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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发展中公共资源配置上存在的主要

问题，以及进一步分析影响城市居民生活

满意度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希望可以为城

市中大型居住区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意

见。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主要为了了解目前大型居

住区的公共资源配置情况，为此调查从两

方面进行：一是组织大型居住区的工作人

员座谈，了解目前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收集社区公共资源的客观数据；二是针

对居民进行调查，主要衡量居民对于所住

城市外围大型居住区的公共服务配置
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以北京市为例

◎ 王 淳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城市居民对于生活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其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居

民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来越紧密。[1]但是，

由于配套实施跟进特别是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不到位，导致居住在一些新建大型居住

区和新城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不能有效满

足，这不仅影响到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质

量，也给继续外迁人口带来压力和阻力。

目前，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

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

课题。[2]因此，本次研究旨在了解北京市

大型居住区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

居民的主观感受，力求从中发现目前大型

摘  要：近年来，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内城人口压力，在城市周边地区建立了一批大

型居住区，与此同时，这些居住区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也成为了社区居民们的

关注焦点。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北京市为例，对其外围六个大型居住区的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情况及其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

的如教育资源、交通状况、文娱设施等5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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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主观感受。研究

中，主要选取了北京市主要的六个大型居

住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是望京、天

通苑、回龙观、远洋山水、马家堡和常营

社区。这六大社区是目前北京市主要的人

口疏散方向，也是北京市人口集中的最大

六个新建社区。同时，针对不同的资料类

型，采取了相应的研究方法：首先，针对

居住区的宏观数据的收集，主要通过访谈

方式，利用座谈会等方式，与相关工作人

员沟通交流，收集社区整体资源分布的宏

观数据；其次，针对居民的主观满意度调

查主要采取问卷的方式，在居委会的协助

和组织下，派访问员进行调查，指导居民

正确填写调查问卷。在样本量的分布上，

主要参考各居住区目前的规模，按照居住

区规模的比例配置样本量。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针对居住区资源

的客观数据收集主要涉及：（1）居住区

的基本情况，包括面积，人口等；（2）

社区教育资源分布情况，包括幼儿园，小

学和初中的数量，师资等；（3）社区医

疗机构的分布，包括大型医院以及基层医

疗服务机构；（4）社区文体设施分布；

（5）社区公共交通状况，以及交通中

存在问题；（6）社区基层服务部门的情

况，包括居委会、派出所等的人员配置；

（7）社区的绿化以及基本生活设施的情

况，包括水电气暖及商业设施等。

针对居民主观满意度的衡量主要包

括：（1）居住社区的整体满意程度；（2）

对社区教育资源的满意度；（3）对社区医

疗机构的满意度；（4）对社区文体设施的

满意度；（5）对社区公共交通状况的满意

度；（6）对社区生活基本设施的满意度；

（7）对社区服务的满意程度。

二、大型居住区公共资源的配置
现状：公共服务资源明显不足

为了了解大型居住区公共资源的配置

情况，特别选取三个社区进行了深入的座

谈，并收集了公共资源配置的客观数据资

料，力求从居住区的客观数据和居民的主

观感受来衡量大型居住区的公共资源配置

的满意程度。所选取深入座谈的大型居住

区为望京、天通苑和回龙观社区，访谈内

容主要涉及：基本情况，教育资源，医疗

机构，文体活动设施，基础设施等等。

（一）教育资源严重匮乏

在座谈中，工作人员普遍反映本社

区教育资源不足，首先反映在社区幼儿园

数量严重不足，招生压力很大，满足不了

本地生源入园需求，更难以保证外籍户口

孩子入园。并且在所有幼儿园中，私立居

多，其中幼儿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平均一

个班为6人左右；其次，小学、中学多以

公立为主，但是师资力量分布不均匀，例

如调查中发现，望京社区的小学初中教育

整体较好；天通苑社区公立小学的师资力

量十分欠缺，但是该社区的私立学校师资

力量较好。

（二）医疗资源不容乐观

深入访谈的三大社区周边，属于三甲

级医院的数量都很少，尤其是天通苑社区

周边没有三甲级医院，到最近的三甲级医

院在不堵车的情况下需要40-60分钟。其

他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配置略有不足，资

源比较有限，但是从卫生服务站的诊疗人

数来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居民看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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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中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大部分居

民反映，简单疾病的处理首先会选择到社

区医疗中心就诊。

（三）文体设施发展较慢

大型居住区目前正在发展过程中，但

是调查显示，大多数文体设施的配置跟不

上社区发展的脚步，仍处于比较落后的阶

段。调查的三个大型社区中，有一个社区

既没有大型文化活动场所，也没有大型体

育场所，甚至基本的一些体育健身器材也

十分匮乏。居民们普遍反映，若要想要健

身或者是搞些文化活动，都不是很方便，

个人可以去健身房，但是大众的娱乐健体

活动就没有办法举办了。因此，大型文化

体育活动场所的稀缺仍是目前大型居住区

文体资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交通条件亟需改善

从整体分布看，几个大型居住区的

交通设施分布有些堪忧：公共交通线路

分布较少，公交站距离远，地铁数量仅

有一条，而这些社区的早晚高峰人流量

很大，公共交通根本不能满足出行需求；

另外，由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问题，大

部分上班族需要走较长的距离才可以到

达，这从客观上造成附近的黑车增多，增

加了安全隐患，交通事故频发，交通秩序

混乱。

在座谈中，工作人员反映目前社区交

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交通拥堵，交

通线路的规划不够。大型居住区都远离城

区，每天往返于城区与居住区之间的人流

量巨大，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期，公共交通

压力巨大，地铁线路以及承载能力的不足

充分暴露出来。

（五）公共服务部门不足

首先，调查发现各大社区居委会平均

办公面积不足，若按照每个居委会办公用

房不少于350平方米的标准，不达标的居

委会数量基本都要占到总体的50%以上，

其中回龙观的情况最为严重，办公面积不

达标的居委会数量竟达到70%以上。

其次，社区警力严重不足，辖区的平

均警力仅在2人左右，居民普遍反映安全

感不足，可见，社区的公共安全设置还存

在着较大问题。

三、公共资源设置与居民满意度
评价：细节问题凸显

居民对于小区的整体满意度评价还是

较高的，有82%的居民认为所居住的小区

是基本适合居住的，认为不适合居住生活

的样本仅占到5%，说明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居民对于现居住的大型居住区公共服

务的整体评价还是较高的。但是，具体分

析的话，可以看到居民对于一些公共资源

的设置会有所微词。

（一）教育资源评价居中

依据问卷反映的结果来看，居民对

于所居住社区周边的教育条件评价比较

中性，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幼儿园、小

学、初中，居民的满意度评价都集中在一

般，但如果将居民按照家中是否有小孩分

为两类，可以看到家中有小孩的居民对于

教育的总体评价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比

较满意和一般。其中家中无小孩不清楚的

回答率较高，回答非常满意的也多于家中

有小孩的居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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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方面说明居民对于文化娱乐方面追

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型居住

区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

（四）社区周边交通整体评价较高

虽然大型居住区的交通规划有不妥之

处，亟需改善，但调查反映，居住区的居

民对于小区周边的交通出行整体满意度评

价较高，选取“一般”和“比较满意”的

占到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主要原因是这

些大型居住区附近都有地铁站，保障居民

出行。而且，研究也显示，通常上班或上

学时间较短的居民，选择步行或者自行车

出行，这样可以缓解一部分交通压力；而

上班或上学时间较长的居民通常选择的是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可见，公共交通出行

在居民中十分普遍，是居民出行的主要方

式，改善公共交通的现状也是居民们所急

迫需要的。

（五）老年服务设施评价普遍较低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居民对

于老年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明确表达不满

意的居民约占35%。究其原因，一方面由

于部分社区在这部分做得确实不足；另一

方面，也与本次调查的样本老年人比重较

大有关。而其中，在老年设施不满意的项

目调查中，最不满意的项目是老年活动场

所，占35%；其次为养老院，占30%。

四、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分析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不仅了解了目前

大型居住区的公共资源配置现状，同时也

从中发现其配置状况确实直接影响了居民

（二）医疗服务整体评价较高

对 于 社 区 周 边 医 疗 满 意 程 度 总 体

评价为：非常满意（3.4%）， 比较满意

（23.43%），一般（39.5%），不太满意

（15.5%），很不满意（4.1%），可见居

民对于医疗的满意程度较高，比较满意

评价比重较大，表示不满意的比重在20%

左右。但是调查显示，居民从心理上还是

希望在社区周边增加大型三甲医院，即便

是周边有三甲医院的居民也如此。对于社

区医院，他们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还不足，

且大部分人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和药品

相对较少，不能满足居民看病的需要。因

此，还需要进一步建设与推广普及，并在

居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文化体育活动场所整体评价
普遍偏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不仅

仅满足于温饱问题，在生活上追求更高层

次需要。文化以及娱乐休闲活动逐渐在居

民消费中比例上升，居民对于文化娱乐方

面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通过问卷分析结

果看，对于所调查的大型居住区，居民对

于文化及体育活动场所的满意度较低，明

确表示不满意态度的居民比重达到30%以

 
图�  有无小孩与教育评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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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满意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

们透过数据，可以初步分析出在公共资源

配置方面，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

素主要有哪些。

首先，教育资源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很大，而且，幼儿园或者学校的数

量是居民关注的首要方面，幼儿园的收费

问题和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其关注的重

点。在目前大型居住区周边，教育场所数

量少是存在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不同的学

习阶段，居民满意度也体现出不同特征：

幼儿园不属于义务教育体制，在收费上没

有国家的保障限制，因此大型居住区周边

幼儿园收费高成为居民对于教育满意度评

价较低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

于大型居住区，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子女

入园难收费高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教育弊

端；针对中小学教育来看，教育质量是居

民关注的重点，近3成的受访者表示居住

区周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如表1

所示：

其次，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医疗服务机

构的数量有待于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增加

图书室、影视厅和体育活动场所，这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对于文

化体育场所，面积和数量是人们关心的主

要问题，大型居住区的文化体育场所一般

具有面积小、数量少以及种类少的特点。

对于医疗卫生机构，居民们希望可以增加

社区医院的药品资源。在居民想要增加的

文体设施调查中显示，目前居民想要在社

区内增加的文化场所主要包括：图书室和

影视厅，最想增加的体育活动场所为大型

体育活动公园。这三方面在居民的选择中

所占比例均在25%以上。

再次，交通问题是居民普遍关心的

问题，一个居住区的周边交通如何直接关

系到居民在此的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在

北京，公共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居民会要

求公共交通要十分的便利。例如本次研究

中，不少居民抱怨公交线路少，道路堵是

影响出行的主要问题。北京市的路况整体

来说不容乐观，道路堵是影响北京市民出

行的主要问题。这些大型居住区距离城区

较远，因此其线路少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

 此外，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北

方的供暖问题是居民关心的重点，而本次

研究表明，几个主要大型居住区的居民，

不满意的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在水和热，不

同居住区情况略有不同，但仅就问卷收集

的数据来看，大部分居民不满意的地方

集中在水和热，其中，对于水电不满比较

集中的社区为天通苑、远洋山水、常营、

马家堡。这四个社区，由于各自不同的原

因，造成了饮水、取暖和用电上的不便，

使得居民对其的满意度不高。

最后，居住区在商业服务设施上和

老年服务设施上的资源配置也会影响到居

民的生活满意度，而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

表�  教育资源不满意的主要方面（%）

教育问题 数量少 入园难 收费高 质量差 其他

幼儿园 30.62 24.22 34.45 9.03 1.68 

小学 34.98 20.87 19.03 21.16 3.96 

初中 40.12 16.27 16.14 23.86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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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也使得居民们对于老年服务设施的

要求日益提高。在政策层面，目前的北京

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

中，并没有包括一些公益福利类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如养老餐厅、便民菜站等，和一

些居民需求较强的便民利民公共服务设施

业。[3]尤其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小区居

住者不仅关注自身的日常生活的便利，同

时也越来越注重精神方面的提升，所以书

店成了居民们亟需的新场所。

综合对客观数据的分析及居民主观满

意度的衡量，可以看出大型居住区目前正

处于发展阶段，各项功能正在逐步完善。

虽然大型居住区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这各种

问题，但是居民的整体主观感受还是比较

满意的，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医

疗、养老以及交通等方面，这些因素对于

居民生活满意度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

如果想要提高居民生活的满意度，需要着

重从以上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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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in Large Suburb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Living Condition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Wang Chu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mega-cities have constructed a number of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suburb to ease population pressure in downtown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al-

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in these residential areas has become a public focus. This 

study adop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akes Beijing as an example, investigates residents 

from six major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nd analyzes fiv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atisfac-

tion with liv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traffic conditions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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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condi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