbolic economy）或美学经济（Aes-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区域及城市的产

thetic economy）等城市发展策略，成为政

业结构开始转变，市区内资本和旧有产业

府振兴城市的手法，文化政策开始不再只

的外移，产生城市空间重构的挑战。尤其

是单纯装点城市形象、美化生活质量或提

在“退二进三”的政策提出后，积极调整城

升城市景观，而是构成了文化治理的具体

市的市区结构，逐步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

作用机制，成为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控制，

大、占地多等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工业

及其过程的象征化、美学化与正当化[1]。

企业，如何再利用历经衰退与产业撤出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工业遗产所具

工业空间，已成为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环节。

备的历史特性，使得它不仅作为一个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1478124 ）、东南沿海生态人居环境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编号：Z17X002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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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兴产业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更被看
[2]

民统治时期所兴建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

作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因应国家对

松山烟草工场”，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座现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强

代化卷烟工场。在当时，对于日本的殖民统

力支持以及人们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定

治而言，为发展产业和国防工业，引进技

位，近年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有关工业遗产

术、劳力与资金，利用台湾廉价劳动力，追

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和论述，如2006年国

求生产极大化等目的，将松山烟草工厂的

家文物局召开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

主要空间功能定位于工业化的经济生产[6]。

及《无锡建议》的产生，标志着工业遗产保

然而，随着20世纪末台湾地区烟草内需下

护的新局面，显示出遗产保护已受到多方关

降，松烟于1998年停产。

注。然而，目前中国城市在工业遗产保护和

由于松烟在停产后，成为台北的闲置

再利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城市在

空间，使得松烟的空间功能置换一跃成为

[3]

处置工业遗产方面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 ，

热议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时任台

导致不少工业遗产处于边发现边利用的状

北市长的马英九选定松烟全区重新建设

态，加之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涉及多

开发，作为棒球体育园区 [7]。但松烟全区

方利益，包括政府、市场和地方居民[4, 5]，工

拆除重建的做法引发居民、社会团体以及

业遗产转型的经验更具有借鉴意义。

部分学者的不满，他们发起联署，要求将

由于台湾地区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

松山烟厂指定为古迹。最后，台北市将松

起步较早，本文以分析台湾地区案例作为

烟内数栋建筑指定为第99处市定古迹以及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参照与借鉴。面

“台北市特定文化设施”。这让松烟内的

临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

历史建筑免于开发与拆除的风险。

球城市竞争压力，台北市试图通过文化治

而后，随着《台北文化体育园区规划

理的转型来增强全球城市竞争力，而松山

暨台北市兴建大型室内体育馆修正计划》

烟厂的保存与再利用过程，就是台北市政

的出台，通过了关于松山烟厂土地变更为

府文化治理政策的一个重要缩影。因此，

文化体育专用区决议与环境影响评估，

本文试图说明松山烟厂转型过程与现象，

将松烟的空间使用定调为大型室内体育

以治理性的视角解释在文化治理的施政方

馆（俗称“大巨蛋”），和文化园区一起

针下，松山烟厂空间的变迁，以及推动工

开发。至2011年，由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营

业遗产转型的机制与产生的问题，并站在

运管理松山文创园区，并正式对外开放。

两岸文化特殊性的角度，思考目前我国城

自此，松烟由工业工厂转型为文化创意园

市工业遗产等历史空间再生产所面临的一

区，以培养原创人才、激发原创力为发展

些问题和启示。

目标，用以强化并提升台北的软实力。

二、 松山烟厂的没落与空间再
利用的争议

三、治理性的转型与松烟空间的
再生产

松山烟厂（后文简称松烟）是日本殖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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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Michel Foucault）典范对文化分析
[8]

合理性的原则，更多是调整政府干预的手

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在治理性架构下，

段，从而达到自治（Self-governance）的

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亦是治理的工具，而

效果[12]。

所谓的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便

松山烟厂从生产空间向历史空间的转

是一组扩散于公私部门市场与市民社会

型过程，就是政府逐步实现工业遗产市场

的专家知识、技术技艺，用来介入社会与

化的过程，基于自由主义市场主导性的原

[1]

文化的规制 。站在这个基础上，松烟从

则，采取政府和市场合作的“伙伴关系”

最早的现代化工业厂房，到历史记忆的保

（Partnership-based），即BOT的形式，一方

存，再到为了活化资产的文创园区，转化

面建立园区，将地方文化塑造成为提高城

为文创园区的政策过程，这些看似高调响

市竞争力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发展文化

应后工业城市的全球城市竞争策略，其实

产业，将历史文化特色转化成为符合消费

可以被视为台北市政府文化治理的转型。

市场的商品，从而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

当松山烟厂停止生产后，作为台北市

1.松烟文化体育园区的建立

少数的大面积非私有土地，松烟的空间使

原本的松山烟厂自从停止营运后，曾

用以及新的功能植入成为众多团体争论的

经全部被规划为大型室内体育场、办公大

焦点。1998年台北市政府宣布松山烟厂作

楼及商场之用。然而，在文化资产保存与

为建设大巨蛋用地引发巨大的争议，松烟

文化治理的逻辑下，政府将松烟的部分建

历史建筑保存与大巨蛋开发的矛盾也随

筑和空间划定为古迹保护区域，主动限制

之而来。不仅官方组织文资小组对松山烟

松烟全区的开发和重建。当然，政府并没

厂进行勘查，以乐山文教基金会为主的民

有放弃建设更具有商业价值的大型室内体

间团体也提出松烟保留再利用的诉求。因

育设施（大巨蛋）的目标，并制定了《台

此，政府在处理松山烟厂的利用问题时，

北文化体育园区》规划，将基地分为文化

开始反思过去为工业化生产而服务的空间

园区与体育园区，寻求大巨蛋与文化园区

生产思维，试图通过历史空间和场域来建

并存的可能。 其中 ，松山烟厂受保护的

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共识，修复经济快速发

工业遗产成为“文化园区”，隶属台北市

展过程中受损的历史文化空间，重塑地景

政府文化局管辖，而其余则划为“体育园

[9]

特色 。

区”（大巨蛋）的范围，属于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管辖。

（一）松烟文创空间的诞生与经济合
理性的建构

筑包括制烟仓库群、办公厅舍、锅炉房、

在傅柯看来，自由主义起源于一种经

检查室等，园区大部分都为古迹和与文创

济分析和理性，这种基于市场经济的理性

产业有关的设施，占了近六成的比重（表

成为检验现代资本主义政府是否过度治理

1）。现行的空间使用配置包含消费型的

的标准，换言之，经济合理性的建构成为

店铺、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空间、展示与

西方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

[10, 11]

从全区空间配置来看，松烟的古迹建

。因此，新

交流空间以及松山文创园区的营运中心。

自由主义的都市治理逻辑也无法脱离经济

可以从中看出，文创园区的开辟，提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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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松山文创园区设施用途比例表

前往，并且以民众文化与创意美学推广与
服务教化民众，提高其文化与艺术素养，

设施

数量（个）

比例

与文化古迹或
文创产业相关

14

58%

园内必要设施

4

17%

文创产业咨询与育成服务，强化文创产业

其他

6

25%

的市场竞争力，加速松烟文化创意产业的

总和

24

100%

增值，形成良性的循环。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松山文创园区网页。

以扩大松烟文化消费的群体与市场，提高
文化产业的经济收益。而另一方面，借由

3.以BOT模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治
理逻辑

烟全新的空间经营模式，挥别过往工业生

松山烟厂在转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过程之中，地方政府在实际运营和开发时

产以及闲置空间的历史角色。
2.闲置空间的文创化与商品化

面临历史空间的保存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

由于划定为古迹保存的空间与建筑，

冲突。一方面，由于全球新自由主义风潮

受到法令与规定的制约，无法对陈旧的建

席卷，倡导的公私合作模式，鼓励委托经

筑重建以及可能破坏历史资产的维修，许

营方式，引入市场力量共同参与，创造新

多历史建筑在空间利用上受到限制。所以，

的获利模式；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无法负

为寻求文化资产新的发展契机，参照欧美

担对历史文化资产保存、维修与运营的成

国家古迹再利用的成功经验，台湾地区从

本。因此，台北市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的

过去的“古迹冻结式”的保存与修复观念，

治理逻辑，引入新的运营模式，逐渐开放

[13]

发展到鼓励“古迹再利用”的方式 。2001

市场经营的许可，建立企业参与的公私合

年，台湾文建会将“闲置空间”作为艺文空

作模式。

间使用，以文化艺术介入的方式，积极活化

具体而言，根据松山烟厂文化园区兴

再利用有使用限制的古迹。《挑战2008：文

建营运移转BOT计划案的规划，松烟的空

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正式宣告台湾地区

间经营分为两个部分，A区属古迹与历史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决心。而松烟属于文

建筑区域，分三期由台北市文化局完成修

化园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文化局管辖下，由

复工程后办理委托经营，而B区则由政府

“松山文化园区”改名为“松山文化创意园

以BOT方式办理，引进私营部门资金与借

区”，以突出其创意创新的平台定位，这也

助民间良好的经营效率参与公共建设。因

意味着以古迹保存为目标的松烟文化资产

此，台北市分别与远雄企业集团和台北文

逐渐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态靠拢。

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约，采用民间兴建

为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松烟规划

营运后转移的方式（BOT），建设大巨蛋

有“创意实验室”“创意合作社”“创意

和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基地，并由台北市文

学院”“创意橱窗”和“创作者工厂”等

化基金会成立的松山文创园区营运中心所

创新空间策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管理。松烟BOT运营管理模式的引进，不

基石。同时，松烟一方面借由与文化艺术

仅借用民间企业的资金与较高的经营管理

相关的展览表演与讲座课程，吸引民众的

效率至公共事务的合作，同时，也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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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的收益中，提供古迹维修保存所

促进园区产值的提升及商业性的强化。

需的资源，进一步形成文化资产保存与文
化产业相结合的良性循环。

四、总结

（二）松烟的价值转向与空间属性的
转变

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城市
正面临去工业化的转型或产业升级，这些

从上述松烟的转型过程，不难发现文

城市在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大量工业遗

化政策背后那试图建构政治与经济合理性

产也面临着类似保存、重建和再利用等问

的治理意图：台北市政府希望保留松烟的

题。从目前的文化政策来看，城市工业遗

历史空间用于塑造集体记忆，深化历史情

产处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方式：一是透过

怀，在历史空间或文化园区中植入新的产

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将其塑造成为一种城市

业形态，获取附加经济效益。松烟在这样

的文化资产 [14]；二是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改

的价值取向转变过程中，才有相应的空间

造，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将文化作为商品

功能变迁。

进行消费，带动自身及周边土地价格的上

松烟第一次的价值转向是由工业生

涨，推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转型[15]；

产转向文化保存的价值。停止生产后的松

更多的则是兼顾保存和再利用的方式[16]。

烟，在原有的厂房与空间失去资本生产价

有鉴于台北地区的发展较早，台北松烟的

值后，推动松烟历史建筑的保存，重新修

转型经验为两岸文化治理与城市工业遗产

复具有殖民现代性代表的工业产业遗产，

的转型提供了启示。

并且在官方文化政策主导下，松烟的空间
功能由工业生产工厂转化成为地方集体记

（一）台北松烟转型成功的推手
1.成功的文化治理与文化政策推广，

忆的特殊历史建筑，重塑出地域化的思维

建构地方认同与集体记忆

与历史印记。
松烟第二次价值转向是文化保存转向

在本土化浪潮下，地方政府在保存

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在台湾地区文化

文化资产时，一方面，善用历史空间的文

政策及新自由主义下的文化经济转向的背

化性，将具有集体记忆的历史空间，融入

景下，为能与世界文化政策中的文化经济

早期台湾居民历史情怀，凝聚地方的认

潮流接轨，植入商业化的文化创意产业，

同感，建构营销地方的故事文本；另一方

运用文化资产促进经济价值，推动文化

面，活用历史空间与闲置空间，通过历史

的消费，此时，文化生产甚至凌驾于原本

记忆的复兴与民众的认同感，创造地方特

[7]

产业遗产保存的文化价值 。在此时空脉

色与文化魅力，吸引民众对于文化资产的

络中，地方政府为了活化已失根的产业遗

关注与消费，建构文化观光的资源[17]。
2.利用历史文化空间有效地植入文化

产和“闲置空间”，顺势催生松烟巨蛋和
文创园区的诞生，扶植和鼓励市场参与开

产业

发的文创经济与文化产业，在松烟的空间

文化资产在保存旗帜下，历史空间

中，添加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生产功能，

的再生成为热议的焦点，旧有空间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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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需要新的产业功能填补。因此，台

合作，以及文化资产保存与经济产业相辅

北试图发展文化产业，获取文化带来的产

相成的良性循环。

值，并引入文化经济的相关论述，透过文
化节庆、都市品牌、文化创意群聚以及创

（二）台北松烟文化治理潜藏的危机

意城市的打造等方式，推动整体经济发

1.实行文化政策形成的经济受益不平等

展，达成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松烟兴建巨蛋和文创园区的过程，

[18]

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台北于2002年着

能够看出文化政策逐渐向文化经济靠拢，

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重新复苏产业遗

文化政策讲求效益与市场逻辑。“创意城

址的经济功能。透过这些历史空间的再利

市”（或者文创产业）与新自由主义、资

用、土地弹性使用及治理模式的调整，这

本主义市场、中产阶级消费文化、都市营

些工业遗产得以暂时避免完全的摧毁。在

销所具有的高度亲近性，使得这类论述格

其中，创意产业或文化活动被作为主要鼓

外受到执政者、都市精英与既得利益者的

励的对象，并且也借此来改变区域的产业

青睐，都市的文化治理便在这个层面取得

结构、文化意象或生活品位。而松烟在文

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松烟这一类城

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之下，由台北市政府

市工业遗产也成为一种政策性工具，成为

转型成为松山文化创意园区，不仅作为台

治理的对象和工具。由此，也可以窥探历

北的创意创新平台，同时也成功地引入文

史空间和工业遗产的转型背后是充斥着政

化创意产业，置换工业生产转变为文化经

治目的和现实利益的考虑。在都市治理的

济生产模式，增设文化创意产业中消费型

观念下，文化、 创意与文创产业等词汇

的店铺，不仅提高松烟的地租，并且活络

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对内治理、对外营销的

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

工具 [18]。由此可以预见，创意城市的论述

3.新治理技术的介入：BOT营运模式
的引进

虽被都市规划者广为引用，但是多数的公
共预算会花费在增加城市吸引力，也就是

由于松山文创园区的建设与松烟文化

盖大型场馆、表演中心，而不是在社会福

古迹的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才得以进行，

利、医疗等支出，造成所谓的创意是对城

这些所需的资金来源成为台北市的财政负

市精英有利，而非一般大众[19]。

担，限制了松烟工业遗产活化与再生。因

2.文创产业的复制与过度商品化

此，为突破资金形成的阻力，台北市引入

在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下，文化和创意

BOT营运模式，结合民间资金和有效率的

政策被政府策略性的挪用、建构垄断地租

经营管理，由远雄企业集团和台北文创开

（Monopoly rent）以解决政府和市场失能

发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园区的兴建与营运，

所带来的城市问题，推迟资本主义积累的

为期共计50年，到期后将松山文创园区的

危机，这样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

营运权转移回台北市政府。松烟BOT运营

称之为“都市企业主义”[20]。政府有如企

管理模式解决了政府兴建园区的资金困

业一般，以公共投资和报酬效益作为主要

难，同时利用民间企业营运的盈利，部分

目的，强调文化的市场经济利益，利用各

反馈于古迹的保存与维护，成就公私部门

种文化、美学、设计等象征符号与各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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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建筑创造都市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以
[21]

值、进而失去文化独特性，导致都市的再

期能刺激消费、扩大再生产 。然而，哈

生停留在文化的表象和文创化的商业空间

维也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都市企业主

生产当中。此外，体育文化园区和成品大

义取径的都市开发策略是短视的， 任何

楼固然带来很大的商业效益，但模糊了古

符号竞争都很容易被快速仿效、迅速地同

迹保存的初衷，也带来了士绅化的现象，

[20]

质化而失去优势 。换言之，都市治理若

最明显的变化是周边的商业形态从传统的

都以文创化作为都市再生的手段，即以趋

小区型小店转变为年轻人喜爱的咖啡馆、

同的方式、制造差异（Distinction），其结

创意小店等，致使松烟内的店租高涨。

果是商品化的象征符号反而使得符号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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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from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Take Songshan Tobacco Factory as an Example
Zhang Jiarui, Song Yuru
Abstract: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ttention paid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reuse of heritage is rising. Taipei,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ulture, is currently attempting to create a
capital city of culture and design which possess a lot of experience of urb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us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aipei Songshan Tobacco
Factory as empirical study case to analyze the space production logic in the histor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behind the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enlightenment from case study,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policy tool,
with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space,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phenomen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can be found,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whole economy through cult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al creativity; cultural governance; Songshan tobacco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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