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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11月29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理工

市”的品牌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期待借助这次机会共同

大学联合主办，《城市观察》杂志社、华南理工大学建

探讨如何促使广州这座老城市、大城市激发新活力，以

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人文湾区建设的最重要内涵。

创新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四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

陶韶菁副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期待广州能在粤港澳大湾

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红楼一楼报告厅举行。会议主题

区发展的“窗口时间”，注重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关注文

是“粤文化国际化的战略与行动”。

化贡献，抓住机遇重塑世界性名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关凯教授、同济

学院刘玉亭教授、王世福教授主持会议。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湾

学院王世福教授等三位知名学者发表了主旨演讲。广州

区的文化发展也提上议事日程。粤文化国际化，是践行

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姜彦军副处长、华南理工大学

文化自信的重要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不但是经济共同

建筑学院孙一民院长、刘玉亭教授、冯江教授、赵渺希

体，更是文化共同体。以粤文化协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教授、邓昭华副教授、刘晖副教授等参与了研讨。广州

展，是把握国家战略的核心要领。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

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旨在从历史文化、华侨文

玉，华南理工大学陶韶菁副书记，广州市社科联郭德焱

化、民俗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探索规划创新应对与

副主席，华南理工大学社科处处长李石勇，以及来自华

场所质量的提升路径，以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等高校和政府机构的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粤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了
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

曾伟玉主席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提出“设计城

▲广州市社科联曾伟玉主席致辞。

▲会议现场。

▲华南理工大学陶韶菁副书记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关凯教授
作主旨演讲。

▲圆桌研讨环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作主
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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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毛艳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一体化进程中，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国际一流湾
区，无一不是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作为自身最显
著的标志，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成为带动全
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一般而言，
构成湾区经济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整合有
序的协同发展、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富有活力的创新高地、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各类基础性因素叠加，成为湾区经济形成
的内生机理。改革开放40年来，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地区逐渐形
成了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合作模式，港澳地区不仅自身成功地向
服务型经济转型，而且也为内地的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规划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释放出湾区经济的开放性、创新性和国际化的活
力，能够更好地助推国家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港澳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本专题四篇论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
与现实问题，从不同视角深入研究了湾区经济的发展理论，并提
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便捷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减少湾区内部城市之间的通
勤时间，使湾区空港、海港等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凸
显市场统一和城市网络效应。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
所谢志岿研究员对地铁化运营+高铁速度的城际轨道交通系统进
行了探讨。其论文《粤港澳大湾区和大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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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认为，当前我国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模式不完
全适应城市群产业和人口转移的需要，存在客流不足和经营亏损
等突出问题。因此，创制一种结合高铁（速度）和地铁（便捷可
靠）优势的世界一流的城际轨道交通模式，即地铁化运营的高速
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是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和大城市群内部产业和
人口转移需要的必然的模式选择。
协同发展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湾区经济是典
型的集聚经济，只有实现湾区内部一体化，才能发挥湾区的资源
高效配置、要素自由流动、产业优势互补的功能。其次，合理的
分工体系可避免城市间的无序竞争，例如东京湾分布6个世界级
港口，为了实现错位竞争，政府积极参与东京湾港口群的功能规
划和统筹管理，形成了鲜明的行业功能分工体系。最后，完善的
协调机制是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湾区一般涉及多个行政
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城市基础设施衔接、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
都需要地区协调。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后符天蓝
撰写的论文《国际湾区区域协调治理机构及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
示》，通过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三大国际湾区
的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进行梳理，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和治
理提供经验借鉴。文章认为，三大国际湾区在发展过程中分别成
立非政府、半官方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统筹区域
规划和建设等重要事务。然而，与三大国际湾区不同，粤港澳大
湾区包含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三个关税区”，因此在借鉴
国际湾区经验时，应当考虑粤港澳大湾区自身的特殊性，设立符
合实际情况的跨界区域治理机构。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郭源园基于对
广深主要市辖区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
协作问题。其论文《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作研究——基于广
深主要市辖区的比较》指出，深圳和广州作为大湾区内除香港之
外最为发达的两城市，一南一北在大湾区内形成了一对区域“增
长极”，带动着周边地市的发展，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协同
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该论文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
用地潜力、人才及科技效益等维度，对深圳及广州两核心城市的
主要市辖区的功能差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内主要
市辖区的核心定位，构建了市辖区间的区域协作空间构想，进而
阐述基于主要市辖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愿景。论文提
出，从市辖区的区域间协作角度上看，基于深圳南山区主核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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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河区副核心，深化深圳、广州内部市辖区的合作，联动周
边城市，形成四向联动的区域协作发展策略，对于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空间地理的概念。改革开放后，港澳
与珠三角地区建立起“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分工合作模式，从此
粤港澳三地产业分工日趋紧密，区域空间联系不断密切，尤其是
港澳相继回归祖国后，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粤港澳三地
不断融合发展。从区域整体上看，珠三角地区在过去近40年中成
为全球都市化最快的区域之一，在港澳珠三角地区因此出现了规
模巨大的城市群。从发展趋势来看，在结构调整的内生驱动和外
部区域的低端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这个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
城市群内部正寻求新空间结构与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以便朝
向全球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区域和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演
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所蔡丽茹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
关系演变及合作路径进行了探讨。其论文《从“伙伴”到“合伙
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关系演变及合作路径探讨》指出了当前
粤港澳城市群协同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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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和大城市群
城际轨道交通模式选择
——对地铁化运营+高铁速度的城际轨道交通系统的探讨
◎

谢志岿

摘

要：轨道交通是联结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方式。当前我国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模式不完全适应城市群产业和人口转移的需要，存在客流不足和经营亏损
等突出问题。创制一种结合高铁和地铁优势的世界一流的城际轨道交通模式，即地铁
化运营的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是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和大城市群内部产业和人口转
移需要必然的模式选择。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系统 地铁化运营 大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U239.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1
交通主轴系统和大城市城际轨道交通通

一、城际轨道交通是联结城市群
的重要交通方式

勤系统两大类别，两类城际轨道交通系统
在开行距离、服务对象、客流特点、服务
水平、运输组织等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城际轨道交通在定位上属于区域轨道

[2]

（表1）。

交通，在轨道交通体系中，是介于国家级

城际轨道交通是伴随大都市区或大城

干线交通和城市（城区）内部交通之间的

市群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轨道交通技术

一个交通层次。因此它的全称是“区域性

的进步而不断演进的交通方式。现代意义

城际轨道交通”，在国外被称为Regional

上的城际轨道交通较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

Rail System，即区域轨道系统。城际轨道

大都市区，如东京、纽约、旧金山湾区、

交通是指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经济区

巴黎等大城市都是城际轨道发达的地区。

域的主要中心城市之间或在某一大城市轨

或者说，正是发达的城际轨道交通，支撑

道交通通勤圈范围内修建的便捷、快速、

了大城市群的发展。

[1]

运力大的客运轨道交通系统。 朴爱华将

东京市区面积621平方公里，东京都

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划分为区域城际轨道

面积2186平方公里，大都市区面积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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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类城际轨道系统比较

区域城际轨道交通主轴系统

大城市城际轨道交通通勤系统

联结区域 主要中心城市之间

区域内部某一大城市中心与外围

通行距离 通常在100～300公里

通常100公里以内，个别在 100～150公里

沿线各城市间探亲、访友、商务、 中心城市、城市组团、部分次中心城镇之间的
服务对象 公务等交流需求的中短途城际旅客 日常通勤、通学、购物、休闲、娱乐等交流需
求的短途城际旅客
旅客以实现一日往返为主，具有明 短途城际旅客以实现通勤为主，客流在具有潮
显的潮汐现象，客流具有早晚高峰 汐现象的基础上，还具有明显的向心特点，早
客流特点
的特点，早高峰出现的时间较早， 晚高峰更加明显，早晚高峰出现的时间较城际
晚高峰出现的时间较晚
主轴系统分别延后和提前
服务水平 单程旅行时间应不超过 3小时

全程旅行时间应控制在 1小时左右

利用干线客运专线开行“高密度、 建设城际轨道专用线路，也可以将大城市内部
小编组”的城际列车，一般不需要 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向城市远郊区、周边城市
运输组织 与干线客运专线并行修建同样标准 延伸、扩展，还可以将干线铁路向区域中心深
的专用城际轨道交通线路
入或利用既有干线铁路的闲置资源开行具有通
勤功能的公交化城际列车等多种形式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城际轨道交通最发

交线路通车里程为11200公里，其中轨道

达的大都市之一。从19世纪到“二战”以

交通660.8公里，主要的城际轨道有湾区快

前，东京在优先发展轨道交通的理念指

速轨道交通（BART）和半岛通勤列车等。

引下，建设了比较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

公交化、通勤化是湾区轨道交通的重要特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

点。城际轨道交通已经不是当初以服务商

展，涌现了东京、名古屋、大阪等经济中

务旅行为主要目的的旅客运输，而是以服

心，但当时连接这些地区的东海道铁路线

务本地居民为主要任务（公交化），以解

只占日本铁路总长度的3%，却承担着全国

决居民上下班问题为主（通勤化）的交通

客运总量的24%和货运总量的23%。适应

工具。区域城市之间实现公交化运营，使

大都市区发展的交通需求，20世纪50年代

得中心城市的积聚功能和核心作用更为显

中后期，日本启动新干线铁路建设。1964

著，也带动了中小城市的繁荣，城市布局

年，最高时速超过200公里的东海道新干

和城市分工更为合理。[5]

线投入使用。到本世纪初，东京城市轨道

巴 黎 市中 心区 面 积 1 0 5 平 方 公 里，

交通圈内的铁路总长度为2246.4公里，城

近郊657平方公里，远郊面积9433平方公

[3]

市轨道网络密度达222米/平方公里。

里。大巴黎地区的轨道交通系统分四个层

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

次，分别为服务于市区的地铁（M），长

陆地面积18040 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60

度为221.6公里，服务于市中心外近郊60公

万，主要城市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和圣荷

里范围的市城快线（RER），长度为589.9

[4]

西等，硅谷位于湾区南部。 旧金山湾区

公里，服务于市中心60公里外远郊范围的

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覆盖整个区域。公

市郊铁路，长度为1263公里，联结R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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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线的有轨电车（T）。因此，巴黎大都市
[6]

区轨道交通总长度达2074.5公里。

道的运行速度也超过汽车。第三，节能环
保。相比而言，公交车和私人汽车的能量

纽约市区面积为786平方公里，纽约

消耗分别是轨道交通的3倍多和11倍多，

都市区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纽约大都市

燃油车碳、氮、硫排放是轨道交通排放量

圈面积为33165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

的2~3倍。第四，安全。汽车交通事故死

纽约大都市区轨道交通系统由三个层次构

亡率是轨道交通的200倍以上。第五，节

成，分别为服务于中心城区的地铁（M）

约土地。同样运力的轨道交通占地仅为汽

线路26条共368公里、PATH线路4条共22.2

车的1/16左右（表2）。

公里和服务于大都市区范围内的通勤铁
路。通勤铁路主要是大都会北方铁路和长
[7]

岛铁路，前者有8条线路618公里 ，后者

二、我国城际轨道交通的运营模
式和存在问题

有8条支线，总长约1100公里。[8]

（一）发展历程

大都市区（城市群）选择以轨道交通
为优先和主要的交通方式，是由轨道交通

伴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和对城市群的

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第一，运力大。一

重视，城际轨道交通被提上议事日程。虽

条快速轨道线的客运能力，相当于5条高

然之前一些连接城市间的铁路（如广深铁

速公路，而一条高速公路的宽度，至少相

路）符合城际轨道交通的定义，但我国大

[9]

当于两条复线铁路。 在人口密集的大都

规模的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始于2004

市区，只有轨道交通能够持续稳定大规模

年 1 月通 过 的《中 长 期 铁 路 网 规 划》。

地实现人口在不同地区的转移。第二，快

2004年，规划专门对城际轨道交通尤其是

速可靠。轨道交通由于专线行驶，误点率

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区

低，能确保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高速轨

域城际轨道交通进行了布局，共规划线路

表2

不同交通方式的效益比较
轨道交通

公路交通（汽车）
公交车

私人汽车

J/（人·公里）

209

670

2479

比率

1

3.2

11.84

COX

4600

123000

NOX

179

257

SOX

11

21

死亡率

0.053

11.968

伤害率

0.106

856.282

运能

人/小时

83020

7820

标准宽度

米

10.9

17

能量消耗

空气污染

交通事故（人/10亿人·公里）

资料来源：冈田宏.东京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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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条，路网长度总计 1659 公里，投资规

饱和以及新线路暂未开通的情况下。目前

模约 1373 亿元。为了推进三大城市群轨

非专线高铁运用于城际交通的典型线路有

道交通建设，200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

厦深高铁等，深圳市区去往坪山、惠州和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环渤海京津冀地

深汕合作区等地的交通需求虽然很大，但

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

由于没有别的轨道交通选择，在沿线居民

际轨道交通网规划》。之后，其他省市和

和政府的要求下，该线路承担了城际交通

城市群也提出了建设城际轨道交通的要

的功能。

求，2008年修编的铁路网规划新增城际轨

3.普速专线+国铁运营。典型的有长

道线路18条，里程3887公里，投资规模约

株潭城际和莞惠城际等。长株潭城际是联

2357.2亿元。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通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际铁路，全长104.36

交通运输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了新版

公里，设站24个，设计目标时速为200公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四纵四横”

里，初期运行时速为160公里，采用电力

的高速铁路网升级为“八纵八横”，并对

牵引，自动控制。长株潭城际由湖南城际

拓展区域铁路连接线，发展城际客运铁路

铁路有限公司建设，委托中国铁路广州局

等进行了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莞惠城际是东莞市和

铁路版图将基本实现“省会高铁连通、地

惠州市之间的城际客运专线铁路，属于珠

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的一部分。目前已

（二）主要运营模式

开通运营的广莞惠城际铁路小金口站—道
滘站全程103.1公里，设18个车站，设计运

经过将近3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目前

营时速200公里，高峰期6分钟一班车。莞

东南西北中主要的城市群都建设了城际轨

惠城际的管理模式与长株潭城际类似，也

道交通，经营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采用国铁管理运营模式。

1.高铁专线+国铁运营。典型线路有

4.普速专线+地铁运营。典型的线路有

京津城际等。该线路是北京和天津两大

广佛城际地铁。广佛线横跨广州的海珠、

直辖市的城际客运专线，也是我国《中长

荔湾区和佛山的禅城、南海、顺德区，呈

期铁路网规划》中环渤海地区城际轨道交

东西走向。线路西起佛山市魁奇路，东达

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起点为北京南

广州市沥滘，总长约40公里，全线共设站

站，终点为于家堡站，全长165公里。京

21个，其中广州设站10个，佛山11个。广

津城际按高速客运专线标准设计，设计时

佛线的列车为B型车，4节编组，设计时速

速350公里，最小行车间隔 3分钟。

80公里。全线通车后，广州到佛山全程只

2.非专线高铁+国铁运营。根据《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利用现有高铁和普速
铁路承担城际交通是一个重要策略。这一

需要49分钟。作为广佛同城的基础设施，
广佛城际采用地铁方式运营。

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旅客数

（三）目前城际轨道交通存在的主要
问题

量不是太多、现有国家干线铁路运力尚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董焰研究

策略对充分利用现有铁路资源，促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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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认为，目前城际轨道交通存在的主要

莞惠、长株潭城际，与高铁和高速公路相

问题包括：（1）对城际轨道交通概念的

比，没有速度和价格优势，在便捷性上又

认识不统一；（2）各种通道重复建设，

不如汽车，加之目前城际轨道大多都是单

综合运输能力超出实际运输需求；（3）

一线路，没有形成轨道交通网络，可及性

城际轨道交通定位（服务对象和技术标

差，因此，难以吸引到更多的旅客。

准）存在误区；（4）城际轨道建设不完

3.在运行模式上，对区域性城际交通

全符合区域的发展阶段和需求。 朴爱华

需求的响应不足。目前我国城际交通多数

则通过技术论证，认为目前城际轨道交通

由国铁运营，多数城际轨道交通与长途铁

存在追求过高的速度目标值与城际轨道交

路共用通道和交通场站，采用传统的长途

通站点布设、系统制式选择等不匹配的矛

列车运营方式，如提前购票（高峰期购票

[10]

[11]

盾。 概括而言，目前城际轨道交通存在

存在不确定性）、候车、进出站，采用与

如下主要问题：

地铁分离的安检系统，与城市轨道交通的

1.在规划和建设上，布局不尽合理，

换乘时间长（重新安检）等。同时，国铁

存在供给和需求脱节的问题。正如董焰所

制式的城际轨道，在铁路、车辆和信号系

指出，我国目前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时序

统等方面，与地铁系统难以衔接。因此，

与实际需求存在着背离。通俗地说，就是

急需开发能够与地铁系统相衔接，适应城

特别需要城际铁路的特大城市群，城际通

际轨道交通这一细分市场领域的铁路、

道供给严重不足；暂时不需要城际轨道专

车辆和信号系统，以满足城际间快速、便

线的次发达城市群，城际通道则存在冗余

捷、大运量的交通需求。目前，高铁经营

的现象。我国特大城市群的城际快轨规模

方虽然做了一些便捷化的安排，但由于其

比例，与国外大城市群城际快轨存在相当

运营体制和规划上的问题，难以做到像地

[12]

大的差距（见图1）。

2.城际轨道交通的市场定位不清晰，
顾客黏性不足。城际轨道的优势或生命线

铁那样便捷。如果购票、进出场站耗时长
且不确定，即使其本身运行速度较快，总
时间消耗也没有优势。

应该是快速、可靠、便捷和经济。相对于
长途高铁和汽车，它更加方便、可靠；相
对于普速地铁，它更加快速。只有这样，
才能吸引顾客选择城际轨道交通。目前，
我国已开行的城际轨道交通要么速度较
快但便捷性、可靠性不足，要么速度太慢
或者价格过高，导致城际轨道没有比较
优势，顾客选择度、黏度不高。如京津城
际，虽然是高速城际，满足了速度要求，
但需要提前购票、换票，提前进站候车、
检票，进出站耗时多，并且繁忙时段不一
定能保证上车，可靠性便捷性不足。而

12

图1  世界大城市群地铁和城际数量对比
注：由于统计时点不一，不同来源的统计数
据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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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功能上，城际轨道还不适应疏解

变成了交通发生、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

特大城市产业和人口的需要。在世界大城

分和交通分配四个步骤，即交通规划的四

市群中，城际轨道的一个核心功能是疏解

阶段法（也叫四步法）理论。各种客流预测

中心城市的人口，发挥中心城市产业和人

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是以四阶段法为蓝本

口的溢出效应。东京、纽约、旧金山湾区

的。王树盛等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提

的城际轨道，主要功能之一是满足中心城

出了城际轨道客流的预测方法，即对各重

区与周边之间的通勤需要。目前，我国多

要节点进行排序→确定各节点的重要度→

数城际轨道交通，发挥的主要功能还是商

初步生成轨道交通网络→划定各节点的吸

务和旅游等，与现有的高铁和汽车的功能

引范围→产生虚拟交通小区→进行虚拟交

重叠（赶时间的旅客选高铁，讲究便捷的

通小区分析（包括出行现状调查与分析、

旅客选汽车，导致城际客源缺乏），北上

虚拟交通小区间的客流增加预测和虚拟交

广深等产业和人口需要疏解的特大城市则

通小区间的诱增客流预测）→生成各小区

缺乏与周边城市之间足够的、合适的城际

的产生和吸引客流→进行交通方式分担预

轨道交通通道，导致一线城市过于拥挤的

测→生成网络流量→评价与调整。 肖建

人口难以向周围扩散。

平综合了城际轨道交通的客流预测方法，

[14]

5.在经营效益上，多数城际轨道交通

从轨道交通影响范围、交通小区分析、交

处于亏损状态。目前，城际轨道交通多数

通方式分担预测、预增客流预测、时间价

线路由于上述速度、可靠性、便捷性和经

值几个方面，讨论了城际轨道交通客流预

济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优势没有发挥出

测的特点。 程乐兵等采用基于运营组织

[13]

[15]

来，客流较少，处于亏损状态。 城际轨

的城市群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方法对长株潭

道交通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引起了业界对

城际轨道交通客流进行了预测，这种方法

城际轨道交通的质疑，导致一些城际轨道

针对城市群交通、轨道交通特性及现有预

交通项目因此被暂缓或叫停。

测方法的不足，是改进的“四阶段”综合线
网分配预测法，主要改进在于加入了交通

三、关于城际轨道交通供需的理
论分析

运营组织，更加微观地考虑了各种公共交
通方式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提出了对分
配结果进行检测及多次分配验证的思路。

城际轨道交通的供给是基于现实和潜

该法先做传统的发生、吸引预测及分布预

在的客流需求。对于交通客流预测，主流

测，然后交通方式预划分得到公共交通类

的方法为四阶段法，以1962年美国芝加哥

OD，再将公共交通方式OD以及交通运营

市发表的《The Chicago Area Transportation

组织方案加载入综合公共交通线网中进行

Study》为肇始。初期的交通预测只是关于

合作竞争方式划分及分配，最后将分配结

交通发生、交通分布、交通分配三个阶段

果与交通运营组织相互进行验证，未达到

的预测。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广岛都市

设定的精度则调整运营组织继续分配，直

圈的交通规划增加了对不同交通方式进行

到得到轨道交通客流的稳态结果及最佳交

划分这一新的预测内容。此后，交通规划

通运营组织方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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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客流预测方式，

能低；异质性高，则相互之间分工和交换

以四阶段法为蓝本的客流预测无疑具有不

的动势能大。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有城

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很多同是以四阶段

市的人口流动问题。比如，北上广深等城

法为蓝本所做的客流预测与实际客流之

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差异较大，产业和

[17]

间，存在巨大的偏差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口结构的异质性高，营商和生活成本差

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与城际轨道交通的

异大，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势能较大，而发

实际运营方式有关，也与城际轨道的客流

展水平、质量、密度相近的地区，分工交

预测和线路规划建设有关。本文认为，在

换的需要相对较小。如东莞与惠州、长株

城际轨道客流预测和线路规划中，除了常

潭等城际铁路，由于相邻城市发展水平和

规的因素，还有如下一些因素需要予以特

生产、生活成本差异较小，产业和人口转

别考虑。

移的动势能相对较弱，所以客流较少。

一是城市人口的流动趋势与城际轨

三是轨道交通供给和运行方式与需

道建设时序的关系问题。城际交通的主要

求之间存在的诱增和诱减效应问题。客流

功能之一是疏解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产业和

预测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偏差，既有预测本

人口，其标志是核心城市从产业和人口的

身的问题，也有供给方式导致的诱减效应

输入型城市转为输出型城市，按照集聚经

的问题。比如长株潭城际，运营上采用长

济学的说法，是核心城市发展到一个临界

途火车的方式，运行速度是普速，票价执

阶段，由于拥挤和溢出效应，需要向周边

行甚至高于直达高铁的价格，在经营方式

扩散。对城际轨道而言，如果一个城市群

上可以说是取短避长，加之站点偏僻，结

的核心城市存在人口和产业向周边扩散的

果赶时间的旅客用高铁或者高速公路，不

需要时，城际轨道交通的时间窗口就开启

赶时间的旅客则选择更为经济便捷的其他

了。北上广深就属于输出型城市。如果城

交通方式。这种供给运营方式，导致交通

市群的核心城市自身仍然主要处于人口和

需求的诱减效应，即覆盖的交通小区本来

产业的输入阶段，城际轨道交通的必要性

现实存在的客流成为潜在的客流。相反，

和紧迫性就相对较弱，武汉、长株潭、郑

如果交通供给方式得当，则会产生客流的

州等城市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建设策

诱增效应，甚至将本来不现实的客流转变

略看，处于输入型阶段城际轨道建设成本

为现实客流，即合适的交通供给方式会制

相对较低。

造新的客流需求。比如，对北上广深这些

二是城际间发展的异质性与人口流

产业和人口输出型城市，如果其中心城区

动的动势能问题。城市间产业和人口的结

与周边城市（区）150公里范围内，有像

构状况，对城际的客流具有极大影响。类

“地铁式便捷+高铁式速度”一类的城际

似能量的传导和转移，城际间产业和人口

交通，则会使由于拥挤效应需要转移的产

转移的动势能与中心城市产业和周边地区

业和人口，有效地实现向周边成本较低的

的高度、密度、成本方面的差异成正比。

地区扩散，将会形成巨大的通勤人口。

城市间产业和人口的质量、结构、密度等

四是交通满足率、交通自给率与交通

方面的同质性高，则相互之间转移的动势

方式分配问题。交通方式分配是不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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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间竞争协同后形成的交通分配格

综 合 以 上 分 析 ，城 际 客 流 预 测 的

局。增量交通的分担，与现有交通的满足
率、自给率有密切关系。交通满足率是指

主要变量的函数关系可简要归纳如下：
Y=F(X1,X 2,X 3,X 4,X 5,X 6,X 7,X8…)。其中X1为城

现有交通与居民交通需求的比率，交通自

市人口，X 2为经济发展水平，X 3为城际产

给率是指当地的交通供给量与居民的交通

业结构和梯度差异，X 4为营商成本和收入

需求之间的比率。如果现有交通方式能够

差异，X 5为居民住房自有率（逆向），X 6

基本满足需要，那么增量交通方式对现状

为时间成本（逆向），X 7为通行经济成本

交通的分担作用就相对不那么明显；如果

（逆向），X 8为区内轨道网络状况（影响

一个城市的交通满足率和自给率低，增量

城际吸引客流的范围），等等。城际轨道

交通方式的分担作用就比较明显。如长株

客流规划，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潭和武汉城市群的交通，在城际交通开通
之前，其原有交通基本能够满足居民出行
需要，因此，新的城际交通具有很高的可
替代性，其分担作用相对较弱。而北上广

四、城际轨道的创新模式：地铁
化运行的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系统

和长途轨道交通总体偏少，不能满足出行

（一）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系
统的创新模式

需求。尤其是深圳，城际轨道数量少（长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香港、澳门和珠

途火车开行的班次也少，经常要到广州中

三角九市组成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建

转），交通满足率和自给率都远低于实际

设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面积

需求，城际轨道的分担效果将比较明显。

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2017年

五是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住房

GDP总量逾10万亿元，规模总量居世界大

自有率等指标与城际交通的规模问题。城

湾区前列。如此巨量的人口和经济总量，

市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客流的关系作

需要世界一流的交通系统。目前，粤港澳

为常规的分析工具毋庸置疑，但住房自有

内部之间的交通与国际一流湾区的定位还

率状况则很少被考虑到现有城际交通规划

不匹配，突出表现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

和客流预测中。与城际发展的结构、成本

市与周边城市的公路交通已经基本饱和，

异质性相联系，住房自有状况与拥挤效应

城际轨道交通还不适应粤港澳大湾区未来

和城际客流有很大关系。如果城市住房成

发展的需要。构筑世界一流的粤港澳大湾

本低，居民住房自有率高，则向外转移的动

区的交通系统，除了继续完善公路交通设

能较低；如果住房成本高，居民住房自有

施外，非常重要的是加强城际轨道交通建

率低，则向周边转移的动能较高。以广州

设。这不但关系到一般意义上粤港澳大湾

和深圳为例，广州城市居民的住房自有率

区内部的人流物流和资源一体化，还事关

达70%，而深圳住房自有率仅30%，这是由

粤港澳大湾区长期竞争力（如实体经济发

于深圳土地有限，住房成本高，没有住房

展和人才吸引力）。当前，以深圳、广州

的就业者向周边扩散转移的动势能强劲，

为代表的湾区较发达地区发展的一大困境

而广州向周边转移的动势能则相对较低。

是以房地产成本为核心的营商成本、生活

深等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巨大，现有城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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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过高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和产业

人口密度乃至营商成本较深圳低，向周边

有可能空心化的风险。而周边地区的困境

城市转移的动能和势能则弱于深圳。而东

是由于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存在的

莞、惠州、佛山与中山等地，由于产业和

问题，尚不能很好地引进和承接发达地区

人口同质化，产业转移的动能和势能均较

的产业和人才转移。而一流的城际轨道交

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规

通系统，则是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发展

划和建设时序没有充分反映城市间产业和

瓶颈的有效手段。因此，必须从粤港澳大

人口流动转移的阶段、方向和内在趋势，

湾区未来发展全局的高度认识城际轨道交

导致轨道交通脱离实际需求，客流不足。

通问题。同时，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际

而最需要城际轨道交通的深圳，由于线路

轨道交通模式的探讨，也对我国长三角、

过少，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和人口向周边城

环渤海城市群的城际轨道交通模式具有参

市（区）疏散转移的需要。因此，粤港澳

考价值。

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必须因应湾区

目前的普速地铁和高（普）速国铁城

内部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内在趋势，更好地

际轨道，由于其运行体制/速度等方面存

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作

在的问题，无法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50公

用。

里左右范围内产业和人口转移的需要，因

第二，管理体制和运营方式看，必须

此必须充分利用轨道交通的先进技术，创

采取地铁而非国铁体制。由于需要承担

新一种结合地铁的经济便捷优势和高铁

中心城市人口向周边城市（区）疏散的功

的速度优势的轨道交通方式，世界一流的

能，通勤是城际轨道的重要任务。因此，

地铁化运行的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只

城际轨道的生命线是快速、可靠、便捷和

有这样的轨道交通系统，才能满足湾区内

经济。由于国铁与长途火车站共用车站，

部同城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世界

需要提前购票、换票、候车、检票，进出站

一流的地铁化运行的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系

耗时多，并且繁忙时段无法保证上车，使

统，具有如下特点。

得它不适合对时间敏感的城际间的通勤需

第一，从功能看，它是满足粤港澳

要。而城际普速地铁虽然便捷性和可靠性

大湾区核心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周边城市

高，但由于速度慢，旅行时间长，也不适

（区）转移需要的轨道交通系统。向周边

合50公里以上较长距离乘客的通勤需求。

城市（区）疏解产业和人口，是中心城市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规划建设一个区

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周边城市发展的内

别于国铁的自成体系的内部快速轨道交

在要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格局中，广

通系统。这一轨道交通系统由广东省和粤

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是产业和人口的最

港澳主要城市的地铁公司为主体运营，主

大流出地，而其他城市主要是产业和人口

要与湾区城市地铁（包括轻轨等）无缝衔

转移的承接地区。尤其是深圳，由于城市

接换乘（一卡通换乘，不需另行出站和安

空间狭小，产业与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大，

检），它可以采用现有的高速铁路制式，

营商成本高，向周边疏散转移的动能和势

也可专门研发一套适合湾区需要的高速轨

能均最大。广州由于辖区面积大，产业和

道、信号系统和列车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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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运行速度上，粤港澳大湾区

足，约80%没有入住，造成楼房大量空置

城际之间必须以中高速轨道为骨干网络。

和浪费。也就是说，大运量、可靠的快速

对承担湾区50~150公里之间人口疏散转

交通方式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了深圳产

移的城际交通而言，运行时间是一个关键

业和人才向周边地区的转移和流动。如果

问题。除了地铁式运营节约时间外，较高

这些区域通往深圳中心城区的地铁化运行

的运行速度也是必要前提。因此，粤港澳

的高速轨道交通得以建设并运行，将引导

城际干线网络必须是一套高速轨道系统。

数百万人实现在深圳工作到周边居住，如

（1）在速度上，它是一套高速铁路和列车

此巨量人口每日在深圳和周边地区流动，

系统，设计时速依通行距离应在250～350

产生的现实和潜在通勤客流将是百万级别

公里，并满足大站停和直达需要。（2）在

的，因此，连接深圳的城际轨道交通将具

站点设置上，城际干线铁路平均站距宜在

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可行性。城际轨

20公里以上，以提高运行速度，干线站点

道交通只有顺应产业和人口流动的脉搏和

主要与区内地铁和其他交通衔接换乘，以

规律，才能贴近真实的客流需求，发挥应

提高干线铁路客流覆盖范围。（3）交通

有的作用。

组织可采取站站停、大站停乃至直达的方

因此，构建一流的湾区轨道交通系

式，保障一些距离较长的区域可以在30分

统，必须以广州、深圳两大产业和人口输

钟左右达到核心城市的中心区域。通过加

出城市为核心，构筑完善的自成体系的高

强场站、轨道建设和交通组织，有效解决

速城际轨道交通干线系统。尤其是要全面

城际轨道运行速度问题。

加强产业和人口转移动势能都非常强劲的

（二）湾区自成体系的干线网络举要

深圳与广州、惠州、东莞、中山和湾区其
他城市之间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

根据《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

划，使高速干线城际铁路将湾区主要城市

规划期内湾区内共规划建设城际轨道线

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

路15条左右，其中连接广州的有10多条，

粤港澳大湾区内充分流动。在深入分析粤

连接深圳的只有穗莞深和惠深城际两条，

港澳大湾区产业和人口转移势能、OD两端

并且惠深城际深圳至惠阳段计划利用厦

比较优势和潜在客流的基础上，粤港澳大

深铁路，但由于厦深铁路本身运力基本饱

湾区近期应加快建设如下路线（表3）。

和，完全不能承担其间巨大的交通需求。

如果以满足150公里通勤为目标，在粤

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深圳不到2000平方

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和区域间构建起时速

公里土地上日活动人口达2500万，1200万

250~350公里地铁式运行的高速城际轨道交

常住人口中住房自有率只有30%多（广州

通大站干线系统，辅之以区域内更细密的

[18]

为70%） ，另有70%也就是800万以上常

轨道交通网络，形成城际干线和区内轨道

住人口无自有住房。另外，目前环深圳地

交通相互贯通衔接的轨道交通网络，将真

区的东莞、惠州以及深中通道中山侧的商

正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和高质量

品房，80%以上为深圳人购买，总量估计

城市化奠定坚实基础，也将使粤港澳大湾

达100万套。由于交通通达性、可靠性不

区在世界城市群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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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粤港澳大湾区地铁化运行的高速城轨干线举要

线路

联结地区和主要站点
设计和运营特点
核心功能
白云机场、广州南沙、东莞、深
高速专线，设计时速250~350公里，平 联 结 粤 港 澳 三
圳机场、前海、南山高新园、坂
均站距20公里以上，地铁式运营，主要 大 机 场 和 沿 线
1 雪岗科技城（站设华为）、坪
与城市地铁接驳换乘，可开行大站停和 重 要 产 业 和 城
地、惠州仲恺高新区、博罗县、
直达列车
市区域
惠州市区、惠州机场
高速专线，设计时速350公里，平均站 联 结 深 圳 中 心
深圳前海、福田、龙岗、坪山、
距20公里以上，地铁式运营，主要与城 区 域 与 深 汕 合
2 惠州南站、惠州机场、惠东、深
市地铁接驳换乘，可开行大站停和直达 作 区 沿 线 主 要
汕合作区
列车
区域
高速专线，设计时速250~350公里，平
珠海、中山、佛山、广州南沙、
均站距20公里以上，地铁式运营，主要 联 结 广 深 科 技
东莞市区、松山湖、塘厦、坂雪
与城市地铁接驳换乘，可开行大站停和 走 廊 暨 深 圳 东
3 岗科技城（站设华为）、布吉、
直达列车。如条件许可，考虑深中通道 部 滨 海 重 要 产
罗湖、盐田、大鹏、大亚湾、惠
兼容城际轨道交通，最大限度发挥深中 业和城市区域
东
通道作用。
高速专线，设计时速250公里左右，平
香港、福田、龙华、清溪、陈 均站距15公里左右，地铁式运营，主要 联 结 深 港 与 北
4
江、博罗
与城市地铁接驳换乘，可开行大站停和 向核心腹地
直达列车
高速专线，设计时速250~350公里，平 联 结 湾 区 中 线
广州白云机场、天河区、东莞厚
均站距20公里以上，地铁式运营，主要 的 广 州 、 东 莞
5 街、深圳光明区、石岩、南山西
与城市地铁接驳换乘，可开行大站停和 和 深 圳 高 新 区
丽、深圳高新园
直达列车
等区域
6 改造、提速、优化广深铁路运行，使之更好地满足广州、东莞、深圳之间的通勤需求
线路2与深圳地铁14号线福田到惠州南站貌似重叠，实则不然。通过重点节点的衔接，深
说明 圳地铁14号线正好可以为城际干线组织客流。其他区域普速地铁也是这样，与城际干线
构成轨道交通网络，以扩大城际干线的客流吸引范围

方式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产业与人口集

五、结语

聚和扩散中应有的桥梁作用。针对目前城
际轨道交通存在的问题，大城市群唯有大

交通关乎城市群的发展，大城市产

胆创新，发展适合城市群间中短距离的高

业和人口的转移和扩散，集聚和溢出效应

速、便捷、经济的一流的轨道交通方式，

的发挥，都依赖交通。世界一流的城市群

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和溢出

和湾区，都是以城际轨道交通为支撑的。

效应。城际间地铁化运行的高速轨道交通

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日益拥挤、营商和

系统，是兼具高铁（速度）和地铁（便捷

生活成本高企的今天，产业和人口向周边

可靠）优势（地铁运行+高铁速度）而不

扩散已经有了内在的需求，高速轨道交通

是目前结合二者劣势（地铁的速度+长途

技术的进步则为产业和人口转移提供了条

列车的繁琐）的交通方式，是实现城市群

件。目前，城际轨道交通由于规划建设和

间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必然选择。

运营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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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the High-speed Intercity Rail System Operated as Metro
Xie Zhikui
Abstract: Rail transit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transportation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
At present, problems exist in the urban rail transit in China such as shortage of passenger and
operation deficit because of its planning and operation are not 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flow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passengers. Building an innovative
world-class intercity rail transit model, that is, the high-speed intercity rail transit system operated as metro,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l industry and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high-speed intercity rail system; operated as metro;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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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湾区区域协调治理机构及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

符天蓝

摘 要：本文通过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三大国际湾区的区域协调
和治理机构进行梳理，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和治理提供经验借鉴。三大国际湾区在
发展过程中分别成立非政府、半官方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统筹区域规
划和建设等重要事务。然而，与三大国际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和三个关税区”，因此在借鉴国际湾区经验时，我们应当考虑粤港澳大湾区自
身的特殊性，设立符合实际情况的跨界区域治理机构。
关键词：国际湾区 区域协调 区域治理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2
艳霞，2014；刘祥敏和李胜毅，2013；鲁

一、引言

玫村，2018；武延海，2000；智瑞芝等，
2005）。与其他三大国际湾区类似，粤港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

澳大湾区也面临区域协调与治理问题。

略的确立和规划建设的统筹和推进，粤港

“治理”这个概念是用于描述政策制定过

澳大湾区被认为是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程中的各种变化趋势，包括引导、操作和

区、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得

规范（Jessop, 2004）。从港澳回归到如今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治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作

理议题一直以来都是热门议题，受到学

为国际三大湾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

者们的持续关注（Cheung，2012；Luo和

对区域协调与治理进行摸索，现已培育

Shen，2012；Shen，2003；Yang, 2005；

出较为成熟的区域治理机构和体系。已有

Yang和Li，2013；杨英和张守哲，2012；

学者对国际三大湾区（大都市区）的区域

李建平，2017；任思儒等，2017）。李立

协调和治理进行了研究（刘丽，2007；刘

勋（2017）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极为特

20

《城市观察》2018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8

殊的跨境区域，包含一国、两制、三个关

行政单元，区域发展受到行政边界的限

税区、不同的法律体系以及行政体系。新

制。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纽约湾区建立

政策的核心在于促进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深

了非政府区域协调机构，共同管理区域事

化与拓展，寻求制度创新和区域创新。刘

务和区域规划，改善政府行政管理的不足

云刚等（2018）认为加快粤港澳之间以及

等问题。纽约湾区非政府区域治理机构的

广东省内各区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是粤

特点在于，一方面，它们属于非盈利性组

港澳大湾区跨境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织，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不冲突，可解

林初昇（2017）指出创造有利的制度环

决区域利益冲突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

境、创造跨境合作的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

一方面，此类治理机构注重公众参与，其

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已有

成员包括社会各界人士。非政府区域协调

的政策背景和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梳理

和治理机构通过制定区域规划和统筹基础

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三大国际湾区的区域

设施等方案，实现跨区域协调和治理，对

协调和治理机构，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区

区域规划和建设影响深远。这些非政府区

域协调和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域协调和治理机构包括：
1.纽约市发展委员会

二、三大国际湾区区域协调与治
理机构
（一） 纽约湾区的非政府协调治理
机构
纽约湾区，也称为纽约大都市区，位
于美国东北沿海地区，是美国经济发展

1903年，为了应对大纽约市的发展，
纽约市发展委员会成立。大纽约市包括纽
约、布鲁克林和其他3个县。1907年，纽
约市发展委员会制定了综合规划报告，建
议重点关注城市建筑、公路和公园等城市
美化问题。这项规划报告为纽约湾区后来
的规划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的核心区域。纽约湾区包括纽约州、康涅

2.跨州合作机构纽约港务局

狄格州、新泽西州31个县，面积约为2.14

1921年，美国专门成立了跨州合作机

万平方公里。2015年，纽约湾区人口达到

构纽约港务局，主要负责改善和修建海港

2340万，GDP为1.45万亿美元。作为全球

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协调纽约港口的竞争

金融中心，纽约湾区汇聚了60家全球500

与贸易问题。在创立初期，纽约港务局属

强企业总部， 2900多家金融、证券等机

于州立法授权的跨州准政府机构，不具有

构，拥有58所世界著名大学。纽约湾区拥

政府的财政拨款。为解决纽约港口周边的

有美国第一大港口，是重要制造业中心，

交通设施问题，纽约港务局编制了协调纽

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主要产业

约港口周边铁路的综合发展规划，建议在

包括服装、印刷、化妆品、机器、军工、

港口周边的铁路建设环形带状线路。但该

石油和食品加工等。

方案遭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未能

纽约湾区的区域协调与治理得益于非

顺利实施。1972年，纽约港务局更名为纽

政府机构的发展。虽然纽约湾区在地理、

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并开始接受两个州政

经济、社会上紧密相连，但包含了不同的

府的财政拨款，开展实施联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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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纽约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会

规划协会发表了题为《脆弱的成功》的评

1921年，纽约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

估报告，指出州政府决策分化、住房供给

会成立，该委员会属于非政府机构。1922

不足、科技发展和区域气候变化等发展问

年，纽约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会逐步发展

题，提出“经济、包容性和宜居性”的区

成为纽约区域规划协会，该协会由商业和

域建设目标。

建设规划专业人士组成。纽约规划委员会

4.大都会运输署

编制的四次纽约湾区区域规划在纽约湾区

1967年，大都会运输署成立，是纽约

发展建设中起到关键指导作用。

市公共交通管理机构，其下辖纽约市公共

第一次区域规划：19世纪中期，借助

运输局和多个交通运输公司，如桥梁暨隧

港口优势和技术创新，纽约湾区制造业快

道管理局和大都会运输署公车公司等。大

速发展。为了突破行政界线对区域发展的

都会运输署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纽约市五大

局限，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在1922年发表了

区、纽约州、新泽西和康州的部分地区在

《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划》，提出

内的交通运输管理事务。

共建区域公路网、铁路网和公园等公共基
湾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成立

（二）旧金山湾区的半官方地方政府
联合机构

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和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海

等区域规划机构。这项规划提出了全新的

湾区域，以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三大

发展和治理理念，建议纽约湾区跨越行政

城市为中心，包括9个县和101个城市，面

边界，共建活力、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

积约为1.8万平方公里。2015年，旧金山

市社区。

湾区人口达到715万，GDP达到0.82万亿美

础设施体系。在区域规划的指导下，纽约

第二次区域规划：1968年，纽约区域
规划协会编制了第二次区域规划，提出建

元。旧金山湾区的主要产业为科技创新专
业服务产业。

设轨道交通，加强新发展地区与中心区的

旧金山湾区的区域发展经历了三次

联系。在“强中心”理念的指导下，为了

转型：第一，1848年至19世纪70年代，旧

改善市中心衰退的状况，规划还建议将曼

金山湾区处于淘金热带来的城市化和工

哈顿打造成为全国金融和商业核心区。此

业化的起步阶段。大量移民促进了城市

外，该项规划还强调了公众参与在区域规

化的起步，建筑业（轮船维修、石料和铸

划中的重要性。

钢等）、食品加工（面粉加工和肉类加工

第三次区域规划：1996年，纽约区域

等）和金融业得到初步发展，旧金山湾区

规划协会发布了《危机挑战区域发展》。

逐渐发展成为湾区制造业中心。第二，19

该规划强调了经济、公平和公正的重要

世纪80年代至“二战”，旧金山湾区处于

性，并建议实施以绿地、中心、流动性、劳

后淘金热时期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阶

动力和治理为重点的五项措施，提出打造

段。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跨海大桥

高效、可达性强、具有活力的城市区域。

的建立，湾区的中心城市快速发展，旧金

第四次区域规划：2014年，纽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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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动商业贸易快速发展，金融行业服务

2.大都市区交通委员会

细分，金融中心职能进一步加强。第三，

1970年，该委员会由加州立法机关设

“二战”至今，旧金山湾区处于后工业化

立，旨在为政府提供区域性规划的相关服

发展的成熟期。硅谷的迅速崛起助推高科

务。该委员会包含了湾区高速公路、快速

技研发和创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旧金山湾

专用道路服务局以及湾区（大桥）收费局三

区逐步发展成为“科技湾区”。

个政府机构。该委员会具有三大职能：第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旧金山湾区面

一，大都市区交通委员会负责制定区域交

临交通拥堵、住房成本上升、开敞空间缩

通规划，规划年限为20年。该委员会具有审

减、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和挑战。然而，

核申请加州和联邦政府项目拨款的权力。

与纽约湾区不同，为了跨行政区域解决湾

第二，大都市区交通委员会代表联邦政府

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区域协调发展问

和加州政府选择湾区交通项目、确定资金

题，旧金山湾区设立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政

的使用和拨款的分配。第三，大都市区交通

府联合机构。这种机构由政府自发自愿设

委员会需要对各种交通方式的发展进行协

立，是获得联邦和州政府支持的半官方性

调，监督各个公交系统的效率和有效性。

质的行政机构，可协商和协调湾区的跨区

3.联合政策委员会

域相关事务。这类型机构包括：

2003年，该委员会由旧金山湾区政府

1.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

协会和大都市区交通委员会共同决定设

该协会的主要职责在于编制区域规

立，旨在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和统筹协调区

划，促进资源共享，解决土地、住房、环

域规划。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对这两个机

境和交通等区域协调问题，协调各地方政

构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进行评估

府之间的合作，为地方政府获得联邦和州

并反馈意见。

政府资助等方面提供服务。该协会成员由
旧金山湾区的9个县和101个城市的政府、

（三）东京湾区的政府主导协调机构

社会和市民代表三类人士组成。其中，政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

府部门包含了规划委员会、保护和开发委

洋海岸，包括东京、横滨、川崎、船桥、

员会、空气和水体质量管理等部门；社会

千叶等五个大城市，面积达3.68万平方公

人士则覆盖了商业、住房、环境等行业；

里，拥有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

市民代表则包含了工人群体和少数族裔

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等六大港口。

群体。该协会不具有行政权力，其主要是

2015年，东京湾区的人口达到4347万人，

通过影响参会代表的决策投票来影响地区

GDP达到1.86万美元。东京湾区不仅是日

的发展。如果该协会的议案通过了参会代

本的金融、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

表的投票，则具有法律效力，全体政府成

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造船、机

员需共同遵守。该政府协会编制和签署的

械、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制造基地。

区域规划报告和指南有《土地利用政策框

东京湾区的发展经历了两大发展时

架》《增长管理平台》《通过联结土地利

期：第一，20世纪60年代前，东京湾区逐

用和开发活动创建更好的社区》。

步发展成为以京滨和京叶为核心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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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区；第二，20世纪60年代起，东京中

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全国中枢，并为加强

心城区的制造业开始外迁到横滨市、川崎

中枢功能而进行城市改造。

市，促进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区的快速发

2.首都圈整备委员会

展，而东京中心城区则重点发展和布局高

1956年，首都建设委员会改组为首都

附加值的服务、奢侈品生产和出版印刷等

圈整备委员会。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是总理

行业。在此背景下，东京迅速发展成为日

府直属机构，由建设大臣担任委员长。从

本的政治、金融、商业和文化中心，集聚

独立议事机构转变为中央直属办事机构标

了众多日本银行总部和大公司总部。

志着区域治理机构级别的提高以及规划决

在东京湾区区域发展和建设过程中，

策机构权力的上移。

为解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功

3.都市圈整备局

能分工、人口和资源等区域协调问题，日

作为国土综合开发厅下属的政府机

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行政干预手段，突破

构，都市圈整备局负责实施东京大都市圈

行政界限，设立跨越行政区的城市群协调

建设，编制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协调各部

机构。此类机构负责制定区域规划，包括

门之间的关系。与前两个治理机构不同，

建立交通、环境、信息共享平台，产业一

都市圈整备局是纯粹的中央行政机构。随

体化与行政体制改革等具体措施。此类区

着规划决策机构权力的进一步上移，区域

域协调机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

规划编制的效率和实施效果也相应地提

通过完善区域规划体系，提供项目资金支

升。作为中央行政机构，都市圈整备局可

持和提供政策配套，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

以为大型建设项目获得更多政府资金的支

区域性协调。在区域协调机构和东京湾区

持和保障。从第三次大东京都市圈整备规

（都市圈）的区域规划指导下，东京湾区实

划开始，都市圈整备局开始参与东京湾区

现了从“一极”向“多核”空间结构转变。

的区域规划。1976年的第三个大东京都市

1.首都建设委员会

圈整备规划提出根据国土开发框架来定位

1950年，日本出台了《首都圈建设

都市圈的发展，并建议分散首都圈的中枢

法》，指出东京都的发展应该跳出地方尺

功能和建立多中心区域。

度的视角，需要放眼全球，并战略性地将

4.智库

东京都定位为日本的中心、日本与世界各

智库的参与促使东京湾区的区域规

国联系的首都。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都

划和各层级规划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不

的建设和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会因为政府部门的变更而改变。在东京湾

为满足战略需求，日本成立了“首都建设

区，智库为政府提供长期的规划编制和咨

委员会”，以此作为中央一级规划统筹机

询服务。比如，国土厅和经济企划厅共同

构。该委员会分别在1958年和1968年发布

建立和管理的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为中

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大东京都市圈整备规

央和地方各层级政府制定国土规划和产业

划。第一个大东京都市圈整备规划提出以

政策提供服务，整合各个规划部门和政府

东京为中心，构建区域同城化的首都圈。

部门的诉求，编制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

第二个大东京都市圈整备规划提出以东京

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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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参考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的

三、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与
治理的启示

做法，设立半官方性质的跨区域政府协
会，推动“一国两制”下跨界规划和管理
咨询，促进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和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珠三角的九个

联系，在了解不同群体的发展诉求的基础

城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

上，政府可将不同的发展诉求纳入跨区域

惠州、珠海、中山和江门）以及香港和澳

协调治理和政策决策中。

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面积达5.65万平方公

第三，学习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和东京

里。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常住人口为

湾区智库负责区域规划的做法，重视第三

6765万，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

方规划和咨询机构的培育和发展，由第三

越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粤港澳主

方规划和咨询机构统一对区域性规划和各

要产业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产业和金融

层级地方规划进行整合和协调，避免区域

服务业。与三大国际湾区类似，粤港澳大

内各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盲目竞争，同

湾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区域

时保持区域规划和地方规划的一致性和连

协调和治理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与三大

续性，避免出现政府部门变更而导致规划

国际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一

变更的现象。

国、两制、三个关税区”，极具特殊性。
国际湾区的经验时，应该结合自身的特殊

（二）培育多主体、多部门和多行业
代表参与的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

性，设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区域协调和治理

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协调和治理方面

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在设立区域协调和治

可借鉴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和纽约区域规

理机构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划协会的做法，发展由政府、社会和市民

因此，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借鉴三大

代表组成的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协会和委员

（一）培育多元化的跨区域协调和治
理体系

项目决策时发表意见和提出方案和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在规划和发展建设中，

此外，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应当包含不同

可同时借鉴三大国际湾区区域治理机构设

行业和部门的代表人员。如旧金山湾区政

立的成功做法，培育多元化的跨区域协调

府协会包含了规划委员会、保护和开发委

和治理体系。

员会、空气和水体质量管理等部门的代表

会，让各个委员会成员在区域规划和重大

第一，借鉴东京湾区以政府为主导的

和来自商业、住房、环境等行业的社会各

区域协调机构的做法，如设立跨区域联合

界代表。培育多主体、多部门和多行业代

政府机构，共同管理与决策区域和各个地

表参与的区域协调和治理机构可使粤港澳

方的规划及重大发展事务，包括区域性的

大湾区在区域规划和发展建设过程中实现

规划与管理、出台经济发展政策、制定融

公开、公正和公平，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

资投资政策、执行行政监督等。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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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oordinate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and Its
inspiration 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Fu Tianlan
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being proposed and promoted,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is paper,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f three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namely New York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Tokyo bay area, are sorted out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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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respectively set up non-governmental, semi-official and government-led regional coordinative and governing institutions to coordinate regional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other important affair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three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the Greater Bay Area contain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ree customs areas”. Therefore,
when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particularity of ourselves and establish a trans-boundary regional governing institution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bay area; regional coordination;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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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作研究
——基于广深主要市辖区的比较
◎

郭源园

摘

要： 国家“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共同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本文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发展动力、土地发展潜力、人才及
科技作用四个维度，重点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深圳与广州天河的6个主要市辖区在上述
四个方面的异同。对比分析表明，南山区在大湾区范围内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天河区次
之。同时，提出打造以南山区为增长极核，以天河区为副增长极核的空间发展构想，并
探讨建立以南山区为中心的四向联动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策略及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 市辖区 湾区经济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3
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5]湾区经济开放

一、引言

的经济结构、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高效
的资源配置能力、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等

湾区是由一个海湾或若干个相连港

特征使得其作为区域经济的高级形态之

湾、海湾及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自然地理

一，已被认可为是一种高度开放的区域经

[1]

形态。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湾

济发展模式。[6]

区集中了诸多优势资源及要素，并逐渐形

我国湾区概念的形成最早源于粤港合

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湾区经济。湾区经济

作，并在香港与深圳合作共建的基础上提

不仅依托于湾区内城市的集聚，充分利用

出了“香港湾区”（或“深港湾区”）的

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并产生规模集聚经济

概念。之后基于更广范围的珠三角地区，

效应，同时也是港口经济和网络经济高度

又相继有了“港珠澳湾区”“珠三角湾

[2-4]

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经济形态。 纵观全

区”及“珠江口湾区”等湾区概念。[1]相关

球经济发展，湾区经济已成为世界众多一

规划与政策文件亦把湾区合作列为重点。

流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如旧金山湾区、

2003 年，内地与港澳签署了关于货物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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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的《关

异，以两市域内市辖区间的内部对比以及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跨市域的市辖区的外部对比为比较视角，

协议及其一系列补充协议；2008年底，发

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主要市辖区的核心定

改委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

位，构建市辖区间的区域协作空间构想，

划纲要（2008-2020 年）》明确提出“支

进而阐述基于主要市辖区的粤港澳大湾区

持共同规划实施环珠江口地区的‘湾区’

区域协同发展愿景。

重点行动计划”，并推进珠三角与港澳更
紧密合作，珠江口及粤港澳湾区的开发得

二、大湾区概况

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09年《构建
协调可持续的世界级城镇群：大珠江三角

从空间范围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指

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报告则提

的是由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肇庆、

出构建珠江口湾区和广佛、港深、珠澳三

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广东省9市和

大都市区的“一湾三区”集聚发展空间结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以环珠

[7-8]

构。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江口湾区为核心的都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背景下，粤港澳湾区的战略支点作用得以

南靠东南亚地区，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与

再次深化，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台湾，北临长江经济带，西与北部湾经济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

区相邻，区位优势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为

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

“湾区群”+“港口群”+ “产业群”+“城

沙、珠海横琴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

市群”的叠加，有较好的经济开放程度以

[9]

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6年

及广阔的经济腹地，在面积、人口、人口

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又一次明确提出支

密度、经济规模等方面已经有成为世界级

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

湾区的基础。

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

从区县层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共有

平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重要的

37个区、12个县及县级市，同时还包括香

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以及我国

港18区及澳门7堂区（类似内地的街道行政

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全国经

层级），其中东莞和中山2市为二级行政体

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

系的地级市，不设区县。除香港外，两个

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随着

核心城市的主要市辖区有位于深圳的南山

我国走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建

区、福田区、宝安区等，广州的天河区、越

设粤港澳大湾区并发挥其湾区经济的开放

秀区、黄埔区等，本文主要对这6个重点市

引领作用，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并逐

辖区进行对比分析。从区位上看，深圳市

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南山区与香港隔深圳湾相望，而福田区与

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大湾区内的

香港仅一河之隔，两区同时毗临深圳湾，

主要市辖区（以广州和深圳两个核心城市

宝安区则西靠珠江口，临湾的地理区位优

的主要市辖区为主）在经济发展水平、土

势使得三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

地开发潜力、人才及科技效用等方面的差

有极大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南山、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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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宝安区位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加强

福田区，并远高于宝安区。但在地均GDP方

国际交流，有助于推进大湾区的国际化，并

面却大幅落后福田区，作为深圳的金融中

落实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诉求。相比之下，

心和经济中心之一，福田区的地均单位产

广州各核心市辖区虽然不临海，不临湾，

出在所有大湾区内仅次于广州的越秀区。

但以珠江出海口为带沿江分布，亦有较为

从长远来看，深圳市三区三强鼎立的经济

便利的海上运输条件，尤其作为我国第五

格局将会继续保持，但彼此间的规模差异

大港口及我国的南大门，广州各市辖区在

将会逐渐变小。同样，广州天河区的经济

引领大湾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规模在广州的经济大区中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而在人均和地均产值方面，三区则基

三、大湾区市域市辖区对比

本在同一水平线上，黄埔区最高。但就地
均产值而言，越秀区一枝独秀，大幅领先

深圳和广州作为大湾区内除香港之外

天河区和黄埔区，这表明越秀区有明显的

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一南一北在大湾区

经济集聚优势，而黄埔区则表现出了极大

内形成了一对区域“增长极”，带动着周

的人力资源效益。总体而言，越秀区作为

边地市的发展，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

老城市中心，依然有非常高的经济发展水

协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有必要

平，而天河区作为新晋的城市中心，在经济

重点剖析深圳及广州两核心城市的主要市

规模和经济效益上也有一定优势。

辖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

对上述6个主要市辖区在经济总量、

市用地潜力以及人才及科技效益等几个方

地均及人均GDP三个经济指标方面的表现

面的差异，进而明确大湾区在市辖区层面

进行排序并作为其得分，排序求和之后得

的增长极核和发展轴。

分最低的市辖区表明其经济发展水平最

（一）经济发展水平

优。如表2所示，南山区表现最优，福田
和天河并列其次。因此，总体而言，就经

大湾区内部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济发展水平维度来看，南山区可以作为粤

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如表1所示。从经

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核心，福

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尤其

田和天河作为重要的带动点。

以深圳南山区和广州天河区为大湾区的
领头羊，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与此同时，

（二）产业结构

不同市辖区在各市范围内有着不同的城

南山区是深圳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

市定位，在市层面的定位相互补充，明确

地，高新技术产业则是其经济发展的强劲

分工，并在大湾区内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

动力和巨大支撑，以信息产业、现代服务

色，共同推进大湾区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业、互联网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基础的

南山、福田及宝安三区作为深圳市经

新兴主导产业占据了其90%以上的GDP，新

济规模的前三甲，一起支撑了深圳近60%的

兴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经济总量。作为深圳市的核心市辖区，南山

此外，总部经济也是未来南山区经济发展

区历年来的GDP规模以及人均GDP均高于

的重要动力。福田区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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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市辖区发展水平对比（2016年）
市辖区

指标

深圳

广州

南山区

福田区

宝安区

天河区

越秀区

黄埔区

面积（平方千米）

182

79

392

96

34

484

人口规模（万）

114

136

302

155

116

108

经济总量（亿元）

3842

3560

3003

3801

2909

3006

地均GDP（亿元/ 平方千米）

21.11

45.06

7.66

39.59

85.56

6.21

人均GDP（万元/人）

33.70

26.18

9.94

24.52

25.08

27.83

人口密度（人/ 平方千米）

6263

17215

7704

16146

34118

2231

驱动福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尤其金融

其中金融业是越秀区的核心主导产业。相

业已成为福田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

比之下，黄埔区是工业强区，二产比例高

和重要引擎，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245亿元

达67%，并在二产领域注重高新技术的投

（2016年），占全市金融业的近一半。宝安

入，2015年黄埔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

区则是深圳市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并已

到3588亿元，占全市的27%，高新技术产

培育了以电子信息业、新型装备制造业、

业亦是推动黄埔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现代物流业等为核心的五大支柱产业。

力。

相比之下，金融服务业、新一代信息

6个市辖区比较之下，南山区的二产

技术业、现代商贸业、商务服务业是天河

比例仍然过高，不过其科技创新及战略

区的四大主导产业，并占据了全区GDP的

新兴产业的投入产出则优势明显，而广

六成，尤其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与此同

州天河区的现状与南山区恰好相反，三

时，天河区也逐渐开始依托其教育、科研

产比例高，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不及南山

及人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区，福田、越秀金融强区在新兴产业、高

天河区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

新技术产业方面更是差距较大。然而，

总部经济等领域的综合均衡发展，同时也

“十三五”以来，其三产比例从2015年的

是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最为充分的区

46%迅速提升到2016年的54%，并且借助

域。越秀区则以商贸、金融、健康医疗、

前海湾中心极力打造深圳新的金融中心，

文化创意为四大主导产业驱动经济发展，

同时加快深圳湾超级总部及留仙洞总部基

表2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市辖区发展排序打分（2016年）
市辖区

指标

深圳

广州

南山区

福田区

宝安区

天河区

越秀区

黄埔区

经济总量（亿元）

1

3

5

2

6

4

地均GDP（亿元/ 平方千米）

4

3

5

2

1

6

人均GDP（万元/人）

1

3

6

5

4

2

排序求和

6

9

16

9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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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建设，因此在“十三五”期间，南山
区有望补齐短板，建设成为产业结构足以
[10]

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
福田区的土地空间资源相当紧缺，无

带动大湾区的真正增长极核。 同时，天

论是在土地空间资源总量方面，还是未来

河区也通过建设天河智慧城加大了高新技

可利用的存量土地总量方面，与南山区和

术产业及科技创新产业的投入，并通过打

宝安区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如此，福

造国际金融城进一步巩固其金融强区的地

田区的多数城中村及旧住宅区位于城市

位，因此天河区亦可以作为大湾区北部片

中心，未来的土地更新成本和改造阻力会

区的副增长极，与南山区形成联动之势。

逐渐增加，对于福田区土地空间资源的二
次开发利用来说是重要的阻碍因素。相比

（三）土地发展潜力

之下，处于价格洼地的南山北部片区的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资

市更新项目依然可以为南山区的经济发展

源的稀缺性逐渐凸显，土地的供给与经济

提供相当可观的土地储备资源；反观宝安

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制约了城市

区，虽然土地资源总量及旧改规模大，存

的经济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规模本质上

量充足，但是目前的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

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潜力，土地资源充足，

低，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有进一步的提

城市开发和建设的土地成本则较低，产

升空间。当然，如果充分利用旧改释放土

业布局也更为灵活，后发优势相对明显。

地空间资源并作为战略储备用地，提高土

与此同时，城市土地空间资源的供给不仅

地利用集约度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宝安

体现在土地资源的绝对量上，更体现在可

区的土地发展潜力相当巨大。

用于再开发的存量土地方面。对城市“三

黄埔区在土地潜力方面有绝对优势，

旧”用地进行城市更新，可以增加城市内

优化产业布局和土地利用结构，充分发挥

部的存量用地，减少对增量土地的需求，

土地资源的现有优势是黄埔区面临的最大

表3

产业
结构

主导
产业

深圳三区各产业2015年增加值（单位：亿元）

产业类型

南山

占全市比

福田

占全市比

宝安

占全市比

一产

0.7(0.02%)

12.37%

1.7(0.05%)

30.57%

0.52(0.02%)

9.19%

二产

1986(54%)

27.56%

214(6.6%)

2.98%

1320(50%)

18.33%

三产

1727(46%)

16.78%

3304(93%)

32.11%

1320(50%)

12.83%

现代服务业

1348

18.89%

2276

31.90%

824

11.55%

金融业

238

9.36%

1109

43.61%

203

7.98%

战略新兴产业

2625

37.49%

565

8.07%

969

13.84%

文化产业

594

58.18%

273

26.74%

226

22.14%

高新技术产业

约2300

39.33%

306

5.23%

672

11.97%

规模以上工业

2000

29.48%

175

2.58%

1200

17.69%

物流产业

255

17.00%

240

16.00%

360

24.00%

注：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
未来产业；物流业产值为“十二五”规划的预期产值。

32

《城市观察》2018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8

表4

产业
结构

主导
产业

广州三区各产业2015年增加值（单位：亿元）

产业类型

天河

占全市比

越秀

占全市比

黄埔

占全市比

一产

1.46(0.04%)

0.64%

0

0

6.8(0.2%)

2.98%

二产

421(11.6%)

7.28%

54(2%)

0.93%

1919(67%)

33.17%

三产

3010(88%)

24.90%

2640(98%)

21.84%

952(33%)

7.88%

现代服务业

2403

31.35%

1806

23.56%

-

-

金融业

768.95

47.20%

805

49.42%

-

-

商贸业

405.22

12.88%

567

18.03%

-

-

商务服务

397

26.47%

-

-

-

-

信息技术产业

475

18.76%

-

-

-

-

健康医疗

-

-

247

-

-

-

文化产业

265

28.40%

190

20.36%

-

-

高新技术产值

-

-

-

-

3588

42.61%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316

7.11%

38

0.21%

7036

38.00%

注：高新技术产业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总产值，不是增加值（区别于其他内容）。

挑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黄埔区在土地

总体对比来看，辖区面积较大的宝

空间资源上的巨大优势必将成为其之后经

安区和黄埔区在土地总量和存量上有得

济发展最有力的支撑。相比之下，受限于

天独厚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可利用的

历史遗留和行政辖区规模，越秀区的城市

建设用地往往位于远郊，远离城市中心，

土地资源最紧缺，通过高效的城市更新以

短期内土地开发带来的边际效益有限，难

实现其土地资源的进一步释放是其激活

以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诸如

现有土地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

越秀、福田、天河等辖区面积较小的市辖

而天河区城市开发强度基本已达较高位

区，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土地承载力已达

水平，并建立起了以金融、科技创新为核

极限，土地的二次开发必将是以高成本为

心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效率较高，但在

代价，因此其土地发展潜力方也有一定劣

“三旧”改造方面仍有一定的潜力，如何

势。相比之下，南山区不仅辖区面积适中

激活这部分土地并合理高效利用从而进一

（建成区面积约112平方公里），也有相

步支持该区的经济发展，将是天河区面临

对足量的增量土地供应和存量用地（“三

的重大问题之一。

旧”改造用地）。因此，南山区若发挥其
表5

六区土地空间资源对比（2016年）

市辖区
指标

深圳

广州

南山

福田

宝安

天河

越秀

黄埔

总面积 （平方千米）

187.47

78.66

396.64

96.33

33.80

484.17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千米）

95

57.38

187.3

86.6

约30

198.96

“三旧”城市更新面积（平方千米）

约13

9.05

约6.6

约10

约8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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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资源上的后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

尤其是广州高校最为集中的天河区。院

能够为南山区乃至整个深圳市的经济可持

士数目约20人，“千人计划”专家数目高

续发展提供土地空间资源保障。

居全市首位。在专利申请方面，2016年，

（四）人才及科技

该区专利申请量19767件，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量9659件，均居广州各区之首。作为

人才是一座城市最宝贵又最稀缺的资

核心功能区的越秀区，也集聚了国家“千

源，同时也是城市发展必不可缺的动力。未

人计划”、省创新领军人才、市“百人计

来城市与城市的竞争、城区与城区的比拼，

划”等各类高层次人才约40名。黄埔区对

归根到底是人才之间的较量。尤其在21世

人才的引进极为重视，无论在人才的数量

纪以来，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拥

还是层次上都位居全广州市首位，其中

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才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

吸引和培育“两院”院士33名、“千人计

中占据先机，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

划”人才76名、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

开始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战略和政策以带

创业团队16个（占全市90%），但在专利

动地方科技的发展及经济的增长。

申请上大幅落后于天河区。

南山区作为深圳乃至全国的科技创

整体对比下，就人才资源储备对比

新中心，致力于打造中国“硅谷”，在人

来看，深圳的人才强区在南山区，广州的

才引进和政策方面相当重视。全市20名全

高层次人才集聚于黄埔区和天河区。不

职院士有12名在南山区，拥有168名国家

过南山区的人才层次分布则更为均衡，

“千人计划”专家，占全市81%，还拥有

尤其是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是黄埔的2

2503名高层次专业人才，建立起了完善的

倍有余，市级的高层次人才也数量众多。

人才梯队。相比之下，福田区拥有院士2

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储备方面，南山区

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7人，深圳市

在整个大湾区内除黄埔区外，都有明显优

高层次专业人才515名，仅占全市13%。宝

势。此外，在人才的产出效益方面，黄埔

安区截至2016年底，拥有院士6名，“千

区和南山区旗鼓相当。作为广州和深圳两

人计划”专家9名，创新科研团队22个及

市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两区在高

高层次人才1400余人。随着人才强区战

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创新产业上的产出远高

略的不断落实，南山区在实施人才强区

于其余各区，在大湾区范围内也有绝对的

战略后，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极为突

比较优势。

出，2016年南山区的专利申请量及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达47768件，在全国仅次于海
淀区。而在国际专利合作协定PCT的申请

四、基于南山区的大湾区区域协
作四向联动策略

方面，南山区高达10389件，位居全国第
一。相比之下，福田和宝安的高端人才数
量和对应的科技产出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相对于大湾区内的其他
核心市辖区，南山区有作为大湾区区域发

作为南方高等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城

展核心的良好地理区位条件、政策倾斜及

市，广州市历来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明显的经济基础并具备交通和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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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主要市辖区人才及专利申请对比（2016年）

市辖区
项目
院士
“千人计划”专家
高层次专业人才
专利申请
发明专利申请
专利授权
发明专利授权
PCT申请

南山
12
168
2503
47768
27023
20374
7210
10389

深圳
福田
2
7
515
19323
8030
9432
2520
1761

宝安
6
9
1400
26873
5255
15280
1275
1147

天河
约20
>76
19767
9659
8613
2951
266

广州
越秀
约40
约200
10348
3402
5864
815
<266

黄埔
33
76
>300
13863
5813
6796
1799
约300

注：广州全市的“千人计划”专家281人，院士77人，高层次专业人才7018人（截至2017年12
月）；天河区在广州的“千人计划”专家数最多，其次为黄埔、白云等。

符合建设大湾区增长极核的客观条件。

河为副中心，沿珠江东岸途经宝安以及东

因此，在发挥各市辖区相对优势的基础

莞虎门、长安、麻涌等地，在黄埔区北进

上，以区域协作为核心理念，以大湾区的

广州，建立创新走廊及发展轴扩散创新、

协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构建基于主要市

生产要素，主导创新资源的区域共享和联

辖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发展构想。在

动；按照“总部、研发+工程技术平台”

空间层次上，以深圳南山区为绝对核心，

模式，在南山后海、深圳湾、留仙洞总部

尤其是以前海湾为中心，充分利用自贸区

基地以及广州天河珠江新城、智慧城、金

政策，打造大湾区的核心增长极，辐射整

融城集聚总部研发、基础研发设计等“大

个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同时以广州天河区

脑”功能，企业工程技术中心或生产基地

为大湾区副增长极，带动引领大湾区北部

通过产业转移，在深圳宝安、光明新区，

片区的发展。从市辖区的区域间协作角度

东莞长安、虎门等镇以及增城、黄埔等地

看，基于南山主核心及天河副核心，深化

进行布局，形成“总部+基地”的创新产

深圳、广州内部市辖区的合作，联动周边

业全链条的合理配置。

市，形成四向联动的区域协作发展策略，
推进大湾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向西依托宝安深中通道，拓展
南山区增长腹地，推进大湾区东西岸协
调发展

（一）向北与东莞、广州联动建立创
新走廊，形成“总部 + 基地”的大湾区
协作模式

门等地一直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洼地，由

通过支持南山及天河两区内企业，发

于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水平的限制以及三

挥强大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和创新生态

角洲的隔离，湾区西岸地区一直未能与东

环境优势，按照“研发—转化—生产”的

岸的东莞、深圳以及北部的广州、佛山形

科产研联动协作模式，以南山为核心，天

成联动，经济发展水平一直相对较低，区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中山、珠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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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差异明显。然而，随着连接深圳宝

和国际交往中心“四个中心”功能的中心

安与中山的深中通道的即将通车，大湾区

城区[11]，并将南山定位为国际化创新型滨海

西岸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契机，东西两岸的

城区。因此，打造以南山前海湾为核心的

经济、文化交流必将加强。同时，深中通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金融和科技增长极

道的建成通车也将使得广大的西岸地区成

核，不仅需要南山区层面在资源要素方面

为南山增长极核乃至整个深圳、香港的经

的充分集聚，更需要在深圳市层面各个市

济腹地，对于带动整个湾区的协调和可持

辖区间，尤其是与福田区、罗湖区的合理

续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可以设想的是，大

分配。

湾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同样使得以南山
前海湾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创新资源要素
得到进一步外溢，并与东岸的创新产业走
廊形成呼应。

（三）向东联合福田—罗湖中心区，提
升南山增长极核在大湾区的核心竞争力

（四）向南积极推动深港合作，扩大
南山增长极核及大湾区的国际影响
以前海自贸区为核心，充分利用前海
自贸区在国际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方
面拥有的独特优势，开展深港两地更为紧
密的国际金融服务方面的合作，建设深港

以金融、科技创新、总部经济为核心

两地金融合作的核心载体，形成“依托香

产业的南山增长极核的建设不仅需要所

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并具有承载大

在南山区在政策、基础设施、资金及技术

湾区世界级金融中心职能的粤港澳大湾区

方面的全面支持，同时更需要深圳相邻市

CBD。与此同时，南山区未来可以加强与

辖区，尤其是“福田—罗湖”中心的全面

香港创新功能的融合，发挥深圳湾口岸位

配合。“福田—罗湖”中心区历来是深圳

于港深边界区的地理优势，通过跨界通道

的金融、经济、政治中心，然而随着“前

的便捷联系，使香港外溢的金融、科技、

海—南山”中心的建设以及福田本身空间

人才和资本等资源在南山区高度沉淀和集

资源的限制，深圳的经济中心逐渐西移，

聚，通过合作共建深港创新产业园区，促

“十三五”规划亦明确指出，要将南山区建

进跨境资源要素流转和互通，拓展国际化

设为具备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

创新产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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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mong Major Districts with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uo Yuanyuan
Abstract: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once again calls for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to jointly buil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In order to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ll cities and municipal districts in the bay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mpetus, l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alen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six major municipal districts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s Tianhe.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Nanshan
district has obv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llowed by Tianhe district.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idea of taking Nanshan district as the core of growth pole
and Tianhe district as the secondary one,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y and suggestion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our directions interconnected the Greater Bay Area
while centering on Nanshan district.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district; bay
area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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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伙伴”到“合伙人”：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关系演变及合作路径探讨
◎

蔡丽茹

摘 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和区域特殊性，回顾三地自改革开放以来“伙伴关
系”的嬗变历程，指出目前珠三角与港澳的协同关系遭遇的挑战及其背后的制度瓶颈，并
提出从“伙伴”走向“合伙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关系的重构方向与合作路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关系 合作路径
【中图分类号】K90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4
香港+澳门”，即原来的大珠三角如何作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和区域
特殊性
（一）概念辨析
自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

为一个整体来谋划 [2]。也就是说，我们理
解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城市群的重点，应放
在关注三地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上面，“湾
区”不胜枚举，包含“粤港澳”三地的湾
区才是真正特殊和重要的。

（二）区域特殊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来，粤

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首先要明确这

港澳大湾区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个区域的特殊性。它不仅是一个地方指代

笔者很同意王缉宪老师用OPP（Obligatory

或区域范围，更是具有京津冀、长三角及

Passage Point，强制通过点）来形容粤港

世界上其他城市—区域所不具备的一些特

澳大湾区的概念，他认为“湾区”提法是

殊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主动的解决区域问题的尺度政治手
[1]

1. “大而高”的区域

段 。赞赏李立勋老师指出的：粤港澳大

诚然，无论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还

湾区的关键词不在“大湾区”三字，而在

是经济总量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接近世

“粤港澳”三字，而且核心是“珠三角+

界级湾区水平。另外，其特殊性实质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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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密度上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呈

是推动这个地区成为中国和世界明星区域

现出巨大的人口与经济密度。例如香港这

的主要机制。如果把京津冀的区域关系形

个不到11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聚集

象比喻为“父子关系”，把长三角形容为

了700多万人口、2万多亿元GDP，而其土地

“兄弟关系”的话，那么，回顾粤港澳城

[3]

开发强度只有20% 。如此巨大且高密度的

市群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关系就好比

城市区域不仅是一种空间现象，更是一个

“伙伴关系”，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

带来效益与价值的空间过程。

段。

2. “跨制度”的区域

个密切联系的区域；但它同时又是一个

（一）第一阶段（1978年至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港澳为中心的自发性
产业协作

跨制度的区域，简而言之就是“一国、两

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广州

制、三个关税区”。三地意识形态、政治

一枝独秀，与周边形成城—乡、工—农的

体制、法律体系、经济体系都存在较大差

二元体系 [4]。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特区

异，可以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城

的设立，深圳等沿海城市获得了更为灵活

市区域治理架构。大湾区区域协作是在

的外贸和投资自主权，而香港经过20多年

“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不同行政等级和制

的发展也暴露出空间不足、产业转型困难

度体系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内部有特殊

等问题。在市场作用力的驱动下，香港的

的运营成本和效率磨损。

城市空间和产业功能，首先选择向距离临

3. “不平衡”的区域

近并具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深圳

大湾区内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明

方向拓展。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连同技

显。首先，区内发达城市与发展中城市并

术、管理、营销、信息等资源，以“三来

存、城市与乡村并存，不论是城市与城市

一补”等形式，按“前店后厂”地域分工

之间，还是城市内部，贫富差距较大，基

模式，大规模向珠三角转移 [5]。东岸的深

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其次，中央对湾区内

莞惠有效地承接了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以

不同行政单元甚至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明

出口导向型经济带动了加工工业的高速发

显的政策差异。

展，东莞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粤、港、澳三地地域上相连，语言
文化上相通，“九市两区”一直以来是一

因此，在明晰概念和特殊性的前提

西岸的珠海、中山和江门一方面主动接受

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共识：粤港澳

香港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利用自身较好

大湾区的建设，核心和关键是区域协作。

的国有工业基础发展乡镇和个体经济。在
此阶段，各个城市经济呈现出高度的外向

二、“伙伴关系”的嬗变：制度
改革与创新释放巨大推动力

型特征，从经济关联度来讲，已经形成了
直接指向香港或者以香港为代表的国际
市场的区域经济格局。1989年广东外贸出

4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特区建设，

口额81.7亿美元中，经由港澳实现的超过

20年的港澳回归，粤港澳之间的协作始终

80%；自香港进口的货值达35亿美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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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进口货值总额的72.5%。概括而言，

元减少了行政管理约束，获得了更大的发

本阶段里面香港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龙

展自主权，它们能在规划、土地使用、税

头，与内地构成市场自发的加工贸易合作

收、招商引资上享有一些原来没有的优惠

伙伴关系。

政策。此外，为应对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
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各县级市

（二）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
至2002年）：多元竞争主体与空间碎化

资源，并通过加强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招

研究这一阶段的区域关系必须结合

商引资等策略，积极扩大本级财政收入。

政区调整政策来谈。1993年，国务院颁布

有学者形象地比喻到，这时期的县市政府

了《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和《关于

就像企业家一样经营着城市，好与相邻

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大力鼓

县市展开竞争 [6]。城市多元竞争主体的分

励发展中小城镇。在中央“放权”政策的

散化发展确实推动了区域经济水平上台

诱导下，全国上下兴起了“设市热”。广

阶（如图3），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市

东的“撤县改市”的高潮也出现在1992年

县同城的行政管理单元越来越“破碎化”

-1994年（如图1），珠三角地区3年内共

（Fragmentation）等一系列问题[7]。

最大限度地集中辖区内的自然资源和土地

新设县级市16个。到了1994年，整个珠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

角核心区除了斗门县以外，都成为了城市

粤港澳原有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开始

型政区（如图2）。

逐渐转变。香港服务业向珠三角大中城

政区升级使得原来的县一级行政单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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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0年与1999年广东政区空间格局——空间破碎化、分散化的发展

如物流、金融等部分取代了香港的“店”
的功能。“后厂”向内地扩展，“后店”
呈现本地化，珠三角逐渐形成了“后店后
厂”的格局。概括而言，此阶段珠三角呈
现多极化“拼图式”的区域格局，三地处
于“普遍繁荣、分散决策、全面竞争”的
关系状况，地缘关系逐步从过去的互补性
转变为竞争性。

（三）第三阶段（2003 年至今）：大
城市再中心化与政府制度性合作

图3

1992年珠三角新设县级市区划前后
人均GDP变化情况

至21世纪初，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

如果说之前的“撤县设市”是为了增

分权化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

加行政主体，通过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的

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

话，那么从2000年后开始的撤县（市）设

此同时，行政区经济的壁垒阻隔、区域发

区，则是为了减少管理层次，以便集中权

展不协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

力，发挥大城市的资源组织和配置能力，

区域市场分割和市县之间矛盾不断。为进

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调控（如图4）。

一步巩固分权化发展的成果，推进区域一

在此，撤县（市）设区成为了突破行政壁

体化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在分权与

垒最简单直接的手段[8]。

集权中寻找平衡点，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两
方面。
1. 通过“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
划手段实现大城市再中心化

2. 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规划和制度性
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央和省政府层面，采取的措施
是通过区域规划的手段，使得国家和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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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9年与2017年广东政区空间格局——大城市再中心化

的大政方针能更切实有效地转化成区域
[13]

制度性合作为主的特征。但事实表明，撤

议程和城市政策 。2003年，《珠江三角

县（市）设区只是通过行政强制力把城市

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

的“外部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内

颁布；2008年，国务院批准出台《珠江三

生性的体制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

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决。近年来，粤港澳原有的互补性有所减

年）》；2009年粤港澳三地联合编制完成

弱，并在一些领域出现分歧，更助证了自

了《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

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作用有限。

究》，作为我国第一个横跨不同制度边界
的空间协调研究，把统筹城乡和促进区域
[9]

协调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地方

三、珠三角与港澳的协同关系遭
遇挑战及其背后的制度瓶颈

政府层面，创新性举措是尝试将权力上移
到城市区域尺度，建立区域联盟或区域协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过程

调机构：广佛肇、深莞惠、珠江中三大都

中，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创新起到了重

市圈政府联席会议在此背景下相继召开。

要的作用。然而，制度有其时效性和局限

2010年和2011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性，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分别签署，三地

一些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粤港澳城

合作逐步从产业经济延伸至科技教育、基

市群发展的新形势。仔细分析可见，当前

[10]

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 。2015年

粤港澳城市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背后都存

开始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这三

在相应的制度瓶颈。

大“自贸试验区”启动，开启以点对接的
概括来说，进入21世纪，粤港澳的合

（一）三地尚未就共同行为目标达成
共识

作机制显现出以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调控与

粤港澳三地涉及九市两区，每个城市

合作平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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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政府在资源配置中

留在口头契约、君子协定的层面，缺乏一

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政府各自关

个具有约束力的执行机制和公平的成本收

注的重点仍是自身的“一亩三分地”，典

益分担机制。总体而言，粤港澳城市群着

型表现为行业地方保护。比如香港的医疗

眼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机制还远未

服务和法律服务作为传统优势服务业，为

形成。

了保持其行业权威和经济地位，对内地放
其衍生产品的发展，香港基于金融安全考

（三）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不足，推
动自主创新缺乏制度保障

量，在线支付一直管制较为严格。此外，

如何提升粤港澳城市群的创新能力，

各市对于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划的

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战略转型的

区域公共问题，并没有进行整体性和一致

关键问题。从粤港澳城市群的实际情况来

性的思考和顶层设计。例如海水、船舶污

看，在三个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一是科

染等区域性污染问题涉及湾区中的多个城

研力量相对不足。根据2010年第二次全国

市，但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湾区共同问题

R&D资源清查的数据，作为中心城市的广

开一直持谨慎态度。相比内地在线支付及

[11]

去协调和处理 。总的来说，粤港澳三地

州，各类科研院所总数仅有975个，远远

目前仍着眼于利益驱动的短期性、事项性

低于上海（2084个）与北京（2026个）。

的协作，对整合湾区的整体发展愿景和资

同时，由于实体产业外迁珠三角，香港的

源流动的机制设计探讨比较少。

研发创新水平已多年停滞不前。二是粤港

澳创新人才缺乏互动与交流。香港有亚洲
（二）区域协作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一流的教育资源，每年都培养大量的科技
深度融通面临制度挑战
人才，但由于缺乏制度激励，很少进入珠
粤港澳三地的紧密协作是粤港澳城 三角地区创业就业。三是由于知识产权缺
市群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尽管粤港 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开
澳三地在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上已经有所 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很多企业不得
进展，但在一些核心利益面前，依旧缺乏 不放弃自主创新，而采用以抄袭和模仿为
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深度合作仅仅处于 主的创新策略。
初步阶段。以港珠澳大桥为例，从促进要
（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跨区
素流动的角度出发，连通深圳前海的“双
Y”布局显然比目前的“单Y”布局（连 域环境治理存在制度性障碍
通珠海、澳门和香港）更加合理。然而，
粤港澳三地的制度障碍已经成为导致
粤港澳三方出于自身利益的相互博弈导致 区域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一方案未能实现。另外，“条块经济” 制度障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层
与“空间破碎化”现象也反映了粤港澳城 面的障碍。由于粤港澳分属不同法域，广
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的缺失。目前，粤 东环境部门在管理和协调区域性环境问题
港、粤澳联席会议虽然建立多年，但由于 时，会涉及区际法律关系的处理，需要得
行政法律制度的差异，过去很多事项都停 到国家的授权才能执行。二是标准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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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粤港澳在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

央政府协调成立一个常设的跨界城市协调

放标准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也成为区域

平台。这里采用“平台”，是指一种“弱化

环境协同治理的主要障碍之一。

层级”的、通过连接实现双方或者多方直
接对等交流的构建。在平台内部，一方面

四 、从“ 伙 伴 ”走 向“ 合 伙
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关系的重构
与合作路径

可以把湾区其他重要主体如商会、协会、
学会、非政府组织等纳入，增加其与各级
政府机构的沟通和“配对”（比如资金供
需或者区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赋予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的发展

此平台足够的协调组织权力、约束力和执

机遇。一个更加高品质、平等化、网络化

行力，下设特别行动基金以及针对不同领

的世界级城市群将会是中国更好参与全球

域事务的部门，就基础设施建设、营商制

竞争、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而在“一

度环境构建、公共服务衔接、征税收费等

国两制”下创新区域治理模式，如何重构

方面进行全面的协调统一，实现合作收益

粤港澳区域关系，促进三者深度连接和融

和合作成本的合理分摊。此平台可在现行

合呢？笔者认为，从“伙伴”走向“合伙

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进行深化。

人”是粤港澳大湾区关系重构的方向。合

其次，在加强纵向部门协作方面，通

伙人是法学中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以其

过部、省、市的工商、人社、经济、科技

资产进行合伙投资，参与合伙经营，依协

等重点部门的衔接合作，推动城市群市场

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并对企业债务承

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最大

担无限（或有限）责任，是一个基于长远

限度降低要素在城市群内部流动的成本。

共同目标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如
神通、普遍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话，那

（二）关注和顺应民心，加强三地非
正式合作交流

么未来的发展应当走向目标一致、红利共

要从“伙伴”关系走向合作无间的

享、共同缔造的“合伙人”关系，具体的

“合伙人”关系，除了切实加强跨界地方

合作路径有以下建议。

政府间的正式交流与合作之外，还必须要

果说以往的粤港澳合作是优势互补、各显

（一）探索建立更高层次的跨界城市
协调平台

在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之中取得共识。
用习近平主席的话就是：“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一个跨界的区域协调规划只有顺

针对当前珠三角地区面临的“行政壁

应民心才能成功。而一个得民心的发展规

垒”和“空间破碎化”等问题，必须要对

划，不是单靠政府力量和长官意志自上而

现有城市治理体系进行整合和创新，构建

下打造出来的，而是靠上上下下寻求共识

完善的、面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协调治理机

和认同的基础上逐步营造和推进的[11]。这

制。

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较多，包括推进区
首先，在加强横向的区域协作方面，

域旅游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加快探索跨

可探索建立新型“中央集权”制度，由中

区域人口流动政策[12]，着力搭建粤港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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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间机构合作平台等，从而切实加强社

和保障体制机制，在通关、住房、税收、

会公众对跨界合作收益的认可，奠定坚实

教育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优惠和支持；第

的基础，最终达到通过整体的社会进步，

三，探索成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完善知

促进背景不同的城市更进一步的目标。

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构建与国际接

（三）推动粤港澳产研协同创新，构
建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  

轨、适宜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
境。

创新驱动的转型，就必须提升粤港澳城市

（四）推进大湾区环境污染协同治
理，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群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珠三角地区已经

目前粤港澳城市群的跨区域生态环境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制造业中心和和物

问题日益突出，亟须建立深化跨区域的环

流运输枢纽，香港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并拥

境治理体制机制。一是继续深化和完善粤

有亚洲一流的科教资源，深圳是高科技创

港澳现有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建立统一的

新中心。因此，从现有粤港澳城市群的实

粤港澳环保合作协调组织；二是在环境规

际情况来看，推动粤港澳产学研协同创新

划、管理、标准、监测和评估方面实现统

无疑是提升粤港澳城市群的最佳路径。然

一，促进环境信息互通共享、治理行动同

而，目前粤港澳之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由

步和技术措施匹配；三是完善区域协调机

于缺乏制度保障仍然较为滞后，急需从以

制，充分发挥综合决策委员会、城市联盟

下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第一，

等民间组织协调机构的作用，协调解决跨

建立健全珠三角企业与港澳大学、研究

地区、跨流域重大或突发环境问题，联合审

机构的产学研合作体制机制，包括研发平

批有区域影响的建设项目；四是尽快建立

台的合作建设、项目审批、人才培养、资

大湾区跨区域的环保联合执法机制，建立

金管理、知识产权和成果的分配；第二，

统一的环境执法工作台账和动态档案，联

建立港澳人才引入内地创业、就业的激励

合查处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和污染纠纷。

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由要素驱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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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iends” to “Partner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Path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Cai Liru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regional particularit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tnershi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the three regions, and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behind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ong Kong and Macao. It
describes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friends” to “partners”, which i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path for this region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reg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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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推进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历程及未来发展思路
◎

邹

波 宁超乔

摘 要：以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和重要事件发生为时间脉络，对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
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与思路、机构调整与队伍建设、技术手段与管理方式、服务
管理内容等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针对当前广州市流动人口现状及新发展形势，从4个
方面提出未来广州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思路及建议。
关键词：改革开放 流动人口 广州
【中图分类号】D631.4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5
广州作为全国流动人口 ①的主要聚集

发生为时间脉络，对改革开放40年来，尤

地之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直是一项重

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州市流动人口服

要工作。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城市经济

务管理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对于一些经验

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形势的发展与变

进行总结和提炼，根据历史和现状分析探

化，广州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法规、服务管

索未来的发展思路，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理思路和技术手段，开展了许多探索和创

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新，在全国形成了超大城市人口治理的经
验和示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如何更好满足流动人口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从而继续引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服

一、服务管理理念与思路转变
（一）从防控到综合调控

务管理示范，是广州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1.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以防范为主阶段

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必须要面对

广州作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前 沿地，

的问题。以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和重要事件

伴随着自由灵活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多的

【基金项目】2018 年度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历程及近年来流动变
化研究”成果。

47

广州经验
GUANGZHOU EXPERIENCE

内地人口涌入广州尝试自由开放的经济环

疑人当中有超过80%是外来流动人口，其中

境。1988年广州市流动人口达到117万，仅

又有超过85%在被抓获前居住在出租屋[3]。

次于上海，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城

政府和社会一致认同将出租屋纳入重点进

[1]

市 。大量人口的涌入，在短时间无法找

行管理。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房

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和生活来源，难免滋生

屋租赁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

各类犯罪活动。社会治安问题一度成为改

号），确立了“以屋管人”、“人屋同管”、

革开放后广州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动静结合的流动人员管理方法。《关于加

1984年，广州市内的流窜犯罪案件就有1071

强流动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以屋

宗，1986年上升到2603宗，其中流动人口犯

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的工作思路，

[2]

罪率占80%以上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广

将防范对象从流动人口这一特定群体转移

州市建立了防范型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到具体的行为或行为对象。

主要是由公安机关带头，对流动人口的居

3.从管控到综合调控阶段

住、经营等行为以及证件等进行管理。

亚运会举办以后，广州市良好的社

《广州市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穗

会秩序得到根本性巩固，开始将流动人口

府[1990]60号）明确了加强对暂住人口的

管理理念从防范、管控向综合调控转变。

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目标。

2014年2月25日出台的《关于加强我市人

2001年8月1日，出台了《广州市流动人员

口调控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穗府

IC卡暂住证管理规定》，明确了公安局

[2014]10号）设置了广州市到2020年全市

是主管部门，将IC卡暂住证定义为“记载

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的目标，第一

本市辖区内流动人员合法身份的暂住证

个主要措施就是“加强人口宏观调控”。

明”，提出“不按规定申领流动人员临时

2016年2月22日出台的《广州市人民政府

登记证，或者流动人员临时登记证过期后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未就业仍在本市暂住的，按本市关于加强

见》（穗府[2016]3号），提出进一步调整

‘三无’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处

城市户口迁移政策，包含了“科学控制城

理。”这一时期对于流动人口主要还是以

市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内容。近几

防范为主，再加上严格的管理措施。

年出台的政策表明，对于流动人口管理思

2.从防范为主逐渐转移到管控阶段

路已经逐渐从防范型严管过渡到综合调控

2003年，《收容遣送条例》被废止。

总基调上来，调控还是主要的思路。

广州市对《广州市流动人员IC卡暂住证管
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原规定中对
不按规定申领IC卡暂住证，或者IC卡暂住

（二）从管理为主到权益保障、服务
与融合的转变

证过期后未就业仍在本市暂住的流动人员

1.以管理为主的阶段

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

199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州市

处罚规定。防范型管理理念进一步淡化，

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穗府[1990]60

开始转向具体行为和对象进行管控。

号）是广州第一个专门针对流动人口实

2000年前后，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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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户口管理、劳务经营管理、收费管理

本、服务为先”的管理理念上来[3]55。

和处罚，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流动人口实

3.进入服务与融合发展阶段

施管理。1999年6月开始施行的《关于加

2010年以后，广州市相关部门出台了

强流动人员管理的通告》（穗府[1999]46

多个针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配套文

号），总则主要内容为“为加强流动人员

件，涉及流动人口医疗、入户、住房以及

管理，保障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

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其中，2013年8月5

社会治安秩序，促进本市经济和社会发

日印发的《广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

展”。这个文件仍然将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点工作实施方案（2013—2016年）》（穗

放在第一位，但是首次将流动人口的合法

府办[2013]36号），是第一个系统地指导

权益放到总则当中，并且放在维护社会治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样享受基本公共

安秩序之前，流动人口权益的重视程度得

服务的具体方案。2014年2月25日出台的

到空前提升。

《关于加强我市人口调控和服务管理工作

2.从管理为主过渡到权益保障

的意见》（穗府[2014]10号），首次在文

2001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州市流

件名称当中将“服务”前置于“管理”。

动人员IC卡暂住证管理规定》（广州市人

2014年成立了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

民政府令第13号）首次明确了流动人口的

局，在部门名称上将“服务”前置于“管

权利保障内容和方式。该规定尽管设置

理”，扭转了管理为主的理念，体现了服

了享受权利的严格条件，但是对流动人

务优先的思想，随后出台的相关文件都将

口权利保障较为全面，对流动人口从管理

“服务”前置于“管理”。2016年实施的

为主逐渐过渡到综合权利的保障。2005年

《广州市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2016—

颁布的《广州市流动人员权益保障与管

2020年）》提出，要率先全面规划户籍和

理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宣示“保障流

非户籍人员的融合融入、率先探索破解中

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管

国超大城市大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

理”，表明了广州市对流动人口实施权利

2018年3月29日出台了《广州市来穗人员

优先、以权益保障为核心出发点。2008年8

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穗府规

月18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流动人员管理规

[2018]9号），2018年4月9日出台《广州市

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仍然将

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保障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放在总则第

（试行）》（穗来穗规字[2018]2号），构

一条，提出流动人员管理服务工作遵循权

建了来穗人员服务为主、服务优先的思想

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用第二章整章（第

路径和政策体系。

九条至第十二条），以及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等对权益保障相关

（三）从设置门槛到共享发展成果转变

事项进行了明确。广州流动人口管理理念

1.设置较高进入门槛和收费

从管理向服务转型的标志是2009年《广东

流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由于其中一

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的出台，这份

些人没有一技之长和不适应城市生活，

文件将广州流动人口管理带向了“以人为

加上城市住房、交通、市政等设施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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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度被认为城市发展的负担和阻碍。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

在“属地管理”的政策背景下，广州与全

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

国其他城市一样，通过设置较高的就业和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

入户门槛、征收税费等形式减缓人口的流

意见》《居住证暂行条例》等四个国家层

入。广州市政府对外来人口征收的税费主

面的政策文件，强调了流动人口对城市发

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出租屋治安

展的重要地位，强调促进人口城镇化、外

管理费、证件工本费等。

来务工人员市民化。2014年2月25日，广州

2.取消收费，降低进入门槛

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我市人口调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化加快

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穗府[2014]10

和城市产业发展，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

号），提出要增强来穗人员对广州的归属

槛进一步降低，在城市的重要地位逐渐凸

感和认同感，促进来穗人员积极参与城市

显，之前征收的相关税费被逐步取消。在

经济社会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根据《关

《关于改革我市常住人口调控管理制度的

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

若干意见》（穗府[2003]72号）中，规定

知》（发改规划[2014]1229号）制定的“广

废除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或类似增容费的

州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要

费用。2008年8月18日起施行的《广州市

点”，提出将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成

流动人员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本分担机制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提出形成

第10号）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律

与常住人口规模相挂钩、事权与支出责任

依据或者未经依法批准，任何行政管理部

相匹配的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财政成本分

门和机构不得向流动人员收取、变相收取

担机制。广州市政府越来越重视流动人口

任何费用或者附加任何义务。”并且在第

的市民化，体现了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八条第二款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将流动人员管理和服务所需的经费，纳入
正常的财政预算。”第十九条规定：“暂
住证实行统一编号。暂住证的登记、发放

二、机构调整与队伍建设
（一）工作领导小组及专门机构

和续期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根据《关

根据《广州市区人口机械增长的管

于取消我省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的通知》

理试行办法》（粤府[1985]89号）规定，

（粤价[2012]172号），广州市政府常务会

成立广州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办公室，实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停止收取治安联防费

际上这是广州第一个专门针对城市新增

有关问题的请示》，决定从2012年8月1日

人口实施调控和管理的部门。根据《广州

起，停征流动人员治安联防费，提出将治

市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穗府[1990]60

安联防所需费用由地方政府进行资金支

号），广州市暂住人口管理领导小组的常

持，由当地的财政部门统筹解决。

设办事机构为市政府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办

3.敞开大门，市民化发展，共享改革
开放成果
国务院在2014-2015年密集出台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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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关于加强我市出租屋外来暂住人

号）要求，街镇管理服务中心采取事业编

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穗办[2000]19号）

制企业管理的模式，统一招聘使用管理人

这一份文件中，规定市和区（县级市）两

员。2003年广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市

级政府要分别建立出租屋外来暂住人员

出租屋管理工作的意见》（穗办[2003]16

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根据广

号），要求“按照每100～120间出租屋配

州市《关于加强我市出租屋管理工作的

1名出租屋管理员的标准建立出租屋管理

意见》（穗办[2003]16号）和《关于成立

员队伍”。2003年，广州市已经组建了一

广州市出租屋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穗

支1万人的社区专职治安员队伍和8360多

文[2003]49号）的要求，成立了广州市出

人的出租屋管理员队伍 ②。2004年12月出

租屋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

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

政府办公厅。根据《关于成立广州市流动

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粤办发[2004]26

人员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穗府办

号）提出，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或整

[2004]66号），成立了广州市流动人员管

合流动人口和出租屋协管人员队伍，协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

员由县（市、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

2011年，广州市政法委下发的《关于

部门负责招聘、培训、管理和使用，但是

调整广州市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工作领

协管员不具备执法权。2005年出台的《广

导小组机构及组成人员的通知》（穗政法

州市出租屋管理员管理办法》（穗出租屋

[2011]6号）要求，广州市、区两级出租屋

办[2005]1号）对管理员工作职责、招聘、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流动人员管理工作领

管理培训、工资福利、建立和处分、辞职

导小组合并为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工作

辞退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截至2005年

领导小组。2014年，广州市将流动人口的

底，全市建立起了168个街、镇的出租屋

服务管理相关部门和职能进行了整合，在

与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管理中心之下还对

全国省会城市率先成立来穗人员服务管理

口设置1227个社区或村出租屋与流动人口

局，并作为政府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全市

管理服务站，并按照100～120套出租屋配

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和出租屋管理。

备1个管理员的比例，总共配备了7800人

（二）服务管理队伍建设

的管理队伍[3]55。
2010年前后，广州加强了组织领导工

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具体落实

作，各区主管政法工作领导为主要责任

主要是街（镇）、居（村），各街(镇)、

人 [6]。市综治办出台了《关于加强流动人

居(村)委分别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穗综治委[2010]35

了一支专职管理的基础力量。根据《广州

号）提出：“按照每150～180套出租屋配1

市区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穗府[1990]60

名管理员的标准，配齐配强管理员队伍，

号），街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分别成立暂

确保辖内流动人员登记管理到位。”2016

住人口管理站，聘请若干名工作人员管理

年开始，越秀区率先在全市设立来穗人员

暂住人口。根据《加强我市出租屋外来暂

综合服务中心，按500名来穗人员配备1名

住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穗办[2000]19

管理员。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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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全市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

系统进行再次升级，建立了全市统一的

理队伍建设逐渐朝着标准化、专业化、专

流动人口综合信息系统，确保流动人口的

职化方向发展。

管理和服务工作更及时、有效。2008年施
行的《广州市流动人员管理规定》（广州

三、技术手段与管理方式变化
（一）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

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第四十一条规定：
建立全市流动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相关管理信息

1.静态管理方式

系统的信息共享，对流动人员实行信息化

过去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是人海

管理。《关于加强流动人员管理工作的意

战术，由公安部门牵头，组织街（镇）、村

见》（穗综治委[2010]35号）提出要完善

（居）相关工作人员以簿、本、书、档、证

流动人口的信息化管理，要求“进一步优

等为载体，以户籍、身份证和暂住证为抓

化升级流动人员信息系统，确保流动人

手，对流动人口实施登记、查验，完全是一

员信息全面、准确、鲜活；加快推进跨地

种静态管理。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脑开

区、跨部门、跨系统信息共享，切实提高

始在公安部门普及，之前采集和记录的流

综合管理效能。”2014年，广州市来穗人

动人口信息被输入电脑进行电子化处理。

员服务管理局成立，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

由于流动人口规模过于庞大、流动变化频

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被作为一项重要的

繁，对于人来不登记、人走不注销、人证

职能固定下来。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

分离等问题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

局成立以来，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平台，运

种管理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静态管理。

用互联网、大数据对流动人员信息系统进

2.动态管理方式

行升级，先后建立完善了来穗人员服务管

2001年8月1日，广州市政府开始实

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应用系统、积分制入

施《广州市流动人员IC卡暂住证管理规

户网上申请系统，形成了“互联网＋政务

定》，IC卡暂住证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广

服务”的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信息系

州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技术手段的智能化、

统。

信息化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全国
发挥了领先示范的重要作用。2003年12月
6日出台的《关于改革我市常住人口调控
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穗府[2003]72号）

四、广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色
（一）服务优先、融合发展

要求建设覆盖多层级、多部门的非户籍人

广州市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触角

员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广州对流动人口和

延伸到最基层，通过设置开展全方位的专

出租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业化、个性化、优质化融合项目培训，加

快推进来穗人员在文化、经济、政治、生
（二）智能化、信息化到“互联网 +” 活等领域全方位融入广州。在流动人口的
大数据
服务内容上，为他们提供就业服务、社会
2005年，广州市对暂住人口信息网络 保险、法律援助、积分入户、权益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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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咨询；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居住证

加人口流动的引导性政策，探索新模式树

办理等基本服务，为随迁子女提供教育、

立新标杆。

文化、娱乐等服务；在管理理念上，倡导
设；在管理创新上，通过“一站三中心”

（二）从“被动管人”到“前瞻性人
口战略”转变

的方式把服务落实到村（居），通过建立

一方面，人口作为城市的重要资源，

“社会管理工作室”等部门进行服务提

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人口

升。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

也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目前我国大城

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

市公共资源的供给机制滞后。然而，面对

区、群体融入社会”。

动态、不断升级和差异化的人口变化情

“以外管外”，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建

（二）重视创新和示范的作用

况，我国大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还是采取相
对固定、定量的投放模式，不仅无法实现

2016年，广州市设立了越秀区和番禺

供方和需方的精准对接，也难以在人口变

区2个来穗人员服务管理示范区，在公共

化时做出及时反馈，供给机制相对滞后。

服务、融合发展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创新

人口政策切忌短期化。因此，要改变目前

和示范。在全市开展“五个全国率先”的

根据人口现状，进行“被动管人”的滞后

探索与创新，即率先在全国超大城市中全

性和被动性局面。明确未来人口管理的两

面系统推动来穗人员社会融合、率先在全

个特点。第一是前瞻性。应建立前瞻性的

国开展来穗人员服务管理示范区创建、率

公共服务配给和公共服务，对未来人口进

先在全国推进来穗人员融合社区试点创

行前瞻性的科学预测，并将这些预测用于

建、率先探索破解中国超大城市大量流动

规划、公共服务配置等政府策略中。第二

人口服务管理难题、率先探索破解农民工

是动态性。应建立灵活的城市人口发展和

进城后城市融入和市民化难题等，引发了

公共服务配置机制。建立灵敏的城市人口

[5]

较大的社会反响 。

互动和反馈机制，提高效率，这也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五、未来发展建议
（一）认清形势、转变发展理念，率
先建设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区

（三）吸引和储备年轻人口优化，广
州市人口结构
“人口调优”比“人才调优”更重

及时准确认清当前全国和广州所面

要，人口调优是可持续的软调优，人才调

临的最新人口发展形势，按照党的十九大

优是硬调优。重视流动人口的作用，吸

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四个走

纳、储备大量年轻人口为长期的“人口的

在全国前列”的指导思想，树立“大人口

内生性调优”做准备。维持一定规模的人

观”，减少人口管控，敞开大门吸收各个

口并构建具有活力的竞争机制才能确保可

层次的年轻人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持续的人才供应。事实上，城市人口发展

满足流动人口对城市美好生活的需求，增

和产业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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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

人口占比达到18.03%，而流动人口中16～

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相互配合的系统性和

59岁的劳动力占93.56%。可以看出，流动

互动性。高技能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互配

人口当中的劳动年龄阶段的占比较大。构

套，形成互补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高技

建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竞争机制，形成内生

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对低技能劳

新动力，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口新

动者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通

红利”转变。降低生育成本、增加教育资

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相互学习，产生城市整

源，吸引年轻流动人口迁入。提供良好的

体知识的外溢。

教育条件是吸引人口迁入和提升人口质量

（四）实现“人口红利”向“人口新
红利”的转变

的关键性公共服务。通过降低生育成本鼓
励年轻流动人口生育二孩，将流动人口旺
盛的生育潜力挖掘出来，以提高流动人口

单纯依靠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已

生育水平来弥补户籍人口生育率下降；通

经接近窗口期，而释放人口新红利是下一

过优化教育资源、提供均等化教育机会，

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鼓励留守儿童迁入，以获得良好教育来提

2017年广州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

升人口素质。

注释：
①一直以来官方、学界、社会对流动人口没有形成一致的称谓，但是代表的对象大致相同。一般来
说统计口径用非户籍人口，在广州的相关部门文件当中先后使用过暂住人口、流动人员、流动人
口、来穗人员等称谓，也有使用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称谓。本文除了专用名词、政策文件和特
殊情况以外，一般使用“流动人口”称谓。
②来源:广州日报,2007-09-28.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处.关于八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综合报告[J].社会学研究,1991(6):
20-24.
[2]涂礼忠.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对策建议[J].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3):1-9.
[3]黄石鼎.流动的城市：管理与服务——基于广州流动人口的城市治理研究[M].广州出版社, 2013:43.
[4]马建文,杨俊峰.论亚运会前后广州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管理[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24-29.
[5]万玲.广州市来穗人员社会融合的困境与对策[J].探求,2017(5):40-44.
作者简介：邹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宁超乔，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管理与城市问题。
（责任编辑：卢小文）

54

《城市观察》2018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8

The Promotion of Service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Zou Bo, Ning Chaoqiao
Abstract: Ta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occurrence
of important events as the time fram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ervice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ideas,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and team building, technical mean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content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ervice manage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n the future from four aspects.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floating populatio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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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大都市创新发展的
“质”与“量”之辩
◎

王云峰

摘

要：当前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面临发展方式粗放和增长速度变缓的双重风

险，在中长期内存在“三驾马车”动力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各区招商引资内
耗、营商环境优势相对弱化等经济增长制约因素。推动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质”与
“量”并举，建议以成果转化为导向，夯实创新驱动的动力基础，同时以结构优化为突
破，优化“三驾马车”结构，做优做强第二产业，凝聚区域合力，从发展总部经济的角
度，抓好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兑现落实工作。
关键词：国际大都市 高质量 稳增长 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6
大都市的城市地位与国际竞争力。全球城

一、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既要高
质量也要稳增长

市体系中，提升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与竞争
力，关键不是GDP总量的比较，而在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北上广深为

新时代推进广州经济建设，聚焦“国

例，GDP虽早在2016年已超过新加坡，但

际大都市”建设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

城市地位依旧难以望其项背，关键在于经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抓

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

住“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同时把握好

务等方面，即经济发展质量依然存在较大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差距。

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决定国际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决定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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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
对策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下珠三角
与粤东西北空间相互作用机制”（GD17XYJ2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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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

聚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时强调，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是习近平新

二、当前广州面临发展方式粗放
和增长速度变缓风险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
容，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

当前广州发展既存在发展质量和效

方法论。纵观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

益不够高的问题，也有经济增速变缓的压

大都市，之所以屹立全球城市体系金字塔

力，构成了推动国际大都市创新发展的双

尖，固然有其高质量的底蕴与内涵，典型

重挑战。

特征即相对均衡的高水平公共服务供给，
而稳定提升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其充分
且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之基础。

（一）发展方式粗放是广州经济质
量不高的突出表现

经济高质量与稳增长相辅相成，关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键在于创新驱动。缺少稳增长“量”的支

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既肯定了

持，高质量发展会由于底子不牢、动力

广东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指出了广东发展

不足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没有高质量

的不足，尤其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

“质”的导向，稳增长只能把蛋糕规模做

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同国际先进水平

大，而难以把蛋糕质量做好，甚至可能造

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广州建设国际大

是“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产业转型升

都市，必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

级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就广州而

时，坚持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穿经济

言，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且较为突出。

建设始终，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创新驱动。

从产业结构看，新技术新业态还未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发挥支柱作用，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长乏力

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第

困境。医药、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新产

一动力”。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

业新业态虽然增长较快，但规模合计仅占

总量屡创新高，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工业的10%左右；汽车、石化、电子三大

其动力主要来自增量的要素资源投入，尤

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6%，

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随着经济发展

但是面临市场饱和、出口订单减少等新挑

进入新时代，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难以为

战；传统商贸持续低迷，2018年上半年全

继。一方面，要素成本上涨与要素供给瓶

市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低位增长4.9%。①

颈并存，缺少增量要素投入的储备资源；

从创税能力看，广州GDP含税量偏

另一方面，投资边际效益逐年下降，尤其

低，经济活动有效转化为财政收入的水

是基础设施投资日趋饱和，进一步加大投

平不高。2017年广州GDP为21503.15亿

资的空间有限。进一步稳增长，唯一的选

元，创造税收4244.91亿元（为便于比较，

择是充分挖掘存量要素资源潜力，即向创

这一数据仅计国税和地税，不计入海关

新驱动要动力，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

代征税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含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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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19.74%，与北京（44.20%）、上海

一是“三驾马车”动力结构失衡。从

（42.61%）差距巨大，与深圳（27%）、

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构成上看，对比其

杭州（22.24%）、天津（20.77%）相比也

他城市，北京、上海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城

②

有差距。 作为总部经济、产业结构、企

市，消费占比分别是60%、57%；天津、

业规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广州创税

重庆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城市，投资占比

能力偏低，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

分别是59%、54%。和以上城市相比，广

（二）增长速度变缓削弱了广州经济
总量领先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一直保持中

州、深圳外向型经济突出，净出口占比分
别有12%、25%。具体到广州本身，消费
是主要驱动力，占比52%；投资是短板，
占比只有36%，低于以上城市。总体上，

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始终排在全国主要城

广州消费主动力的长板不长、短板突出。

市前列，2016年前连续28年名列全国第三。

二 是 产 业 结 构 转 型 升 级“ 避 重 就

从2016年开始，全国经济第三城让位于深

轻”。如果按照“转型升级就是提高第三

圳，广州位居全国第四，领先优势弱化。

产业比重和水平”的狭义观点而论，广州

从横向比较看，一方面，广州面临经

产业升级不可谓不成功，2017年第三产业

济总量与标兵城市差距拉大的形势。2017

占比高达70.94%，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

年，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别比广州GDP多

第二。但同时，和第三产业高比重对应的

8630.71亿元、6497.25亿元、935.24亿元，

是，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从世界范围

但是上海和北京的增速仅分别比广州低

看，新世纪以来美国力推制造业回归，德

0.1%、0.3%，而深圳增速比广州高1.8%。另

国布局工业4.0，我国也在推进中国制造

一方面，追兵城市步步紧逼，形势逼人。

2025，再工业化大势所趋。从广州来看，

以重庆为例，经济总量比广州少2002.88亿

“十二五”至今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元，但是增速足足比广州高2.3%。

贡献率一路走低，2011年贡献了28.6%的

从纵向比较看，“十二五”至今，广

GDP，到2017年已下降到20.9%。

州经济增速变缓趋势明显，从2011年的

三是各区招商引资存在资源内耗。

11.3%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7%。2018年第

为加快产业升级，近两年来各区加大政策

一季度，广州经济增速只有4.3%，比上年

扶持力度，如黄埔四个“黄金十条”、越

同期下降3.9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广州

秀“钻石二十九条”、天河“1+1+8”、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653亿元，同比增长

南沙“1+1+10”、番禺“1+4”等产业政

6.2%，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

策。但是，由于招商引资缺乏统筹，各区

（三）广州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分析

政策优惠幅度不一，从全市来看难免会导
致“刀刃向内”，相当一部分招商成果不

短期内，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约束和非

过是市内区际转移。部分行政区为了引进

营利性服务业影响，广州经济增长速度波

企业，剑走偏锋，通过返还高管个税、无

动明显。但在中长期内，广州经济增长主

偿给企业提供土地等政策吸引企业入驻，

要受需求、产业、区域等结构性因素制约。

从全市整体上来看，造成行政资源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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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营商环境优势相对弱化。北京、

2016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

上海GDP含税量遥遥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平4.7个百分点。为什么具备雄厚科研资

是总部经济发达，缴税量相对偏高。以世

源的广州，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却相

界500强总部为例，2017年广州仅有3家，

形失色？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其中关键。

不及北京（53家）、上海（7家）、深圳（7

近年来广州市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

家）等城市。不仅如此，许多城市还许以

调整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着力点，推动

优厚条件来穗争取总部迁移，一批名企

成果转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效果不

总部迁往外地发展（如恒大迁深圳）。总

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部经济发展不理想，究其原因，正如习近

一是高校教师科研体制还没有理顺。

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广东团审议

当前不管是高校学科评估，还是教师职称

时一针见血指出，“营商环境优势相对弱

申请聘任，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和引用率、

化，对高端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在减弱”。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获奖数量和级别等因

尤其是广州在营商环境建设体制机制上突

素占了较大分量，导致高校创新成果出炉

破不够，思考设计政策举措从政府自身层

以后，教师没有动力去推动成果转化。同

面出发较多，从企业角度谋划、研究、推

时，从高校管理的角度看，高校科研成果

动得不够，导致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属于职务发明，是特殊的国有资产，产业
化应用必须加强国资监管，高校领导层

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广州
高质量与稳增长并举
（一）推动广州科研资源优势转化为
创新产业优势

出于职责所在，倾向于从严处理，导致管
得太死。另外，政府资助课题成果的所有
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还不清晰，多
劳未必多得，限制了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二是创新成果转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广州集中了全省绝大部分的高校科研

缺失。课题组调研发展，目前广州高校推

机构，科研资源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广州

动成果转化的主力是科研处，但是科研处

的科研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科研获奖方

作为事业单位内设机构，一方面，组成人

面，向市场转化的科技创新成果乏善可陈。

员主要是一般行政管理干部，受学历和专

从高校到市场的创新通道没有有效建立起

业所限，未必了解科技成果的技术面，也

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受到较大束缚。

不一定懂得市场规则和谈判技巧，当然谈

2017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呈爆发

不上帮助教师和企业对接；另一方面，在

式增长，新增3951家，增量仅次于北京，

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机制上，目前的政策

总数达到8690家。不过和兄弟城市比较，

重点是向发明人及其团队倾斜，对科研处

总量差距依旧不小，比深圳少了2540家，

行政干部缺少应有激励。

还不到北京的一半。同时，广州高技术制

三是科研工作者停薪留职创新创业缺

造业规模仅仅体现为企业量的扩张，而没

少配套政策支持。2017年3月，人社部印

有产值的同步增长。2017年广州全年规模

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2%，比

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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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在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二是畅通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一体化

并保留基本待遇。但是从地方来看，在高

通道。在科技创新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对资

校科研院所落实政策还有难度，尤其是事

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业单位聘任制改革以后，“一个萝卜一个

用。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坑”，导致离岗创业失败者回到原单位，

更多集中在应用研究领域，以企业为主

可能面临聘任危机。

体，以科研院所为支撑，以市场为桥梁，

四是成果转化市场不成熟。为推动高

让市场决定技术的方向、成果的评价和收

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广州目前

益的分配，实现企业与科研院所及科研人

有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广州产权交易

员共赢。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创新的推动作

所广州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广州科技创新

用，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科

服务中心等交易平台，但是受地域限制，

技前沿研究，需要政府财政的持续投入，

面向全国的服务能力还不够，再加上这些

以发展大科学装置，抢占科技制高点。同

平台独立运营，信息互联互通不够，统一

时，政府作用还要更多体现在营造创新环

的技术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境上，形成规则公平、运转高效的制度土

（二）对策建议

壤。
三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化服

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

务体系。鼓励在穗高校建设一批专业的

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实现健康稳定增长，

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建设好国际大都市，从成果转化和结构优

重点引进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打造一

化两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支既了解科技前沿技术，又掌握市场发展

1.以成果转化为导向，夯实广州创新
驱动动力基础

趋势，法律素养高、商务技能强的专业化
成果转化队伍。整合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

一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政策补短

心、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技术产权交易中

板。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既需要做好

心、广州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交易平台，

顶层设计，也需要做好基础建设，尤其是

建立统一的信息联通渠道，推动资源共

成果转化的相关鼓励政策要和科研院所科

享，建立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

研管理制度相衔接。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

四是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

离岗创业返回原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制。明确高校科技成果产权，加快推动中

分配如何更科学合理等具体问题，要制定

央《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

具有实操意义的配套措施，健全科技成果

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关于“强化产权等长

转化政策体系。同时，鼓励创新，更要宽

期激励，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

容失败，不仅仅针对科研工作者，也包括

权或长期使用权”等政策的落地，广州作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班子，完善科研成

为改革开放先行地，要率先明晰高校科技

果转化过程中的监管制度，明确政策操作

成果产权，在制度探索上敢为人先。以产

空间，让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领导放下

权明晰为前提，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

被追责的心理包袱。

配机制，技术发明人本人及其团队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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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收益分配的主体无可厚非，但是应避

险补偿资金池”基础上，采用财政补贴、

免为了鼓励而鼓励的“绝对化”，建议参

贷款贴息等多元化支持手段，简化补贴资

照美国高校经验，以一定比例的成果转化

金申领程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收益，奖励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及其专业化

三是从区域合力的角度，避免行政区

队伍，把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覆盖到产业化

资源内耗，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统筹各区

的全链条。

招商引资政策，按照“取长补短”思路，

2.以结构优化为突破，推动广州高质
量与稳增长并举

给定优惠政策底线和上线，研究整合成为
全市统一政策，形成区域合力“拳头一致

一是从总需求的角度，优化“三驾马

对外”。优化全市产业布局，鼓励企业遵

车”结构，强化增长动力。以“加长消费

循市场规律，在全市产业规划布局的框架

长板，弥补投资短板，稳定出口动力”为

下跨区转移，探索税收收入在转入地与转

出发点，推动批发零售市场业态创新、传

出地之间按一定比例分成。优化区级经济

统商圈转型升级，培育发展定制消费、体

考核目标，从传统注重项目数、注册资本

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热

数统计口径转向实际引入非市内迁移新增

点，创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打造旅游

企业数和新增注册资本数等。

城市品牌；积极稳妥扩大在环境治理以及

四是从总部经济的角度，抓好政策兑

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设施建设，吸引民间

现落实工作，重塑营商环境优势。加强对

资本参与；开展中美贸易摩擦应对研究，

已出台政策措施的兑现、评估、督查，以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为蓝本，对表对标

二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顺应“再工

国内外先进城市，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业化”趋势，做优做强第二产业。在“现

营商环境。大力宣传“广州改革60条”，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中，

线上宣传与线下推介相结合，加大在央

更加突出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重点工业

媒、外媒以及新媒体的推广力度，让广州

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大服务力度，主动提

改革开放新举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业

供业务指导和有针对性的服务，切实提高

界讨论的热点、广州招商引资的亮点。把

审批效率，确保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聚焦

容错机制落到实处，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

IAB+NEM产业发展，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

腰鼓劲，重塑广州新时代“敢为人先”的

创业期与成长期的支持力度，在“信贷风

勇气和锐气。

注释：
①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网站。
②数据来源：下文如未作说明，来源均为各市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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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s 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ang Yunfeng
Abstract: At present, Guangzhou is faced with the dual risks of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and slow growth r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re are economic growth restraints such as unbalanced power structure, low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rnal consumption of investment attraction in districts, and relative
weakening of advantage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should focus o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and led by results,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drive power found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breakthrough, strengthe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unite agglomerations, exploit
headquarters economy,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implement reform polic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high quality; steady growth; innovation-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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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理论路径与现实探索
◎

曾志敏 曾坚朋 杨泽森

摘 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及科技资源的重要聚集区，广东探索创新
驱动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分析价值。通过探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政策
路径，梳理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做法，着重从创新型城市（群）建设、产业创新发
展、政产学研创新链构建、创新型企业培育等角度切入，分别在面、线、点层次上归纳
其实践经验，并对广东和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做横向比较。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成绩
得益于其政策工具的市场导向性和服务导向性，得益于对市场和企业主体地位的尊重
与培育，也包括创新体系的多层次布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上的大胆探索以及改革
者对创新有效支撑等方面。未来广东应在挖掘创新平台资源优势、探索新业态跨界融合
等方面进一步积极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 广东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4.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7
在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一、引言

标的引领下，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
质量发展在当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快速增

发展事实上已经具有了新时代特点，其基

长伴生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升

本特征表现在对于实现发展方式从高速增

级的内在要求，也在客观上不断推动国家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愈发迫

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人们对

切。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中心—外

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围”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中美经济的互补性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项目批准号：2018GZW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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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不可持续，我国既有的粗放型发展模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式难以依靠凯恩斯主义继续维系。进入中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科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机遇

技资源的重要聚集区，广东探索创新驱动

不再是简单地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

发展的历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通过

口和加快投资，而是从倒逼扩大内需、提

梳理总结广东的实践做法，试图为我国新

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获

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地方经验。

得发展新机遇。消费的扩大和升级、技术

广东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有

的创新和扩散，应当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

相当长的探索过程，近几年达到了实践高

[1]

的双引擎。 对此，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

潮。2015年中央《意见》发布后，广东跟

鲜明的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

随出台了《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

转型须依托于政府转型，既要培育新动能

意见》《广东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又要减少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

验方案》《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重点工

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作方案（2015-2017年）》《广东省经营

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实

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等主体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中

和配套方案，搭建起创新驱动改革发展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

的制度体系。其后，“国家知识产权改革

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试验田”落户广东，广东成为全国第二个

见》（中发〔2015〕8号）（以下简称《意

知识产权“三审合一”试点地区，深圳和

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珠三角相继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

战略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走中国特色

东也由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两个自

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要统筹推动科技、

创区的省份。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稳

产业、企业、市场、产品、业态和管理创

步实施，为广东科技创新和科技支撑经济

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到2017年，全年

体系和发展模式，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

全省研发经费支出超过2300亿元，总量排

实到“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进程和各个

行位居全国首位，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

方面。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实施创新发展

2.65%，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进

战略的步伐呈加速状态，但需要解决的问

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接近60%。作

题依然较为突出。如何使整体落后的科技

为创新主力的科技企业，在广东分布有约

创新政策体系适应国家创新战略转型，如

20000家，从2016年开始，广东每年约有

何在壁垒重重的国际创新网络体系中充分

1000家新增企业登陆新三板，全省在新三

利用创新合作的有益方面，如何促进国内

板挂牌企业累计达1517家，总量居全国第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如何解决

一，其中科技型企业占80%，广东科技企

高新技术积累的时间要求和技术快速赶超

业集团军的规模初步显现。

的内在矛盾，使企业创新活力永续迸发，

在科技创新与经济稳步发展、良性互

创新市场持续繁荣？面对这些创新驱动发

动的背后，是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体系性

展的诸多重要问题，各个地方的不同实践

经验。下文将在对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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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探讨的基础上，从创新型城市（群）建

哪些内容、坚持何种价值导向，是价值模

设、政产学研创新链构建、创新型企业培

型回答的主要问题。对此，学术界的观点

育等角度切入，分别在面、线、点层次上

可以概括为：首先，当下我国正经历从要

对其作完整描绘。

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阶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次，创新

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路径

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容纳产业创新、产品
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和文化创新的
综合体；最后，创新驱动以科学发展观为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

指导，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可持续

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发展为诉求。[3]2016年出台的《国家创新驱

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重

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在国家战略的高

大论断，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

度上确定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全局地位，对

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创新驱动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内

用。研究者普遍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新调整，从

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涉及多种行动者、资

过去过度重视“速度”和“增长”的思路

源和制度要素，以及要素间复杂的结构关

转向“质量”和“发展”，新理念全面更

系。[4]要素模型相当程度延续了国家创新系

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产业

统的理论传统，一般将创新驱动发展的行

结构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倾斜、产

动网络勾勒为内外分明的圈层结构，内核

品结构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倾

由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组织构成，

斜、生产方式向高效能低污染转变、发展

外层则由创新环境和支持性条件组成。政

[2]

结果要坚持共享和均衡等。 从高质量发

府的作用体现在与其他主体互动，提供引

展的目标设定来看，创新是实现这些目标

导、支持、规制和服务，以促进创新的产生

的关键步骤，创新驱动理应成为引领高质

和应用上。[5]部分研究者还将复杂系统理论

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那么，创新驱动高质

等多重视角纳入，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模

量发展的具体理论路径是什么？政府如何

型。要素模型虽然为创新驱动发展圈定了

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并落实新发展理念？本

相关参与方，但是并不能对创新过程和结

部分试图对以上问题作理论探讨，以作为

果产生预测作用，也就难以进一步指导政

对实践问题的分析依据。

策实践。以过程研究为视角，部分研究者

学术界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论

从创新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出发，

和经验研究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更具动态和预测性的理论观点。在

以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环节的区分中，创新

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弗里

过程关注创新产出（以科技论文、专利、

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等为基础，我国学

技术市场交易）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

者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模型、要素

径，诸多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和非市场化程

模型和过程模型。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包含

度会对创新产出形成总体负向或者仅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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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特定产出有积极影响。[6]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障碍表

就政府驱动创新发展的具体内容来
[7]

现为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知识创新体系建

说，郑烨、吴建南 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

设不完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不紧

提炼了政府支持行为与企业创新的主范畴

密、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可

和概念类属，构建出政府支持行为促进中

以通过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强化知识创

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放、管、给、引”四

新与技术创新的衔接、完善知识创新体系

维DSPG模型，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行为

和加强制度创新来化解。马胜利、姜博[13]

是一套组合拳，具体由简政放权（D）、

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

环境监管（S）、服务供给（P）和政策引

四条路径：完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发

[8]

导（G）四个方面构成。钟书华、王林 研

挥基础研究的创新源作用；构建大企业主

究认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离不开相关要

导型产业链创新网络，实现全球价值链高

素的支持，而区域环境、研发基础设施、

端嵌入；加强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提高

创业水平、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创新人

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依靠国家创新体系，

才及法制环境是区域创新的关键环境因

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张杰、李荣 [14]指

素。杨多贵、周志田[9]认为，支撑创新驱动

出，中国政府推动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仍

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绿色能源”“数字

属于政府主导的模式，会存在诸如相关措

制造”和“智慧地球”三大动力；实施创

施不兼容情况，因而需要发展政府主导与

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挖掘“技术创新红

市场决定相融合的创新政策模式。

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和“生态文明红
[10]

针对创新驱动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

利”等创新红利。王进富、黄鹏飞 认为，

题，相关研究人员对其治理之道有所思

创新驱动发展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考，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马文

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

才、李一凡、王弘霞[15]分析了科技体制改

及更重要的科技创新、技术集成创新，进

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进一步深化

而提高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能力，其中理

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

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制度创新是理

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应该建立以企业为主

论创新的具体实现形式，科技创新是现代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

新体系。邵培樟[16]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战

对于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
[11]

略与专利制度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学界亦有相应研究。李东兴 认识到实施

现行专利法律制度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面临不少的现实困

内涵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契合，需要以创

境：体制创新困难重重、自主创新能力不

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内涵为导向、以绿色专

足、企业创新动力不够、创新行为缺乏金

利制度之构建为突破口，从实体制度、程

融支持、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并建议

序制度和激励制度等三个维度加以变革，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政策体系、完善创新驱

以因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需。而袁

动的金融支持体系、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发

培全、牛红、李兵等[17]认为若想更有力地

展的氛围。陈鹏飞、贾慧霞、刘金石 [12]认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通过建立健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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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分类管理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加快

程度等不同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

构建起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统筹协调、职

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投资驱动阶段，

责清晰、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力

政府为了形成较大的规模经济，在资源配

的科技资金管理制度。然而，纵观以上研

置中仍然占据主动作用，地方政府在经济

究，学者们对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政府与市

利益与政绩的驱动下往往仍会忽视市场，

场关系缺乏系统思考，对这一关系的探究

行政色彩在该阶段仍为浓重，政府—市场

也缺乏国家层次大规模创新体系发展的经

没能实现很好的平衡。因而也有学者研究

验案例支撑。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过低的居民消费率和

政府有效实施创新驱动的理论前提是

过高的政府投资率极大地扭曲了我国经济

对政府—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事实上，

的发展结构，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埋下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

了诸多隐患。[20]而创新驱动才是当下政府发

中国家还是最不发达国家，政府都在经济

挥其最佳角色的有效路径选择，从投资向

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创新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在产业发

角色。政府在促进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中应

展决定权上发生了变化。[21]

该发挥何种作用，或者说政府与市场如何

这种发展逻辑的变化事实上要求“有

把握双方在这一过程中的边界是处理该问

为政府”的进一步升级，即以更为精准和

题的核心。从动能转换的动态角度来看，政

柔性的“帮助之手”助推创新发展。以上

府与市场关系是相机调整的结果。在要素

述分析为基础，本文使用政府—市场、服

驱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政府往往忽视市场

务性—资源性两个维度，将地方政府促进

作用，利用行政手段对资源加以配置，市场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工具[22]归类如

的力量与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

图1。从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属性来看，绝

尽管从“量”的角度提升了经济，但是“粗

大部分措施属于政府导向强的、强调资源

放发展”却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最终并

分配而非服务提供。同时，对企业的调研

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而投资驱动

结果显示，本就数量有限的那些偏向市场

指的是通过大规模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技

的、服务性质更强的政策措施恰恰未获得

术水平、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

企业积极的绩效评价 。由于目前我国地方

提高，该阶段具有不断趋向集约型增长的

政府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高度同质性，政策

特征。相关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不少公司尤

受阻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

其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无效投资行为，

相比于内地，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

这无疑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经济的发

地区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18]

展。 政府在实施投资驱动的时候，往往由
[19]

发优势，同时在创新发展上的探索较多。

国有企业践行这一意图。马永强等人 的研

广东省在驱动地区经济发展中便从最初依

究发现，在促进 GDP 增长、降低失业率等

靠要素投入、投资驱动不断转变为创新驱

不同动机的驱使下，政府会干预企业进行

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开始更加

过度投资，地方政府通过补助、银行信贷

主动地促进发展转型，有力推动了区域经

等多种干预方式，对产业背景、经济贡献

济的动能转化。下文将集中梳理近年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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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做法，分析

域建设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为广东提供了

其优势与不足，并结合对北京和长三角地

宽阔的创新发展平台。2015年4月，打造

区典型经验的归纳，提出对广东以及全国

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进国家发改委等部

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

三、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广东
经验

中。2016年3月国家又提出要“携手港澳
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2017年和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

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转型中，广东省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明确

着重激活辖区企业的创新活力，使其成为

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粤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港澳大湾区成为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的过程中，广东并非一成不变，既发挥有为

经济带建设之后的又一大国家级区域经济

政府作用，也强调激发市场活力，使其在

发展战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

转型中取得了发展优势。具体来说，广东创

内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期将全面

新驱动发展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提速。
创新型省份建设方面，广东作为全

（一）创新型区域、创新型省份与创
新型城市（群）的互动发展

国科创改革排头兵的地位愈发稳固。从

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看来，多层次创

后全省被中央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新体系更有利于本地创新发展的实现。目

试点”。预计到2018年广东率先基本建成

前广东省已经实现了多层次创新体系的初

创新型省份，主要发展指标接近中等发达

步搭建工作，形成了创新型区域、创新型

国家或地区水平，成为国际化创新创业高

省份和创新型城市的三维互动。创新型区

地。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初步建成领先

2014年起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

服务性

审批简化

产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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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创新型城市群，全省基本形成创新

进，包括以研发设计和高端制造为核心的

型经济格局，主要创新指标达到或超过中

高新技术产业，以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和

等国家和地区水平，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

文化创意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从不同阶

展排头兵，有力支撑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

段演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密集型和

行列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明显加快，劳动密集

创新型城市建设方面，多点开花、以

型产业发展速度下降，企业技术进步、创

点带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均衡发展。目

新发展的步伐加快。而深圳创新路径则是

前广州市和深圳市分别瞄准“全面创新改

以模仿奠定创新基础，通过对技术产品的

革试验核心区”和“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分解学习以缩短与原始产品间的技术差距

目标，珠三角地区也已经启动建设“自主

并降低研发成本；以追赶和效率打破创新

创新示范区”的工作，多个城市已经提出

壁垒，从模仿转型为自主研发，尤其是增

自己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和具体实施计

强传统制造业的现代化设计，推动低端产

划。为了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均衡推进，

业向高端化发展；以创新创业引领发展，

广东统一规划全省创新型城市建设，争取

打造创新创业空间，汇集人才以关键技术

到2018年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基本建成创

进行产业转化，实现技术源头创新。

新型城市，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初步建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业结

领先全国的创新型城市群，全省12～15个

构优化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金

地级以上市基本建成创新型城市，广州、

融业和文化产业是珠三角的主要支柱性

深圳、佛山、东莞市等创新型城市引领作

产业，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2015

用明显，汕头、湛江、韶关市等基本建成

年以来的发展趋势看，生物、新能源、互

创新型城市。以珠三角创新突出点带动粤

联网、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东、粤西、粤北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全

术、节能环保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

省地级市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

成为珠三角经济增长新的主导方向。以深

（二）产业创新链条的优化升级

圳为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从2012年
的3878.22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7847.72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有质量

元，年均增速15.9%，占GDP的比重逐年

增长。珠三角大体经历了三次产业结构升

提升，从29.9%增长至40.3%，对GDP的贡

级，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进。20世纪80年

献率提高至53%左右，深圳已经成为国内

代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轻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

工业；90年代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为主导

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城市。同时，深圳大力

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2000年以来，

发掘并支持产业中的“隐形冠军”，培养

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制造业，以金融、物

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作为深圳创新驱动发

流、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力，

展的重要名片，如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移动

多元产业体系逐步形成。而目前深圳产

通信设备企业和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比

业发展正处于第四阶段，面向全球经济和

亚迪成为全球唯一同时具备新能源电池和

贸易格局，向更高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推

整车生产能力的企业，以及迈瑞、华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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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疆科技等。另外，珠三角也涌现出

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广东省教育部

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中国家级高新

科技部产学院结合发展规划（2007-2011

技术企业达到数万家，多家在境外交易所

年）》等；2009年广东与中国科学院达成

上市，广东的上市企业数连续9年位居国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并制定相关合作规划纲

内首位。

要；2010年广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三）政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创新

工程院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开辟了“三
部两院一省”共同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新局

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能够反映一个地区

面，该协议于2016年得到续签。经过多年

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

探索，广东省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呈现

与集成化程度，以及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

出多元深入、点线面结合的特点，大体形

对接与耦合效果。长期以来我国以研究型

成了共建示范基地、共建技术创新平台、

大学和机构引领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以企业

共建技术创新联盟、专业镇模式和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间衔

科技特派员模式这五种互动形式。[23]据不

接协同的欠缺，深刻地阻碍了科技作为第

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广东省部院产

一生产力发挥其巨大潜能。广东是我国探

学研合作累计财政投入50多亿元，带动地

索破解产学研合作难题的先行者，早在20

市财政投入200多亿元，社会及企业投入

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就通过“星期六工

1000多亿元，吸引全国312所高校、332个

程师”和“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形式

科研机构集聚广东开展产学研合作，全省

促进产学研互动，目前已经初步构建起开

累计建成新型研发机构180家、院士工作

放性、国际化的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

站121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95个、

系。具体而言，广东的经验包括：

国家级工程中心23家、省级工程中心2651

1.构建多元全面的省部院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
广东省很早就洞察到本地基础研究和

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205家。[24]
2.建设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制和
政策环境

科技创新资源的相对贫乏，因而积极发挥

政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实现路径就是

桥梁作用，率先推进省部院产学研合作，

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成果转变成现

通过引入国家层面的高端科研资源来满

实生产力。鉴于我国国家主导的科研体系

足区域巨大的创新需求。2005年广东与教

存在相对封闭性和科技成果转化本身的

育部、科技部启动了“两部一省”的产学

高门槛、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等特点，我

研合作项目，引导和支持全国高校及科研

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人

机构与广东的产业界开展自主创新全面合

才评价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作；2006年广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为破除这些障碍，广东省在实施创新驱动

会达成“自然科学联合基金”框架协议，

高质量发展战略过程中围绕与上位法的对

首创地方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接、对科研机构的激励和对科研人员转化

联合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模式；2008

过程中合法权益的保障这三个重点进行了

年广东与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制定《广

一系列立法和政策制定活动。在对接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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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面，在2015年国家修订《科技成果转

动的生产力促进服务体系。截至2015年年

化法》背景下，广东积极制定完善地方配

底，广东共有生产力促进中心142家，其

套政策，其中不少规定极具突破性和前瞻

中国家级示范中心6家，省级示范中心16

性。譬如，2016年修订的《广东省自主创

家；推进区域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广州知

新促进条例》为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松绑，

识产权交易中心、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

把承担项目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费由原

易中心、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等区域产权交

来的30%调至40%，软科学、社会科学和

易平台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发挥了

软件开发类项目，该项上限从50%提高到

重要作用。（2）加强科技服务骨干机构

60%；同样在2016年出台的《广东省促进

的培育。截至2015年年底广东省累计认定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科技成果使用权、

科技服务业百强企业（机构）111个，国

处置权、收益权进行了细化规定，包括明

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34家。（3）下放技

确科技成果转化“定价免责”保障性制

术合同认定审核权限。为便利技术交易，

度，探索实施科技成果约定转化制度等。

广东省科技厅自2013年4月起将技术合同

在激励科研机构方面，广东一方面采取出

认定登记核准权限下放至各地级以上市科

台政策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

技行政部门，并规范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权

效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将知识产权的创造

责。另一方面，广东注重建设重大科技创

运用和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作为科技项目申

新平台并发挥其引领作用。截至2015年，

报组合和立项评审过程中的重要条件和打

广东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26个，省重点

分依据，对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和机制进行

实验室共265个（其中依托院校建设的省

全方位革新等；另一方面依据地方立法和

重点实验室201个，依托企业建设的省企

政策设立应用型科技研发及重大科技成果

业重点实验室64个），实验室体系日臻完

转化资金、重大科技专项创业投资基金等

善。[25]近年来，广东还重新组建了广东省

来支持高水平科技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

科学院，并积极争取广东国家大科学中心

在保障科研人员转化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方

和国家实验室的落地，为此已经部署了4

面，广东同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经

家广东省实验室作为国家实验室的“预备

营性领域技术入股，高校教师在岗离岗创

军”。

业等突破性改革。
3.发展全面立体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服务体系

（四）创新型科技企业的培育发展
创新型科技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为

立足于本地优势，广东省在构建政

经济动力的最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

产学研合作机制过程中还尤其注重撬动

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

企业和社会的力量，促进技术领域供需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双方的对接。一方面，广东鼎力支持科技

术创新体系”，明确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服务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省、市、县完

位。但在很长时间内，我国自上而下的科

整的科技服务机构体系。具体举措包括：

技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创新主体很大程

（1）构建全省范围内分工明确、上下联

度上是政府及其主导的事业单位，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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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

2.支持引导科技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科技企业创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研发

新活力、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方面

投入成为决定区域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

起步早，实践丰富且成效卓著，是我国企

因素。同时，掌握核心科技是科技企业安

业在创新中真正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地区之

身立命之本和快速成长之源。在实施创新

一。2016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98578

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广东省出台《广东

家，超过北京跃居全国第１位，总收入、

省省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管理

净利润、上缴税收、挂牌上市企业数、科

办法》《广东省省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

技活动人员、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发明专

助政策操作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通

[26]

利授权量等指标也均位列全国第一。 广

过资金激励引导科技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东培养发展创新型科技企业的主要经验可

在积极落实国家研发费加计扣除的政策

概括为以下三点：

基础上，广东省从2015年起在国内率先推

1.打造科技企业的全链条孵化体系

出“运用财政补助机制激励引导企业普遍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培养科技企

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的政策，对建立研

业的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自20世纪90年代

发投入机制的企业提供普惠性财政补助。

开始就陆续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尤其是自

截至2017年3月，广东省财政已累计下拨

2015年以来，广东省更加突出科技企业孵

73亿元资金对企业开展的研发进行补助，

化育成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将其纳入

超过1万家科技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费后补

创新驱动发展工作考核，而且出台了《广

助。同样从2015年起，广东省设立3年60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

亿元的高新企业培育专项资金，着力支持

策意见》《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的

高新技术企业展开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

实施办法》《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天使投

活动。在广东省政府的资金撬动作用下，

资及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实施细则》《关于

广东全省研发投入经费支出逐年攀升，在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

2016年突破2000亿元，跃居全国首位，研

《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创下2.56%的新纪录。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针对性文

3.发挥金融对科技企业的支撑作用

件，实施孵化器用地政策、孵化器财政补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最活跃

助制度、孵化器风险补偿制度等系列优惠

且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群体。但是科技型

政策。广东省目前已建立起“众创空间—

中小微企业发展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

孵化器—加速器”的全孵化链条，实现对

的困境。在探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

企业全成长周期服务。据统计，截至2017

径过程中，广东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年年底，广东省21个地市实现孵化器、众

提高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的配置效率着

创空间全覆盖，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超690

手，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初步形成了科

家，在孵企业2.6万家，众创空间达620家。

技与金融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据统计，

由此可见，全链条孵化体系的构建为广东

截至2017年8月，广东省科技厅在全省范围

省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内建立了31个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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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粤科金融集团在全省范围内设立了7个

广东党政领导干部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改

子公司和5个科技金融创新服务基地；在7

革创新精神，创下许多“首次”，包括率

个地市开展普惠性科技金融试点，引导银

先推进省部产学研协同创新，率先开展科

[27]

行投入科技信贷资金超过200亿元。 广东

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2011年颁布《自主

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创建金融·科技·产

创新促进条例》这一全国首部促进自主创

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全面推进科技金

新的地方法规，2015年颁布包含多项国内

融综合性改革实验工作；展开知识产权质

首创的重大创新政策的《广东省人民政府

押融资试点，拓宽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

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等。

推进科技保险试点，分散科技企业创新风

广东领导干部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

险；组建省级科技金融服务集团——广东

神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历

省粤科金融集团，为科技企业提供高质量

史角度看，广东有开放开拓的基因。从西

科技金融服务；创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

汉起，广东就成为沟通中西、传播文明的

心平台，为科技企业提供从投融资策划到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华历史长河中

银行贷款到项目开放的全周期服务；积极

始终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地方。近

发展风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产业等。

代以来，广东又成为我国近现代革命的策

（五）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改革者角色

源地和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改革开
放以来，广东又是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先行

人是创新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没有敢

者。从地缘角度看，广东有通江达海、连

于且善于改革创新的干部队伍做后盾，创

接世界的地理之利。广东毗邻港澳，祖籍

新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改

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众多，同时是我国的

革的排头兵，广东是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

南大门，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

重要领域改革的发轫之地：在经济领域，

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口，各种思想

广东率先开展财政体制、流通体制、金融

文化很容易在这里交汇碰撞，产生新的火

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基本

花。在探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过

建成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广东是大部

程中，广东同样在干部队伍中探索建立了

制改革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在社会管

容错机制，列出免责清单，鼓励干部创业。

理领域，广东又是简政放权力度最大的地
方。经过40年改革历程的洗礼，广东党政
领导干部队伍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已

四、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广东
问题

深入骨髓，在市场经济意识、公民契约意
识、现代文明素养、国际视野等方面均有

在梳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广东经

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其改革创新精神

验过程中，广东在产业升级、科技金融、

的内涵也极为丰富，包括了见贤思齐的对

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的软肋也暴露无遗。

标意识、不甘人后的竞争精神、放眼全球

这些问题既与广东自身的教育、人才等资

的宽阔眼界、敢闯敢试的创业激情等。在

源长期积累不足有关，又与地方政府在推

摸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过程中，

动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认识和政策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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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广东的问题突出表

营企业占据广东经济的主体，但其自主创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新能力仍然较为薄弱，其研发投入仍集中

（一）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核心
作用未能够充分发挥

在模仿与完善层面，广东申请专利的主体
仍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和
港澳台投资企业。这既与企业自身情况有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广东形成了以

关（比如广东民营企业多为家族企业，未

纺织品和服饰业、食品以及饮料制造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与创新的外部环

建筑材料业、家具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

境不足有关（比如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

业、金属制品业、轻工造纸业、医药制造

融资、土地使用和优惠政策等方面都还不

业等行业为支柱的优势传统产业体系。虽

能享有同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再次，

然这些传统产业在广东工业产值中占比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不足。随着科

较大，为广东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

技的进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界限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

正日益模糊，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带

主，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大

动服务作用正日益突出。但从目前状况来

半壁江山，而且产业集中度低、产业链协

看，广东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

作水平不高、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等特点非

还不高，与互联网经济的结合程度较低，

常明显。在土地和人力成本日益提升的背

虚实结合的化学效应潜能远未充分发挥。

景下，广东传统产业所面临的冲击愈发强
非常明确，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投融
资服务支持较为薄弱

在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条件下，朝着集

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创新主体很

约化和智能化方面发展，探索与人工智

难从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获得研发所需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

资金，而风险投资这一极具创新活力的新

术的结合。但是经过多年的“腾笼换鸟”和

兴金融业态，作为国有资本和银行资本的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在广东传统产业升级

补充，能够极大程度地解决科技型企业

中的核心作用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尤其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难

烈，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其升级的思路也

具体而言，这一短板主要表现在以

问题，在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

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高层次人力资源短

着重要驱动作用。广东的风险投资市场起

缺。人力资源总体水平的提升和人才结构

步早、增长迅猛，风险投资机构呈现出向

的高端化是传统产业升级的智力基础，但

广州、深圳、珠海等省内核心城市加速聚

广东在中高层次人才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

集的态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统

短缺。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全省技能人才

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广东省私募

1088万人，仅占就业人员的16%，其中高技

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机构数量达到

能人才不足1/3。人才储备的不足严重制约

2930 家，注册资本总额接近1900亿元，

着广东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其次，民

人员规模达到2.9 万人。[28]《广东风险投资

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虽然民

报告（2017）》显示，2017年广东省创业

74

《城市观察》2018年第6期
Urban Insight , No. 6, 2018

投资案例数达到855起，投资金额约320亿

能力关系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成

元。虽然从全国的角度看，广东的创业投

败。广东近年来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资活力名列前茅，但同北京、上海等其他

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的建设，在知识产

第一梯队成员相比，广东在投资案例、投

权制度的完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

资金额等方面都逊色不少。

《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7》，广东在

具体而言，广东风险投资市场的问

中国区域知识产权指数2017年排名中位居

题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政府

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在专利质量指

扶持和引导力度欠缺，创业投资政策性引

数、商标指数等方面也名列前茅。但结合

导基金募集规模较小。目前广东的天使投

国内外发达地区的情况看，广东在知识产

资引导基金的数量和募集规模都逊色于

权人才培养、产出效率、法律制度和中介

北京、上海、浙江与江苏。其次，资本市

服务体系上都还有长足的进步空间。

场发育程度不成熟，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市

具体而言，广东在知识产权制度和环

场发展的相关实施细则亟待完善。虽然目

境的完善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有

前广东各地陆续发布了关于促进当地股

利于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政策措施尚不

权投资市场发展的相关鼓励扶持政策，但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机制不

从相关政策内容和实施效果看，部分地区

健全。目前广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产

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在吸引股权投资企

权转化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制度障碍，包

业、引进相关人才等方面发挥作用有限，

括产权归属制度的限制、管理机构和流程

而且部分政策与股权投资市场发展阶段不

设计不尽科学合理、经济激励和职位升迁

相匹配。此外，政策间缺乏统筹协调，尚

机制失调等。其次，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未形成联动机制。再者，早期投资退出渠

尚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

道尚不完善，早期投资机构的积极性受到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模糊、单一

压制。早期投资退出方式的单一和首次公

等问题，且大部分单行法都制定于20世纪

开募股（IPO）过会时间周期长等因素都

末期。这些法律中的部分条款与我国日新

会影响风险投资机构的盈利空间，压制其

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匹配，已不能够

投资积极性。目前，除了深圳主板、中小

满足时代进步的需求。广东的地方法规亦

板、创业板三个主板交易所外，前海股权

是如此，存在滞后、不一致等问题，对于法

交易中心、广州市股权交易中心和佛山市

律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鲜有涉及。

股权交易中心等四板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扩

在执法层面，也存在着对知识产权侵权行

容和成熟。

为打击力度不足、执法能力亟待提升等问
题。再次，支撑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服务

（三）科技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化中的
知识产权制度尚待完善

服务业发展尚不成熟，部分发明专利申请

鉴于知识产权制度对于科技创新和

需由省外机构代理。此外，科技中介服务

创新成果的转化发挥着关键的激励和保障

机构的总体运营绩效不佳，发展可持续性

作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欠缺，在资金方面较为依赖政府补贴和其

体系建设滞后。现阶段广东知识产权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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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扶持政策，而且对市场和技术信息的发

绕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载体建设和创新

展不敏感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最后，知识

产出成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比较突

产权领域人才紧缺。人才是目前制约广东

出的措施包括：（1）由北京市人大常委

知识产权发展的一大瓶颈问题。广东知识

会制定并实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产权领域执法人员规模相对较小，素质有

区条例》，明确中关村先行先试的政策优

待提升，这与广东知识产权大省的地位不

势，为在中关村地区全面深化科技创新提

相匹配。企事业单位中高层次人才，高新

供了法规保障；（2）深化中关村人才管

技术产业领军人才，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理改革，在朝阳望京、中关村大街、未来

知识产权律师，高新技术领域专利代理和

科学城等试点建设国际人才社区；（3）

涉外专利服务人才等都存在严重不足。

完善全周期科技孵化服务体系，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加强科技企业上

五、广东经验对全国创新驱动发
展的启示
（一）广东与其他地方创新驱动发展
实践的比较

市、挂牌培育工作；（4）落实以增加知
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增强科研人员
的改革获得感。在中关村的强大引领作用
下，北京科技创新的态势迅猛。这从北京
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上就可见一斑。根

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在我国经济

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大中华区

社会发展中属于第一集团，在创新驱动发

独角兽指数》，在大中华区120家独角兽

展方面也取得较好的成绩。同广东实践相

企业中北京有54家，独占鳌头；上海、杭

比，上述其他地方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处

州、深圳分列第二、三、四位，独角兽企

（比如重视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重视人

业数量分别达到28家、13家和10家。

才的延揽、重视发挥财政的作用、重视重

上海：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创新

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等），也有各自突

发展。上海是国资国企的重镇，截至2017

出的特点，具体而言：

年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北京：发挥科技创新资源聚集高地的

18万亿元，创造的生产总值连续数年超过

战略引擎作用。北京在被中央明确赋予了

全市生产总值的20%。而且，据统计，上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之后，开始

海70%以上的国资国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

调整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疏解

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资国

低端业态，向“高精尖”产业发力。在探

企的创新活力对于上海整体的创新驱动发

索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尤其注重

展水平至关重要。因此，上海在探索创新

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作

驱动发展路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就

用。中关村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

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

者，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科技

（1）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实施分类管理。

资源最为密集、创新创业最为活跃、高科

2013年7月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

技产业发展最为强劲的区域。为进一步发

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基于

挥中关村的战略引擎作用，近年来北京围

国企的不同属性将国企分为功能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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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类和竞争类，继而因类施策、分类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基于分区域

监管。（2）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2014

治理的思路，江苏初步形成了优势互补、

年上海出台《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

协同有序、科学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

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
行）》，这是地方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发展

（二）广东实践中可借鉴推广的经验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意见，提出了通过

通过上文对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实施的

外部开放性重组和内部员工持股相结合来

回顾、广东经验的总结以及广东同其他地

推进国企改制，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和探

方的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于更加依赖政策

索特殊股管理制度等开创性政策。（3）

资源、区域禀赋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激励国有企业推进改革创新和国际化战

的地区，广东经验有更为普遍的适用性。

略。上海将改革创新工作纳入国企部门绩

广东一方面突破了依赖资源分配、漠视市

效考核，作为个人职务晋升和奖励依据之

场逻辑的政策行为范式，另一方面特别尊

一，并且出台政策规定在对国企经营者进

重与培育企业与市场的主体地位，形成了

行业绩考核时，将国企符合条件的研发投

独具特点的发展路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入、创新转型费用等均视同利润。同时，

以下三点：

上海还鼓励市属国企积极开展以获取新兴

第一，营造创新的良好制度环境。制

技术、知识产权、高端研发人才为目的的

度环境是创新的基础，广东实践中政府最

境外投资并购活动。

重要的作为就是从法治和政策两方面着手

江苏：突出区域互动协调发展，促进

营造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

创新要素的聚集与流动。江苏由于多方面

境。其他地方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时，首

因素的叠加影响，南北经济呈现明显的梯

要就是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创新制度环

次分布，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社会发

境建设。具体而言，在立法方面，通过法

展水平差距较大，资源禀赋也各不相同。

治手段来落实创新理念和创新的激励容错

因此，江苏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

保障制度，既可以保障创新驱动发展不偏

中注重根据内部各区域的不同特点来设计

离正确轨道，又能够增强创新主体的安全

不同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区域间的互动协

感和创新行为的可预期性。这对法治建设

调发展和创新资源的开放性整合。具体而

的重点和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需要

言，江苏确定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

完善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对地方

苏北振兴”的方针：苏南地区被赋予了形

主政者的法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成更多引领型发展，在新技术、新产业、

求其探索更多运营柔性执法方式来扶持创

新业态和新机制上率先突破，为江苏全省

新，尊重创新主体的成果。在政策方面，

转型发展提供示范的使命；苏中地区的发

要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通

展则强调要深入推进陆海统筹、跨江融

过系统、长期和开创性的政策来破除制约

合，加快融入苏南、融入长三角核心区；

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对于苏北地区，江苏强调其要充分发挥后

第二，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

发优势，摆脱传统路径依赖，积极探索生

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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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广东创新活力之所以旺盛的重要原因

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差异较大的典型地

就在于政府能够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区，因此广东在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系，尊重市场运行规律，不越俎代庖，不

略时，也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的资源禀赋、

喧宾夺主，而是发挥服务企业，推动创新

经济基础和人才储备，既结合省内各地区

的职能。要借鉴广东经验，其他地方就要

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特点因地施策，形成优

加快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的

势互补、协调互动，并且探索建立创新要

步伐，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从研发到

素共享机制；又尊重创新要素趋向聚集的

产业化应用的创新全链条来积极主动地

客观规律，加强珠三角地区已有重大创新

提供服务，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各类

平台的建设，补足广东知识创造和获取能

创新主体松绑减负，同时完善政府监管制

力不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不足的短板；

度，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健全依

更争取国家大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等战

法决策机制，大力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

略性创新平台在珠三角地区落地，充分发

业、崇尚创造的宽松氛围。

挥珠三角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引领作

第三，发挥创新平台的抓手作用。由

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

于创新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创新活动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广东需要将创新驱动

中时常出现“孤岛化”“碎片化”现象，

发展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发展进

这就要求政府主动搭建创新平台体系，为

行统筹考量，充分地发挥粤港澳三地之所

创新供需双方提供对接桥梁。创新平台体

长，将港澳地区在高等教育、研究资源、

系不仅能够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更能够引

科技转移、专业服务、人才配套、法制税

导产业的聚集和发展。广东在创新驱动发

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世界级资源与广

展的实践中积极搭建了国家大科学中心

东在市场、人力、土地和工业基础上的优

（筹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

势紧密结合。

权交易平台等各种各样的平台来服务创新

二是通过内外制度改革激发国企创新

成果的孕育、壮大、交易到产业化这一完

活力。同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的国有企业

整周期。其他地方在学习广东经验时同样

虽然在数量和体量上不占优势，但也是经

要积极发挥创新平台的载体作用，加强科

济社会发展中一股不容小觑的骨干力量。

技资源的整合聚集和开放共享，打造一批

截至2017年12月底，广东全省国资监管企

面向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产业创新中心。

业资产总额突破9万亿元。在深入推进创

（三）广东实践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广东要从国企
内部制度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着手激发国企

基于对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广东实践

创新活力，使其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的总结以及广东和同级别省市的对比，本

战略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从内部制度而

文为广东下一步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言，要着力打造创新导向的经营者选拔任

略提出如下建议：

用与激励考核机制，把国企研发投入和产

一是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区域经

出绩效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其经营者的考核

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同江苏一样，广东省

机制中，并把经营管理者和研发人员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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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国家的创新贡献与其长远利益

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其次，广东可以考虑

和荣誉挂钩，建立奖优罚劣的长效机制。

采取税收优惠、资金补贴、增值收益的让

同时，从外部环境而言，要进一步完善国

渡等多重措施来加大力度引导风险投资机

企优胜劣汰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构投资与科技创新型企业。再次，广东要

打破某些国有企业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垄断

加大科技、金融、产业对接平台的打造力

地位，引入竞争机制，让国企之间、国企

度。在着力发展壮大各级政府投资基金的

和其他企业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从根源上

同时，鼓励龙头企业牵头设立各类风险及

激发国企改革创新的动力。

股权投资机构，并且充分利用广东已有的

三是加快“新科技+产业”跨界融合

股权交易中心、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新三

进程。广东有深圳、广州这样新科技、新

板企业路演中心等平台，向风险投资机构

经济极为活跃的城市，又有着全国最为庞

积极推介优质企业资源，适时向风险投资

大的科技企业全体，还有着深厚的实体经

机构开放拟上市挂牌企业库、科技创新企

济，新科技+实体经济之间的化学反应，有

业库等政府信息资源。

助于涌现大量有产业支撑的独角兽企业。

五是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

但同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广东独角兽

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广东要立足

企业的数量和体量都逊色不少。广东需

于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着手从以下三方

要通过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面促进知识产权制度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激

“新科技+产业”的融合进程来推动更多

励和保障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首先，要进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制造业进一

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广

步降本提质增效，形成实体经济与新科技

东要加快完全规范知识产权制度的地方性

相互促进、同步提升的良好格局。具体而

法律法规，出台配套的指导文件和工作细

言，广东可以从加快跨行业、跨领域的工

则，同时要整合知识产权领域各管理部门

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推动企业内外部网

的力量与资源，理顺各部门间（尤其是司

络建设，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促进

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构间）的沟通渠道，

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新兴前沿

建立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监管体系。其

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研究和探索，

次，要加大对知识产权市场的培育。广东

构建企业协同发展体系等多方面发力。

要从推动知识产权的期权化交易、推进知

四是加速推进创业风险投资等私募股

识产权证券化、完善知识产权担保体系、

权投资的发展。广东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先

健全知识产权抵押市场等多方面着手，加

进地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

快多层次全方位的知识产权市场的建设进

体系，充分发挥引导社会资本为科技创新

程。最后，要通过探索建立与完善知识产

融资的作用。具体而言，广东主要可以从

权转化的创新激励机制来提升科研成果的

三方面发力。首先，广东要打好促进风险

转化率，着力探索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中

投资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基础。这需要广

创新主体更自由的科技探索空间，更大的

东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保证对金融发展

资源支配权，更灵活的薪酬和奖励制度以

的人才需求的满足和推动投融资机制改革

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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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徐萌萌等人的研究显示，企业对内地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措施的低绩效评价集中于反非法竞
争、仪器设备共享、促进人才交流和数据共享、降低审批成本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措施主
要类属于本文分类下的服务性措施和市场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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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s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Pat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Zeng Zhimin, Zeng Jianpeng, Yang Zesen
Abstract: As the forefro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the clust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Guangdong’s explorat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analytical valu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path
of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rts out the specific ways of Guangdong’
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e discussion r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city (cluster) construction,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summarized respectively at the level of plane, line and point. What’
s more,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Guangdong is compared horizontally with other pla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uangdong’s achievements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arket-orientation and service-orientation of the policy tools, respect and cultivate market and enterprise status, as well as the multi-level layout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the
exploratio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effective support for innovation by reformers. In
the future, Guangdong should make further efforts in exploring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the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of new businesse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uangdong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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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城市稳房租的经验及启示
◎

刘

波

摘 要：今年以来，国内一些大城市房租出现非理性暴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美
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租赁市场发达，租房率高，居民“乐于”也“易于”
租房。这些国家曾经也面临房租过快增长的治理压力，后通过行政、经济与法律手段相
结合的方式调节租房市场供求，规范租房市场，保护租房者权利，确保了租房市场基本
稳定，较好地解决了房租短时期快速上涨问题。我国房地产租赁过程中存在供需失衡、
租赁市场不发达、租购不同权、租户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国外稳房租的一些
举措办法对当前我国稳定租房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稳房租 租赁市场 住房租赁
【中图分类号】F293.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8
安居才能乐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租房需求作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目

调“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群众住有

标，通过法律、行政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

所居”，“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方式调节租房市场供求关系，规范租房市

的”。当前国内一些城市房租过快上涨，

场，保护租房者权利，确保了租房市场的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

基本稳定，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国外

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最近一年平均

稳房租的经验，对我国稳定房租市场具有

租金涨幅高达20%，远超往年水平，其中

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北京市2018年7月房租环比上涨2.63%，同
比上涨21.89%，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
①

平。 房租过快上涨关乎民生问题，关乎

一、注重源头治理，确保房源供
给稳定

供给侧改革，关乎一座城市的公平居住
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城市发展过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注重房租市场的源

程中房租过快增长的问题时，以满足公众

头治理，大力发展租房市场，确保房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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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整体稳定。例如欧洲的德国，租房是

入家庭依靠HLM获得安身之所。目前法国

主流，全国的住房自有率约45%，其余55%

大约有450万套廉租房，约占法国住房的

的人口租房住。在柏林、法兰克福等一些

17%，约有1/4的人住在廉租房里。法国的

大城市更是高达60%的租房率。德国如此

廉租房租期是永久性的，一名低收入者在

高的租房率与充沛的房源供给密切相关。

租下廉租房后，即使今后成为总理，仍可

一方面，德国在租房市场制定了较为优惠

长期占有该住房。日本有超过220万套具有

的税收政策，鼓励业主出租房屋，房子出

廉租性质的“公营住宅”，占日本全国全部

租可以减免税收，因此业主有足够的积极

住宅的4.7%，这些房屋主要分配给低收入

性出租房屋，获取稳定收益，普通的居民

者、单亲家庭及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在德

家庭成为租房市场最重要的房屋供给方，

国柏林有大约 22.5万套“社会住房”，专

德国家庭户占据租房市场供给的81%。另

供低收入者租住。此外，日本鼓励民建，土

一方面，采取措施调整房屋租售比，使其

地的属性是私有，拥有土地的人可以自建

比例长期维持在合理范围，从而有利于保

自住，也可以建了之后用于出租，所以目前

护房东，繁荣租房市场。在柏林、汉堡、

日本的租赁住房中70%由私营业主建造。

慕尼黑等大城市，房屋租售比一般都处于
合理的1∶200至1∶300之间，而我国一些
②

大城市房屋租售比在1∶500以上。

二、政府适时干预租房市场，出
台房租涨幅限制性条款

同样，美国通过直接提供资金或通过
税收的方式确保租房市场的房源供给。直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市场化的租金加

接资助可以通过政府的专门项目如年度租

以严格管控，有效降低了总体居住成本。

房计划来实现，也可以给州或地方政府提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国

供组团基金，这些资助项目可用来支持中

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通常很少，但在低收

低收入家庭的租房支出。此外，美国一些

入家庭租房问题上却是一个例外。例如，

州还提供租房券来帮助低收入家庭在私有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成立房租指导理事

③

市场上获得住房。 这种租房券具有税收

会，对住房租金的涨幅进行干预调节，出

优惠，出租者可以免征贷款利息税、所得

台独一无二的《租金控制法》，控制居住

税，减征财产税等，达到鼓励房屋业主出

成本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根据该

租房屋，减少城市空置房比例，增加房源

法，纽约政府对公寓房屋实施以稳定租

④

的效果。

金为导向的“租金管制”政策。实行“租

此 外，在 很多发 达国家，廉 租 房 也

金管制”的住宅由纽约州住房和社区重建

是租房市场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司（DHCR）决定住房租金上涨的最大比

廉租房政策不仅起着抑制房价的作用，

率，房屋所有者可以周期性地申请租金上

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安身之所。例如，法

涨。所有实施“租金管制”住宅的所有者

国从1956年开始，就实施“低租金住房”

如果可以证明他们能提供基础服务并且

（HLM）制度，规定在人口超过5万的市

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每年可将房租上涨

镇中，HLM比例不得低于20%，大量低收

7.5%，但不能超过政府确定的最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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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⑤纽约市住房租赁市场上的“租金

得充分的保障，居民才能够安心居住，不

管制”住宅和“租金稳定”住宅占总量的

至于过分追求“有产”，很多家庭既“可

50%以上，完全按“市场租金”的住房仅

能”也“可以”终身租房。在德国，租房

占1/3，因此很多穷人能够租得起房子。大

者有租约保障和租金限制双重法律保障。

约占纽约市人口1/4以上的200万居民住在

当合同一方想要解除租赁关系，必须提前

受管制的公寓里，这种管制严格限制房东

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对方，解除该租赁合

⑥

提高租金。

同。对于租房者而言，只需提前3个月书

同样，自2005年以来，德国政府实施

面告知房东即可。而对于房东来说，就需

“房租刹车”政策，制定《租房法》。德国

要根据租赁时间来判断需要提前多久告

各联邦州可根据《租房法》制定自己的“房

知租房者。一般而言，当租赁关系少于5

租平均水平标准”，当租赁双方签订新租

年，仅需提前3个月；当为5~8年时，需要

房合同的时候，新的房租价格不得高于当

提前6个月；而当超过8年时，就需要提前

地平均水平标准的10%。此外，德国政府还

9个月告知解约。此外，租赁市场坚守保

加强管理，防止房租过快上涨。在德国，租

护弱势群体的道德底线原则。德国规定，

金上涨有前提：过去15个月内不能上调过

即将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孕妇、残疾

租金，目标租金不超过同等条件住房的租

人、患有严重疾病者、在此居住超过30年

金标准，租金3年内涨幅不得超过20%，并

者、高龄的老人与无家可归者等特殊，即

且每次涨价之间间隔必须超过12个月。如

使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房东及时地进行了

果房东目标租金过高，即可视为“违法”，

提前解约通知，租房者仍然有权利以书面

⑦

将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处罚。

的形式反驳房东的解约，要求继续租赁该

根据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部公布的数

房屋。当然，德国政府在保护租房者的同

据，2008年至2009年，英国家庭住房拥有率

时，也保护房东权益。要求租房者在签署

为 68%，也就是说有32%的家庭靠租房解

租房合同前必须向房东出具信用等级证

决居住问题。首都伦敦的家庭住房拥有率

明、详细的工作情况和财务状况证明。租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刚刚超过60%，有

房合同通常还规定租房者须按入住时的原

⑧

将近40%的家庭租房。 正是基于如此庞大

样交还房屋，租房期间对房屋所做的改变

的租房群体，伦敦政府成立了租金评估委

必须全部恢复。

员会，重点解决租金纠纷问题。同时，政府

在美国，房主不能以租房者的种族、

还明确规定房东加租要在租金评估委员会

性别、年龄、国籍、婚姻状况、宗教信

备案，房东加租的周期最短是一年。

仰、身体残疾等因素对租房者有歧视行
为；未经租房者许可，房主不可擅自进入

三、坚守租房公平的底线原则，
重点保障租房者权益

已出租的房屋，更不能无故骚扰或者逼迁
租房者。美国大部分城市都规定，在合同
期满之后，如果房主需要租房者迁出，至

保护租房者的权益是尊重和保护人

少需提前30天书面通知租房者。美国洛杉

权的一种重要体现，只有租房者的权益获

矶等城市禁止房东提前解约，只有在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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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拖欠3个月以上的房租、严重损毁房屋、

中57%是新房，37%是二手房，租赁占比只

严重影响周边其他住户的生活、未经房东

有6%。尽管2018年租赁交易额从1万亿人民

同意进行转租情况下，房东才可以以书面

币增长至1.2万亿人民币，但是占比还是非

的形式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此外，如

常低的。⑩

果房东任意上涨房租，违反了规定，租房

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灵活的税收金融政

者有权向法院起诉房东，要求房东遵守之

策，繁荣租赁市场。荷兰政府出台房屋消

前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者按照当地普遍的

费减免税，对租赁公司的出租房屋税收进

租金价格计算房租。

行适当减免，在13.1万荷兰盾以下的房屋

在法国，不带家具的出租房租期至

金额免税，超过13.1万荷兰盾的减征40%

少3年，房东在合同期内不得随便提高租

的税款。在瑞士，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渠道

金，每年只能按照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建

鼓励租赁房产的发展。瑞士《促进租赁房

筑指数和价格上涨水平进行微调。合同到

产与产权房产投资法案》中明确规定，由

期后，如果房东没有充分的理由让租房者

瑞士政府为投资者提供低息分期贷款，以

搬迁，合同可以自动延期。如需租房者离

便建成后的租赁房屋在最初运行的几年内

开，必须提前3个月通知对方。尤其是在

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

每年11月至次年的3月是寒冷季，严禁驱
⑨

逐租房者。

日本等国外发达国家租房市场配套服
务较为完善。日本租房服务市场发达，中

此外，英国、德国、新加坡、日本等

介服务机构众多，运营规范。在日本东京

国家为租房者提供租金补贴，保障低收入

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类房地产中介服

群体的住房权利。政府根据收入和家庭规

务公司，日本政府要求房地产中介行业从

模，向租房者提供住房补贴，户均补贴额

业者必须具有不动产经营管理或租赁住宅

逐年提升，保障受补贴家庭的实际补贴水

管理的认证资格，而且主管部门经常对他

平与生活水平不受到物价和租金上涨的损

们进行严格考核，以确保素质过硬。

害。英国政府按照当地廉租房的租价，为
那些租住私房的租房者提供住房津贴，并
直接支付给房东。

四、租赁市场发达，与租房相关
的公共服务完善，实现“租售同权”
发达国家租赁市场十分发达。美国的
房屋交易额6%是新房，65%是二手房，租
赁占比达到29%。美国租赁市场租金交易规
模为3.2万亿人民币，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额
为6.9万亿人民币，两者的比重大概是1∶2。
中国相反，房屋交易额为20万亿人民币，其

图1

各国新房、二手房和租赁比重
比较图

数据来源:杨现领.关于租赁市场的思考,http://
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10-17/docifxeuwws51803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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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发达国家实现“租售同

会公平。租房商品和租房市场的特殊属性，

权”，租房者享受公共服务，与购房者在

决定了政府应该在租房市场调控管理上特

政治权利、社会发展权利、社会福利分配

殊处理、有所作为。既要明确租房市场的商

权利上处于同权状态。租户只需登记注册

品经济属性，又应明确租房市场的民生属

并依法纳税，也可享受当地公共资源和服

性。目前我国租房方面的法律制度还很不

务，不受产权限制。在美国，租房者在子

健全，租住双方更多的是私下契约，没有法

女入学、社会福利等方面和房主享有同

律法规等制度可遵循，一旦出现纠纷，将面

等的权利。例如，在美国加州居住一年以

临判例困境。因此，应不断完善和深化现有

上即为加州居民，享有加州居民的福利，

调控政策，形成稳房价的长效机制。积极

子女可就近入学，以租赁合同和账单等为

探索建立稳定房租的法律性制度框架，只

证。 “同权”化后，年轻一代美国人不

有通过完善法律为租房者创造一个稳定放

再把购房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刚需下

心的环境，才能引导更多人享受租房生活。

降，这有利于平抑大城市高昂的房价。

此外，要改善供需关系，加大房源供给力
度。租赁需求是刚性需求，政府调控重要的

五、国外稳房租经验的启示意义

一条就是增加供给。要以税收等手段促使
空置房屋进入租赁市场，尽快针对第二套

稳房租是民生大事，不亚于稳房价。

房推出房产税，将一线城市大量的空置房

当前，我国房地产租赁过程中存在供需失

推入房屋租赁市场，增加房屋租赁市场的

衡、租赁市场不发达、租购不同权、租户

供给量以阻止房租的过快上涨。要加大公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诸多问题。党

租房供给力度，完善社会保障房、低租金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住房制度，并加大这类住房比例。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

第二，大力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场。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

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要真正实

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

现“住有所居”，必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

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要

的发展思想，关键是建立和落实住房租赁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

市场长效机制。结合国外稳房租的经验，

物业服务企业设立子公司开展住房租赁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举措。

业务，形成大、中、小住房租赁企业协同

第一，加大房源供给，探索建立稳定

发展的格局，满足不断增长的住房租赁需

房租的长期制度性机制，实现标本兼治。从

求。积极引导成立住房租赁管理行业协

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稳房租的经验

会，推进住房租赁企业规模化、集约化、

来看，它们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租房制度

专业化运营。搭建平台，积极促成房地产

及租户保护法律。租房市场最为突出的特

开发企业与住房租赁企业合作，建立开发

点是政府对市场的关注和调节监管应大于

与租赁一体化的运作模式。各物业服务

一般市场，政府对市场的适当干预能够优

企业通过与业主沟通实行代管、租赁、购

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还有助于实现社

买等方式筹集房源，依法开展住房租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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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允许将已批地未开工、在建、建成的

市房租疯涨的后尘，尽早采取措施，不能

商业用房、写字楼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

等房租涨到人们不能承受了再采取措施。

房，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不变，土地用

第四，出台房租限制性条款，限制房

途按程序调整为居住用地。鼓励住房租赁

租过快非理性上涨。控制房租上涨，英

国有企业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厂房、

国、德国等都制定了房租上涨的限制性条

商业办公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

款，很好地抑制了房租过快上涨。对于房

房。改建后的租赁住房，用水、用电、用

租上涨过快且还有进一步大幅上涨趋势的

气执行居民价格标准。

一线城市，政府应该制定并严格执行房租

第三，地方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切实

上涨幅度的限制性条款，比如规定每年的

加强市场监管，落实中央稳房租政策，防止

上涨幅度不得超过5％，否则予以重罚。

炒房资金推高房价，防止非市场因素如租

可根据城市租房市场实际情况，实行“一

赁中介和资本介入短期局部性炒高房租。

市一房一价”，起始租金要通过市场评

中央稳房租的政策能否真正让房地产市场

估，不得超过同类价格。采取“一年一

回归理性，归根到底还要看地方政府的贯

调”的租金管制方式，在每年年末对所掌

彻落实情况。保证租房市场健康发展，既

握的房源租金进行调整，年租金增长率不

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决不允许搞

超过±5%。此外，政府还可以把房租每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研究对我国的

调整幅度和通胀指数挂钩，既可以保障租

房地产租赁业务进行统一管理，设立专业

户的利益，又给房价锚定了一个波动略低

的房地产租赁管理机构，对住房租赁市场

的价值中枢。

上的主体、客体、承租人与出租人的责任

第五，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优化

与义务、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房屋的

租房信息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

维修等一系列租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纠纷

网+”，建立国有公益性房屋租赁信息平

隐患进行全程监管。治理租房市场，整顿

台，依托平台优势，推行阳光租赁，平台

中介乱象，加强对住房租赁企业的管理，

具备用户管理、房屋预登记、网上备案、

反对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

打印备案证明申请、房源搜索、合同网

进行恶性竞争，反对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

签、求租信息发布等多种业务功能。 设

金抢占房源，反对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

立国有住房租赁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政策

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方式抢占房源。采取多

性功能性平台作用，主动承担社会化住房

种举措打击中介违规行为，将有违规违纪

租赁市场主渠道重任、承接行政区划范围

行为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列入信用黑名单，

内住房租赁交易服务，通过市场化运作，

维护租赁市场正常秩序。依托政府服务热

为社会提供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的住

线，开通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建

房租赁服务，国有租赁房源经过严格的备

立住房租赁企业备案制度，将住房租赁企

案评估，应低于周边市场价。实施智能化

业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定期发布各省市、

监管，通过指纹锁和人脸识别的认定技术

各板块市场租金水平，引导市场合理定

应用，确保租房的安全和诚信。开发商给

价。同时，还要防止二三线城市步一线城

所有房源配备指纹锁，在入住时通过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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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身份识别，并录入指纹信息后即

租赁内容的立法监管，特别是对租房者的

行锁定，所有房源的指纹锁更换功能全部

权益要给予足够的保障。要及时发布权威

由物业公司掌握，个人不能操作，以防租

的住房租赁合同及相关配套示范文本，规

房过程中出现转租行为。

定“未经约定，出租人不得在租赁期限内

最后，加大房租补贴力度，保护租房

单方面提高租金”。采取可行措施，保障

者合法权益。房租补贴是面向低收入租房

租房者权益，试点“租购同权”，“赋予符

者的住房保障措施，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

合条件的承租人以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发放

益”，租赁房屋同等享受教育、医疗等公

房租补贴，以帮助支付能力有限的低收入

共福利，在落户方面，取消学历、工作、社

家庭得以在住房市场上租到合适的住房。

保等限制条件。完善租房金融政策，让各

加大补贴力度，可按照标准住房的租金与

金融机构依据借款人的不同需要和收入状

家庭可支付租金的差额确定。家庭可支付

况，采取灵活多样的贷款方式，完善贷款

租金，按本地区平均房租支出占家庭收入

担保机制，降低中低收入居民申请贷款的

的比重确定，这样有利于政府在住房补贴

门槛，这样可以大大缓解城市居民的租房

方面的公平。修订《房地产法》，加强对

贷款压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房地产报》,2018-8-20.
②房屋的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售价的比值,期限越短越有利于收回房屋本金.
③汪华,姜桂义.国外住房保障的基本模式及其借鉴意义.南方论刊,2008(5).
④路军.国外住房保障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北京房地产,2007(12).
⑤曾金蒂.租房也快乐——看国外如何租房.数据,2011(2).
⑥王璁.住房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当代经济,2008(10).
⑦曾金蒂.租房也快乐——看国外如何租房.数据,2011(2).
⑧刘云非.居者有其所——国外租房市场面面观.中国信息报,2011-1-19.
⑨李忠东.国外如何规范租房市场.资源与人居环境,2011(5).
⑩杨现领.关于租赁市场的思考,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10-17/doc-ifxeuwws5180393.shtml.
李忠东.国外如何规范租房市场.资源与人居环境,2011(5).
曾金蒂.租房也快乐——看国外如何租房.数据,2011(2).
和静钧.海外租房面面观.检察风云,2018(18).
李素文.中国一线城市房租形成机理和调控对策.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6).
申文金,张文主.新常态下房地产租赁市场体系建设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8(9).
陈燕,林炳耀.福利国家英国的住房政策.城市问题,2003(2).
作者简介：刘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
国际大城市比较。
（责任编辑：卢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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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Stable Rent in Big Cities Abroad
Liu Bo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some large cities in China have seen irrational
increases in rent, which has aroused wide social conc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and France have developed rental markets and enjoyed high rental
rates. Residents are “willing” and “convenient” to rent. These countries used to face the governance pressure brought by excessively rapid rent growth. Later, they adjust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rental market by combining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legal means, standardized
the rental market, protected the rights of renters, ensured the basic stability of the rental market,
and solved the problem of rapidly rising rent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e process of real estate leasing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underdeveloped leasing market, different right to rent and purchase, and difficulty in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enants’ rights and interests. Some 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r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stable rental market in China.
Keywords: stable rent; rental market; house l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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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国家高新区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

刘

伟 郑明亮

摘 要：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呈现历史交汇。高新区作
为我国高端人才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好地起到了极化作用。潍坊
国家高新区发展至今，已基本进入三次创业新阶段，但仍然应该在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
历史机遇下，积极主动推进高新区的经济转型发展，实现高新区的全面提升。本文首先
对潍坊高新区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进行梳理分析，并通过走访调研，重点从微观企业
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对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了高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建议，包括创新创业文化
建设、管理组织变革、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等方面。
关键词：潍坊 高新区 转型发展 创新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09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科技革

来看，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服务

命、产业变革呈现历史交汇。全球进入

业加快发展成为趋势，产业结构由工业为

“工业3.0”“工业4.0”时代，“十三五”时

主导产业向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加快转型，

期是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关键五年，决胜全

是“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变革的战略选

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

择。同时，生产结构也由劳动密集型向资

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进行转换，消费结

[1]

窗口期在2020年（迟福林，2016）。 经济

构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进

转型升级的核心是产业结构变革。从全国

行转型成为新常态（郑明亮，2015）。[2]把

【基金项目】2016 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潍坊高新区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16-ZX-SL-04）、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宅基地确权与人口城镇化的禀赋效应与路径选择研究”
（项目编号 15BJL05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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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住我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由实物

的指标体系，并据此从要素条件、需求条

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的新时代大趋

件、相关支撑产业、公司战略和竞争环境

势，就能抓住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赢得

等4个方面提出转型发展路径。[9]沈伟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权。

陈艺春（2007）构建评价国家高新区二次

高新区作为我国高端人才和高技术产

创业的指标体系，包括国家高新区自主创

业集聚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好地起到

新能力、经济发展能力、国际竞争能力、

了极化作用，因此高新区的转型发展意义

产业升级能力4个方面，从这4个方面提出

重大，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全面深

转型路径。[10]这些研究构建了不同的指标

化改革背景下如何实现新一轮高新区转型

体系，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也会提出不

发展，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战炤磊、韩

同的改进方向。

莉（2015）认为转型发展主要解决四个方

前面都是宏观总体性的研究，一些学

面的转变：实现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

者则将高新区转型发展研究具体到某一个

新驱动转变；实现体制机制从政府主导向

地方。陈家祥（2012）对南京高新区发展

市场主导转变；实现竞争优势从政策环境

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由单

向综合服务转变；实现产业形态从制造业

一功能的产业区向综合化的城市功能区转

[3]

集群向创新产业集群转变。 一些研究则是

型发展的策略。[11]张雪梅等（2013）对兰

从某一个领域提出相应高新区转型对策，

州高新区的转型发展进行研究，从产业集

林玮（2013）认为科技服务业是推动产业

群和产业生态互动机制的视角提出转型路

结构优化升级的加速器，因而应把发展科

径。[12]谢守红、苏成真（2012）构建指标

技服务业作为促进高新区转型升级的重要

体系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地高新区二次

[4]

途径来推进。 陈君（2012）则认为产业集

创业的能力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提升对

群是创造竞争优势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

策。[13]周莹、洪世键（2014）对厦门高新

是推动高新区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5]一些

区转型发展路径进行探讨[14]，杨永春和李

学者总结了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等地方发

建新（2017）以成都高新区为例对西部典

展过程中的转型经验（Rosenberg，2002；

型高新区转型发展路径进行研究。[15]

陈翁翔、林喜庆，2009）。[6] [7]

不断涌现的研究能够反映出各地高新

一些学者对高新区转型发展的研究

区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后都在进行转型发展

建立在构建高新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

的探索，潍坊国家高新区发展至今，已经基

础上，依据评价结果的分析，对指标体系

本实现了从最初的初级要素集中到产业集

中一些指标提出改进方向，作为转型发展

聚发展，再到集约集群发展的起步新阶段。

的思路。滕堂伟（2013）根据构架的指标

但从产业具备的比较优势看，无论是动力

体系提出了创新创业环境、创新要素集聚

机械产业还是光电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

度、创新能力、产业能力、全球竞争力等

和附加值，都没有形成本行业产品的绝对

[8]

5个方面的国家高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 ；

竞争优势，距离国外同类产品还存在不小

Lai、Shyu（2005）则应用波特的竞争力钻

的差距。所以不能安于现状，满足已经取得

石模型构架评价张江和新竹高科技产业园

的成绩，应该在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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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下，积极主动推进高新区的经济转型

中，潍坊高新区企业已在海洋工程装备及

发展，实现高新区的全面提升。潍坊高新区

高技术船舶、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

如何转型也值得研究，既需要参考其他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方的路径，也应该结合潍坊高新区发展实

四个领域开始产业转型实践，具有较为雄

际量身打造适当路径。因此，本文选择对潍

厚的产业基础。

坊国家高新区的经济转型发展进行研究，

2.企业基础稳固。2015年，在高新区

通过对潍坊高新区相关行业、企业和部分

所有的53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制造业有

政府部门的走访座谈，了解目前转型发展

155家，高新技术服务业有163家，合计占

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转型升级的路径，不

比到达59.3%，产值占比达到67%，已经培

仅可以为潍坊高新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决

育了一批骨干企业和高成长性创新企业，

策依据，而且潍坊高新区作为全国首批23

建成10个国家级、17个省级特色产业化

个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工程的国家高新

基地，拥有14家上市或挂牌企业和15只股

区之一，其转型发展路径也可以为我国众

票，新兴产业发展的企业群已经形成，具

多国家高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有较为稳固的企业基础。
3.创新基础夯实。潍坊高新区作为国

一、潍坊高新区转型发展现状

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要素不
断集聚。目前，已建成生物医药、光电测

潍坊高新区转型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

试、IBM智慧软件等9个公共技术服务平

发展环境机遇，一是“十三五”规划带来的

台，9个国家或行业归口的研究院所，11

机遇，二是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个院士工作站，8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

建设带来的政策机遇。国务院批复包括潍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技术工程研

坊高新区在内的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示范

究中心，8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10家专

区建设后，山东省也出台相关文件建设山

利服务机构，18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东半岛自主创新示范区，这都为潍坊高新

盟；培养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38

区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政策机遇。在这些机

人，具备较为坚实的创新基础。

遇面前，需要认清潍坊高新区具备的发展
基础，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路径。

4.园区基础牢固。潍坊高新区已经建
成的潍柴动力高新产业园、福田汽车工

1.产业基础雄厚。近几年来，高新区

业园、盛瑞自动变速器产业园、先进制造

已经将汽车装备制造业、声光电子、生物

园，聚集51家企业。潍坊光电产业园设有

医药、软件信息和新材料五大产业发展成

国家电声及固体照明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全区的主导产业，现代服务业中的电子商

心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已入驻200

务、科技服务、现代金融、总部经济、服

多家企业；潍坊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建

务外包等也充满活力，新兴产业中的职能

有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和山东省

硬件、海洋科技、文化创意、生命健康等

首个公益性生物医药中试平台，已经入驻

也在加快发展。《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

130多家企业。潍坊高新区具有牢固的园

划提出的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突破领域

区基础，先后获批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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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

此，各地区避免不了区域间的竞争。据有些

实验区，成为全国首批建设创新驱动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人员反映，由于高新技术企

示范工程的23个国家高新区之一。

业的高投入性、高成长性、高风险性和高
回报性，一些地区依靠其区位优势和优厚

二、潍坊高新区经济转型创新发
展面临的问题

的人才引进政策的诱惑，将其人才挖走，
而企业人本文化尚未形成，一些新招进来
的技术人员，经过企业上岗和外出培训、干

潍坊高新区转型发展尽管拥有较好的

中学获得了一定的专业特长，就会主动跳

发展基础，也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但通过

槽或者被猎头公司挖走。为此，很多企业

走访发现，转型发展也遇到很多问题，可

不敢进行培训，生怕替别人做嫁衣。

以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创新生态
层面进行梳理。

（一）微观层面

3.战略型企业家人才缺乏，多数企业
安于现状。盛瑞传动和歌尔声学是土生土
长的本地企业，是不安于现状而成功的榜
样，但是潍坊高新区很多企业安于现状，

1.企业组织形式滞后，多数尚未建立现

创新意识不够，整体上仍然缺乏战略型企

代企业制度。高新区市场主体数量不少，

业家，所以要培植由技术专家成长为战略

但结构不优，到2016年潍坊高新区市场主

企业家的沃土，从心理上、资金上、政策

体已经发展到1.8万户，规模以上、限额以

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帮助。

上企业仅有429家，上市、新三板挂牌企业

4.阶段性融资信息不对称，社会资金

仅有14家，占比太小。而且很大一部分企业

难以撬动。从高新技术产业生命周期来

还停留在原来初创期的规模和经营范围，

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往往要经过种子

还没走出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当前企业特

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大小不一

别是中小企业缺人才、缺资金，一个很重

的多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融资手段和方法

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法人

具有不同的特点（马晓娜，2008）。[16]调

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一些有意向风投、

查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包括处于成长

创投机构因对企业缺乏信心而望而却步。

期的盛瑞传动、歌尔声学等大企业都存在

2.企业人本文化尚未形成，高端人才

一定程度发展资金不足问题，造成这一问

流失严重。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企

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上资金缺乏，很多社

业的生命线。知识经济社会，企业的发展

会资本正在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只是资金

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具有人力资本的高端

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人才。通过走访和调查企业获得的信息
看，高新区企业的人才流失问题严重，招

（二）中观层面

聘高层次人才具有一定的难度。由于我国

1.产业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

各地区条块分割严重，市场化起步较晚，

强。就整个潍坊高新区而言，无论是从产

产业结构的趋同性明显，即使创新层次较

品吸收高新技术的能力、产业附加值的高

高的众多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是如

低、产业市场份额、行业发展潜力、对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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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经济的贡献看，高新区六大园区中能

到二次创业的“集聚”阶段，甚至三次创

够称得上战略主导产业的主要还是装备

业的产业“集群”阶段，而生物医药园、软

制造业和光电产业，而且其产品中处于同

件信息产业园尚处在产业“集聚”阶段。

行业领先水平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比

图1表现了产业集群效应的完整过程

重偏低，多数为中低档产品。以潍柴生产

和自我增强机制（穆宏浪，2012）。[17]从

的内燃机为例，车用柴油机的B10寿命作

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看，围绕着六大园区的

为衡量汽车类产品可靠性一个非常重要

“点、轴”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但还不具

的指标，美国柴油机使用寿命基本在150

备产业集群的自组织耦合作用的网络生态

万公里，欧洲柴油机基本为120万公里，

布局高端阶段的特征；从产业集群效应分

我国柴油机使用寿命仅平均为80万公里。

析，外部经济效应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发动机可靠性已经成为我国汽车行业能否

诸如集群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共享科

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技术性问题，而这个

技资源，部分园区形成了竞争、合作、互

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行业自主创新能力

补和制衡，但交易网络效应、技术创新效

不足，其主要表现在整个行业缺少诸如公

应和区域产业品牌效应没有得到体现。

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从而缺乏对
共同存在的关键技术与功能部件的联合开

（三）创新生态系统层面

发与创新研究。许多企业技术创新仍停留

1.创新保障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持续

在成本低、见效快的引进甚至仿制上，很

的内生性创新动力。潍坊高新区能够提供

少有企业能研发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独

技术资本的机构有限，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创、原创的技术和产品。

数量少，研发能力受限，而且各高校与高新

2.部分产业产品市场萎缩，亟须寻求

区企业之间在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和沟

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歌尔声学为例，公司

通较少，合作程度不高，没有形成模式化的

在2015年以前一直保持较高的收入增速，

技术资本保障。高校由于缺乏与企业的合

但是之后，主要产品电声器件受电子产品

作，研发脱离实践，对企业的吸引力小，距

发展趋势影响，逐渐进入瓶颈，收入增速

离企业要求越拉越大。一些企业选择建立

下滑。从目前看，公司很难再以声学技术

自己研发机构，但是有实力建立自己研发机

上的积累支撑自己的高速发展，必须通过

构的企业少，没有形成集聚，而且这些企业

围绕声学主题进行升级改造，外延上未来

的研发机构多数设在其他城市甚至海外，

形成“大声学”，通过转型朝着“大声学、

也有一些企业的研发是与北京、上海等地

可穿戴、传感器、精密制造”四大产品方

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甚至是外包。这

向进行战略布局实现二次起飞。很多企业

些“借鸡孵蛋”的形式只是其他地区创新

面临类似的困境，但并未像歌尔声学一样

生态环境的延伸，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转型，亟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解决企业的技术创新要求，但是无助于潍

3.产业集群外部性初显，潍坊高新区

坊高新区的创新生态环境建设。

洼地效应有待提高。潍坊高新区内起步较

2.金融资本来源单一，无法满足技术

早的产业已经由创建初期的“集中”迈进

创新转换过程中的融资需求。课题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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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集群效应

走访了解到，目前园区内大多数科技型中

已经出台鼓励上市、新三板挂牌政策，但

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是上市难度大、数量有限，新三板交易量

一是银企信息不对称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

少，这就限制产权交易市场为企业创业融

融资难，难以获取银行信贷融资支持。资

资和股权转让提供便利。

金支持的不足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自主创新

创新链条中公共服务平台非常重要，

活动和可持续发展。二是风险投资不能满

调研中发现，当前潍坊高新区公共服务平

足科技创新创业需求，风险投资行业规范

台建设从短期的效益发挥情况来看，基本

需要提升。当前高新区企业选择最多的融

达到了招才引智、集聚创新要素的作用，

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形式单一。股权、债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更新换代，设备更新和

券等其他融资方式条件不充分，难以满足

折旧速度呈加速趋势，维护成本也大大增

企业融资需求，甚至出现企业家抵押自己

加，如何实现公共资源的市场化改革，是

房产为企业融资的现象。金融资本的缺失

一个亟须研究的课题。

难以保障技术创新成功转换，也就难以吸
引更多的投资和更进一步的创新。
3.催化机制不健全，创新链条中的职

三、潍坊高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
路径选择

能环节存在短板。产权市场不成熟，产权
交易将会受到制约。潍坊高新区目前没有

根据潍坊高新区问题分析，结合高新

股权交易市场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尽管

区面临的机遇和实际发展基础，提出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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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路径，包括总体目标、战略定位和路径
选择。

（一）总体目标

1．高调推进创新创业文化建设，营
造转型中的主体文化
（1）发挥多种文化载体工具作用，
打造园区创新创业文化氛围。高新区应该

潍坊高新区的总体目标应该设定为：

树立品牌形象，也应该增加体现科技化、

（1）在创新政策区域示范机制方面，探

国际化、生态化和法制化的宣传内容，高

索政、经、产、学、研深度合作的以契约

新区需要去打造更多内容展示自身创新特

为纽带的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探索以

点，包括开放互联网空间、以3D打印技术

有限合伙制为突破口的科技金融结合试

和VR三维空间体验为主旨的开放科技馆

点示范，使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引领全国。

建设、以培养科技兴趣和知识的园区内小

（2）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坚持“特色

学教育的科技文化普及、各具特色的创新

为主、产业协同”，到2020年，集中力量

创业比赛、具有区域发展理念和人文特色

将光电和动力机械产业打造成为规模达

的“Logo”等。

2000亿元左右的区域性“名片产业”，使

（2）引 入 科 学 合 理 的 绩 效 评 价 体

潍坊高新区成为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系，形成具有担当的政务文化。高新区经

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国家创新人才培

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一定特点的

养示范基地，竞争力排名迈入全国一流高

“小政府、大服务”特点，领导配备和部

新区行列。

门规格都比较高，多数部门单位都掌握了

（二）战略定位

一定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寻找解决这
一问题的办法，首先是考虑大部制改革，

潍坊高新区战略定位：强化“创新、

实现管理资源整合；其次是管理人员竞争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

上岗；最后是建立管理人员动态绩效考核

持科技化、国际化、法治化、生态化导

办法，绩效考核要做到科学合理，但又容

向，在创新创业公用服务和金融科技创新

忍失败。

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将上述先
行先试创新模式精准主攻光电和动力机械
区域性“名片产业”，同时，依托六大高
新区的资源共享平台，培育壮大具有差别

（3）大力培植文化创意产业，挖掘
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价值。
2. 加快管理组织变革步伐，提升转型
进程中的组织效率

化的生命健康、软件信息和新材料等新兴

（1） 探索“大部制”改革，构建扁

产业，把潍坊高新区打造成为山东半岛国

平化行政管理组织。潍坊高新区尽管已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增

经初步构建了“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组

长极。

织，但实施大部制改革，目的是打破部门

（三）路径选择
为实现战略目标，可以从以下4个路
径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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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行政壁垒，整合利益关系，最终实
现进一步减员增效。
（2）加快园区科技服务中心产权改
革，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目前潍坊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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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管理，无论是软件园、文化创意园的管
理还是产业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管理运
营，都是由国有公司负责，为实现软件园

实现潍坊市高端人才的突破。
4. 完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市场
化创新创业自组织体系

的良性发展，应尽快探索软件园去行政化

潍坊高新区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是一

的股份制改革步伐，政府只作为投资人而

个系统问题，需要社会、文化、政府、企

非管理者，加快市场化运作模式。

业、高校、中介机构等多方面的默契配

3.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规划，突破转型
过程中的人才瓶颈

合，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高新区
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技术创新是提

（1）对 接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人 才 政

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

策，制定更高层次的人才管理办法。高新

键动力，因此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核心是

区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应该简化评价认定

技术创新，只有按照完善的创新链要求来

程序，只要高新区提交报告申请，省人才

优化产业链、营造创新生态，才能提供持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研究论证，符合条

续创新的有效动力支持，真正地实现多方

件的直接入选省级重点人才工程。

共赢（欧光军等，2016）。[18]

（ 2 ）由“ 项 目 用 才 ”到“ 权 益 留

（1）发 挥 政 府 财 政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才”，解决企业人才流失问题。访谈中发

率，从创新链的角度来营造创新生态系

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普遍存在人才流

统。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这

失的问题，从外在因素看，因高新技术企

一“创新链”具体包括产业集群的优势，

业人才市场存在很大的缺口，这种现状短

打造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投融资、技

期内只能以企业的内在主观因素来弥补。

术产权交易、成果转化、产业配套、法

企业内部解决人才流失重点体现在由“项

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各个环节（顾骅珊，

目”到“权益”的顺利过渡。要让人才通

2009）。[19]政府为推进技术创新而制定激

过多种私有资源（资本、技术、知识等）

励政策和不断地加大科技投入，应该重点

参与企业发展，从而产生较高的未来远期

围绕创新链的薄弱环节集中力量进行强

收益，达到与企业共荣的目的。

化，提升整个创新链并使其活跃起来。而

（3）对接山东高校高端人才培养计

且从支持方式上来说，政府应该将配置创

划，规划高新区人才储备。潍坊知名高

新资源的权利归还给市场，并从原来支持

校、研究机构少，高端人才缺乏。为此，

具体项目转变为支持整个产业创新链，让

潍坊高新区引进三大高端创新机构，但依

创新链的各个环节都能享受到政府支持

然杯水车薪。因此人才计划可以倚重山东

（顾骅珊，2009）。[19]具体而言，对于创

省内，尤其是作为近邻的青岛，青岛高校

新链上游的公共科研机构、大学、民间创

创新资源丰富。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搭

新等原创型创新活动，政府可以通过一些

上青岛高端人才集聚的便车，将青岛作为

专项项目来精准扶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

潍坊高新区人才储备的“后花园”，及时

投入；对于创新链下游的高科技成果产业

对接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科研项目，强

化，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计划进行推动。

化高新区名校人才支撑，提速科研水平，

（2）培植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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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本成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成长的血

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而言，未来应该加强

液。科技企业融资问题有效解决应该在以

上下游各环节的整合，把位于产业链环节

下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要搭建政策

上的创新企业由一个单纯的生产商转变为

性担保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服

在产业链进行高速运行的运营商，确保创

务；二是要鼓励设立天使基金、风险投资

新生态系统融合于产业链中，实现共赢。

基金平台，并且政府基金应该聘任专业化

（4）挖掘当地高校人力资源优势，

基金管理团队运作；三是要推动投贷联动

发挥不同层次人才作用。作为高新技术开

模式应用；四是要组建创业银行；五是要

发区，制造业无疑是核心产业，而发展制

建立集中的产权交易市场，创建创投资本

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除了高端人才

对接平台；六是要建立政银企三方联动合

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技术工人队伍。潍坊

作平台。

市政府可以与驻潍高校合作，根据企业需

（3）补齐产业短板，从产业链的角

求，修订相应的教学计划， 将毕业生培养

度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产业链的竞争力

成合格的技术工人，为企业发展提供足够

最终依靠的是各环节的高效整合。因而对

的技术工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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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Weifang
National High-tech Zone
Liu Wei, Zheng Mingliang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esents a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with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a gathering place of China's high-end talent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high-tech zone plays
a polarizing role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Weifang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t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 of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Under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nat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eifang national high-tech
zon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it.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the zone. Through investigation by visits,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dur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enterprise, industrial and ecosystem levels, and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zone, including innovating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reforming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policies and innovating ecosystem.
Keywords: Weifang; high-tech zon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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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流程设计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

陈心文

摘

要：垃圾治理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垃圾分类处理是垃圾治理

的有效方式。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流程设计是指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和流程再造，对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面监管等全过程实施
规范化管理，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促进再生资源开发利用。以广州市为例，对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全流程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分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实践探索和
存在问题，提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 全流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X799.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0
度，以北京市为例提出构建整体规划、区

一、引言

域合作和动态监测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处理
网络，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社会的结合
[1]

垃圾治理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

作用等5方面的对策建议。 鲁先锋基于环

遍性难题，而垃圾分类处理则是各国（地

境心理学理论，分析了个人习惯、环保意

区）城市垃圾治理的有效方式。随着我国

识、“经济人理性”等内在因素与法律制

城镇化快速发展，许多城市生活垃圾快速

度、教育管理等外在因素对居民垃圾分类

增加与垃圾终端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突

行为的影响，认为提高城市居民参与垃圾

出，“垃圾围城”成为严重影响城市发展

分类管理的积极性需要重视外压机制与诱

和治理的一大困局。我国学术界、城市管

导机制的共同作用。[2]陈凯等以北京市为

理工作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

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概念模型，探索影

域，基于垃圾管理体制、垃圾分类、制度

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心理因素。[3]

立法等视角对生活垃圾治理问题进行了

吕维霞等基于日本公民对本国垃圾分类管

分析研究。如荣婷婷等从特大型城市的角

理体会和评价的调研，分析日本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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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经验做法，并结合实际提出改进我
国垃圾分类管理的对策建议。[4]隋军、熊

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流程设计

孟清认为，应把垃圾管理看成是一个清洁
生产、废物处理、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和

垃圾处理是从垃圾产生源头到末端处

城市化的综合问题，优先考虑垃圾排放控

理全过程中所有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垃

制，高效有序处置垃圾，提高垃圾的资源

圾排放控制，对已排放垃圾进行收集、运

化利用程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垃圾处理

输和填埋、焚烧处置等，控制垃圾及垃圾

[5]

产业。

处理过程的环境污染。[6]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广州市从2011年以来年生活垃圾产生

全流程设计是指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和流程

量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约8%，目前日产生

再造，坚持按照“先减量、分类、回收、资

活垃圾约2.8万吨，垃圾产生量与终处理能

源化利用，后无害化焚烧、生化处理、填

力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长期以来，受制

埋”的垃圾处理技术路线，从源头减量、

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术条件、思想观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念等束缚，广州垃圾处理多年来坚持以填

理到全面监管各环节，不断完善源头减量

埋为主、焚烧为辅的技术路线，设施建设

政策法规、可回收物回收利用、餐厨垃圾

一再错失机遇，垃圾分类仅在局部范围试

和有害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终端设施处理

行，分类处理效果难以显现。这种状况不

以及垃圾分类处理监管体系，有效推动生

仅难以遏制垃圾快速增长的势头，而且造

活垃圾及各类“城市矿产”开发利用良性

成资源大量浪费，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快速

循环发展。实施生活垃圾全流程管理的目

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终处理设施短缺、

的是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

垃圾出路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严峻的事实

源化、无害化水平，遵循生活垃圾分类处

表明，只有改变过去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

理技术管理路线，将生活垃圾前端分类投

式，转向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回收利用、

放、中端收集运输、后端处置及过程监管

终端焚烧、生化处理、无害化填埋的多级

科学结合，明确各管理部门职责，构建优

减量、综合利用的新路径，才能从根本上

化覆盖全程、制度完善、责任清晰、协同

化解垃圾处理困境，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

配合、管理高效的运行管理系统。

发展。
鉴于此，广州市近几年来积极推进生

（一）管理体系和流程再造

活垃圾分类处理，探索建立分类投放、分

围绕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流程管理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过程监管6

体系，逐步走出一条适合特大型城市特点

个环节，依法从源头分类减量、收集运输

和规律的垃圾分类处理新路。以广州市为

配套、压缩中转分拣、末端分类处置，到

例，对垃圾分类处理的全流程进行分析梳

收运模式改革、生态补偿落实、“城市矿

理，总结分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实践探

产”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产

索和存在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推进生活

业链发展、法规制度配套以及各环节监

垃圾分类处理的对策建议。

管、责任落实等，全面推动垃圾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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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主要包括拟制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优先采购可循环使

收集、运输、处理、监管的线路图；完善

用或再利用的产品，可回收物尽量回收利

源头减量政策法规体系、可回收物回收利

用，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落实源头减

用体系、餐厨垃圾和有害垃圾分类收运处

量责任。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制定限制使用

理体系、终端设施处理体系以及垃圾分类

一次性用品措施和一次性用品目录，鼓励

处理监管体系；明确垃圾分类处理各环节

企业生产环保型产品。经贸部门负责组织

的具体路径和精细化管理的有效衔接，建

实施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政策法规，发

立符合垃圾分类处理发展需要的新机制。

展改革、财政、环保、城市管理、物价、工

（二）各环节内容及责任主体（见
图 1）

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限制生产销售

1. 源头减量环节

使用塑料购物袋，在超市、商场、集贸市场

推行并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治

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

理过度包装，推行净菜上市、限塑，倡导办

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推行净菜上市，有条

公自动化，单位和个人减少使用或按照规

件的农贸市场对有机易腐垃圾实行就近就

责任主体

源头减量

政府职能部门
机团单位
物业小区
家庭个人

分类投放

机团单位
物业小区
家庭个人

分类收集

物业公司
保洁公司
环卫站

分类运输

环卫车队
保洁公司
中转压缩

分类处理

垃圾处理企业
餐厨垃圾专营企业
就地就近处理单位

责任内容

监督部门

减禁一次性用品，优购再
生产品，适度消费，无纸
办公，可回收物资源利
用。

街道办
区城管部门
各职能部门

《固废污染防治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
《广州市市容环卫管理规定》
《广州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办法》等

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
放，“干湿”要分开，
“定时定点”投放。公共
场所垃圾分类不乱投。

物业保洁公司
环卫站
业委会、居委会
街道办
上级主管部门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广州市市容环卫管理规定》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

宣传常态化，容器要分类
设置，健全低值回收网
络，干湿分收不混装。

城管部门
住建部门
街道办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广州市市容环卫管理规定》
《广州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

加强二次分选资源回收和
压缩脱水，运输规模化，
车辆要密闭，规定路线转
运，防止撒落和滴漏。

区政府
城管部门
公安交警部门
道路交通部门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广州市市容环卫管理规定》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和处置服务行政许可实施暂行
办法》等

符合“三化”，做到资源
再利用，分类科学无害化
处理，环保达标生态化，
防止二次污染，安全生产
稳定运营。

城管部门
环保部门
经贸部门
国土部门
区政府（属地管理）

《广东省实施〈循环经济促进〉办法》
《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阶梯式计算管理
暂行办法》《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运营监管暂行办法》《广州市生活垃圾
处理计量监管暂行办法》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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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理。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技

进入垃圾收运市场。推行密闭、环保、高

术规范组织生产，限制过度包装。旅游部

效的垃圾收运系统，改造升级和逐步淘汰

门倡导宾馆酒店逐步取消一次性日用品。

敞开式垃圾收运设施，推广压缩式收运设

教育部门负责将垃圾分类知识纳入课程和

备，研究运用物联网技术，不断探索线路

教育实践活动，倡导教材循环使用。城市

优化、成本合理、高效环保的收运新模式。

管理部门引导居民做好源头分类，增加垃

推进带有分拣功能的多功能中转站建设，

圾分拣功能，进行二次分拣和脱水减量。

站前实行小型压缩收运和车载桶装，站内

住建部门督促物业公司参与垃圾分类源头

进行压缩、分拣、脱水减量，站后实现集装

减量。林业园林部门负责绿化垃圾分流分

箱式运输。生活垃圾运输单位（企业）负责

类处理。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指导作用，加

分类运输生活垃圾；各餐厨垃圾专营企业

强行业自律，树立垃圾分类行业标杆。

分类运输餐厨垃圾；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

2. 分类投放环节
推行家庭、机团单位“干湿分类”，

各区分类运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5. 分类处理环节

动员居民逐步改变投放习惯，从混合投放

结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将终处理

到分类投放，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公共场

设施融入现代经济发展产业，分类处理各

所不乱投垃圾。机团单位、物业小区、家

类垃圾（见图2-图6），做到物尽其用、

庭等责任主体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城市

循环再生。各区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

管理部门、街道办、环卫站负责对机团单

快推进本区域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城

位、物业小区、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实

市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垃圾终处理设施进园

施监督检查。党政机关各主管部门负责监

区工作，并督促建设运营企业加快推进垃

督检查下属单位垃圾分类投放情况。

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环保部门负责指导

3. 分类收集环节

相关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境影响

完善分类收集设施配置，健全再生

评价，协调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监管污染

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环卫作业人员分类作

物排放和有害垃圾处理处置。国土规划部

业，将干湿垃圾分开装桶或装袋收集，有

门负责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

害垃圾预约或定期回收。各垃圾产生责任

规划中，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用地

主体、物业公司在做好分类投放的基础上

供应。财政部门负责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

分类盛装生活垃圾。环卫站、生活垃圾运

施建设和营运管理资金，对生活垃圾处理

输单位（企业）负责分类收集生活垃圾。

给予财政支持。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加强垃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规划和标准，对垃

圾处理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工作。

圾分类收集进行检查指导、监督考核。住

6. 全面监管环节

建部门负责督促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的生活

推行行业监管、专业监管和社会监

垃圾实施分类收集。

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加强对生活垃圾分

4. 分类运输环节

类处理全过程监管，变末端监管为过程监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引进管理

管。街道办、环卫站、城市管理部门负责

高效、设备先进、服务水平高的运输企业

对分类投放环节的监管。城市管理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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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油脂处理厂

废弃食用脂
脱水减量预处理
有机易腐垃圾

生化处理厂

餐饮垃圾
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
居民生活垃圾

可回收物

再生资源回收站

再生资源回收系统

垃圾转运站

卫生填埋场

脱水减量预处理
机团垃圾

厨余垃圾

商业垃圾

其他垃圾

热力资源电厂
临时贮存点

农贸市场垃圾

有害垃圾

综合处理厂
再生资源回收站

保洁垃圾

道路清扫垃圾

可回收物

水域保洁垃圾

有机易腐垃圾

垃圾转运站
危废处置物
其他垃圾
大件垃圾

可回收物

绿化垃圾

图2

绿化垃圾
处理厂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流程图

责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进行监

内容，其主要任务是控制垃圾排放、提供

管，并建立全市统一的垃圾处理设施在线

垃圾处理服务、回收利用有用垃圾和保护

监管和监督评价体系，确保设施安全有序

资源环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间性、

运行。环保部门负责垃圾处理设施环保监

综合性和公益性等特点。2012年以来，广

测，落实环境风险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

州市以实施市人大002号决议《〈关于推

防止污染事故发生。

进城市废弃物处置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的议案〉的决议》为契机，积极推进城市

三、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
实践路径

垃圾分类治理，探索确定了生活垃圾“先
源头减量、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后无
害化焚烧、生化处理和卫生填埋”的技

广州市于2000年以前开始酝酿、探索

术路线以及“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

生活垃圾分类，2000年至2009年实施试点

干湿要分开”的分类原则，并在推进垃圾

示范，2010年以来逐步推广实施，在从管

分类、规范收运方式、推动源头减量、促

理到技术、示范到动员、体制到体系、政

进回收利用、加快设施建设、完善法规制

策到法规、标准到流程、行业到社会等方

度、强化技术支撑、开展全民动员、加强

面进行探索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

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实践探索。

（一）抓理念探索
生活垃圾处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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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示范创建
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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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居民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需要每一个

类收运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关键一环。广州

人的积极参与。广州市注重在宣传示范

市不断完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施

方面下工夫，持续开展垃圾分类进学校、

设备，科学设置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定

进社区、进家庭、进单位、进军营活动，

点、定时、定车辆、定线路分类运输，规

并以学校、机团单位试点示范创建带动社

范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管理，优化垃圾分类

区垃圾分类，先后在党政机关、学校、农

收运线路，开展餐饮垃圾分类收运试点，

贸市场、社区（小区）打造一批垃圾分类

推进建立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

示范点。2017年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

圾、其他垃圾等分类收运线，提高垃圾分

公共场所、服务行业，采取划定范围的办

类收运精细化管理水平。

法，推行强制精准分类制度，并积极开展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同时，积极引导

（五）抓设施建设

企业参与垃圾分类，陆续形成了荔湾“西

广州市充分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

村”、海珠“轻工”、越秀“白云”、花

注重从规划实施、遵法守规、经济补偿、

都“花城”、增城“小楼”等一批各具特

宣传发动和综合防范5个方面打出“组合

色的企业化服务模式。

拳”，有效化解并妥善处置垃圾处理设

（三）抓资源回收

施建设“邻避效应”影响，全力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包括资源热力

有用垃圾回收利用是节约资源、提

电厂、卫生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具有一定的经

以及粪便、死禽畜处理设施等，其中现有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广州市一方面从源头

资源热力电厂7座，卫生填埋场6座，餐厨

减量着手，出台有关减量措施，从严控制

垃圾处理厂1座，粪便、死禽畜处理厂各

过度包装和“白色污染”，鼓励使用再生

1座，并谋划新一轮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制品，引导宾馆、酒楼少用一次性用品；

设，预计2022年年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

另一方面，推进环卫收运与资源回收系统

力达到3万吨/日，餐厨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两网融合”，建立“互联网+垃圾分类+

3800吨/日。

资源回收”APP移动平台，探索构建区域
回收、专业分选、综合处置利用、统一规

（六）抓法治引导

范覆盖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立社

宣传教育是促进公民参与垃圾分类

会资本参与机制，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

的软性管理政策，而健全的法律和严格的

务方式，引导社会力量进入低值可回收物

执法则是促进垃圾分类的硬性管理政策。

回收处理市场，畅通垃圾分类、回收、分

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垃圾分类政府规

拣、处理、利用的渠道。

章《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

（四）抓分类收运

定》，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台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该条

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包括分类投放、分

例进一步完善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类别及投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环节，分

放规则，创建了垃圾拒绝接收制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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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和全民参与机制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健全垃圾

等。同时，还出台了建筑废弃物、餐饮垃

处理设施运营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评估机

圾和废弃食用油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

制，督促指导各运营单位进一步完善安全

收处理服务，以及生活垃圾终处理阶梯式

管理制度，定期聘请专业机构对设施运营

分类计费管理、区域生态补偿、设施运行

安全情况开展监测评估，实现管理制度全

监管、引进企业参与街（镇）垃圾分类等

覆盖、不留死角和盲区。

法规规范性文件，为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
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撑。

（七）抓协同治理

四、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存
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广州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同

广州市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生活

时，协同推进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

垃圾分类处理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一

垃圾、园林绿化垃圾以及污泥、粪便、死

些短板和不足。

禽畜等处置工作。如在建筑废弃物方面，
建设建筑废弃物循环利用项目，年处置能

（一）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还不高

力达500万立方米。在污泥方面，采用水

在分类投放方面，生活垃圾分类参

泥窑协同处理、堆肥干化等方式进行无害

与率和投放准确率还不够高，垃圾分类投

化处置。在工业及医疗废弃物方面，建成

放模式设置还不够科学、精准，还没有做

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一期并投入试运营，

到简单易行、方便操作，且混收混运又挫

修订2003版《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医疗

伤了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主要原

废物集中处置率达到100%。在绿化废弃

因：一是垃圾分类尚未成为居民的自觉行

物方面，建设绿色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中

为。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分类习惯的养

心，年处理能力达5万立方米。

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持久

（八）抓运行监管

的宣传、动员与引导。目前，广州市分类
投放方式方法还不够便民。部分社区（小

垃圾分类处理的监管包括政府监管、

区）撤垃圾桶过急过快，且与下楼投放垃

企业监管、社会组织监管和公众监管等多

圾捆绑、设定固定投放时间“一刀切”的

种途径和方式。如在分类投放环节，城市

做法，不符合居民生活习惯，不但无法有

管理部门对机团单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效渐进培育居民垃圾分类习惯、自觉进行

投放实施执法监督，并探索设立垃圾分类

干湿分开，反而由于投放不便利、操作不

督导员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

容易导致了居民普遍混装投放，让分类

导监督。在终端处理方面，建立了生活垃

效果大打折扣。同时，由于分类投放的约

圾处理设施驻场监管、村民监管、远程监

束性不强，居民分与不分一个样，监督不

控、环境监测、“4+3”（4次固定、3次

力、执法不严，个别还存在图形式、走过

临时）考核评分、信息公开“六位一体”

场、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垃圾分类推进

监管体系，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及

不平衡。区与区之间推进不平衡，城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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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之间存在差距，各区之间经费投入差

社）隶属两个系统，没有充分融合，仍存

别大，推进不平衡导致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在“两张网”，导致出现了一边动员群众

的获得感也不强。三是企业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一边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无人愿

动力不足。垃圾分类回收政策，特别是低

意收集处理的现象。社会拾荒人员“挑肥

值可回收物的鼓励性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

拣瘦”，低值可回收物处于无人拣收的状

善。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尚未有效形成，

态。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补贴政策落实不到

很多企业即使想参与垃圾分类处理，也因

位，易受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导致市场

为缺乏政策支持导致积极性不高。

普遍参与不足，供销社系统和私人企业回

（二）垃圾分类推进机制还不完善
一是在管理机制方面，各项管理对接

收意愿不强。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混入生活
垃圾，影响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信心。

缺资金、缺设备、缺人员、缺监管、缺设

（四）行政助推和财政保障模式难以
持续

施等。如区一级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经费不

目前实施的垃圾分类，仅仅依靠行

足，无法保证稳定的财政投入。另外，随着

政、财政力量主导推动，经济、法律等手

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和精准分类创建覆盖范

段未得到有效利用。尽管全市各级、各部

围不断扩大，以及执法检查标准要求不断

门积极参与，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宣

提升，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传，但工作稍微有所松懈或财政保障跟不

工作跟不上。面上缺细则、缺机制，面下

二是在分类收运方面，前端、中端和
终端存在脱节。分类收运体系尚未形成，
分类收运车辆配备不足，市民前端分类，

上等，就容易造成工作停滞或打回原点，
效果时好时坏，工作难以持续。

中端（收集运输阶段）混收混运，抵消了

（五）固体废弃物监管还存在不少盲区

分类投放的努力，严重挫伤了市民参与垃

当前对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工

圾分类的热情和积极性。

业垃圾、医疗垃圾、园林绿化垃圾、死禽

三是在分类处理方面，生活垃圾处理

畜、粪便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由多个部门

设施建设“邻避效应”凸显。广州市生活

负责、多头管理，容易出现处理、监管盲

垃圾处理量居高不下，从2012年以来年均

区。广州市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死禽

增长8.36%左右，垃圾产生量与垃圾处理

畜、粪便处理及设施建设由城市管理部门

能力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再加上垃圾处

负责；园林绿化垃圾处理由林业园林部门

理设施建设进度，特别是餐厨垃圾处理设

负责；而工业垃圾、医疗垃圾等处理设施

施建设不及预期，造成分类后的厨余垃圾

建设职责还未完全明确，环保部门只负责

又与其他垃圾混合收运，也影响了垃圾分

环保、达标排放监管等。另外，其他固体

类工作的推进。

废弃物处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建筑

（三）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还不完善
由于环卫收运和资源回收系统（供销

废弃物消纳场和综合利用厂落地难，设施
建设推进难度大。园林绿化废弃物分类收
集和转运系统不完善，医疗、工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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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集中处置还需进一步加强，处理设施

节，仅靠政府部门难以做到位，应引进社

需进一步完善等。

会力量、企业参与区域垃圾分类。在垃圾
分类收运环节，应结合实际差别化引入市

五、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对
策建议

场机制，不宜搞“一刀切”。在垃圾分类处
理环节，如目前广州市运营、在建的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主要由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

垃圾分类处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建设、城市管理、

程，必须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

环保等部门根据职责进行监管。垃圾处理

以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坚持

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由

“先源头减量、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

企业运营管理，政府部门负责监管。

后无害化焚烧、生化处理和卫生填埋”的

二是促进产业链发展。充分发挥市

技术路线，把深化改革贯穿于生活垃圾分

场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民营企业进入垃

类处理全过程，在体制机制、政策法规、

圾分类之后的废物再生开发利用领域。重

管理模式、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在

点培育扶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龙头企业，

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作出

通过重组兼并等方式，逐步发展成为规模

科学有效的设计，通过改革解决生活垃圾

大、效益好、研发能力强、技术装备先进

分类处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绿

的大型企业，形成分拣、拆解、加工、资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垃圾分类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完整的产业链

理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条，实现垃圾回收与利用一体化发展。

（一）坚持政府引导与协同治理相结合

（二）坚持广泛宣传与示范推广相结合

垃圾分类，政府引导是前提，协同

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激励其内心

治理是关键。强化垃圾分类处理中的政

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和责任心是促进公民

府责任，并不是说政府要包揽一切，替代

参与的重要前提。

企业、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垃圾分类责

一是深入持久宣传发动。坚持“能

任。对政府而言，当前更重要的是在提升

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的

自身垃圾分类管理能力、履行垃圾分类责

分类原则，大力开展多样化、常态化、细

任的同时，发动、引导和督促社会各界履

微化、分层次的宣传教育，包括环境保护

行环境保护、垃圾分类责任，建立优质高

教育、垃圾分类正确方法等，强化机关团

[4]

体、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家庭、居民

效的垃圾分类模式。

一是差异化引入市场机制。在环卫保

参与垃圾分类的道德责任、环境责任，让

洁环节，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自行实施。因

垃圾分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生活习惯，

为环卫保洁是公益性事业，完全由市场化

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运作容易出现低价中标、配备设备人员不

二是坚持全面推进与示范推广。结合

足，导致保洁质量跟不上，难以保障环卫

城市、农村、不同社区（小区）的实际情

工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在垃圾分类投放环

况，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分类模式，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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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重点抓好居民住宅区分类、
餐厨垃圾处理、农贸市场回收处理、有害

少混收混运现象。

垃圾回收、再生资源回收等多类示范点的

（四）坚持完善法规与严格执法相结合

建设管理，为全面推广垃圾分类和管理改

从混合投放、收运、处理到分类投

革积累经验。按照先重点保障中心城区、

放、收运、处理，是生活垃圾治理的一次

后保障外围城区，先保障城镇、后保障农

革命，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行为习惯和

村的思路进行，并加强经费保障，避免摊

生产生活的改变，需要依法推进、加强督

大饼、用均力；在示范点的选择上，先选

导。

择条件好的社区（小区）、机团单位、村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垃

镇进行，形成经验和示范效应后再逐步

圾分类处理配套法规制度体系，细化各

推广。依法实施强制分类，把重点放在党

行业各领域垃圾分类工作指引，制定实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上，形

施科学的奖惩办法，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

成示范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扩大强制

度等规范性文件，规范垃圾分类收运、处

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从所有公共机构、医

理、运营、监管、社会参与、责任落实等

院、酒店、宾馆、餐饮业等扩大到建筑、

各环节，全方位明确政府、企业、居民在

园林绿化、纺织、皮革、快递等行业。注

垃圾分类处理各环节中的责任定位，即政

重城乡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向农村延

府的角色是制定法规、政策、标准，统筹

伸，结合农村实际科学设置垃圾分类模

垃圾分类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和处理设施

式，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以及社区分类回收站点建设布局，并加强

（三）坚持流程设计与体系构建相结合
一是强化管理流程设计。核心是优
化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监

监管；企业的角色是按照法律法规政策执
行、投资运营管理并接受监督；市民的角
色就是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尽最大努力进
行分类投放。

管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从源头

二是强化执法监督。贯彻落实好垃圾

减量、投放模式、收运网点布局、收运线

分类相关法规制度，严格执法，并加大对

路优化、分拣压缩转运、补贴补偿、可回

垃圾分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形成威慑

收物资源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等方

力。探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监督制度

面，制定全流程管理线路图，提高再生资

改革，建立适合实际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源回收利用效率。

和分类综合考核制度，把垃圾分类处理工

二是完善分类收运体系。改革现有收

作纳入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

运体系，完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考核和管理

垃圾、其他垃圾等分类收运体系，配备满

绩效考核指标。加快构建垃圾分类环境信

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标志明

用体系，将拒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

显、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逐步建立

义务并被行政处罚的行为记录纳入信用信

餐厨垃圾分类收运、有害垃圾收集处置、

息系统、星级饭店行业监管、物业管理体

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系统，最大限度减

系建设等，督促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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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宣传、收集桶点布点，再生资源回收

（五）坚持加大投入与强化激励相结合

系统负责社区各类可回收物收集网点布

生活垃圾从混合收运到分类收运处

局。要统筹考虑垃圾分类模式与再生资

理，必然会增加工作经费，仅靠政府投入

源回收网络融合，在社区建立完善有害垃

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应进一步完善有效激

圾、其他垃圾、餐厨垃圾、低值可回收物

励机制，强化与社会资源的共享结合。

以及建筑垃圾、园林垃圾等回收网络，让

一是调整财政投向。改革现有生活垃

群众从管理链条、细节真切感受到垃圾分

圾分类经费投入机制，改变目前大量财政

类的成效，有效引导群众参与垃圾分类。

资金投入末端治理、忽视前端源头控制投

探索建设垃圾智慧分类与资源回收相融合

入的做法，逐步实现前端源头分类与末端

的信息平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治理同步投入，从生产、流通、消费全过

等技术，加强源头分类、资源回收、环卫

程进行垃圾源头排放控制，更好地促进源

清运、加工利用、终端处理全流程数据信

头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最终通过垃圾源

息采集，推进信息平台融合。建立“定点回

头减排，实现良性循环。

收—分类收运—分选处理—厂商利用”的

二是完善激励机制。改革完善扶持

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模式，力争在小区（社

政策措施，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方式扶

区）、街道、区三个层面实现可回收物应

持垃圾处理和环保科技企业的发展，并

收尽收，实现源头分类减量和资源利用。

加大对垃圾分类处理科研项目的投入，加

二是推进生产企业建立产品回收处

强垃圾分类处理工艺的研究、开发，扶植

理网络。广泛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

可循环产品市场。完善低值垃圾回收补

术，鼓励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等各类社

贴政策，将废木材（含园林绿化垃圾）、

会投资主体参与回收网络建设，引导工

废玻璃、废布碎、废皮革等列为财政补贴

业品、家电、电子等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目录，按回收利用量进行补贴。结合实际

建立自身产品回收利用网络，采取以旧换

以区、街（镇）为单位，扶持一至两家大

新、回收补贴等形式，促进旧手机、电视

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实行点对点统一收

机、电风扇、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回

购，按量对大型再生资源回收中心进行补

收处理规范有序，建设设施进行资源化、

贴，同时由区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单位加强

无害化处理。

监管，防止出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只
拿补贴而不回收的现象。

（七）坚持前端分类管理与后端分类
处理相结合

（六）坚持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相结合

垃圾分类处理要按照源头减量、分

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是密切联

类收运、资源利用、无害化处理四个重点

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根本目的都是

同步展开，尤其要抓好前端的垃圾源头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量、分类排放与后端的资源化利用、分类

一是推进环卫收运与资源回收系统
“两网”融合。环卫系统负责社区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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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逐步减少混收混运，更好地保护市
民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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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纳场、综合利用厂，解决建筑废弃物消纳

设。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形

和资源化利用问题。对工业垃圾、医疗废

成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相互倒逼的格局，

物、园林绿化垃圾等要摸清底数，根据产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垃圾混收混运问题。同

生量合理布局、加快建设处理设施，解决

时，结合不同城市、农村、社区等实际，

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围绕垃圾分

采取多种方式处理餐厨垃圾。

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完善

二是统筹推进其他固体废弃物处理

集政府、业主、社会监督于一体的生活垃

设施建设。有效减少因其他固体废弃物分

圾分类处理监管机制，加强生活垃圾处理

类处理不到位而混入生活垃圾，增加生活

设施运行监管，确保处理设施设备安全、

垃圾处理压力。要规划建设建筑废弃物消

环保、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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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orting Treatment of Household Solid Waste: Based on Whole
Process Design and a Case Study of Guanghzou
Chen Xinwen
Abstract: Garbage disposal is a universal problem which all countries face in the world toda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of garbage management. The whole process design
of household garbage sorting treatment is to implement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household garbage source reduction, classification throwing, separate collection,
classification transportation, sorting treatment, and comprehensive regulate through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syste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by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I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so as to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household garbage.
Keywords: household garbage; sorting treatment; whole proces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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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电子治理比较及趋势分析
◎

陈

隽

摘 要：通过比较全球20个城市电子治理的实践结果，分析市民服务、商务服务、
公共服务和公众参与等电子治理的全球城市间所存在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电子
治理与发达国家相比，除了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和基本社会机制
的差异。总结了电子治理从线上向线下扩展、全生命周期管理、全人群覆盖三大趋势，
从中反映出智慧城市建设中电子治理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电子治理 智慧城市 电子政务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1
府，更注重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公

一、电子治理是未来公共管理的
主要形式

众参与和互动。由于信息技术的推动，民
主决策的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大量的社会
事务能够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做出决策。这

智慧城市建设是全球城市发展的热

不仅是治理方式的改变，更是根本理念

点。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城市建设、公

的转变。管理上不仅需要以服务为主，更

共服务、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公共管理

需要民主参与。在中国的特大型城市管理

等方面，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电

中，电子治理已经运用到城市运行、管理

子治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面对

的某些方面，公众参与也越来越多。电子

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挑战，世界各国均

治理借助信息科技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施

致力于发展治理电子化的政策，这是智慧

政质量，因此电子治理与政府的管理方式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各类研究的角

息息相关。政府的管理理念、方式和效率

度，无论是智慧城市概念的诠释，还是智

直接影响电子治理的方式和效果。随着信

慧城市的评价、评估指标体系都包括了电

息社会的到来，管理体制上的电子治理时

子治理的内容。

代也终将到来，分析电子治理的趋势，也

电子治理不同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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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分析管理理念、方式变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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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家或者区域的电子治理，城

二、城市电子治理的分析对象及
方法

市电子治理的对象更具体，差异性也更
大。对于城市来说，面向公民的服务实际
上就是面向市民的服务。当今世界上城市

智慧政务、智慧治理、电子治理、电

对市民的服务，以市民为对象，提供“一口

子政务等相关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电子

式”或者“一站式”服务，以市民身份在入

治理建立在电子政务的基础之上，其主

口分流。无论是本市市民、外来市民还是外

要评价和研究内容是网上办公、社会管

籍人士，都按照其身份提供对应的服务，

理服务、公众参与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内

服务的内容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信

容。在联合国发布的《联合国电子政务调

息社会发展中，公民是当今时代社会治理

查报告》中，治理的范围包括了面向公民

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发展和促进公民社

（G2C）、面向商务（G2B）、面向政府

会的完善是实现电子治理的本质要求。公

（G2G）的服务以及电子参与四个方面。

民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在电子政府服务系统

城市的电子治理基本也包括在这四个方

中已经成为服务的“中心”了，而在电子治

面中，大多数的电子治理的指标、评价体

理过程中将成为“主体”，是市民社会的要

系都能概括到这四个方面中。参考已有的

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些研究，本研究采集了芝加哥、柏林、

每个城市都很重视企业、法人的商务

纽约、东京、巴黎、伦敦、洛杉矶、新加

活动。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

坡、多伦多、首尔、香港、莫斯科、布宜

和市场经济的直接主体，在社会治理活动

诺斯艾利斯、悉尼、北京、上海、迪拜、

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电子治理尤其需

孟买、里约热内卢、开罗等全球20个主要

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高科技发展作为基

代表城市的数据以分析电子治理的趋势。

础和依托。现代面向商务活动的服务，需

统计城市治理中的政府网站、APP等公共

要从申请开办企业、企业经营、投融资、

服务信息化服务中市民服务、商务服务、

劳动力雇佣等商务活动环节上提供“一口

公共服务以及公众参与四个方面提供的信

式”服务。政府不仅需要服务于企业的商

息、功能和服务的情况，并根据服务提供

务活动，而且在此过程中要形成与企业的

的内容、种类以及服务的深度定量。由于

互动。在电子治理过程中，企业为了实现

世界各个城市对电子治理有各自的理解，

利益，会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决策和施行的

各个方面包括的内容难以归纳到统一的框

整个过程之中。在信息社会时代，商务活

架比较，因此对城市电子治理的比较采用

动将成为电子治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的方法是城市电子治理所提供的功能、服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为大众提供

务信息越多，内容越具体，功能越丰富，

的服务包括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环境保

则相应的统计分值越高，以此比较城市电

护、社会安全、各类教育、政治生活等方

子治理之间的区别，并总结趋势。本研究

面。公共服务领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采集了2014年、2017年的数据，以比较分

点。智慧交通、智慧医疗以及社会安全都

析发展趋势。

是近年来创新的主要方面。近些年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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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整体环境的变化，各个城市都更加

济的重视，特别重视为艺术家、音乐家等

重视社会安全问题，如防止外来人员犯

文化创意活动提供服务，为街头表演提供

罪、防范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等。

场所管理，为环保文化产业提供空间等。

公众参与的电子政府或电子治理，

巴黎对于历史遗迹、美术、电影艺术的电

以用户为中心，体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

子治理具有特别的偏好，特别注重对此类

动，有助于政府和社会信息资源、服务的

活动的管理服务。宗教生活的管理和服务

整合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网络治理环

则是开罗、迪拜等国家城市电子治理的重

境下的公众参与，能够充分发挥公民的积

要部分，这体现出电子治理具有鲜明的民

极主动作用。公众参与影响政府的公共管

族、文化特色。

理，可以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建立

全球城市在市民服务上提供相对比

起政府与市民、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互

较统一的服务是文化体育、房产地产及

动，扩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有利

租赁、市民就业以及各类网上办事。这些

于建立公开、透明、与公众良性互动的服

服务是与市民生活休戚相关的电子治理

务型政府。

服务，也是几乎所有城市都提供的电子
治理。对文化、体育活动的服务，无论是

三、全球城市电子治理的主要特
点及趋势
（一）市民服务

民间的体育活动，还是职业体育，各个城
市政府主要提供信息、场馆、空间服务。
2014年伦敦的很多电子治理仍然与2012年
伦敦奥运会相关的后续体育活动关联。莫

全球城市对市民的服务包括网上办

斯科的文化体育活动与俄罗斯举办的冬

事、信息服务、文化体育、旅游观光、就

季奥运会密切联系。艺术文化的服务则是

业保障、宠物照顾、房屋及不动产登记和

通过电子治理把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管

租售等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对市

理结合起来，实现演出、表演的信息与场

民服务的领域，全球各个城市的电子治理

馆、场地的管理结合起来。

具有自身独特的特色。
图1显示，发达国家城市提供的市民

房地产售卖和租赁、就业保障的电子
治理趋势则是向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提供

服务内容和功能整体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2014年至2017年，发展中国家城市
的市民服务电子治理发展迅速，服务的内
容更加丰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
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是全球化趋
势的必然结果。
在服务的内容上，全球城市在提供
市民服务方面差异较大，没有统一标准的
服务内容，这是全球城市居民需求差异巨
大所导致的。例如，伦敦由于其对创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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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市民服务电子治理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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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房地产售卖

随着这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电子治理的

和租赁除了提供相关业务的信息咨询和网

重点逐步转到通过网络维护这部分人群的

上办事服务以外，还有一些城市（主要是

人权、与周边的环境和政府保持接触、有

发达国家的城市）提供了完全住房保障的

效监督家庭暴力或事故发生等问题上。这

电子治理方案。一个市民无论是有房还是

也是从线上向线下发展的趋势。这部分电

无房，是买房还是租房，在市政府电子治

子治理首先也是因发达国家的城市重视而

理提供的服务中都能够按照市民身份和自

发展起来的。

身条件解决住房问题。这一点说明电子治

从为市民服务的电子治理可以看出，

理是以国家或者城市的法律、制度和法规

城市政府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资源，具有

为依托的。全球城市的电子治理正在打通

巨大的服务能力，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管理

线上与线下。电子治理并不仅仅在网上办

理念上。不同的管理理念造成了内容整合

事，而是逐渐实现网络虚拟空间与市民实

的不同和最终服务的巨大差异。“以人为

际城市生活的互动。

本”逐步过渡到个性化服务，并且电子治

就业保障服务是城市管理最重要的
电子治理之一，主要趋势是实现全人群覆
盖。无论什么年龄的市民都能得到相应的
服务。无论是职业培训、就业援助，还是

理从线上向线下发展是全球城市一致的趋
势。

（二）商务服务

技能竞赛、合同补贴、灵活就业等都能通

由于经济对城市的重要性，因此面向

过网络或者APP得到相应的服务和帮助。

企业和法人的服务是所有城市都非常重视

能够做到全人群覆盖电子治理的仍然主要

的部分，为商业服务一直是全球城市最为

是发达国家的城市。

看重的电子治理功能。大部分城市都能够

网上办事是发展中国家在电子治理

提供面向商业活动的服务，为企业、法人

方面进步最大、发展最快的部分，尤其是

的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正呈现全生命周期

北京、上海以及孟买等城市。各种证件，

服务的趋势。

如结婚证、驾驶证、停车证、房屋租赁证

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从开办商业、商

明、地产证、建造许可证等的预约、办理

业经营、企业存续，到企业金融、劳动力

服务都能够在网上进行，甚至获取。随着

招募、税务、财务等商务生命周期的各项

网上办事的项目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城

内容。对于商业活动，全球城市基本已经

市的电子治理水平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从面向服务对象集成服务，向提供一揽子

有些城市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比

全生命周期服务的阶段过渡。与对市民服

如对家庭暴力的遏制、妇女儿童权利的

务的趋势一样，对商务活动的电子治理也

维护、残障人士的服务等作为市民服务的

具有全生命周期覆盖的趋势。开办业务的

重要内容。这些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电子

企业或法人能够在网上办理营业执照、政

治理部分。初始阶段，电子治理的重点在

府的各项许可、招募劳动力等。经营期间

无障碍连接上，即残障人士能够使用互联

的企业能够找到公司金融、劳动力培训、

网，妇女儿童能够通过网络表达诉求等。

资产拍卖、项目工程招标等各方面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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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服务。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处于什么

与的程度，这也是城市之间电子治理存在

状态的企业都能够在电子治理中找到针对

差距的方面。

自身业务的服务和办事途径，这是面向商
务活动电子治理的总体趋势。

城市公共服务的电子治理是多元化、
多样化的。例如，芝加哥在管理公共交通

图2显示，全球城市电子治理在商务

方面，特别有关于水上交通工具的管理，

服务这项指标上竞争相当激烈。无论是发

因为其位于五大湖畔，水上交通工具成为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企业、法

其电子治理的内容，而这并不是其他城市

人单位的商务活动，都不断积极提高自身

电子治理的选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

的服务能力。从趋势上看，不仅发达国家

热内卢都有关于城市公共场所跳舞的电子

的城市提供更多网络功能，增强电子治理

治理，特别规定了时间、地点、规格以及

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在迎头赶上，

相应的措施，这是由其民族热爱在公共场

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商务服务上仍

所跳舞聚会的特点决定的，其他城市则无

然维持着一定的差距。

此需求。在开罗、迪拜的电子治理中，宗

（三）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必须

教活动所占的比重非常高，这是由其民族
信仰决定的。城市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和多
元化是主要特征。

提供的功能，包括公共事务管理、公众的

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治理也是智慧城

参与等管理服务。面向公共的服务，包括

市建设中创新最多的领域。无论是交通、

教育、环境、卫生、医疗、健康、安全、

医疗、教育，还是环境保护、城市安全，

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这些公

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共事务是城市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

的应用都率先在这些领域展开。

仅需要政府提供服务，而且需要民众的参

图3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公共

与。与国家或者区域的电子治理不同，城

服务方面发展迅速，已经逐渐缩小了与发

市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治理是由城市的需

达国家城市的差距。公共服务也是发展中

求和特点决定的，因此面向公共的服务既

国家城市最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领域。在

是电子政府服务的内容，又能体现电子参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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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

公众参与是电子治理中比较难以定量

引领城市跨越式发展。例如，上海城市精

化分析的部分。仅从使用社交网络媒体平

细化管理，使用无人机巡视城市河道，上

台数量的角度看，纽约、东京、首尔、洛

传沿河拍摄的图像和视频，通过人工智能

杉矶、新加坡等使用了近十种社交网络平

识别，判断沿河企业和居民有无新增污染

台，覆盖了各种主要的社交网络平台。使

源，以保护环境。孟买为市民提供线上的

用社交网络媒体数量比较少的是开罗、孟

健康服务，为市民建立健康档案，与一般

买等，只有一两个社交网络平台。从对城

的医疗服务相结合，扩展了城市的医疗健

市政府在社交媒体表现的满意度上看，更

康服务能力。

难以分辨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因为城市

（四）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公众社交评价城市网络社
会领导能力的渠道。网络社会人人有权获

政府的网络社交平台主要是对城市管理服
务的投诉、建议等内容，难以分辨是由于
电子治理的水平不足，还是市民对社会管
理不满引起的。

取政府信息，并参与治理过程。要实现网

在社交网络，公众参与的电子治理主

络社会的领导不仅需要遵从网络的平等化

要有五类：电子发布、电子咨询、电子互

精神实质，而且治理机构必须依照公众的

动、电子合作和电子授权。电子发布主要

期望进行设计和构建。

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政策制定有关信息的单

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目前是各

向交流方式。电子咨询是指除了信息发布

城市公众参与电子治理的主要渠道。全球

外，政府还通过电子途径获取公众的反馈

城市的政府也相继在各类社交网络和社交

意见与建议。电子互动则是在决策的全过

媒体平台上开设政府的主页和账号，与市

程中，通过决策者和公众的在线交互确保

民互动，实现扁平化的电子治理。各城市

公众关切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考虑，公众

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对政策制定施加更大的影响，或者直

能够体现网络社会城市政府的领导能力。

接由公众发起政策议程。电子合作是公民

世界各国城市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存在着

和政府之间密切合作，使公民在备选方案

巨大的差异。欧美国家的城市主要使用的

的开发和最终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发挥更大

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Flickr、

的作用。电子授权是公众参与对最终决策

LinkedIn等社交网络平台。中国主要使用

有很大程度的发言权。

的是微信、微博等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

现代城市治理是政府、企业与市民社

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上海开发

会互动合作的过程，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

了城市的移动APP，提供与市民互动的工

业务的协同性是非常重要的。围绕城市公

具。还有的城市仍然主要通过邮件、论坛

共物品的供给，充分考虑政府、企业、市

等比较传统的信息通信技术维持与市民的

民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城市政府治理不

互动，如孟买等。社交平台不仅能够体现

仅要求城市政府工作的有效性、责任性和

城市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而且能够体现

透明性，而且还强调必须动员市民、企业

公众电子参与的程度。

及其他组织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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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增进治理主体间的

对非正规就业群体，有专门保护其劳动权

互动与合作，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

利的电子通道等。

和有效性，是实现城市政府良政善治的关
键环节。

四、总结

城市政府电子治理要通过强大的市民
社会的有效参与才能形成，没有市民社会

政府的能力已经使其边界得到大大的

的积极参与，电子治理无法实现。在城市

扩张，信息通信技术的建设及应用也需要

治理过程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

政府的支持才能发展。信息技术引发的有

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力求

关法律、组织、社会的变化，需要相适应

达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信

的电子治理。电子治理是社会共同体各行

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治理，给市民以及社

为主体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通

会参与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内涵。

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对政府机关、企

（五）城市电子治理的主要趋势
1.从 线上向线下（O 2 O）扩 展的趋
势。城市的电子治理与国家或者区域的电

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提供自动化的信
息及其他服务，从而建构一个运转有序、
信息畅通、各行为主体相互影响并共同做
出决策的多层次组织形态。

子治理最大的不同是，城市的电子治理必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政府不再是

须与城市的实体相结合。城市的电子治理

单纯的施政者和唯一的行为主体，但是政

网络上传播的信息将逐渐影响到城市实体

府仍然是这个治理网络中非常重要的一

运行。网络上的申请、网上办事与具体的

员。以电子治理为模型和范式的现代社会

交通工具、装备设备、城市空间等物理条

必然要求政府的改革与“再造”。首先，

件相互结合，实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是全

需要完善各种层面的法律规范，实行新的

球城市电子治理发展的趋势。

政府服务体系再造，形成与其他主体和公

2.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趋势。无论市民

民社会之间互动、共享的信息系统。要善

处于生命的哪个阶段，都能够通过电子治

于利用互联网，以增加效率、节省开支并

理的网络维护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相应

拉近与公民的联系，与市民建立直接的联

的公共服务。企业、法人单位无论处于生

系以了解市民所需并进一步提供服务。互

产经营的哪个阶段，电子治理都有对应于

联网手段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最重

这个阶段的网络公共服务。这是全球城市

要工具。电子治理为广大公众参与公共决

电子治理努力发展的方向。

策、维护权利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和手段。

3.全人群覆盖的趋势。无论市民、企

电子治理手段的实现使公民参与政治

业还是法人单位处于什么状态，都有对应

决策和社会管理有了最根本的技术手段支

于该状态的电子治理的渠道，并且与线下

持和必要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会促进公民

相结合，帮助解决问题。例如对残疾人、

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和

妇女儿童有专门的维护权益的电子通道。

政治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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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Trend Analysis of Global Urban Electronic Governance
Chen Jun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e-governance in 2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ap between global cities of e-governance such as citizen service,
business service, public servi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lectronic governance of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not only different in technology
level, but also i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basic social mechan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trends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from online to offline expansion,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and full population coverage, and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Keywords: e-governance; smart city; e-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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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的测度评价与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5个主要城市的研究
◎

沈

立 倪鹏飞 王雨飞

摘

要：本文基于科技联系度和科技集聚度的视角构建了国家科技中心城市指标

评价体系，并对中国2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测度，将其分为四个层级即国家科技中心城
市、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以及非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其中，北京是唯一的国家科技中心城市，上海和深圳则是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本文
进一步对科研机构、科研产出、创新企业、科研项目、科研人才、高新园区六个方面进
行研究，发现城市间科技实力分化严重和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现状，总结出科研人才、科
研机构和科研产出是影响城市科技中心度的最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家科技中心 测度评价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30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2
目前，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

多的资源，增强城市竞争力。

城市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心城市之间的

国家中心城市的本质在于城市功能的

竞争，而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中国城镇体系

发挥，而国家中心城市的具体功能，不同

中最高层级的城市，对整个地区乃至全国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毫无疑问，科技

经济都发挥着极其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中心功能是国家中心城市所需具备的非常

一般而言，城市层级越高，其所集聚的行

重要的一项功能。朱小丹以广州为例，强

政资源、经济资源、公共资源以及人力资

调科技创新功能是国家中心城市的一项重

[1]

源就越多，所集聚的人口也就越多 。因

要功能 [2]；田美玲、方世明认为包含科技

此，许多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创新的文化创新功能是国家中心城市必备

的目标，希望通过提升城市层级来争夺更

的功能之一 [3]；尹稚等则对美国和欧盟国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多中心群网化中国城市新体系的决定机制研究”
（7177417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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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研究，

新中心是科技、经济、文化高度融合，创

总结出科技创新是国家中心城市的一项重

新、创意、创业相互交织的综合性创新中

[4]

要功能 。总之，伴随创新驱动型发展模

心 [9]。楚天骄认为科技创新中心应包含汇

式日益成为未来城市的主流发展方式，科

聚创新资源、产生创新成果、转化创新成

技中心功能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越来

果、提供技术服务、促成技术交易、促进

越多的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国家科创中心城

技术转移等6大功能 [10]。杜德斌、何舜辉

市的建设。在此大背景下，如何衡量国家

则认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4大功能即科学

科技中心城市就成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

同时具备5个显著特征即功能支配性、结

也成为一项非常紧要的研究课题。因此，

构层次性、空间集聚性、产业高端性、文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指

化包容性，并由3个层次的多要素系统构

标数量相对合理，同时又能较好反映城市

成，其中人才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

科技实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进一步分

核心要素，大学、企业和政府是全球科技

析25个主要城市的科技实力，提炼关键因

创新中心发展的驱动要素，创新文化、创

素，这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我国的科技发

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等是构

展现状和制定相应的政策。

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环境要素[11]。胡晓
辉和杜德斌进一步认为科技创新城市是指

一、文献回顾

一个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已成为该城市功
能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主导着城市内部的

关于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目前学术界
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多数学者通常将科

资源配置，而且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显著
的影响力[12]。

技和创新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专门讨论

关于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的测度评价，

国家科技中心的学者相对较少。曹俊文、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科技指标

王军、陈秀珍等学者从地区科技竞争力的

研究并出版了《科学与工程指标》，而国

角度来研究国家科技中心城市，并将科技

内目前比较详细完整的科技创新中心评

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文

价指标体系有如下几种：一是毕亮亮、施

化、基础设施、环境、制度、政策等多种

祖麟构建的以投入产出实力、科技研发潜

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通过科技研发创新活

力、经济支撑潜力为一级指标，包含13个

动所反映出来的科技投入产出效应、科技

二级指标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

体系[13]；二是姜鑫等构建的以科技进步环

骆建文将科技创新中心定义为具有密集的

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科技

科技创新资源、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发

成果产业化、科技创新效果为一级指标的

达的创新文化、浓郁的创新氛围、较强的

三级评价指标体系[14]；三是胡晓辉和杜德

科技辐射与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中心城市，

斌从城市活动的基本部分和非基本部分

同时扮演了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生

总共10个方面来评价城市的科技创新功

与经济一体化效应和科技发展潜力

[8]

[5][6][7]

产中心的角色 。肖林认为未来的科技创

能 [12]；四是虞震构建的以区域科技创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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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区域科技创新产出、区域科技创新技

城市的概念达成共识，但是一般而言，国

术扩散与经济绩效和区域科技创新环境

家科技中心应该是全国性科技资源、科技

为一级指标，包含13个二级指标的区域科

人才的集聚地，是创新思想、创新技术、

[15]

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五是张仲梁

创新成果的原创地，并且能够通过高效的

和邢景丽构建的以人才架构、技术架构、

成果转化与应用来驱动全国经济的可持

产业架构、制度架构和社会架构为一级指

续发展。具体来说，国家科技中心城市应

标，包括10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的

有如下特点：一是科技资源的集聚力，即

[16]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六是赵峥

具有集聚全国科技要素的能力；二是科技

等构建的以科技创新竞争力、科技创新带

成果的影响力，即具有创造领先科技成果

动力、科技创新影响力为一级指标，包含9

和创新思想的能力；三是新兴产业的引领

个二级指标、64个三级指标的全国科技创

力，即具有将领先科技成果产业化并形成

[17]

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七是陈博构建的

新兴产业集群，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

以创新资源、创新产业、创新投入、创新

能力。

载体、创新成果、创新文化、创新创业、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包含科技联

创新影响为一级指标，包含22个二级指标

系度和科技集聚度两方面的国家科技中心

和89个三级指标的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力求在指标数量最小

[18]

体系 ；八是吴妍妍和邵萍英构建的创新

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反映国家科技中心城

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为一级指标，

市的功能，以保证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先

包含7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的城市

进性。科技联系度主要衡量样本城市拥有

[19]

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九是王海芸等

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企业

构建的以科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

联系全国腹地城市的能力。本文选取全国

极、创新创业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

创新型企业排名前10名企业在样本城市

生态建设示范城五种责任为基础的全国科

设置总部和分支机构的情况，以此来反映

[20]

技创新中心评价体系 ；十是张士运构建

城市科技联系力的广泛程度。科技集聚度

的以集聚力、原创力、驱动力、辐射力和

体现一个城市所拥有的真正科技实力，主

主导力为主，包含16个二级指标的科技创

要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国家

[21]

新中心综合指标体系 。总体上，国内学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

者及研究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心测度方面已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大部分评价指标

发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利总量、院

体系包含内容十分庞杂，既有科技方面的

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千人计划、论

指标，又有创新方面的指标，很少有专门

文数量、创新型企业等14个指标。进一步

针对国家科技中心的详细评价指标体系。

地，本文将这14个指标归类为6个解释性
指标，具体如下：（1）科研机构：包括

二、国家科技中心的测度评价

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

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国家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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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成部分，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
代表国家科技实力的最前沿。（2）科研
产出：包括近十年的专利总量和论文总
量。专利是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可以衡
量城市技术创新的规模及活跃程度，学术
论文则是科学研究的直接产出成果，能够
体现科研工作的活跃程度。（3）创新企

一级
指标

国家科技中心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

利用华为、中兴、京东
方、腾讯、联想、中芯
科技联
国际、华三、格力、大
系度
唐、奇瑞等企业的分支
机构数据计算而得
国家实验室

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

国家研究中心

经济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创新型企业百强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名单。（4）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重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知识产权、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
大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也是一国科技

科技
集聚
度

2008-2017年论文总量
2008-2017年专利总量

实力的最高体现。（5）科研人才：包括

科研产出

前100创新企业数量

创新企业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科研项目

长江学者

家，他们是中国科研体系人才储备的最高

杰出青年

层次，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组成部分。

科研人才

千人计划专家

（6）高新园区：包括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主的产业开发区，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科研机构

院士

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千人计划专

业开发区，它是以转化和应用高新技术为

—

国家重点实验室

业：前100位创新型企业，数据来自中国

大专项，它的首要任务是培育具有核心自

解释性
指标

国家级高新区

高新园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

实生产力的集中区域，能够代表城市的科
技实力。

人才和科研机构，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科技

就25个主要城市的科技中心实力而

中心，其科技中心度位居25个主要城市首

言，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国家

位，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其科技联系

科技中心城市即北京，第二层级是国家重

度和科技集聚度也均居于首位，具体到

要科技中心城市即上海、深圳，第三层级

科技集聚度的六个分项指标，除高新园

是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即武汉、

区外，其余五个指标即科研机构、科研产

重庆、成都、西安、杭州、南京、合肥、

出、创新企业、科研项目、科研人才均居

广州、天津等9个城市，第四层级则是非

于首位。

科技中心城市即郑州、沈阳、长春、哈尔

2.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

滨、厦门、苏州、兰州、济南、长沙、大

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是仅次于北京

连、宁波、青岛、无锡等13个城市，总体

的重要科技中心，它们对全国科技发展具

呈现金字塔状。

有一定的带动引领作用。目前来看，上海

1.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和深圳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性重要科技中

北京集聚了大量的科技资源、科技

心，其科技中心度分别是0.537和0.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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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按科技中心度分成四个层级

层级

定位

城市

第一层级

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北京

第二层级

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

上海、深圳

第三层级

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

武汉、重庆、成都、西安、杭州、南京、合肥、
广州、天津

第四层级

非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郑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厦门、苏州、兰
州、济南、长沙、大连、宁波、青岛、无锡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在25个主要城市中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3

潜在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存在一定差距

位，并且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中，上海的

的城市，主要包括郑州、沈阳、长春、哈

科技联系度和科技集聚度均位居第2位，

尔滨、厦门、苏州、兰州、济南、长沙、

而深圳的科技联系度和科技集聚度则分别

大连、宁波、青岛、无锡等13个城市。这

位居第3位和第6位。具体观察科技集聚度

些城市无论是在国家科技联系度方面还是

下的六个分项指标，可以发现，上海的六

在国家科技集聚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北

个分项指标均位居前三，而深圳除科研机

京、上海、深圳等第一、二层级城市的相

构和科研人才两项指标相对较弱外，其他

关指标，甚至距离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

指标均位列前茅。

心城市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通过长期

3.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

努力，它们也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国家重要

潜在的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是指

科技中心城市。

目前尚未成为全国性科技中心，但是未来
有成为全国重要科技中心潜力的城市。
目前，全国潜在科技中心主要有武汉、重
庆、成都、西安、杭州、南京、合肥、广

三、结果与分析
（一）现状分析

州、天津等9个城市，它们在科技中心度

1.城市间科技实力分布呈金字塔状，

上分别位居第4位至第12位，就科技联系

层级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城市间不平衡

度和科技集聚度来说，这些城市的指数均

发展现象非常显著

位居前列。具体观察科技集聚度的六个分

科技中心度的分布呈现金字塔状，

项指标，也可以发现这些城市绝大部分的

北京是第一层级，上海和深圳是第二层

指数均位居前茅，并且城市之间的差异很

级，这三个城市明显领先其他城市，并且

小，互相之间非常接近。

层级越低，内部差异也越小。第一、二层

4.非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级的科技中心度明显领先其他层级，而

非国家科技中心城市是指在科技实

第三、四层级城市科技中心度较低，但内

力方面短期内无法与国家科技中心城市、

部差异较小。在第一、二层级中，北京的

国家重要科技中心城市相提并论，同时与

科技中心度最高，其次是上海，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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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家科技中心城市指标得分及排名

城市 科技中心度 联系度

集聚度 科研机构 科研产出 创新企业 科研项目 科研人才 高新园区

北京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0.000(4)

上海 0.537(2)

0.666(2)

0.466(2)

0.186(2)

0.879(2)

0.360(3)

0.384(2)

0.477(2)

0.333(2)

深圳 0.325(3)

0.629(3)

0.146(6) 0.006(22) 0.440(3)

0.600(2) 0.039(11) 0.038(16) 0.000(4)

武汉 0.240(4)

0.370(5)

0.180(3)

0.160(4)

重庆 0.234(5)

0.370(5)

0.170(4) 0.036(16) 0.323(6) 0.000(18) 0.043(10) 0.019(19) 1.000(1)

成都 0.187(6)

0.407(4) 0.069(12) 0.030(17) 0.177(11) 0.040(11) 0.039(11) 0.111(9)

西安 0.182(7)

0.370(5) 0.085(10) 0.075(9)

杭州 0.179(8)

0.370(5) 0.080(11) 0.018(21) 0.139(14) 0.120(6)

0.185(3)

0.226(8)

0.084(5)

0.228(3)

0.000(4)
0.000(4)

0.219(9) 0.040(11) 0.059(8) 0.087(10) 0.000(4)
0.145(7)

0.000(4)

南京 0.170(9) 0.222(12) 0.164(5)

0.083(8)

0.080(8)

0.091(3)

0.177(4)

0.000(4)

合肥 0.158(10) 0.296(9)

0.140(4) 0.044(21) 0.120(6)

0.059(8)

0.131(8)

0.000(4)

广州 0.158(11) 0.259(10) 0.119(8) 0.066(11) 0.217(10) 0.160(4)

0.086(4)

0.157(5)

0.000(4)

天津 0.136(12) 0.185(13) 0.133(7) 0.071(10) 0.3853(5) 0.000(18) 0.064(7)

0.155(6)

0.000(4)

0.095(9)

0.437(4)

0.067(6)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具体排名，下同。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度为0.537，最后是深圳，科技中心度为

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

0.325，可以看出，上海和深圳的科技中心

广深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不折不

度要远低于北京，三者之间的差距很大。

扣的科技创新发源地，对其他城市群形成

再观察第三、四层级城市，可以发现，第

压倒性优势，特别是北京，领先优势尤其

三层级城市的科技中心度在0.1~0.3之间，

明显。与此同时，以成都、重庆、武汉、

并且彼此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而第四层

西安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虽然在科技创

级城市的科技中心度则在0~0.1之间，各

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比起东部

城市之间的差异更小。大部分城市的科技

三大城市群来说，仍有不小的差距，依旧

中心度较低，只有少数城市的科技中心度

处于追赶阶段。另外，由于科技创新具有

较高，这也说明城市之间的科技实力不平

集聚特性，因此，在城市群内部，核心城

衡现象非常突出，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少

市与非核心城市也存在巨大的科技实力差

数发达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

距，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在京津冀地

一线城市。

区，北京的科技实力要远远高于第二大城

2.不同区域间科技发展水平差异巨

市天津，更不用说其余城市。而在长三角

大，国家科技中心城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

地区，虽然差距没有如此显著，但是上海

海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

的科技实力也要大于杭州、南京等二线城

大城市群

市。在珠三角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无论是科技中心度还是科技联系度和

从科技集聚度的六个解释性指标来

集聚度等分项指标，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

看，四大地区科技实力差异明显，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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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5个主要城市科技中心度排名

排名

城市

科技中心度

排名

城市

科技中心度

1

北京

1.0000

14

沈阳

0.0848

2

上海

0.5370

15

长春

0.0744

3

深圳

0.3258

16

哈尔滨

0.0685

4

武汉

0.2405

17

厦门

0.0634

5

重庆

0.2344

18

苏州

0.0609

6

成都

0.1878

19

兰州

0.0536

7

西安

0.1827

20

济南

0.0394

8

杭州

0.1795

21

长沙

0.0331

9

南京

0.1705

22

大连

0.0158

10

合肥

0.1582

23

宁波

0.0130

11

广州

0.1580

24

青岛

0.0117

12

天津

0.1360

25

无锡

0.0000

13

郑州

0.0939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则各有所长，实力较为接近。东部地区的

其余指标均位列末位。另外，中西部地区

总体科技实力要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地区，

在六项指标中各有所长，中部地区在科研

除高新园区外，东部地区的科研机构、

机构、创新企业、科研项目、科研人才等

科研产出、创新企业、科研项目、科研人

方面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在科研

才得分均值分别为0.1217、0.3272、0.2、

产出、高新园区等方面优于中部地区。

0.1395、0.1756，在四大地区中均位列第
一。而东北地区除高新园区这一指标外，

（二）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科技中心度
的重要性，本文对构成科技中心指标体系
的各因素进行了OLS回归分析（见表5）。
在回归式（1）中，我们对科技联系度和
科技集聚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科技集
聚度的系数为0.598，而科技联系度的系
数为0.442，均十分显著，由此可见，科技
集聚度对科技中心度的贡献要大于科技
联系度。进一步地，我们将科技集聚度分
为6个子指标并进行单独回归，从回归式

图1

科技中心度及分项指标分布图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
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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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7）可以看出，科研人才、科研
项目、科研机构、科研产出、创新企业、
高新园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42、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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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0、0.891、0.901、0.150。除高新园区
外，其余变量系数均十分显著，由此可
知，科研人才、科研项目、创新企业、科
研产出、科研机构和科技中心度的相关性
很强并且依次递减，而高新园区和科技中
心度的相关性不大。再看回归式（8），将
所有指标都纳入回归方程后，可以发现，
科研人才、科研项目、科研机构、科研产
出、创新企业、高新园区的回归系数分
别为0.189、0.062、0.176、0.135、0.068、
0.065，并且都非常显著。其中，科研人

图2 四大区域六项解释性指标均值雷达图

才的系数最高，其次为科研机构、科研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
心数据库。

表5
(1)

(2)

(3)

产出，这三个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0.1以

回归分析
(4)

(5)

(6)

(7)

(8)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科技中心度
联系度
集聚度

0.442***

0.442***

(9111.91)

(6700.47)

0.598***
(13372.82)

科研人才

0.942***

0.189***

(28.79)

(1310.15)

科研项目

0.940***

0.062***

(16.68)

(314.42)

科研机构

0.870***

0.176***

(20.37)

(1446.66)

科研产出

0.891***

0.135***

(4.95)

(1395.84)
0.901***

创新企业

0.068***

(6.48)

高新园区

(1160.32)
0.150

0.065***

(1.20)

(3182.73)

N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adj. R2

1.000

0.883

0.879

0.746

0.785

0.803

-0.020

1.000

注：*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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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下来是创新企业、高新园区和科研

进步，用创新引领发展。首要任务是筑巢

项目，这三个指标的系数则在0.1以下。由

引凤，一方面要引进和建设更多优质高等

此可知，在科技集聚度的六个解释性指标

院校和科研机构，另一方面则要引进人才

中，科研人才、科研机构和科研产出对科

和培养人才，优质平台带来优质人才，优

技中心实力的提升贡献非常大，其中，科

质人才又进一步促进优质平台建设，从而

研人才最为重要。相对而言，创新企业、

形成良性循环，如此才能形成更多的科研

高新园区和科研项目对科技中心实力的促

产出。其次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调动人

进作用要小得多，但依旧不容忽视。

才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和调动人才的创
新潜能，积极建立与广大人才的联系沟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机制，及时改革阻碍人才创新的旧有科研
体制机制，为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的科研环

根据国家科技中心指标体系的测度结

境，同时，努力破除阻碍人才流动和创新

果及其比较分析，我们得到一些关于国家

创业的体制机制，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科技中心的新结论和新发现。为更好提升

使得人才能够真正安居乐业。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三，科研产出的转化利用也不可或
缺，地方政府应大力提升营商环境，吸引

第一，国家科技中心体系各层级之间

和培育创新型企业。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吸

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地区之间的分布

引和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温床，因此，必须

也十分不平衡，国家科技中心城市多分布

重视政府机构的自身改革，营造良好的营

在沿海主要城市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首

应首先明确本城市在国家科技中心体系

先，强化市场导向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创

中的地位，再根据自身特点选定合适的目

新活力。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

标，对照自身在科技中心指标体系中的排

制，政府要设身处地为创新创业者着想，

名，找出相应的优缺点，采取针对性的措

提供良好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施，从而循序渐进推进科技中心建设。对

让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充分涌

于中央政府而言，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

动。总之，政府应管好市场外的事，让企

划，合理确定国家科技中心在空间上的分

业在市场内自由竞争。其次，努力弘扬创

布，使得国家科技中心建设能够更好地服

新创业精神，形成一种尊重人才、崇尚创

务于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新的社会氛围。政府应在全社会鼓励创新

第二，科研人才引进培育和科研平

思维，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鼓

台建设对于国家科技中心建设至关重要，

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让城市

地方政府应加强高等教育和科研平台建

成为大众创业的热土、万众创新的沃土。

设，大力吸引和培育人才，同时破除体制

最后，积极拥抱最新互联网技术，与先进

机制障碍，调动人才积极性。建设国家科

互联网企业合作，改进审批流程，提升服

技中心城市，实现城市转型升级，最根本

务效能，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营

的出路还是要加快科技创新，用科技引领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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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 and Factor Analysi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A Study Based on 25 Major Cities in China
Shen Li, Ni Pengfei, Wang Yuf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ectivity degree and the centralization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we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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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n devaluate 25 major cities in China. Th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national import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potential national
import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and non-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city.
Among them, Beijing is the onl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mport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s. In addition, from six aspects of institutions, research findings, enterprises, projects, talents, high-tech parks, we fin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mong cities is serious and the regional distributed unbalanc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alents,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finding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 put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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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与城市品牌个性的耦合机制研究
——以珠海CL为例
◎

刘

超 刘

芮 李金萍 孙思遥

摘 要：中国旅游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主题公园数量不断增加，面临着激烈
的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品牌个性在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差异化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将主题公园与其所在的城市之间的关系视为品牌联合，以珠海CL海洋公园为例，
利用品牌联合效应与原产地效应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主题公园个性与城市品
牌个性之间的耦合效应。研究发现，珠海具有“活力现代”“悠闲随和”“独特大胆”
3个城市品牌个性，而珠海CL主题公园则具有“正直勇敢”“现代活力”2个鲜明的品
牌个性特征。同时发现，上述品牌个性维度彼此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珠海CL海洋公
园与城市的品牌个性具有匹配性且相互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品牌个性 主题公园 旅游目的地 城市品牌
【中图分类号】F59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3
即将开放的北京环球影城。与此同时，中

一、问题的提出

国本土主题公园品牌发展势头迅猛，华侨
城集团将在重庆修建新的欢乐谷，向西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可支配收

地区市场进行扩张；长隆集团则立足于华

入不断提高，国内旅游市场正处于蓬勃发

南地区，继广州、珠海之后，将在清远修

展阶段。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亿人

建休闲旅游度假区；在华东地区，苏州华

次，同比2014年增长了10.5%。巨大的市

谊兄弟电影世界也正处于部署阶段；万达

场需求使得国外主题公园品牌进入中国市

集团、宋城集团等使用差异化竞争策略，

场，如2016年开业的上海迪士尼和2019年

将主题公园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主题公园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2016WZDXM025）、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
项目（GWTP-GC-4-07）、广州国际城市创新传播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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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正不断加剧。

义。Keller（1993）将品牌个性看作是对消

主题公园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必然

费者的象征性需求和自我表达需求的满

与其所在城市发生关系。一方面，主题公

足，它是消费者心中感性需求的满足，而

园对其所在地具有影响，如北京环球影城

非产品带给消费者实用价值的满足。基于

的建立包括购物与酒店，改变了通州地区

此，Aaker（1997）提出“品牌个性是与品

的产业格局；另一方面，主题公园所在城

牌相关的一系列人类特征”，她与Fournier

市对主题公园同样具有影响，不同地区的

（1998）首次将“万物有灵论”（Animism）

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因素会对主题公园

和“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用于解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

释品牌的拟人化，并且运用心理学领域的

研究主题乐园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

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品牌个性，提出了

同时，由于主题公园也面临着市场竞争

品牌个性的维度与测量量表。

激烈和产品同质化发展的形势，各品牌需要

国内最早有关品牌个性研究的文献

树立差异化的品牌个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与Aaker的观点

中脱颖而出，而城市的品牌个性差异对树立

相似，康微（1997）认为，品牌个性是

主题公园的品牌个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感性形象；王芳

因此，本文从品牌个性角度研究主题公园与

（1999）认为，品牌个性即以一系列人的

城市之间的关系，以珠海及珠海CL海洋度

个性特征来定义一个特定的品牌，这样，

假区为例，对二者的品牌个性进行研究，检

该品牌就会具有诸如性别、年龄、社会

验二者之间是否相互匹配，进而探讨二者

经济地位以及类似多愁善感等人类的个

之间的耦合关系在城市品牌传播与企业品

性特点。然而，康微倾向于站在品牌形象

牌传播实践中的应用潜力。这一研究思路

角度，将品牌个性看做是人格化、个性

既符合当前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又对未

化的品牌形象。从这个角度看与Plummer

来旅游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85）的观点相似，即认为品牌的个性
特征是品牌形象的组成因素之一。

二、文献综述
（一）品牌个性视角的城市形象与旅
游目的地形象

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品牌个性与
品牌形象存在着递进关系，认为品牌个性
是品牌的最高层面，比品牌形象更深入一
层，品牌形象造成消费者的认同，而品牌

“品牌具有个性”的提出可追溯到20

个性则可以使消费者产生偏好甚至崇拜。

世纪50年代，它最初作为一种比喻手法，用

蔡清毅（2000）提出，品牌与消费者的沟

来描述无形的品牌特征。品牌可以被赋予

通，是一个从标识、形象到个性的不断深

人的性格特征，使品牌得以像人一样拥有

化过程，而个性是该过程的最高境界。

自己独特的性格，从而使消费者可以将品牌
作为拥有不同性格的独立个体区别对待。

在营销学领域，关于品牌形象和品牌
个性的定义存在着长期的争论（Ekinci &

关于品牌个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

Hosany，2006），在许多研究中，两者的

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有各自的定

区别模糊不清。目前，多数学者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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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品牌个性是品牌形象的一个构成维度

Ekinci和Hosany（2006）首次将Aaker的品

（Keller，1993；Hayes，2000）。为了方

牌个性理论运用到城市品牌个性的研究

便研究，本文同样将品牌个性作为品牌形

中，他们从游客的角度出发，将城市品牌

象的因素之一进行探讨。

个性定义为“游客所认同的与目的地相关

Aaker的理论在品牌个性研究领域具

联的一组个性特征”。

有广泛的影响力，通过对西方知名品牌的

Ekinci和Hosany（2006）最早将BPS量

研究，Aaker最早提出了品牌个性的维度

表用于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的测量中，在

体系，后来的学者在测量品牌个性时通常

英国的3个城市和一个欧洲的机场进行调

以她提出的品牌个性维度作为基础，并进

研，研究证实了可以用真诚（Sincerity）、

行批评和发展。Aaker将品牌个性总结为

刺激（Excitement）和欢乐（Conviviality）

五大维度，分别为真诚（Sincerity）、兴

三个维度来描述旅游目的地的个性。

奋（Excitement）、能力（Competence）、

Ekinci和Hosany的城市品牌个性维度

高雅（Sophistication）以及强健（Rugged-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虽然不同学者根据自

ness），五个大类下总共有15个因子，又

己的需求自主构建城市品牌个性维度，但

进一步分为42个个性特征指标。

都参考了Ekinci和Hosany的研究成果。

然而，BP S 量表 具 有较 低的跨 文 化

中国学者梁江川和刘人怀对中国的城

性，即一些描述性格的形容词在不同文化

市品牌个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基于

中会从一个维度转移到另一个维度。我国

Ekinci和Hosany及BPS量表，在广州白云机

学者对品牌个性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黄

场对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进行了跨

胜兵，卢泰宏，2003），构建了由五个维

度长达19个月（抽样天数为34天）的调研，

度（仁、乐、智、雅、勇）、14个因子、66

回收问卷4725份，构建了中国城市品牌个

个形容词组成的中国品牌个性测量量表。

性的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活力、真诚、

尽管需要根据不同文化进行本土化

现代、文化、粗犷、随和，共27个指标。

的研究，但它具有广泛的认可度且相对稳

在梁江川和刘人怀所构建的中国城市

定、可靠并易于理解，因此本文采用BPS

品牌个性维度中，活力与真诚与BPS量表具

量表对主题乐园的品牌个性进行测量。

有一致性，同时，经过大量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将

拓展了旅游城市品牌个性的内涵且具有本

“城市品牌”放在旅游领域进行研究，与

土特色，更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故本文

“旅游目的地品牌”“目的地品牌”的意

采用中国城市品牌个性维度进行测量。

义相同。目前关于城市品牌个性／目的地
品牌个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借鉴Kevin Lane Keller、J.Aaker以及Ekinci和Hosany
的研究成果。

（二）主题公园与城市品牌个性耦
合的理论基础
“耦合”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它指

城市品牌的概念由Keller（1993）首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

次提出，他认为，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

通过各种相互动作而彼此影响的一种现

域像产品和服务一样，也可以成为品牌。

象。耦合被用于各个领域，在经济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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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者们通过对耦合原理的研究来寻找

一个成功的品牌联合所应具备的最

两个或更多产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最佳结合

为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品牌间的关系存

方式，使其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协调发

在逻辑上的契合（Keller, 2003）。吴芳等

展。目前，研究者对“耦合”的定义比较

（2010）认为，品牌联合的效应取决于消

一致。本文认为，主题公园与城市之间的

费者如何评价联合品牌，品牌匹配性则是

关系实际上是两个品牌联合的关系，因此

决定消费者评价联合品牌的关键因素。

可以使用品牌联合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其

他们基于Keller的品牌联想模型，在提出

品牌个性耦合机制则可以从品牌个性匹配

“产品功能互补性”为联合品牌匹配性的

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次，主题公园品牌

第一个维度的同时，将品牌个性纳入品牌

与其所在地品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适用于

形象的范围中，与情感利益和使用者形象

原产地效应理论。

一起，成为构成的第二个维度——品牌形

品牌联合（Brand Alliance）通常是指

象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品牌形象一致

两个或多个品牌之间短期或长期的合作

性对联合品牌的态度偏好有着显著的直接

（Rao 等，1999；Simonin等，1998）。品

影响，并以此为中介间接影响购买意愿。

牌联合在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

在研究品牌匹配性时，有学者认为，

定义，原永丹等（2007）将品牌联合定义

品牌来源国形象也是影响品牌联合效应

为分属不同公司的2个或更多品牌的短期

的维度。潘磊（2011）在产品匹配性、品

或长期的联系或组合。陆娟等（2009）在

牌形象匹配性的基础上，将“来源国匹配

归纳国内外学者对品牌联合的定义的基础

性”作为联合匹配性第三个维度进行研

上提出，品牌联合在维持两个或更多原有

究，将来源国匹配性定义为消费者对品

品牌特性的条件下，将这些品牌的优势结

牌联合合作品牌来源国的刻板印象（即

合而创造一个新的产品或服务。

对来源国文化、政治、经济、产品所抱持

品牌联合具有一定的效应，即品牌联

的固有形象或成见）的一致性。孙国辉等

合的主效应和溢出效应。品牌联合主效应

（2014）验证了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匹配度

指联合形成后消费者对联合品牌的评价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联合前对单个合伙品牌的评价相比是

原产地（Country of Origin，COO）概

否有所提高。溢出效应指联合前后消费者

念最初主要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原产

对合伙品牌评价的变化。品牌联合效应最

地”一词指品牌所来自的国家或地区，而

为关键的因素是品牌的匹配性，匹配度越

非最初的“制造地”，这主要是因为全球

高，主品牌获得的联合效应也就越大。陆

化贸易的发展使得品牌和制造在地域上的

娟等（2009）将西方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可

分离所造成的（王海忠等，2004）。

能影响品牌联合效应的因素归纳为三个

品牌原产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

层面：合作品牌层面、联合匹配性层面以

价，进而影响购买倾向，这种现象被为

及消费者层面。在随后的研究中，陆娟等

“原产地效应(COO Effect)”，原产地效应

（2010）经过大量研究发现，联合匹配性

又被称为原产地形象或产品形象。张圣亮

是影响品牌联合效应最为关键的因素。

（2016）将原产地形象定义为“人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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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或培育某一品牌或生产某一产品的国

为研究对象，借鉴J. Aaker（1997）的BPS

家或地区的认知、评价和印象”。众多研

量表对主题公园的品牌个性进行测量，实

究证实，品牌原产地对消费者的品牌信念

际操作时将BPS原有简化版的15个形容词

和购买意向具有显著性作用。学者们经过

形式的个性指标改编为相应的陈述句式题

大量实证研究总结出原产地效应形成的解

项，如“我认为珠海CL是现实的”“我认

释机理：一方面，当消费者对一个地区的

为珠海CL是充满活力的”“我认为珠海

产品不太了解时，原产地形象直接影响消

CL是可信赖的”“我认为珠海CL是高雅

费者的态度；另一方面，当消费者很熟悉

的”“我认为珠海CL是喜爱户外的”等。

产品或品牌时，会从其中抽象出对原产地

参考梁江川和刘人怀（2015）的中国

的形象。因此，品牌与其原产地之间存在

旅游城市品牌个性指标体系对珠海的城

着紧密的作用关系。

市品牌个性进行测量，同样将原有的形容

由于旅游行业的迅速发展，品牌联合

词个性指标改编为25个相应的陈述句式题

也同样被广泛应用于各主题乐园品牌。上

项，如“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动感的城市”

海迪士尼开园仅半年时间就先后与百事可

“我认为珠海是一个真诚的城市”“我认

乐、雪佛兰等品牌进行联合；广州CL近年

为珠海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我认为珠海

来与湖南卫视共同合作先后拍摄《爸爸去

是一个艺术的城市”“我认为珠海是一个

哪儿》《奇妙的朋友》等综艺节目，又与

粗犷的城市”“我认为珠海是一个悠闲的

“春浪”“草莓”等知名音乐节品牌共同

城市”等。

打造音乐节；CL海洋王国与珠海共同举办

以上变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

了3届中国国际马戏节。以珠海CL为例，

量表形式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

通过珠海横琴的地理位置优势和CL在营

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

销方面的资源，实现了旅游目的地品牌与

“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主题公园品牌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问卷除包括40个用于珠海市及珠海

当人们在一个城市进行游览时，同样

CL品牌个性测量的题项外，还涉及其他

会对该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产品抱有

两类问题的测量：①过往经历及其行为特

刻板印象。主题公园作为城市的产品而存

征，包括是否到过珠海、最近一次到珠海

在，在地理上与其所在城市有着不可分割

的时间间隔、到珠海的目的、是否到过珠

的关系，与有形产品不同，主题公园所提供

海CL、是否听说过珠海CL等；②受访者的

的服务受到所在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等

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职业、收

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主题公园

入、学历、婚姻、是否生养小孩等。

的品牌个性与城市品牌个性具有匹配性。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本文以珠海市及珠海CL海洋公园作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本调查使用“百度MTC”问卷调查服
务，通过互联网进行全样本随机抽样，共
回收228份问卷，删除9份无效问卷，最后
共获得219份有效问卷。样本构成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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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如表1所示。
整体而言，受访者性别比例较为平
衡，年龄在26~35岁的青年群体占大多

统计
变量

数，职业为普通职员的比例最大，学历多

性别

为本科，月收入在3001~5000元的比例最
大，已婚人士占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
受访者生养一个小孩或者还没有小孩。

年龄

数据显示，58.7%的受访者到过珠海，
其中，48.4%的受访者在两年内到过珠海，
一年内和半年内到过珠海的比例分别为
20.3%、23.4%。旅游是到访珠海的主要目
的，占79.7%，其次为商业活动，占17.2%。
64.1%的受访者去过珠海CL，没去过但通
过各种渠道（如亲朋好友、广告等方式）
听说过珠海CL的受访者也高达57.4%。

职业

四、结果与发现
（一）珠海的城市品牌个性特征
按以下原则对珠海城市品牌个性的测
量模型进行纯化：①修正后的题项与总体
相关系数<0.4，且删除后Cronbach α增加的

学历

题项删除；②每个题项只在单一因子上的载
荷值>0.4，即不存在显著的交叉载荷现象。
通过以上纯化过程，保留16个题项
形成一套稳定的测量量表。数据显示，
珠海市城市品牌个性测量量表的KMO值
为0.80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

月收入

平p<0.001。因子分析萃取出3个因子（表
2），累计方差解释量为55.5%。
根据所属题项指标的核心特征，分
别将三个因子成分依次命名为：“活力
现代”“悠闲随和”“独特大胆”，3个
因子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773、0.690、
0.754，总量表的Cronbach α值为0.808，具
有理想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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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状况
是否
有小孩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分类项目

男
女
18岁以下
18~25岁
26~35岁
36~46岁
46岁以上
在校学生
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
企业管理者
普通职员
专业人员
普通工人
商业服务业职工
个体经营者/承包商
自由职业者
农林牧渔劳动者
退休
其他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在校学生，没有收入
2000元及以下
2001~3000元
3001~5000元
5001~8000元
8001~12000元
12001~20000元
不方便透露
已婚
未婚
其他
一个
两个或以上
无

百分比
（%）
52.29
47.71
0.92
14.68
61.47
16.51
6.42
2.75
4.59
15.6
38.53
13.76
5.5
0.92
1.83
10.09
0.92
1.83
3.67
3.67
8.26
30.28
45.87
11.93
2.75
3.67
22.94
35.78
15.6
11.93
3.67
3.67
67.89
30.28
1.83
43.12
11.93
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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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城市品牌个性“活力现代”因子

均>3，其中受访者显著认同的珠海城市

的均值为3.80，包含充满生机、和谐、善

品牌个性特征依次为独创（3.81）、坚强

交际、时尚、繁荣、冒险、乐观7个方面

（3.63）、大胆（3.48）。

的个性特征。从均值而言，上述个性指标
均>3，其中受访者显著认同的珠海城市
品牌个性特征有繁荣（4.05）、充满生机
（3.97）、时尚（3.95）、和谐（3.94）。

（二）珠海 CL 的品牌个性特征
按照以上方法纯化后形成一套稳定的
珠海CL品牌个性测量量表，含12个题项。

珠海城市品牌个性“悠闲随和”因子

数据显示，珠海CL品牌个性测量量表的

的均值为3.52，3个个性特征指标的均值均

KMO值为0.860，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

>3，其中受访者显著认同的珠海城市品牌

著性水平p<0.001。因子分析萃取出2个因

个性特征依次为充满文化气息（3.56）、

子（表3），累计方差解释量为49.5%。

随和（3.50）、悠闲（3.49）。

根据所属题项指标的核心特征，分别

珠海城市品牌个性“独特大胆”因子

将两个因子成分依次命名为“正直勇敢”

的均值为3.64，3个个性特征指标的均值

“现代活力”，2个因子的Cronbach α值分

表2

珠海城市品牌个性的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均值

因子成分
活力现代

悠闲随和

独特大胆

C2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

3.97

0.737

C11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和谐的城市

3.94

0.654

C4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城市

3.69

0.637

C16我认为珠海是一个时尚的城市

3.95

0.628

C12我认为珠海是一个繁荣的城市

4.05

0.579

C5我认为珠海是一个适合冒险的城市

3.32

0.533

C3我认为珠海是一个乐观的城市

3.70

0.453

C25我认为珠海是一个悠闲的城市

3.49

0.805

C24我认为珠海是一个随和的城市

3.50

0.790

C19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

3.56

0.665

C22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大胆的城市

3.48

0.847

C23我认为珠海是一个坚强的城市

3.63

0.736

C18我认为珠海是一个有独创性的城市

3.81

0.568

特征根

4.532

1.543

1.127

方差解释量（%）

34.9

11.9

8.7

累积方差解释量（%）

34.9

46.8

55.5

均值

3.80

3.52

3.64

分量表Cronbach α值

0.773

0.690

0.754

总量表 Cronbach α值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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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0.813、0.706，总量表的Cronbach α值
珠海CL品牌个性“正直勇敢”因子的

（三）珠海市与珠海 CL 品牌个性耦
合关系检验

均值为3.65，包含可信赖的、有智慧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4），珠海

坚强的、大胆的、高雅的、诚信的、成功

城市品牌个性与珠海CL品牌个性各维度的

的7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从均值而言，上

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

述个性指标均>3，其中受访者显著认同的

相关。其中，珠海城市品牌个性中的“活

珠海CL品牌个性特征有成功的（3.81）、

力现代”维度与珠海CL品牌个性中的“现

有智慧的（3.74）。

代活力”维度具有最强的相关性，分析指

为0.869，具有理想的信度。

珠海CL品牌个性“现代活力”因子的

标内涵可以发现，尽管存在名称差异，但

均值为3.83，5个个性特征指标的均值均

两者的个性指标确实存在紧密的契合性，

>3，其中受访者显著认同的珠海CL品牌个

如前者的“充满生机”“冒险”对应后者

性特征依次为现代的（3.95）、富有想象

的“富有想象力”，“和谐”“善社交”

力的（3.94）、有益身心健康的（3.86）、

“乐观”对 应“健 康”，“时尚”“繁

有魅力的（3.83）、现实的（3.59）。

荣”对应“现代”“魅力”。主题公园的

表3

珠海长隆品牌个性的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均值

因子成分
正直勇敢

现代活力

T9我认为珠海长隆是可信赖的

3.61

0.760

T10我认为珠海长隆是有智慧的

3.74

0.716

T15我认为珠海长隆是坚强的

3.59

0.679

T5我认为珠海长隆是大胆的

3.65

0.611

T12我认为珠海长隆是高雅的

3.47

0.606

T2我认为珠海长隆是诚信的

3.69

0.580

T11我认为珠海长隆是成功的

3.81

0.521

T3我认为珠海长隆是有益身心健康的

3.86

0.792

T13我认为珠海长隆是有魅力的

3.83

0.682

T8我认为珠海长隆是现代的

3.95

0.640

T7我认为珠海长隆是富有想象力的

3.94

0.620

T1我认为珠海长隆是现实的

3.59

0.564

特征根

4.754

1.184

方差解释量（%）

39.6

9.9

累积方差解释量（%）

39.6

49.5

均值

3.65

3.83

分量表Cronbach α值

0.813

0.706

总量表 Cronbach α值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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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个性与城市品牌个性具有匹配性。

结论做进一步解释。Nemcomb（1953）的

其次，珠海城市品牌个性中的“悠闲

相称理论（Strain Toward System）①虽然主

随和”维度与珠海CL品牌个性中的“正

要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但对于理解本

直勇敢”维度具有第二高的相关性。分析

文所揭示的现象同样具有很好的启示性。

指标内涵可以发现，前者的“文化”对应

某种程度而言，珠海CL海洋公园可以

后者的“智慧”，“随和”“悠闲”对应

看作珠海这一城市品牌与CL集团这一公司

“高雅”，同样具有显著的内涵契合性。

品牌的品牌联合，其联合效应的发挥有赖于

同样，其他维度的个性指标内涵也具有一

个性等品牌形象要素的兼容、契合与一致。

定程度的耦合关系特征，从而证实本文假

彼此相称乃至耦合的结果。一方面对于珠

设“主题公园的品牌个性与城市品牌个性

海CL这一联合品牌而言，既可以从所在城

具有匹配性”具有合理性。

市的品牌联想中获得衍生自原产地效应的
感知品质外部线索与加持，又可以从母公司

五、结论与讨论

的品牌声誉中收获延伸发展的自我背书效
应；同理，反过来看，彼此耦合的结果是，

（一）研究结论

主题公园这一联合品牌又是城市品牌形象

从研究发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重要的构成要素，以及受众感知视角下表征

1.公众认为珠海是一座繁荣的、充满

化的城市形象联想源，具有毋庸置疑的城

生机的和时尚的城市；珠海CL在消费者的

市形象反哺效应，同时，对于母公司品牌而

心目中是现代的、有魅力的和成功的。

言，也具有形象强化的内在价值与显著效

2.珠海CL的品牌个性与珠海的城市品

用。而当以上三者存在不相称以致缺乏有

牌个性相互耦合，即具有高度内在的匹配

效的耦合作用时，形象资产的塑造与整合

性。

难以实现有机的彼此借力和相互助长，甚至
3.消费者对主题公园品牌个性的评价

与城市品牌个性的评价相互影响。消费者
对珠海CL品牌个性的评价与对珠海城市
形象的评价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实践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从城市营销策划、品

可以用图1的耦合机制模型来对以上
表4

可能出现品牌个性与品牌价值的稀释。

牌个性塑造以及企业品牌传播的角度提出

品牌个性维度相关性分析

珠海长隆品牌个性
珠海城市品牌个性
充满生机、和谐、善社交、时
尚、繁荣、冒险、乐观
悠闲随和
文化、随和、悠闲
独创大胆
独创、坚强、大胆
活力现代

正直勇敢
现代活力
信赖、智慧、坚强、大 现代、想象力、健康、
胆、高雅、诚信、成功 魅力、现实
0.364***

0.564***

0.464***
0.402***

0.459***
0.390***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141

城市文化
URBAN CULTURE

如下建议：

而具有潜在的耦合效应，也是企业选址决

1.由于消费者对城市品牌个性的评价

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以本文考察的

会影响其对主题公园的品牌形象评价，因

研究对象而言，每座城市基于自然环境、

此可从城市品牌个性中找出独特的利益点

区域文化等差异而具有不同的个性形象特

（USP）进行主题公园等旅游目的地品牌

征，CL集团的海洋公园究竟选址珠海，还

的营销策划与品牌传播。例如，当重庆欢

是广州抑或清远，品牌个性耦合无疑也是

乐谷定位于“山地型欢乐谷”时，在其营

非常有洞见与说服力的决策依据之一。

销策划中可对重庆的城市品牌个性进行分

综上所述，在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今

析，提炼出“不夜城”“活力”“时尚”

天，很多城市都在通过打造独具魅力和广

等人们所熟知的重庆城市人格化形象，进

泛影响力的文化旅游休闲项目，致力于成

一步对重庆欢乐谷开展相匹配的内涵塑造

长为具有鲜明个性与卓越市场口碑的旅游

与形象包装，有助于获得差异化优势。

目的地，而主题公园建设及其品牌化发展

2.由于城市品牌个性与主题公园品牌

同样可以是城市形象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传

个性在某些因素上具有匹配性，因此二者

播平台，因此有必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耦合

可相互借力，形成品牌联合。例如珠海市

关系以形成合力，使品牌联合效应得到强

在对外宣传横琴新区时，由于珠海CL位于

化，并发挥城市形象与企业品牌传播协同

横琴区，因此珠海CL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帮

发展的整合效用。

助吸引珠三角地区及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招
牌，而环球影城也成为北京通州地区吸引
游客的重要资源。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本研究对主题公园与城市品牌个性之

3.一般而言，企业在做旅游目的地品牌

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虽取得一些发

建设的选址决策时，市场需求、运营成本、

现，但整体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缺憾与局限

政策红利等是最常见的考量因素。而本文

性。首先，由于样本数量及构成的局限，

的研究发现则显示，旅游目的地品牌与选

本研究在各项测量结果方面所获得的差异

址所在地在个性等形象资产方面是否相称

并不能保证更充分的外部效度。其次，由
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不足，故可借鉴的关于

品牌联合效应
珠海市

长隆集团

应
效

书
形

象

强

化

背
牌

应

效

品

哺

应

反

效

象

地

形

产

效

原

应

形象一致效应

珠海长隆

主题公园与城市品牌个性之间耦合关系研
究方面的文献较少，因此在研究中有一定
的挑战性。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更加细致地探
索影响消费者主题公园和城市品牌个性评
价的主客观因素，探索广告、地域、文化
等因素对消费者主题公园品牌个性感知、
城市品牌个性评价的影响，通过控制性实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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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称理论的主题公园、城市
品牌个性耦合机制模型

验更加细致地检验上述因素间的影响关系
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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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相称理论认为，假如A和B彼此有好感，而且对另一客体也都有好感，那么其彼此的关系是相称
的；假如A和B彼此没有好感，而其中一人对客体有好感，另一人却没有好感，这关系也是相称的；
假如A和B彼此有好感，但对客体的观感却不同，则彼此的关系即不相称；假如A和B彼此没有好
感，但对另一客体却同时具有好感，则彼此的关系也不相称。当处于不相称时，A和B需改变对彼此
的态度，或者其中一人改变对客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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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me Park and Urban Branding: A
Case Study of Chimelong, Zhuhai
Liu Chao, Liu Rui, Li Jinping, Sun Siyao
Abstract: China’s tourism market is in vigorous development, while the number of theme
parks is increasing, facing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Under this context, branding differenti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urism destinatio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e parks and their cities as brand association. Taking Chimelong Ocean Park in Zhuhai as an
example, it applies the theory of brand association effect and country of origin effect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theme park branding and urban brand brand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ity of Zhuhai has three urban branding including
“vitality and modernity”, “leisure and easy-going” and “unique and bold”, while the Chimelong
theme park in Zhuhai has two distinct br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and bravery” and
“modernity and vit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that the above branding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 branding of Chimelong Ocean Park in Zhuhai and the city had the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
Keywords: branding; theme park tourism; destination; city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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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古都文化旅游传播的
趋势与策略
◎

黄仲山

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古都文化旅游藉由网络传播推广而获得新的发展动
力，整个行业呈现新的气象。然而在融入互联网过程中，许多文化旅游部门和从业人员
跟不上互联网思维，套用“互联网+”模式生硬僵化，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变换思维，改
进方法，融合“互联网+”与“文化+”，实现古都文化旅游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 文化+ 古都 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G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越

建起的虚拟交互空间，是现代社会信息交

来越深入地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

流和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古都是

为信息获取和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古都

历史流传下来的巨大文化资源，古都文化

历史文化景点藉由网络传播发散，在受众

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

范围、内容深度和广度、传播效果等方面都

独特的城市风貌，形成了富有魅力的文化

远远超出传统纸媒时代，古都文化旅游事

空间，吸引无数旅游者前来探幽揽胜。在

业也在网络媒介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时代，古都的形、音、状、貌
通过网络空间以图、文、音频、视频等方

一、互联网空间与古都历史文化
空间的交融

式得到生动再现，互联网现代的、无限广
阔的空间与古都历史文化古老的、无限深
邃的空间神奇地交融在一起，给文化旅游

网络空间是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搭

带来鲜活而奇妙的体验。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16XCC018）、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创新模式研究”（2018C5082）的阶段
性成果。

145

城市文化
URBAN CULTURE

互联网空间虽然是虚拟的、流动的，

便捷的信息来源与互动平台。“理想的古

广大网民的生活空间则是真实的、在地

都旅游应该以能满足理想游客的旅游期待

的。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分析说：

为目标”[2]，网络中大量关于古都文化旅

“流动空间并未渗透到网络社会里人类经

游的信息为这些潜在的游客提供了生动丰

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

富的前旅游体验，不仅提升了来古都旅游

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

的意愿，而且由于信息的通畅，形成了较

里，并且感知到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

符合实际的旅游期待视野和文化知识储

[1]

础的空间。” 古都所呈现的文化内蕴主

备，大大增加了实地文化旅游的满意度。

要具有历史和地域两个维度，按2004年

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赋予网络传播

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八大古都：西安、南

极大的灵活性，网络传播方式花样翻新，

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

基于网络的各种新技术、新终端、新应用

州，它们分布在祖国各地，分别代表中国

层出不穷，将历史古都的文化魅力全方位

历史不同朝代的文化，如西安主要是汉唐

展现出来。网络中关于古都文化的传播涉

文化，南京主要是南朝和明文化，北京主

及内容很广，大到古都发展建设的整体规

要是元明清文化，开封则主要是宋文化。

划，小到各种地方小吃等，传播形式不拘

这些古都既有独具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

一格，根据传播需要整合了多种资源，灵

地域性。而历史和地域恰恰是网络中最热

活搭配图、文、影像等展示形式，创造出

门的话题之一，能契合不同年龄和知识背

让人耳目一新的传播效果。以非物质文化

景网民的文化关切与消费期待。此外，西

遗产的展演展出为例，目前越来越依赖现

安、南京、北京、杭州这些古都同时也是

代声、光、电等数字网络技术，“无论从

极具现代化的都市，互联网产业发达，拥

资源整理、产业化发展，还是从文化传播

有一大批文化素养高、思维活跃的网民，

等方面，科技都在全面融入其中，成为离

城市的文化认同感促使在地的互联网企

不开的元素。”[3]旅游是与百姓生活息息

业和本地网民自觉地关注与传播古都的文

相关的公共话题，在公众视野中，古都文

化风韵，介绍古都文化旅游景点和特色饮

化常常与旅游话题联系起来，反映在网络

食、非遗产品等，形成浓厚的地域文化氛

媒介中，旅游资讯包含大量古都历史文

围。这种氛围往往会由线上溢出至线下，

化信息，网民利用网络寻找古都文化旅游

在热心网友的推介下，古都文化旅游形象

信息时，有一种发散式的接受模式，可能

为之增色不少。以旅游者身份来看，选择

会接触到相关的各类信息，在有意无意中

古都文化旅游的理想游客是具有古都文化

加深对古都历史文化的了解。比如网民通

情怀的人，很大一部分游客与网民身份重

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北京、西安等地春节

叠，且具有精力充沛、信息接受能力强、

庙会信息，就会连带搜出庙会历史、非遗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等共同特征，他们对

文化、历史遗迹等相关信息，出现信息接

旅游品质的要求较高，注重旅游的文化体

收的链式反应，呈现出多点发散的传播效

验。这部分潜在游客会在古都旅游前后搜

应。这样，古都文化与旅游两方面的话题

集和分享文化旅游信息，而互联网正是最

在网络空间中就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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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需要历史文化信息进行丰富和充

传播，呈现古都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官

实，古都历史文化也借助百姓对旅游话题

方旅游部门也利用网络传播古都历史文

持续而热切的关注强化了传播力度，拓展

化景点，介绍古都的文化特色，北京、西

了传播空间。

安等地的旅游委员会官网除发布大量的旅
游公告和新闻信息之外，还列出旅游景点

二、近年来古都文化旅游网络传
播的趋势与亮点

名录，将历史文化景区用图文和视频形式
进行宣传，使游客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
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成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浪潮急速

为重要的信息平台，各古都官方旅游部门

袭来，古都文化旅游事业在网络媒介中迎

都着力打造移动端平台，凝聚人气。截至

来了崭新的面貌，不仅呈现出新的发展趋

2018年，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认证微博粉

势，而且涌现出许多新亮点。具体体现在

丝数已达87万，西安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微

以下方面：

博粉丝数则突破百万，杭州旅游发展委员
会的微博更是达到290万粉丝，借助微博

（一）借势“互联网 +”
，拓展新领域

平台较高的关注度，文化旅游的信息传播

借 当 下“ 互 联 网 + ”战 略 推 进 的 东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旅游部门在发布旅游

风，古都文化旅游推广突破了原先的圈

资讯的同时，向网民积极传播历史文化知

子，向社会更广泛的领域发散，从政府部

识，不仅带动旅游发展，而且提升了古都

门、文保单位、民间团体、传媒机构、传

文化形象。

承人直到广大网民，中间的关系链条错
综复杂，而涉及文化旅游的许多行业，从

（三）借力旅游网站，打造新阵地

旅游管理、文化咨询、传媒运作、旅游营

旅游网站是介绍古都历史文化的重要

销、业务培训等，都因互联网介入而发生

阵地，主要目的是推广旅游景点、扩大旅

很大变化。不少旅游景点将历史文化传播

游市场、激发游客兴趣，客观上也起到传

当做一种商业营销来做，充分把握网络传

播古都历史文化的作用。旅游网站中关于

播特征，利用时下流行的营销手段，充分

古都文化旅游的信息传播形式主要包括游

凝聚了网络人气。

记、旅游攻略和旅游新闻等，如途牛网、

（二）重视平台建设，开辟新天地

携程网、驴妈妈等旅游网站上都有关于古
都西安、北京、南京等地的旅游攻略和景

如今，网络已越来越多元化，从技

点介绍，文字配以图片、视频，生动鲜活

术到内容都日渐丰富，从信息交流平台来

地展现了古都的文化魅力。此外，各类网

说，许多文化旅游景点不再局限于原先的

络论坛有大量网友分享的古都旅游信息，

网站推广，而是重视网络的多平台建设，

普通网友所关注的吃喝玩乐信息看似日

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一

常琐碎，但从其中可以细致入微地探寻到

个都不能少”，充分利用各平台特色，将

古都的文化韵味和古色古香的情调，以北

景点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京的信息为例，这些攻略的题目就很有意

147

城市文化
URBAN CULTURE

味：《北京有什么好吃的？扫遍京城老字

历史文化类新闻，有些则超出历史文化范

号，吃遍京味儿传统佳肴》《去北京旅游

围，或超出地域范围，但借助这些事件，

买什么？老北京工艺品，经典多姿多彩》

古都历史文化进入人们的视线，公众在

等等，这些简单的吃喝玩乐攻略透露出大

网络中阅读和观看这些新闻事件的同时，

量古都历史遗产和文化风俗等信息，而且

对古都传统历史文化的魅力也产生深刻

这些属于受众主动索取的信息，对于文化

印象，从而形成潜在的旅游消费意愿。此

旅游的传播来说更能深入人心。

外，网络与影视的结合常常能产生剧烈的

（四）借助新技术，形成新前景

化学反应，很容易形成较为持续的社会
热点。以古都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大量涌

如今，“互联网+”概念深刻地影响

现，在网络中形成影视热点话题，无形中

了古都文化旅游的推广模式，历史文化

增加了民众对古都文化的兴趣，形成古都

传播进入新的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新生事

文化旅游发展的新契机。比如古装剧《甄

物，包括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旅游引

嬛传》的热播，带旺了故宫旅游，2015年

介活动、网络电商平台介入文创旅游产品

上映的电影《老炮儿》票房飘红，关于

开发与销售等，这些网络新技术和新平台

“老北京”话题的讨论在网上发酵，老北

助力古都文化旅游，给游客带来非凡的历

京的物、事、人成为网络热议话题，这些

史文化新体验，无形中提升了古都历史文

影视作品在网上形成许多衍生话题，其中

化景点的公众关注度和整体形象。此外，

包括古都的历史文化典故，吸引网民来古

这也将带来整个行业的巨大变革，比如许

都进行游览体验。

多历史文化遗迹、博物馆等文物保护单位
纷纷尝试数字化技术，将文物古迹的面貌

（六）对接流行文化，凝聚新生代

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展现在公众面前，让公

90后、00后网络新生代是文化传承

众可以在网络中畅游古都的历史文化景

生力军，也是古都文化旅游未来发展的

点，观赏文物藏品的每一处细节。通过新

希望。他们通过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

技术的应用，古都文化魅力通过数字网络

平台接触古都历史文化，对传统文化产

得到全面呈现，既有从大处着眼的粗略勾

生兴趣，并产生主动接触的自觉意识和

勒，也有从小处入手的精细描画，古都形

实地游览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这些网

象在网络空间中显得丰富而立体。

络新生代是青春流行文化的主要消费群

（五）借用社会热点，寻求新契机

体，QQ、B站等网络社区聚集了一批年轻
人群，他们迷恋动漫、二次元文化、穿越

在文化消费时代，社会热点往往能聚

文化等，而在网络世界接触的古都文化信

拢强大的消费能量，而网络的信息筛选机

息，有许多是经过流行元素改造的再生性

制，将一些热点尤其是新闻热点与影视热

作品，如清宫穿越、皇家野史、架空历史

点更快速广泛地传递至整个社会。在网络

的动漫、游戏和小说等，其中充斥着对古

平台，借力热门新闻事件推介古都文化旅

都历史文化的歪曲和戏说，不仅承载错误

游已成为常见方式。这些热门事件有些是

的历史信息，而且传递扭曲的价值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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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校园历史教育与网络信息供给进行有

范例，依托互联网积聚的高人气，形成了

效的对接，将网络新生代培养成古都文化

“互联网+文创+旅游”的良性循环，但仍

旅游的宣传使者。

有很大部分历史文化资源远离网络传播的
视野。不少文化机构、文博单位、非遗传

三、需解决的思路困境与方法难题

承人等守着优质文化旅游资源，却在网络
传播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在网络世界中

网络造就了信息爆炸，也形成了信息

存在感极低。他们虽有心融入互联网进行

屏障，在网络占据了人们大部分信息交流

自我宣传，但思路僵化、创新乏力，投入

渠道的情况下，不融入即遭遗忘，这是互

大量资源建立的网站、维护的微博和微信

联网时代的基本事实，也是严峻的事实，

公众号，却因用户体验不足而难以为继。

文化旅游信息的传播也是如此。虽然借着

互联网时代是创意为王的时代，文化旅游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东风，北京、西安等古

传播与推广讲究的是一种创意，只有好的

都在文化旅游的网络传播与推广方面取得

创意才能够成功吸引关注。如果继续抱残

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主要集

守缺，在传播方面姿势放不开、身段放不

中在网络渠道利用、内容开发思路和方法

下、思路放不活，缺少真正契合网民文化

上。

生活的兴奋点，不够接地气，则很难在网
首先，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古都

文化旅游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络传播中打开局面，形成良性的行业发展
模式。

网友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感受历史古都

再次，网络媒介给古都历史文化传

丰富的文化，掌握最快的旅游资讯、分享

播带来许多新特征和新优势，比如降低信

最炫的旅游体验。然而，这种传播仍有不

息发布与传递的门槛，激发网民分享旅游

少技术瓶颈需要突破，尤其是对网络资源

体验的热情，增加保护与弘扬古都历史文

要求较高的视频观看、在线游览等，常受

化的参与意识，同时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中

制于目前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历史遗

古都文化旅游相关资料与信息的存量。然

址和博物馆的虚拟导览方面，虽然目前虚

而，网络中古都历史文化传播的多方参与

拟现实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但图像压缩技

也导致信息来源杂乱、内容芜杂，使需要

术、数据传输技术以及网络流量限制等技

了解相关资料的网民陷入信息的海洋中，

术瓶颈制约了在线观赏的效果。不少历史

反而增加了有效信息获取的难度。此外，

文化景点着力建设虚拟游览平台，但多数

一些网站和微博账号的命名借用或盗用

内容是链接文字和图片，三维技术还未全

古都文化旅游品牌，企图利用网络监管漏

面铺开，离360度数字化全景式逼真效果

洞打擦边球，误导网民，进行不正当的欺

还很遥远。

诈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传播秩序。比如

其次，互联网传播讲究灵活的创意、

利用百度搜索北京著名老字号同仁堂的

活跃的思路和即时的信息反馈，这样才能

微博，排在前列的条目是几个标记为“同

提高关注度。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为

仁堂”的微博，并没有“同仁堂”老字号

我们提供了互联网时代积极融入的良好

的认证标志，微博内容也和“同仁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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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文化无关，除此之外其他条目许多是网

入文化元素，这种元素包括“历史文化、

店链接，无一例外地打着“同仁堂”的名

文明遗址、民族特色、地域文化、风俗民

号，却找不到真正的“同仁堂”官方认证

情……古今中外一切今天仍然活着的有生

微博。网络中的这种乱象给传播带来很

命的文明形态。”[5]因此，推动“互联网+”

大的负面效应，给传播者和受众都带来困

在文化旅游事业中落地，使互联网切实地

扰，最终将伤害古都历史文化旅游网络传

成为行业发展的助力，不断更新业态发展

播的整体氛围。

模式，这将是古都文化旅游推广未来重点

此外，古都文化旅游的核心吸引力

发力的方向。

是古都的整体文化形象，而网络是一个巨

“互联网+”为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

大的舆论场，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较高

便捷的渠道，然而，互联网虽是传播利

的舆情风险。网民的分享与评价行为在网

器，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于网络中过

络公共空间很容易形成情绪共振，关于旅

于庞杂的信息流会遮盖真正有价值的文化

游正面、负面的个人体验信息都会在网络

旅游信息，建基于网络的文化商业模式也

中放大，常常会在网络空间形成影响广泛

存在急功近利的隐忧，相关文创产品线上

的舆情事件，如近些年云南丽江、东北雪

销售方式则带来鱼龙混杂的乱象，劣质假

乡、山东青岛等地的旅游“宰客”事件，

货泛滥，对古都文化旅游的行业声誉带来

就在网络中形成舆论风暴。正如学者所

损害。此外，在互联网传播的一整套游戏

言：“旅游品牌形象是脆弱的，旅游地有

规则中，存在许多与传统传播价值和理念

形的产品与无形的服务都在人们心中描绘

不符的地方，蹭热点、当“网红”虽符合

[4]

着不同的旅游形象。” 网络或许就是旅

网络时代文化消费的特点，却与传统文化

游者认识和体验古都历史文化的第一扇窗

精神价值的持久传承相悖。如何正确处理

口，细致周到的信息产品也是提供给旅游

互联网传播特征与传统文化品格两者之

者的无形服务。要塑造并维护古都文化旅

间的关系，是古都文化旅游网络传播破局

游的整体形象，旅游部门需善用网络、亲

的关键。因此，文化旅游的推广不应忽视

近网民，利用网络平台及时、有效地为旅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即“文化+”，

游者服务，提高舆情反应速度，增加有效

利用网络进行文化传播，“既要跟进互联

信息含量，增加信息反馈的质量，这样才

网思维，也要坚守文化价值底线”[6]，只

能建立良好的口碑，树立古都文化旅游的

有坚守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发挥互联

品牌形象。

网在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正面作用。文化有
文化的品格，历史有历史的底蕴，古都历

四、融合“互联网+”与“文化+”
以提升文化旅游品质

史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旅游资源，需要谨慎
开发，细加利用，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
不能一味赶时髦，在网络传播方面更应慎

文化研究学者金元浦教授曾预言：

重，不要自毁形象，也不能自建藩篱，而

“互联网+”将催生一系列“文化+”产业

应合理地利用网络的传播优势和传播力

新形态，在相关事业和产业中更便捷地注

量，将网络文化快餐转变为有内容、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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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营养大餐，引导网民由猎奇式的文化

文化的真正韵味。

消费者转为真正自觉的文化爱好者和文明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文化旅

传承者。对于掌握文化旅游资源的文保单

游推广需要借助网络力量，同时在网络传

位、传承人来说，应该正确认识互联网的

播语境中不丢失古都历史文化的原色，实

作用，合理利用互联网平台，让线上文化

现“互联网+”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交流与线下旅游推广形成互补关系，让游

只有这样，才能让古都文化旅游获得强劲

客在感受互联网便利的同时体验古都历史

而持久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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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and Strategies of Cultural Tourism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apitals in the
“Internet +” Era
Huang Zhongsh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ancient capital cultural tourism gained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and the whole industry presented a new atmospher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et, many cultural
tourism departments and practitioners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Internet think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mode is more and more rigi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inking
and improve methods in specific work, integrate “Internet +” and “culture +”, so as to realize the
rapid,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ancient capitals.
Keywords: internet plus; cultural plus; ancient capital;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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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之争：大都市治理的理论演进
◎

田

嘉

摘

要：大都市治理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不同层级间政府的关系，理论界争论的

是究竟合治还是分治。合治的代表是统一政府模式，指将大都市进行整体规划和统筹
治理，“大政府”是合治的核心。分治的代表是碎化政府模式，指大都市之下的各级城
区各自为政，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与其他城区合作与否，政府越小越好。合治与分治的矛
盾是效率先行还是公平先行，大都市治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契合
点的过程。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的大都
市治理或能从此借鉴。
关键词：城市政治 大都市治理 碎化政府 大都市政府
【中图分类号】D03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6.015
人的成长以时间计算，城市的成长则

体的目的，又得满足次级城区的需求，还

以人口计算。如今全球已有71个人口超过

要回应公众的期待。因此，产生了城市政

500万的城市，它们被称为大都市。据联

治学视角下大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

合国预测，城市人口可能会在2050年时超

处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使其协作解

过世界总人口的2/3，而这其中大部分都

决问题？

①

将集中在大都市（U.N.,2014）。 仅最近

这一核心问题之下，是大都市该采

25年，全球大都市的数量便增长了1.3倍，

取怎样的管理体制的争论，大政府更好，

这些大都市聚集了7.53亿人口，相当于地

还是小政府更好？双方都有理由认为自己

球上每5个人就有1个生活在大都市。人口

的模式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大政府能减少

膨胀的同时，大都市的地理辖区逐渐向外

冗长的纵向层级，缩短决策过程的时间，

扩张，形成一个大都市包含众多次级城区

同时有效配置各次级城区的资源，实现互

的区域网络。这使大都市公共政策的制定

补。小政府更了解城区的需求，从而制定

和实施过程更为复杂，既要符合大都市整

有针对性的政策，避免过度的官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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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繁复的行政成本。此后大都市治理的

市如何治理。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帮助

理论研究基本衍生于此争论，在“合”还

人们意识到城市发展终究是把双刃剑，导

是“分”，“如何合”或“如何分”的方

致的问题也许并不比带来的便利少。城市

向上延伸。

问题是城市化的结果，而大都市病本就是

实际上，超过70%的大都市都位于发
展中国家，尤其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比如

特殊的城市问题，只可惜当时没有足够的
例子向人们展示大都市的特殊性。

中国和印度等，由于其城市化程度相对较

第二阶段（20世纪30—60年代），核

低，所以大都市的人口更为集中——世界

心话题是“城市由谁治理”。精英理论和

人口的53%都居住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大

多元理论长期各占半壁江山。前者认为城

都市里。由此，梳理现有大都市治理理论

市政策制定往往受控于少数精英阶层，这

的演变和争论，或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

些少数精英决定了最重要的城市政策，进

治理有现实意义。

而掌握了城市治理的方向。精英理论的代
表学者弗洛伊德·亨特对城市核心领袖进

一、大都市研究的演变

行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权力其实总是由
固定精英团体掌控，而这个团体一般不超

自20世纪初城市研究开始出现起，

过40人。②相应地，多元学说认为城市权

大都市就是城市学者们乐于分析解释的

力分散于多个团体，且每个团体中都有一

案例，常被与城市化、经济发展、城市设

个权力中心。罗伯特·达尔反驳了精英理

计、城市环境、社会转型等话题联系，但

论，质疑其混淆了权力和名气的概念，声

鲜将其作为研究主体，或将其区别于一般

名远播的精英人士未必真实拥有为一个城

城镇加以研究。同样，在有关大都市治理

市做决定的权力，没有人能够在城市政策

的早期研究中，大都市只是作为案例的角

决策过程中只手遮天。③后来大都市病中

色存在于城市治理研究中，城市学者们分

的多头政治问题探讨其实类似对多元理论

析大都市的例子以寻找解决一般城市问题

的延展，分析城市治理的多元参与导致的

的普遍渠道。将常以大都市为对象的城市

效率低下等结果。

研究进行总结，其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如
下阶段：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讨
论“城市治理目的”，城市学者们不再拘

第一阶段（20世纪初），研究重点是

泥于精英控制或多元决策的争论，这时城

“城市化的因果”，这是学者们研究大都

市权力已不单单可简而化之为“谁”，而

市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开

是“有着什么目的的谁”。因此，增长机

始。这一时期的研究意在寻找为什么会出

器论成为城市治理研究的新视角。该理

现城市、城市的存在会产生哪些问题，但

论认为一个城市就是一部机器，城市经营

仅停留在发现问题，而很少探讨治理和解

和管理就是机器操作和运行，帮助利益集

决的办法。以至于在大萧条时期，社会学

团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 ④。增长机器论打

家们批评城市研究迷失在各种城市弊端

破了精英论和多元论的非此即彼，认为为

里，机械地发现问题，却不思考和理解城

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城市治理者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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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地选择合作与否，“谁治理”是
不确定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是确定
的。但城市增长论的批评者却认为该理论
聚焦过窄，且城市治理达到的结果不一定

二、政策过程：从统治到治理
（一）权力：谁来统治城市

与初设目的一致，城市的经济增长也不一

经典的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是在

定会对所有治理者有利，认为其对城市权

辩论大都市的议程设置是否取决于极少数

力的政治经济大系统缺乏考虑。

人。它们纵然意见相左，但前提认识是一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探

致的，即大都市的政策事务是被人为设置

讨“城市权力结构”，城市体制论被提

的，不是对大都市出现问题的反馈，而是人

出。城市体制论试图回答城市治理的三

为决定了大都市政策的具体内容。社会学

个疑问——“谁治理？治理目的？如何治

家亨特对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四类权力群体

理？”早期费因斯坦夫妇基于政府在城市

（政、商、工会、社会运动）进行检验，认

治理中的作用程度将城市体制进行分类，

为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群体，

从强到弱分别为引导体制、授权体制、保

这个人就是亚特兰大市市长。并进而认

⑤

护体制。 引导体制指政府制定和实施所

为，所谓代议制民主只不过是障眼法，实

有城市治理议题，是城市治理的独立参与

质就是精英的统治。而政治学家达尔则运

者；授权体制是政府颁布特许经营等资

用决策分析法对美国纽黑文市进行研究，

格，由民间权力协助其治理城市；保护体

假定确实有某个人在统治纽黑文，最后

制则是民间权力主导城市治理，而政府充

推翻假设，结论是没有人真的有决定性的

当保护其利益的角色。最著名和被广泛争

作用，或许某个领域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

论的概念来自于克莱伦斯·斯通提出的城

人，但这些人不可能垄断整个城市事务。

市体制论（urban regime theory），其将城

亨特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评价精英人群

市体制定义为一种稳定的非正式的政府与

的声望来测量他们的权力，但将权力与声

其他权力的联盟关系，城市治理是解决城

望完全对等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多元主义者

市问题的过程而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强

的抨击，也不能说服精英主义的后起之秀

调其他民间权力的参与，以补充政府治理

们。新精英主义者认为，权力的判断应该

⑥

的不足。

着眼于一个城市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不是

由此，政治学语境下，大都市研究的

所有议题。精英们会确保要害议题不被其

发展可以概括成两个核心走向：一是对大

他群体染指，而相对不重要的议题则不太

都市政策过程的讨论，从最初被默认的

可能影响城市的权力地位。这样，声望大

“统治”（即以预设的政策目标为导向）

的人有可能只涉及不重要的议题，多元主

到如今被普遍认可的“治理”（即以发现

义者们判定的只影响某个领域的人反而可

的城市问题为导向）；二是对大都市制度

能正好掌控着最重要的议题。

结构的思考，是该更依赖统一治理的大政

这些对权力的探讨过于注重概念争

府，还是更偏好分权治理的小政府？至今

论，虽然可以看作后来大都市治理研究中

这仍是无解之题。

“大政府”争论的基础，但他们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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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是把大都市作为一个研究范围，同样

——为了达成目标，而非统治他人。

的理论验证可以上至国家下至村镇，并未

城市体制分析既借鉴了政治经济学

考虑城市的特性、大都市的特性。后来衍

的分析方法，又与之不同。城市体制分析

生出的对社区权力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并不认为经济是促成联盟的唯一因素。同

政治学家们抛开都市，用类似的方法研究

时，城市体制分析的动态性体现在，参与

更小单位的权力。但在城市权力的探讨

者和议程的变化会导致城市联盟的类型不

中，城市政府还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城市

同。斯通认为，一致的目标和资源能够建

政策也最终是以“政府管理”——统治的

立起联盟，并赋予某些人权力。但是，资

形式完成。这一点是他们共通的。

源并不平均分配，利益相关者会比其他人

（二）权力结构：权力不是为了统治

更容易影响政策，所以，体制分析常是忽
略社会公平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体制分析

而后续的研究认为，非正式联盟主要

成为研究包括大都市治理在内的城市政治

参与者是政府（政治领袖）和商业精英，

学的主要方法。它对早期城市权力研究的

而联盟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互利 ⑨。这看

突破在于将“权力”概念转化为“权力结

起来像是精英理论和增长机器论的结合。

构”，是由点及面的概念转变。城市体制

但因为城市体制论的大部分研究都基于美

分析考量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超越了精

国大都市，琼·皮埃尔直指“城市体制论

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权力争论，也摒弃了

是美国城市的政治经济概述”⑩，从而质

“增长理论”的经济决定论断，认为城市

疑城市体制的概念是否能够得到普遍使

的体制，即关于城市治理的安排结构。城

用。当然，这样的质疑被一些研究美国以

市体制被认为在城市政策过程中起到核心

外城市的研究所回应，比如迪卡塔罗和凯

⑦

作用。 斯通于1989年出版的《体制政治

拉姆斯基对英国伯明翰的研究 、欧文对

学》一书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城市体制论，

波兰普沃茨克的研究 、戴维斯对伦敦莫

其以美国大都市亚特兰大作为案例，发现

顿区的研究 、霍尔曼的英国案例分析 、

非正式的权力联盟对城市政策行程产生巨

杨宇（音译）对香港的研究 等。

大影响。“权力联盟”也因而成为城市体

纵使体制分析将此前的权力概念拓展

制论的主要概念。城市体制的特点是非正

并有效解释了城市的政策过程，但仍存在

式且相对稳定，是“一个非正式的、相对

发展空间。首先，“体制”所指的城市权

稳定的，能够利用制度资源影响政府决策

力联盟是否一定存在于城市治理中，还是

⑧

的组织”。 斯通通过亚特兰大1946年至

只是治理的一种可能？斯通在2015年的新

1988年的政策过程进行描述，认为亚特兰

作中修正了自己的论述，认为“城市政治

大有一个稳定的治理联盟，通过长时间的

秩序”可能比“权力联盟”更贴切。 其

互动和谈判形成，包括商业团体、中产阶

实，城市体制就是指治理模式，权力联盟

级和民选官员。这个治理联盟考虑经济的

可能只是其中一种模式。其次，现有的体

目的：增长，也考虑文化的目的：融合，

制分析侧重于回答“谁治理”和“治理目

因而此处的权力和以往的权力有了区别

的”，但对于“如何治理”却仅给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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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政府和民间联盟，“如何治理”亟

的公私伙伴关系也是治理的一种结构。

待深入研究。再次，体制分析对城市体制
的分析没有考虑不同领域、不同议程的区
别，而现实中这种区别可能会造成所谓的
不同体制。

三、治理结构：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一）统一政府模式
什么样的大都市政治结构可能最有

（三）动态的权力：用治理代替统治

利于大都市治理？这是大都市研究在政治

从体制分析到治理讨论，是城市政治

学语境下的第二个核心走向。在这一走向

学近年来的发展，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

下，统一政府模式是最初被提出的，并在

从重视政府与非政府权力间的稳定联盟，

20世纪上半叶处于主导地位。统一政府模

到将政府与其他力量的关系看作是动态

式，又称大都市政府模式、单中心模式，

的网络，且越来越模糊政府与其他力量的

指大都市需要一个统一的大政府，由大政

界限。“参与”是治理的关键词，也是治

府来控制整个大都市区域的发展。

理与统治的最大区别。不过，诸多治理理

1922年，《大都市社区的政治整合》

论倡导者常常因为关心非正式的合作和关

一文开启了对大都市政治结构的探讨，提

系，不仅模糊公私的界限，还模糊地域的

出应该将大都市中的社区进行政治结构上

边界。“城市和国家官僚政治的变化可以

的统一，成立一个大都市政府。随后陆续

说是从‘统治’到‘治理’的变化”。

有学者将其观点拓展，并声讨政府碎片化

统治是过去流行的概念，强调官僚层

现状的恶果，认为地方政府的分散和碎片

级和权力控制，即上级是施令者，下级是

化使得公共服务难以有效提供，而各社区

执行者，政策过程只是命令和实施，反馈

的差异和隔离使得公共服务公平化难以实

几乎没有渠道。“因此权力是可辨认且明

现，资源和财政的分配出现了明显的不均。

显的，并集中于政府核心”。 但在民主国

由于没有一个可以为大都市政策负责的政

家的发展中，自下而上的反馈变成了对权

府，公民无法对其判断和监督，难以民主称

力的监督和限制，强硬的政府干预和操控

之。 而且由于政府碎片化的管理，大都市

有可能会有悖民意，从而影响权力。“政

中的贫富差距被拉大，富人与穷人间、不同

府应该做的是引导，而非亲力亲为”。

种族间出现了隔离。 碎片化的政府很难解

与统治相悖，治理除了强调非正式关

决大都市范围内的区域问题，比如住房、环

系，还倾向于忽视权力 ，认为公民社会中

境、交通。 为解决这种缺乏效率的状况，

的群体或个人会自动产生共识，形成集体

学者们提出对大都市进行政治整合，即合

行动，所有集体行动者都能从中获益。因

并市县和创造大都市统一政府。大都市统

此，治理中很重要的预设是集体行动。但

一政府被设计成建立在现有的城区政府体

本文以为，治理是广泛的概念，不应狭隘限

系基础上，负责管辖大都市范围。

制于治理理论。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制

统一政府模式的优点可以总结为：一

度结构。城市体制是治理的一种结构，等

是通过大都市范围内的税收和财政政策，

级制度是治理的一种结构，现在常被讨论

减少中心城市与郊区间的财政不平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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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更好地从事区域规划，有效利用资

解，因而会比统一政府更可能制定出适合

源。三是能够提出大规模改善交通的计

地方情况的公共政策。

划，采纳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更加平衡的

当然，碎化政府模式也存在众多批

交通政策。但是，统一政府模式受到的质

评。一是不能够公正地分配财政与公共资

疑也不少，比如统一政府与高效之间的关

源，城区与城区间的差异会日益明显。过

系并未被很好地证明。 另外，统一政府

于强调城区自治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富

是不是能行使统筹整个大都市的权力，其

人区和贫民窟 。碎化政府模式提倡者认

政治执行力会不会因为次级城区的固有权

为，在该模式下，公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

力而被削弱，也是令人担心的。 统一政

认为政策更好的城区居住，不必被大都市

府设立时虽设定了目标去减少中心城区与

统一的政策所束缚。可事实上，富人会聚

郊区的不平等问题 ，但其解决程度可能

集在更好的社区，而穷人很难“选择”移

只是一部分而已。

居到富人聚集区中，因为他们不具备移居

（二）碎化政府模式

的资本，比如富人区高额的住房成本。又
由于城区间财政情况的悬殊，没有大都市

与统一政府模式相对的，是在其后被

统一政策的调控，使得富人区愈加富有，

提出的碎化政府模式，又称多中心模式、

贫民区愈加贫瘠。另外，碎化政府模式也

公共选择模式。倡导此模式的学者首先是

难以为大都市范围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从反对统一政府模式开始论述的，他们认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做出权威的分配

为，大都市中呈现政府碎片化的现状与其

决定，任何有意义的大都市合作都无法实

说是需要纠正的缺失，不如将其当作一种

现。

优势。 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合并会导致过
度集中，也破坏民主、有碍自治。统一政

（三）区域主义模式

府很可能造成官僚机构膨胀，从而导致高

如今大都市政治结构的讨论有了另一

成本低效率。 同时，统一政府也不能促

发展，即区域主义模式。确切而言，因统

进经济发展。

一政府模式也提倡大区域管理，为与之区

而碎片化的政府容易产生自愿的共同

别，一般将区域主义模式称为“新区域主

体，这些共同体关注大都市的不同领域，

义模式”。新区域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

以俱乐部、联合会等形式促进公共政策的

代，既是对碎化政府模式的反思，更是对

实施，推动社会改良。 在这种碎片化的

以统一政府模式为代表的纵向治理体系的

情境里，地方治理无限趋近邻里治理。

反思，学者们开始思考横向网络化的治理

小城区的自治利于公共参与，使公民感觉

模式。区域主义模式的核心观点是，用城

赋予更多权利，对社区事务更有兴趣，提

市区域的概念替代城市，将其看作政治经

高邻里间的团结度。越小越好。碎化政府

济活动中的重要单位。区域主义提出的背

模式的治理基础是地方政府（城区政府）

景是城市学者们的焦点从中心城市向外围

能够有效地管理好城区内的事务，且由于

城区（甚至郊区）蔓延，中心城市与周围

小的地域管辖范围更易对全面情况深入了

城区的相互联系和差别使城市问题变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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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问题。 区域主义模式的探讨多集中于

权力实际上是由那些大量被分散到郊区的

经济发展的话题，认为区域化管理可以缩

选民所决定的，而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群

小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区间的差异，保证税

的政治权力被大大削弱。 区域主义模式

收、稳定房价、减少隔离。

也试图建立一种可被实证的大都市治理模

虽然均提倡整体化的区域治理，但区

型，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区域主义模式

域主义模式与统一政府模式有诸多不同。

不满足于大都市原有的辖区边界，提倡比

首先，统一政府模式下的大政府介于上下

大都市更大的区域，即几个大都市合并成

级政府之间，容易两头不讨好。一个经典

一个大都市地区，但这样的地区反而在政

的例子便是相当于大政府的大伦敦委员会

策安排上非常薄弱，所谓的大都市治理系

以解散告终。 而区域主义模式只提倡区

统也形式大于内容。

域治理，不认为需要由一个大政府来实施
治理，区域治理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城区政

四、结语

府间的协议或公共私人伙伴关系。其次，
统一政府模式对城区政府的权力很少加

综上所述，大都市治理的理论之争仍

以说明，没有考虑次级城区的自治目标，

未落定，“分”“合”之争仍旧是如今的

所有的治理目标和结果都是基于大都市的

核心议题。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们用更

整体框架。区域主义模式则提倡提高城区

丰富的实证方法检验“大政府”或“碎化

的自治权和增加城区的资源，区域化地处

政府”的优劣。在近5年的大都市治理研

理城区政府间的关系。再次，“规划”和

究中，主要的观点包括：一是提倡政府间

“合作”可以分别概括统一政府模式和区

合作而非大都市治理。学者诺瑞斯在其新

域主义模式的关键。统一政府模式强调有

作《美国大都市治理》中对美国大都市区

计划地统筹城市治理的安排和范围，计划

的102个城区政府进行调查，发现区域层

安排的妥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的

面的大都市治理并不存在，他们有政府间

方向。但区域主义模式不认为治理是需要

的合作，但并非是整个大都市层面的合作

提前计划的，而是由各城区自己发现自己

（治理）。 二是将公共管理理论和集体行

的问题并予以解决，如果问题是区域性的

动理论引入大都市治理，认为应该将大都

或者是涉及少数几个城区的，再由城区间

市治理看作整体框架中的多个政府网络，

的合作来逐步处理。

而非一个政府。 三是认为政府碎化有碍

因此，区域主义模式介于统一政府模

经济发展。比如有学者对25个大都市区的

式和碎化政府模式之间。不过，区域主义

碎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就业率等的关系进

学者们本身也有分歧，总体而言，分歧在

行统计，认为碎化政府效率低下，会导致

于向统一政府模式倾斜还是更偏向碎化政

大都市发展的滞后，而大都市治理需要强

府模式。前者观点比如，城区的合并能够

有力的区域性治理结构，需要改革。 四是

促进区域公平，大都市政府能够推动郊区

提出大都市治理的国家引导模式，即由国

的房地产发展，分散城区的低收入人群。

家政府出台政策整合大都市区，以更迅速

但反对意见认为，合并后的大都市的政治

和有效地实现大都市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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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政府学派和碎化政府学派在大

碎化政府学派对统一政府学派反驳的基

都市治理的探讨中各执一词，谁也没能说

础，大都市本身就是次级城区组合而成，

服对方。但事实上，真实世界里的大都市

与其强行将其合并为一个整体，不如顺其

并不能像理论假设那般极端，很少有能事

自然发展。有很多大都市的出现似乎确实

无巨细的强有力的“大政府”，而碎化的

如此，比如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成立了

“小政府”又并不能推动大都市的整体发

大都市政府，但却从未行使过真正权力，

展。强调大政府的学者在意的是“治”，

也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圣地亚哥大都市的管

强调小政府甚至无政府的学者在意的是

辖范围。一纸公文上的大都市和现实生活

“不治而治”，而区域主义模式则有意舍

中的大都市或许并不一致。如果确实可以

弃“治理”的概念，用“合作”取而代之。

区域化治理，即使没有一个所谓的“大政

或许，区域主义模式在如今更受欢迎，其

府”，也至少应该在一个明确的大都市区

提倡的“合作”关系正在成为各地政府与

域基础上。如果现实中的城区是碎化的，

其他政府或非政府机构间的往来方式。

在没有将其粘合为一体之前，整合性的治

但是，现今大都市治理理论争论的

理恐怕很困难。因此，大都市治理要实现

源头在于对大都市边界的界定过于模糊。

“治”，或许需要借鉴近年的新研究观点

大都市是扩张后的城市，而大都市区又是

——要么把大都市看作是次级城区政府集

扩张后的大都市。可是，在谈论某个大都

合的网络，用公共行政的手段分级合作；

市或大都市区时，其界域的划分经常如同

要么从国家层面明确大都市的界域与归

其治理权的划分一样，难以明了。这也是

属，使大都市治理拥有实际行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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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n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Tian Jia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lies in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theoretical debate is either “big government” or “small
government”. “Big government” is a unified government model, which refers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metropolis. “Big government” is the core of the big governance.
“Small government” is a fragmented government model, which refers to the respective districts under the metropolis, and are independent with one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they can
choose whether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urban areas or not. The smaller the government, the bett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big and small is efficiency first or fairnes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theory is the process of finding a balance point of converge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be used for this.
Keywords: urban politics;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fragmented government;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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