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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察》杂志自2009年创刊以来，坚持精品办刊方针，力求“聚集全球城市研究

智慧资源，构建城市科学发展公共智库”，积极探索城市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以展现

当今世界城市的最新理论和趋势，努力为各级城市决策者、管理者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实用

性的学术参考资料。现针对以下栏目征稿：

1．特稿：特别推荐的城市研究文章。

2．改革与发展聚焦：聚焦于城市发展的热点、难点及重点问题的学术文章。

3．区域与城镇化：刊发研究城市区域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统筹等问题的学术文

章。

4．城市经济：刊发研究城市经济新动态，把脉产业经济动态，探索城市经济发展规律

的学术文章。

5．城市空间：聚焦于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拓展、城市空间改造等问题的文章。

6．城市社会治理：刊发研究城市发展中与社会人有关的问题的文章，如城市社区建设

研究、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研究、老龄社会研究等。

7．生态城市：刊发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文章，如低碳城

市研究、城市垃圾污水处理研究、城市空气治理研究等。

8．智慧城市：刊发研究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学术文章。

9．城市比较：以城市个案分析为切入点，就国内城市或中外城市进行某些方面的对比

分析，求同存异、择优汰劣。

10．城市文化：刊登关于城市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创新城市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成

果。

11．城市学与城市史：刊登城市学基础理论及中外城市发展史方面的学术成果。

《城市观察》杂志刊登的文章要求按照学术规范撰写，包括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字数

在6000～20000字。

投稿邮箱：chengshigc@163.com  联系电话：020-87596553

我们尊重研究者的智慧成果，优稿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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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或智慧城

市（smart city）[1-3]。

2008年，美国IBM公司提出“Smart 

Earth”战略，次年提出“Smart City”愿

景，并举例说明，城市的交通、能源、供

水、环保等系统应该广泛地采用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工

具，形成感知、决策、执行的自动循环，

使系统能够敏捷、协同、智能地满足城市

管理的要求。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强调了

城市中各种核心系统运行的协同优化和

高度自动化，追求系统整体的智能化，即

【基金项目】全球城市信息化论坛资助项目《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案例研究》成果。

上海打造卓越全球城市的路径分析
——基于国际智慧城市经验的借鉴

◎ 王 操 李 农

一、智慧城市及其发展历程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智慧城市是在现代城市建设实践过

程中产生的新理念，随着城市信息化的

不断演进，智慧城市内容也将不断丰富。

因此，目前关于智慧城市并无统一的概

念。城市信息化发展至今，经历了20世纪

80年代的信息港（Cyber Port / Information 

Port）、90年代的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或数字城市（Digital City）、2000年

摘  要：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演进的新阶段和新形态，而城市本身的发展战略

规划是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依据。本文分析了智慧城市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与内涵特征，跟踪分析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实践历程，通过对比分析纽约和伦敦两大顶

级全球城市近年来的城市战略规划及其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分析提取了相应的智慧城

市建设经验，并结合上海的卓越全球城市战略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现状，提出了上海

卓越全球城市智慧化建设的设想。

关键词：全球城市  智慧城市  智能城市  智能技术

【中图分类号】F2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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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智能化的城市，简称智能城市。此后

几年，IBM抓住机遇，与我国多个城市密

切合作，共同推动了城市智能化的演进历

程，并提出充分采用物联网、云计算、人

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社交网络

等技术，实现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

创新、协同运作，可持续创新，追求以人

为本的城市整体智慧化，即追求智慧化的

城市，简称智慧城市。从此，智慧城市理

念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

智慧城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整合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收

集、跟踪、集成、共享以及分析城市中的

各类信息，有效整合、规划、管理城市中

的各类资源；二是应对和解决现代城市

问题，通过智能感知、分析和优化处理水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能源紧张、土地约

束、人口膨胀和道路拥堵等现代城市问

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采用智慧众筹、开放创新

和智慧服务等理念，改进、优化城市经

济，提升产业能级，改善城市生活服务，

提升市民健康指数、安全度和幸福感等，

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生活品质。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全面感

知、泛在互联、智能处理、智慧服务、激

励创新五个方面。全面感知强调利用遍布

各处的智能传感器和设备实现对城市物理

空间的实时、全面、综合地感知，动态地

获取城市的各类信息，进而对城市核心系

统进行实时感测、监控及分析。泛在互联

强调全面整合移动互联网、电信网、互联

网、物联网，形成泛在网络承载系统，及

时、可靠、全面地实现城市中物与物、人

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智

能处理强调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智

能（如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智能报表）

和人工智能（如智能模糊识别、数据驱动

的自主学习、专家系统）等各种智能计算

技术，对数据进行准确高效的分析和处

理，并与业务流程智能化集成，继而主动

做出响应，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

高效运行。智慧服务强调智慧城市对所感

知到的海量数据进行不同深度的处理、挖

掘与延伸，为人们提供不同种类、不同层

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化

服务。激励创新强调在智慧城市中，鼓励

政府、企业及个人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之

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尤其是充

分利用基于互联网的众筹和众创等应用新

模式，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二）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实践历程

智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机和动力来

自现代城市发展的本质需求，但支持和促

进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来自现代智

慧技术的进步。从智慧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来看，智慧城市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概念萌

芽、模式探索、应用推广三个阶段。

概念萌芽阶段（上世纪80年代-2008

年），国外部分国家在城市管理的某个方

面或某些环节，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局域

网、互联网、综合业务数据网(ISDN)、传

感器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改进管理、提

升效率，但囿于认识和技术局限，尚未形

成智慧城市整体概念。如，总部设立在美

国纽约的智能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

munity Forum，ICF）于1985年已经发起了

旨在研究和分享智能城市在适应宽带经

济需求方面成功经验的智能社区运动。

1990年在美国旧金山国际会议[4]上，提出

“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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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后正式出版的文集成为早期研究

智慧城市的代表性文献。1995年，马来西

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5]就已经体

现出构建智慧城市的愿景。韩国在2004年

推行U-Korea战略、新加坡在2006年启动

iN2015计划、2007年欧盟在《欧盟智慧城

市报告》中提出智慧城市建设设想，被称

为智慧城市概念的发端。

模式探索阶段（2008-2013年），随

着IBM智慧城市愿景的提出，智慧城市

概念初步形成，部分国家和地区探索运

用Wifi、云计算、移动通信技术第三代

（3G）、移动设备应用、社交网络等技

术，加强城市信息的综合应用和智能处

理。例如，IBM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提

出智慧地球设想和智慧城市愿景，给出

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日本于2009年提出

i-Japan战略2015，英国于2009年提出Digi-

tal Britain（数字英国）战略，韩国于2011

年提出Smart Seoul 2015计划，欧盟于2012

年提出智慧城市和社区的欧洲创新伙伴关

系，这些国家在各自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中探索适合自己的建设模式。

应用推广阶段（2013年至今），智

慧城市理念进一步深化，五大洲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规

划和目标，开始运用物联网、Fab Lab、

Living Lab、大数据、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4G）、人机互动、智能终端等技术，加

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整体建设，智慧城

市建设的辐射效应和集群现象初步显现。

例如，新加坡于2014年提出智慧国家2025

远景规划，中国于2014年提出智慧城市国

家战略，英国于2015年提出Hyper Cat City

智慧城市倡议等，世界各国在应用推广中

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发展路

径。美国市场研究机构Navigant Research

研究表明，2015年底，经核实的全球智慧

城市项目235个，主要集中在智慧能源、

智慧水利、智能交通、智能建筑和智慧政

府五大关键领域，相比2013年第三季度的

170个项目增长了40%。在235个智慧城市

项目中，85%集中在能源、运输和政府领

域，而在这三个领域中，50%的项目涉及

城市移动交通，45%涉及能源领域，10%

涉及建筑领域。[6]

总的来看，目前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进

入了全面应用阶段，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

智能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精细

化、产业发展协同化等领域。国际智慧城

市的发展历程和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

二、国际顶级全球城市智慧化发
展经验：纽约与伦敦

（一）纽约城市规划及其智慧化建设

1.城市规划

20世纪以来，“纽约大都市区”分

别于1923年、1968年、1996年、2007年、

2015年，经历了五次大型规划，前四次一

直在平衡人口和城区建设的关系，但2007

年的规划开始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

注。

2015年4月，纽约市发布了名为《一

个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城市》

（OneNYC: The Plan for a Strong and Just 

City）[7]的最新规划，针对城市生活成本不

断提高、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核心基础

设施不断老化、环境质量难如人意等问

题，通过广泛调查和征求市民的意见，面

向2040年提出了“繁荣发展、公平公正、

可持续性、富于弹性”四项发展愿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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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繁荣发展指人口增长、不动产发展、

就业增长、工业部门增强；公平公正指在

资产、服务、资源、机会上的平等，能让

所有的纽约人展现他们的潜力；可持续性

指减少温室气体和废弃物排放、保护水和

空气质量、清理棕地、增加公共开放空间

等，提高居民和未来子孙的生活水平；富

于弹性指城市抵抗破坏性事件的能力。与

前四次规划相比，新规划采用了更多的新

视角和方法，在关注增长、可持续发展、

弹性发展之外，增加了对不平等、区域发

展以及引领市民和团结城市机构共同设定

宏大愿景的关注。此外，新规划针对四大

愿景的具体内容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指标体

系和目标，搭建了“愿景——策略——目

标”体系，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和计划将纽

表1  国际智慧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典型案例

发展阶段 国家/地区/城市 行动计划 提出年份

概念萌芽阶段

美国纽约 ICF智慧社区运动 1985

美国旧金山
会上提出“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
络”的议题，会后正式出版会议论文集

1990

马来西亚 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1995

韩国 U-Korea战略 2004

新加坡 iN2015计划 2006

欧盟
在《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提出智慧城市
建设设想

2007

模式探索阶段

美国旧金山、纽约 IBM智慧地球/智慧城市 2008/2009

日本 i-Japan战略2015 2009

英国 Digital Britain（数字英国） 2009

韩国首尔 Smart Seoul 2015计划 2011

欧盟
欧洲智慧城市计划/智慧城市和社区计划
/智慧城市和社区的欧洲创新伙伴关系

2009/2011/2012

应用推广阶段

新加坡 智慧国家2025 2014

中国 智慧城市国家战略 2014

印度 创建100个智慧城市行动计划 2014

英国 Hyper Cat City智慧城市倡议 2015

约市的宏大愿景变为可以具体操作实施的

措施，也为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2.智慧城市建设

纽约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渐进式增

量推进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智慧技术

的发展及其应用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因

为人们对智慧城市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纽约市早在世纪之交就提出了“智

能化城市”计划，以促进纽约市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纽

约市《2007年信息技术战略导向》中进一

步指出信息化的总体目标：市政府转型、

政府信息安全访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流程再造和快捷服务。2009年10月1

日，纽约市政府宣布启动“连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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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city）行动计划，以增加普通

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以及企业与民众的联

系，重点包括以下几项内容[8]：①“311”

网络版、移动版服务；②推进“电子健康

记录”工作；③实施“纽约城市IT基础设

施服务行动”计划；④电邮系统升级改

造；⑤建立“纽约城市商业快递”网站；

⑥向低收入群体普及宽带服务；⑦建立智

能停车系统。

随着智慧城市的演进，2013年以后，

纽约市政府又陆续启动了若干智慧城市的

相关项目建设。

（1）建设开放数据平台[9]。2012年，

纽约市通过了《开放数据法案》，同年3

月正式生效，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政府

数据大规模开放纳入立法。根据开放数据

法案，到2018年，除了涉及安全和隐私的

数据之外，纽约市政府及其分支机构所拥

有的数据都必须实现对公众开放。而且规

定，使用这些数据不需要经过任何注册、

审批程序，数据的使用也不受限制。2013

年，在《开放数据法案》实施一周年之

际，纽约市建立了一个基于城市社会运行

数据的“生态系统”，已经有2090组数据

上线。这其中既包括按邮政编码分区域的

人口统计信息、用电量、犯罪记录、中小

学教学评估等历史数据，也包括地铁公交

系统的动态实时运行数据；既包括小区噪

音指标、停车位信息、住房租售、旅游景

点汇总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数据，也

包括饭店卫生检查、注册公司基本信息等

与商业密切相关的数据。所有数据中，受

到关注最多的是Wifi热点位置数据，已被

访问37000多次。这些数据通过两类机构

被搜集和汇总——传统的数据收集者(如

政府相关部门、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和

新兴的数据收集者(比如像facebook这样的

社交平台、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等网络

入口)。

（2）启动绿色智慧城市建设[10]。2013

年，根据纽约市2007年发布的城市规划

《纽约城市规划：更绿色更美好的纽约》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和2009年启动的《更绿色更美好的建筑计

划》（Greener Greater Buildings Plan），

纽约启动了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旨在将纽

约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城

市。主要内容包括：①能源使用量和温室

气体排放量监测，通过温室气体排放量盘

查、数据基准调查、能源审计等措施，有

效降低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②实施“中

城动起来”(Midtown in Motion)项目，利用

计算机演算来加快交通疏导，并在出租车

内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以便更好地了解司

机上路情况和造成拥堵的原因；③逐步推

进智能电网建设，通过增量系统建设或逐

步更新电网的方式，渐进式推进“全市智

能电网”建设，避免不切实际的庞大的智

能电网系统整体重建。据统计，“绿色建

筑计划”为纽约市保留和创造了1.7万个

就业岗位，每年为纽约市民节约能源开支

达7.5亿美元。在2005年—2013年期间，纽

约市温室气体排放已减少12%。同时，政

府部门上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已降低

了5%。

（3）建立智慧城市技术创新中心（SCi-

TI）[11]。2013年，纽约州立大学纳米科学与

工程学院（CNSE）购得纽约州奥尔巴尼

市中心地标基尔南广场，旨在建立智慧城

市技术枢纽。该项目预算3千万美元，被

纽约州政府的首都区经济发展局(CR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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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重点项目，意图使纽约成为智慧城

市这一高新产业的全球领导者。CNSE在

购买基尔南广场时获得了纽约州政府地

区委员会400万美元的资助。SCiTI将利用

CREDC的资金吸引私营板块的另外2600

万美元资金支持，预计会为奥尔巴尼市创

造250个高技术岗位。新的智慧城市技术

创新中心(SCiTI)将进行新兴技术的研究、

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这些新兴技术包括：

智能设备、传感器、计算机芯片、集成系

统、为监控调整公路状况和改善交通流量

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操作软件；中心还

负有保护桥梁、数据中心，及水处理工厂

等公用设施等重要基础设施的任务；并且

还在教育领域提供电子安保。CNSE最初

将与智能系统和清洁能源工程公司CHA

（前克拉夫港联合公司）合作，后者将会

把公司总部和领导班子设在基尔南广场。

此外，CNSE还将与其他合作伙伴一同在

此提供纳米技术教育和劳动力培训。

（4）启动“连通纽约”（“LinkNYC”）

项目[12]。2014年11月17日，纽约市制定了

一个名为“连通纽约”（“LinkNYC”）

的新计划，将所有的公共电话亭拆除，重

新架设拥有Wi-Fi热点、电话、充电功能

和户外广告功能的公用信息站（kiosk）。

“连通纽约”由“城市桥梁”财团运营，

其中公用信息站的外形是一个“多功能电

子立柱”，其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通过

广告功能维持。它可以每周7天，每天24

小时，提供千兆级别的网速，可以提供完

全免费的美国国内电话服务（包括911、

311特殊电话）。网速快到下载两小时高

清电影只需30秒。“连通纽约”的信号半

径为45米，可提供250台设备同时上网，

在闹市区还会适当增加登录端口，并且

即使热点满员，也不会影响用户各自网

速。“连通纽约”还配有安卓系统的平板

电脑。届时，纽约市民可通过触摸屏免

费拨打美国国内电话，查看纽约市地图。

触屏下方是方便盲人使用的键盘，并配

有直接拨打911、311（市内咨询电话）的

按钮、耳机插孔、USB充电口，可免费为

用户手机等充电。“连通纽约”将配备备

用电池，断电后至少可维持24小时，用于

拨打911求救电话。到2015年年底，“连

通纽约”建造1万个站点，而选址大部分

采用原有公共电话亭的位置。2016年1月

20日，首批安装到位的LinkNYC项目公共

WiFi热点已经投入使用，位于纽约第三

大道第10街~15街之间的4个LinkNYC亭开

启了测试阶段，供纽约市民使用。这些公

共WiFi热点提供的网速相当快，据外媒

TheVergea测试上行和下行速度都超过了

300Mbps，用户登录后与整个系统连接，

无需考虑身处哪个具体的LinkNYC亭。在

巴塞罗那举办的2016全球智慧城市博览

会上，纽约因推广建立“智慧+公平”城

市战略，最终摘得2016年全球智慧城市桂

冠。

（5）打造数据驱动的城市运行状况

智能分析平台[13]。Google旗下的Sidewalk 

Labs（人行道实验室）是专注于推动智慧

城市的新公司，该公司是纽约LinkNYC项

目的主要参与者，将利用LinkNYC项目中

建成的公用信息站（kiosk）打造数据驱动

的城市运行状况智能分析平台。

Sidewalk Labs 参与了美国交通运输

部发起的Smart City Challenge（智慧城市

计划），美国交通运输部将为赢得该计划

的城市提供4千万的补助，让获胜的城市

能够全面发展创新科技，例如：①无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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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riving cars）；②联网汽车（con-

nected vehicles），车辆自动驾驶并能提出

警告、避免车祸；③智慧传感器，改善城

市交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和隶属于美

国能源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U.S. Depart-

ment of Energy’s Argonne National Lab）合

作，试验各种类型的传感器（sensor），

例如：①环境传感器：侦测街道上的湿

度、气压和温度；②空气污染传感器：侦

测空气中的悬浮微粒、臭氧、二氧化碳等

气体。这些传感器（sensor）将会透过城

市内众多的公用信息站（kiosk），链接无

线网络或装置，搭配内建摄影机传输数

据，来侦测交通与环境情况，并能及时探

测到危险事件的发生。

Sidewalk Labs着手建立一个数据平台

Flow，收集由城市内各种公共信息装置、

智能手机等而来的数据，让市府高层能够

获得实时信息，能更快反应市民需求，改

善街道现况。Flow可以达到四项功能，分

别是：①整合数据，而数据来源分别是移

动装置的移动数据和传感器侦测到的路上

人车移动数据；②分析特定道路的交通流

量模式，借此得知邻近地区的交通状况；

③模拟新开放道路、公交车路线或移动服

务上的交通影响，找寻问题并在城市间分

享Flow收集到的数据；④测试新科技，如

无人车技术，也评估移动服务对整个系统

的影响。

此外，Flow平台正是以LinkNYC ini-

tive计划为基础，将公共信息装置的功能

升级，并加以利用。功能分为三大类：

Dynamic parking引导车辆前往停车场位

置、提示停车场价格，省去在城市内绕路

的时间；Dynamic transit根据实时路况，

调整车辆驾驶路线，并提供共享的移动服

务；Dynamic curnb space让有限的路边停

车位能依据实时状况而利用，秉持共享原

则。

（6）智慧城市运维中心建设[14]。在

多年的智慧城市建设中，纽约曼哈顿城区

的城市综合管控系统逐步形成，利用地理

信息系统（GIS）等一系列可视化技术将

一个完整、鲜活的城市全景呈现在系统之

上，使得智慧城市变得可知可感。

智慧纽约系统支持二三维联动操控，

二维界面便于点选控制，三维界面更加

直观具体。集成了包括地理信息、GPS数

据、建筑物三维数据、统计数据、摄像头

采集画面等多类数据，可以把政府各个部

门、各种类型的数据融合打通，汇集在统

一的大数据平台之上，用于综合管理监控

城市整体运行态势，包括市政、警务、消

防、交通、通讯、商业等方面。

在庞大的数据平台和统计分析平台

上，可以随时查询想要了解的数据，平台

拥有众多先进的交互功能，让人能够与数

据对话，洞悉数据背后的价值。平台的主

要功能包括：数据历史回放功能、数据预

警报警功能、数据筛选查询功能、信息标

绘功能。此外，系统具备的强大的大屏多

屏展示功能，可实现高达上万分辨率的超

清输出，并且具备优异的显示加速性能，

支持触控交互，满足不同的展示需求。

（二）伦敦城市规划及其智慧化建设

1.城市规划

作为顶级全球城市的大伦敦，在整个

20世纪中大致经历了3个规划发展阶段，

分别是1944—1968年、1969—1985年、

1986—1999年，城市发展的主线是由“集

中”向“疏散”发展。进入21世纪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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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规划缩短了周期。到目前为止，围绕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已分别于2004年、

2008年、2011年、2016年出台过4次规

划。

2016年，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对

英国带来的影响，市政府颁布了《伦敦规

划：伦敦空间发展战略，2011版的调整与

增强》（The London Plan: Spatial Develop-

ment Strategy for London, Consolidated with 

Alterations since 2011），强调可持续的发

展，对住房的建设容量、能源消耗、污染

排放和停车标准等内容依据新的规范进

行调整。2016年的新规划在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基础上提炼出“生活品质引领”这一

更高定位，凸显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方

针，并从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提出

6个方面的目标和相应的发展重点，如表2

所示。

表2  2016版伦敦规划的定位、目标和发展重点

定位 领域 目标 发展重点

生活
品质
引领
全球

经
济

应对经济人口增长的挑
战；具备国际竞争力；
居民与工作岗位基础设
施之间安全便捷可达

为国际商务地位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保证服务供给，尤
其是对金融和商务服务；支持多样化零售业；中心区增加
混合功能，加强艺术、文化、体育和娱乐供给；加强各
区中心发展；加强夜间经济；为新兴经济和较低附加值活
动均提供足够空间；完善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基础设
施；支持在公共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区位进行开发

社
会

多样化、强有力的，安
全稳定、易融入的邻里
社区；感受愉悦；居民
与工作岗位基础设施之
间安全便捷可达

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消除不平等；所有利益者参与的规划
决策制定，令当地社区获益；解决健康不平等；提供多样
化住宅；提供多样化社区游乐、健康、教育、运动等社区
基础设施；为残疾人和电能车辆提供停车和充电设施；环
境包容性，安全便捷被所有人使用，包括残疾人、老人、
不同性别、种族、收入群体

环
境

感受愉悦；环境质量全
球领航

加强中心区独特的环境和遗产保护；公共领域绿化，尤其
是中心区绿色表面；各种街区模式和节点从而降低交通需
求；发展需要考虑地区街道的形式、功能和结构，建筑的
尺度、规模和朝向，促进与自然特色的视觉和物理联系；
安全、易达、包容、便捷、易辨识、便于维护、尊重环
境、拥有高质量设计的公共空间；解决城市热岛效应；降
低碳排放；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污染（包括噪音、
空气）；保证生物多样性；创新能源技术

2.智慧城市建设

迄今为止，英国的智慧城市可分为三

个阶段，分别是2009-2013年、2013-2016

年、2016至今。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伦敦是一个

先知先觉的城市。早在IBM提出“智慧城

市”愿景的2009年，英政府就推出了一份

纲领性文件《数字英国》白皮书（Digital 

Britain）[15]，主题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

推广全民数字应用，提供更好的数字保

护，从而将英国打造成世界的“数字之

都”。其设定的五大目标包括：升级包

括有线网、无线网、宽带网在内的数字网

络；打造良好的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环境，

发展数字经济；鼓励从英国民众角度提供

满足需求的、公正的新闻等数字内容；确

保绝大多数英国公民参与到数字经济和数

字社会中；完善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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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赶上伦敦筹备2012年奥运会赛事，《数

字英国》的具体行动计划以及实际执行内

容和效果包括：无处不在的WiFi、智能交

通、综合治安监控、智慧节能、基于云服

务的数字政府、城市开放型数据中心、虚

拟伦敦等内容，体现了智慧城市的先行者

姿态。

2013年12月底，伦敦市政府为了应对

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智慧伦敦

计划》（Smart London Plan）[16]，旨在“利

用先进技术的创造力来服务伦敦并提高伦

敦市民生活质量”，着眼应对伦敦到2020

年将会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智慧伦敦计

划明确提出了七个主要的实施路径：以市

民为核心，开放数据，充分利用伦敦的研

究、技术和创新人才，通过网络优化伦敦

创新生态系统，让伦敦在适应中成长，市

政府更好地服务伦敦市民，为所有人提供

一个更智慧的伦敦。与此同时，智慧伦敦

计划也阐释了智慧伦敦建设的创新方法，

将人、技术与数据有效整合，以集成、创

新的方式解决伦敦所面临的各项问题。

根据新华网发布的《中国国际智慧

城市发展蓝皮书》（2015）[17]，《智慧伦

敦计划》发布以来，伦敦智慧城市建设已

经取得很好的效果：①以人为核心，创建

键盘上的伦敦政府；②数据开放，相关数

据触手可及；③智能能源管理；④智能交

通；⑤智慧科技示范工程——奥林匹克公

园。

2016年3月，随着全球智慧城市的演

进和人们对智慧城市的认识水平的提升，

伦敦市政府在2013版的智慧伦敦计划的

基础上进行更新和升级，发布了《智慧

未来：利用数字创新使伦敦变成世界上

最好的城市——智慧伦敦计划（2013）更

新报告》（The Future of Smart: Harnessing 

digital innovation to make London the best city 

in the world——Update Report of the Smart 

London Plan（2013））[18]。报告认为伦敦

已经走在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前列，并且一

直在努力保持优势。为了解决人口增长、

保持竞争力和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问题，

使自身的首都功能更加完善，使市民生活

和商业活动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作为欧

洲第一大城市，伦敦可以通过它自身无可

匹敌的通讯、交通和商业联系解决遇到的

挑战。新规划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一系列

智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充分利用市民产

生的数据来管理城市的交通、社会、经济

和环境系统。规划建设的基本内容为7个

方面：

（1）以伦敦市民为核心，开展数字

技术应用试点，提升应用技能

市政府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数字工具

应用试点，从合作设计程序到市民在线参

与政策制定。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讨论伦

敦焦点事件的组织。这些组织会帮助举办

新的大型活动，例如伦敦的微志愿计划、

有关战略计划的反馈，又如直接影响战略

和发布的伦敦健康委员会。

市政府也在帮助伦敦市民提高数字技

能。市政府从政府本地的发展基金募集到

了5百万英镑，成立了一个叫做“数字才

能”的数字技能培训计划。使用数字化手

段与市政厅进行沟通的人数不断增加。

（2）使用开放数据技术

利用数据仓库和伦敦的数据来应对

伦敦面临的挑战，即伦敦的“城市数据战

略”。开发数据产品和平台，向人们展示

科技部门能做什么，检验伦敦及其基础设

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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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伦敦的研究、科技和创新

能力

多方面支持智慧、在线连接的商业活

动，包括出口计划和国际商务计划。加大

对伦敦的中小企业科技社区的支持，希望

它们的科技员工数量能够超过20万。

（4）通过网络汇集民众的力量

智慧伦敦和基础设施创新网络将伦敦

的科技人才聚集到了一起。市政府在2016

年支持了新的网络。市政厅同时也主导着

由欧洲资助的网络——“分享城市”，这

个网络的成员有格林威治、里斯本、米拉

美、波尔多、布尔加斯和华沙。这个网络

是为了显示科技的使用者是最有创新能力

的。例如，使用泰晤士河加热房屋、测试

电动自行车和实验智能停车场，这些措施

都可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

（5）采用新的技术，促进循环经济

成长

进一步推行新的制暖、电力、废物处

理和供水网络，这些新的基础设施都更加

节约资源和需要更少的投资。加快伦敦向

循环经济城市的转变，通过这样的方式让

城市成长和适应。

（6）市政厅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求

智慧伦敦自治市伙伴关系组织促进了

自治市之间的数据共享。这个组织使得解

决方案能够在不同层次之间展开。例如，

在交通方面，正在实施当中的就有超过

100个计划。

（7）对所有人公开建设智慧城市的

经验

努力通过数字手段提升伦敦市民的生

活质量。伦敦建设了一系列有关持续化发

展的项目和奥林匹克公园的交通项目。伦

敦的连接日益紧密，但是伦敦还需要使用

数字技术建设更快的网络。

此外，新智慧城市规划还详细论述了

智慧伦敦推进的三大战略：（1）使用智

慧技术来提高市民的参与范围和参与能

力，调动和发挥伦敦市民的作用。（2）

使用数据和数字技术来解决伦敦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方方面面问题，包括基础设施、

环境和交通系统，激活良性增长。利用大

数据技术，挖掘和分析城市运行的动态数

据。（3）通过与商业组织合作，提升创

新的机会和商业的增长。

（三）纽约与伦敦建设智慧化的经验

1.全球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和规划应以

城市本身的规划为依据

当今全球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机

是应对城市本身所面临的挑战和对未来的

美好期盼，而应对挑战和面向未来正是城

市综合战略规划制定的执著追求。智慧化

作为城市信息化演进的新阶段，智慧城市

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是实现当今

城市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为更聪明、更

智慧地应对全球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提供方

法和技术支撑。换言之，信息化建设不是

为信息化而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自然也

不是为智慧化而智慧化。在纽约和伦敦的

智慧城市建设中，都很明显地突出了城市

总体规划的要求。例如，伦敦2016年版智

慧城市发展新规划报告提出“使自身的首

都功能更加完善，使市民生活和商业活动

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伦敦2016年版

城市规划愿景“生活品质引领全球”一脉

相承。

2.全球城市智慧化建设和规划应分阶

段进行，及时调整

分析纽约与伦敦的城市综合规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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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其规划

周期都明显地缩短和加快了。进入20世纪

以来，纽约共组织了5次大型城市综合规

划，其中2次是在21世纪进行的，分别是

2007年和2015年，且2007年版规划还分别

在2011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伦敦

在20世纪经历了3次规划发展阶段，而进

入21世纪后在短短16年中，已经开展了4

次城市综合规划。很显然，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全球城市作为直接影响全球事

务的中心城市，其人口规模的控制、有限

资源的协调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也面临

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缩短城市规划周期，

及时解决城市规模与有限资源约束之间

的冲突是应对挑战的必然措施。由于智慧

城市建设和规划必须以城市本身的规划为

依据，城市规划的调整和更新必然导致智

慧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调整和更新。而且智

慧城市的发展还依赖于智慧技术的进步和

人们对智慧城市理念的认识水平的提高，

在当今智慧技术日新月异的动态发展中，

及时调整智慧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战略既符

合科学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明智之举。观

察纽约和伦敦的智慧城市建设历程，不难

发现，两个城市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2013

年作为其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划分节点，

2013年以前是纽约和伦敦智慧城市建设的

探索与初创阶段，2013年以后是纽约和伦

敦智慧城市建设的拓展和升级阶段，诸如

交通、节能、环保智慧化系统的升级以及

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

市动态数据分析等高水平、高难度的项目

都是2013年以后建设的。这一现象既与纽

约和伦敦两个城市规划发展的阶段大体相

符，也与全球智慧城市和智慧技术的发展

阶段大体相符。

3.全球城市智慧化建设应该增量式推进

全球城市作为世界级大城市，其智慧

城市建设涉及领域和内容广大而复杂，既

要考虑城市需求的发展，又要考虑智慧城

市相关项目的技术升级和投资保护，而应

对这些挑战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增量式推

进，即针对每一个项目逐一广泛论证、详

细规划、分阶段实施。从纽约和伦敦的智

慧城市建设过程来看，其相关项目都采用

了增量式逐步推进的策略。纽约早期的智

慧城市建设是按照其IT战略开展的，基本

没有单独的智慧城市整体规划，而是按照

城市规划的要求和智慧技术的发展逐项展

开建设。伦敦早期的智慧城市也是按照其

IT战略展开的，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智慧

伦敦计划》并于2016年颁布更新报告。每

一个项目的提出和规划都广泛、充分地征

求各方的意见，确认项目的真实价值和需

求，但项目的实际启动却是增量式推进，

而不是一步到位。例如，纽约的无线城市

建设和升级过程曾经打算直接将原来的公

用电话亭改建为WiFi接入点，后来经过广

泛地听取各方建议，提出并规划了“连通

纽约”（“LinkNYC”）项目，但项目的实

际启动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小范围试

点，再逐步扩大范围，增量式推进。

4.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逻辑起点

以人为本既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逻辑

起点，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逻辑起

点。市民既是城市发展价值诉求的主体，

也是推动城市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让市

民广泛参与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

纽约和伦敦的城市规划都非常重视以人

为本的核心价值，都以提高居民和未来子

孙的生活水平、实现市民生活品质引领全

球为归依。在2013年的《智慧伦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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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章节即为“人为核心(Londoners 

at the Core）”。在2016年版的智慧伦敦新

规划中，同样突出了对市民价值诉求的重

视，在规划建设的7项基本内容中，关于

人本价值关怀的内容占有3项，分别是第

1项、第4项和第6项，第1项强调以市民为

核心开展数字技术应用试点，第4项强调

通过网络汇集民众的力量，第6项强调市

政厅要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求。

5.公平公正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基础

在纽约2015年发布的城市规划愿景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平公正是指在资

产、服务、资源、机会上的平等，能让所

有的纽约人展现他们的潜力。在城市的发

展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只有让所有的市民

都能切实分享到发展的实惠，市民才会有

积极参与建设的动机和动力。在纽约和伦

敦的智慧城市建设中，都凸显了对市民的

普惠性服务理念，如在基础设施的覆盖范

围、无线宽带网络的接入、公共信息的获

取以及应用系统的使用方面。不但如此，

对城市弱势群体在应用系统使用和信息素

养提升等方面还有专门的关怀措施。

6.可持续发展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

理念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城市发展共同的

新理念，自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理

念。纽约和伦敦分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

初开始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并把

可持续发展作为此后历次城市发展规划的

基础性理念。例如，在1996年的纽约城市

规划中，其核心理念是加强对基础设施、

社会、环境与劳动力的投资，使城市可持

续发展。再如，2004年的伦敦城市规划体

现了对交通拥堵、商务成本上升、住房短

缺、社会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

展问题的重视。在纽约和伦敦的智慧城市

建设中，诸如智慧交通、智慧节能、智慧

环保、智慧绿色建筑等项目都是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7.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助力全球城市更

智慧地应对挑战，但不一定适合顶层设计

人口规模控制、资源优化配置和区

域平衡发展是当今全球城市发展的共同

主题，自然也是全球城市智慧化建设的主

题。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帮助全球

城市更聪明、更智慧地应对人口规模快速

增大以及城市土地和公共设施等资源有限

的挑战，其基本方法是采用感知和采集城

市运行的动态数据，对城市的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和判断，并提出更聪明、智慧的应

对措施，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但

是智慧技术并非万能的良药，并不能解决

城市的所有问题，甚至对城市信息化问题

与智慧化问题也应有所区分。城市信息化

理念和方法相对成熟，可以较多地采用顶

层设计方法，但目前城市智慧化理念和方

法还不够成熟，智慧技术及其应用也正处

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以很多情况下，智

慧城市建设并不一定适合采用顶层设计的

方法。例如纽约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是

按照领域或项目推进的，而伦敦的智慧城

市建设也只在2013年和2016年进行过两次

规划，而且都是战略思路性质的规划，具

体实施也是按项目推进的。

8.智慧城市建设中应该正确处理效益

与水平的关系

效益高低是评价智慧城市成功与否

的标准，“聪明”或“智能”程度的高低

是评价智慧水平高低的依据。对于一般意

义上的智慧城市，可以理解为效益更好的

信息化城市，追求信息化效益是其基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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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至于采用什么技术并不重要，甚至并

不采用智能感知、商业智能、人工智能或

众筹、众创等智慧技术。但是为了应对现

代全球城市面临的严峻挑战，智慧交通、

智慧能源、智慧环保等关键项目几乎必须

采用智慧技术，否则难以达到应有效果，

不能满足城市管理的要求。如纽约和伦敦

的城市动态数据分析平台、智能交通、智

慧节能、智慧环保等项目都采用了现代

智能分析技术。当前，智能感知、商业智

能、人工智能是智慧城市中最能体现“智

慧”的核心技术。其中，大数据驱动的机

器深度学习更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前沿

技术，应用研发难度高且技术本身不够成

熟。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必须恰当地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现代智能技术。

三、上海卓越全球城市智慧化建
设的路径

（一）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基
本要求

上海在20世纪至本世纪初期间，分别

于1946年、1959年、1986年、2001年共编

制发布了4版城市总体规划，基本思路是

实现城市中心有机疏解，探索城市发展的

空间结构布局和功能优化。

2016年7月，为了应对上海面临的

资源环境紧约束、城市功能转型、城市

生活品质提升等多重挑战，上海市政府

组 织 编 制 形 成 了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6-2040）报告（草案公示版），并

于8月22日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公

示。新版规划贯彻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秉持“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建立了目标体系——发展模式——空间布

局——实施保障的发展规划体系（见图

1）。①目标体系：提出到2040年将上海

建设成为卓越的综合性全球城市，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

国际文化大都市，并从建设创新之城、人

文之城、生态之城三个维度进行细化，重

点对核心功能、综合交通、社区与住房、

文化魅力、生态、安全等领域明确发展

要求和策略。②发展模式：确立“底线思

维”“内涵发展”和“弹性适应”的发展

模式，并明确人口、土地两个关键要素的

规划导向。③空间布局：从区域和市域两

个层次明确上海未来“网络化、多中心、

组团式、集约型”的空间格局。④实施保

障：从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现代化的角度，

提出规划编制、实施、维护的新机制，最

后提出实现城市智能化运行和管理的要

求。

（二）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现状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开启于2011年，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创建面

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的重要任务。2011年9

月8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了《上海

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

划》，对智慧城市建设目标、任务和推进

举措进行了规划，重点明确了信息基础

设施、信息感知和智能应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信息安全保障四个方面的

建设任务。2014年12月17日，上海又出台

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2014-2016年）》，对新三年上海智慧

城市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支撑体系和

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划，围绕前三年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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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智慧城市体系框架，重点明确了智慧

生活、智慧经济、智慧城管、智慧政务、

智慧社区五个方面的一系列建设任务，加

大了对智慧应用的重视。

截至2016年，上海智慧城市建设通过

两轮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

成果。首先，打造了便民惠民的智慧生活

服务体系，在交通信息服务、停车信息服

务和智慧健康方面的一些点上形成了可以

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化应用平台。其次，

打造了纵深立体的城市管理信息化格局，

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协同化治理目

标，聚焦网格化管理、区域联勤联动、基

层社区治理、城市运行安全保障等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智慧城市应用。

第三，打造与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智慧

经济体系，围绕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以及

加快新经济发展模式创新需求，积极推动

分享经济等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发展，鼓

励互联网企业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互动。第

图1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框架

底线约束
人口、土地、生态环境、安全

分目标：
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城

内涵发展
创新驱动、城市更新、提升品质、城乡一体

弹性适应
多情景规划、空间留白、动态调整

分目标：
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

分目标：
更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生态之城

总目标：卓越的全球城市

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体系

实现“多轨合一”、严格依法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城市智能化运行和管理

目
标
体
系

发
展
模
式

空
间
支
撑

实施
保障

子目标
1.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
2.建设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门户
3.强化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支撑
4.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就业创业环境

子目标
1.构建15分钟生活圈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3.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4.激发全社会文化活力

子目标
1.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2.全面提升生态品质
3.显著改善环境质量
4.完善城市安全运行

引领长三角世界级
城市群

1.突出上海区域引
领责任
2.推动大都市圈功
能网络一体化
3.统筹战略协同区
共同发展

构建开放紧凑的上海市域
空间格局

1.强化生态基底硬约束
2.突出交通骨架引导作用
3.构建“主城区-新城-新
市镇-乡村”的城乡体系
4.完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

严格空间分区管制
1.坚守生态保护控制
线
2.锚固基本农田控制
线
3.锁定城市开发边界
4.划定文化保护控制

明确空间发展策略
1.以中央活动区提升中心城能
级活力
2.以主城片区优化中心城周边
地区功能
3.以城镇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4.以战略预留区应对重大事件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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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透明高效的智慧政务服务体系，

建立高效电子政务云，推动政府公共数据

开放，完善公共服务渠道，实现法人库数

据在区县的全面落地和共享使用。第五，

打造智慧社区“新地标”，在50个社区开

展了以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信息化为主要

内容的智慧社区试点，在7个市级商圈推

动以开展基于互联网的零售服务业为主要

内容的智慧商圈建设，在14个郊区行政村

开展了围绕农村居民的信息化能力提升、

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改造、农村地区的信息

网络和服务覆盖的智慧村庄建设，在30个

产业园区推动了智慧园区建设，在嘉定新

城和金山新城开展了智慧新城建设。第

六，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信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信息安全保障

等智慧城市的支撑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全市光纤到户覆盖940万户家庭，光纤入

户率达到58％，家庭宽带平均接入带宽达

56Mbps，固定宽带用户平均可用下载速率

达135Mbps，公共场所公益无线接入服务

场点增至1240处。

2016年9月19日，为了迎接一系列新

的挑战，在前两轮三年行动计划建设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十三五”规划》。新规划从战略思

想、发展目标、应用格局、支撑体系和发

展环境五个方面对上海市“十三五”时期

的智慧城市发展进行了规划，加强了对智

慧城市的应用和应用感受度的重视（见图

2）。

（三）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可选路径

1.功能与目标定位

城市智慧化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

种理念、方法和手段，远非城市本身的价

值追求。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功能定位应

该服务于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建设，为迈向

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提供支撑。因此，上

海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目标设定应该是

对上海建设“繁荣创新之城、幸福人文之

城、韧性生态之城”的贡献程度，而不是

成为全球城市的标志，也不是使信息化达

到何种水平。标志和水平将会是智慧城市

建设的客观成就，但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目

标的主观追求。继续细化目标可以在上海

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下一级子目标中设定

具体指标，例如在通信枢纽门户、创新创

业、城市管理、交通支撑、绿色节能、环

境保护等方面设定相关指标要求。

2.建设与发展理念

全球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念具有

相似性，其中以人为核心和可持续发展是

全球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共同理念。上海智

慧城市建设也应该秉持公平、普惠、关爱

弱势群体等人本发展理念，同时还应该秉

持开放、创新、绿色、环保等可持续发展

理念。此外，还应该针对上海特色提出相

关发展理念，如根据上海“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

神提出相应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

3.智慧与智能选择

分析智慧城市的演进过程可知，信

息城市或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早期

形态，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主要应用模式是人机交互，目的是通

过信息系统整合信息，向人们提供信息服

务，采用的是早期的信息通信技术。智能

城市是城市信息化演进的过渡形态，其关

注的重点是高度的自动化，即智能化，主

要应用模式是联机自动运行，最终自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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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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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们提供服务，采用的主要技术是以智

能感知、智能计算（如商业智能、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和泛在网络为主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我们统称其为智能技术。智慧

城市是当今城市信息化演进的最新形态，

其关注的重点是决策科学化，即智慧化，

主要应用模式是建立在互联网开放创新平

台上的以人为核心的创新应用模式，采用

的主要技术不但包括智能技术，还要充分

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创新平台，如社交

网络、Fab Lab、Living Lab等。很显然，

智能城市以信息城市为基础，而智慧城市

以信息城市和智能城市为基础。因此，智

慧城市的技术体系中，不但要充分采用普

通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技术，还要充分

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创新平台技术应用

模式。但是，无论是信息城市、智能城市

还是智慧城市，其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追

求城市运行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由此可

知，在智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既有侧

重于面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信息系统，

也有侧重于面向联机业务自动化处理的

智能系统，还有面向决策的智慧系统。不

同的应用需求应该采用不同的应用模式、

建设思路和技术类型，而不是千篇一律

的“智慧……”。因为智能化和智慧化是

手段而非目的，城市整体效益最大化和可

持续发展才是目的。事实上，纽约和伦敦

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并不是所有项目都是

智能化或智慧化项目，也不都采用“智慧

……”的名称。一般来说，应对全局、领

域、行业等开放型体系的整体优化问题，

追求整体效益，适合选择智慧应用开发模

式，而解决有限的封闭系统和局部优化问

题，追求局部效率和效益，适合选择智能

应用开发模式。

4.规划与设计思路

根据前面的分析，规划解决的是整体

效益的问题，属于决策的思维范畴。上海

全球城市的智慧化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巨

系统工程，这类系统的规划所依赖的信息

永远是不完备的，其智慧城市的规划只适

合从战略层面规划，如战略目标、发展理

念、战略框架、建设思路和项目选择，而

不适合所谓的“顶层设计”。只有在战略

层面的建设框架和思路得以确立、建设项

目已经选定的条件下，才进入了工程设计

的范畴，如智慧交通、智慧节能、智慧环

保等。而且，对于规划中的项目建设内容

描述也不宜太过细节，因为项目从规划到

启动有一段时间，而智慧应用的需求和技

术发展非常快。纵观纽约和伦敦的智慧城

市建设，其规划都是宏观战略层面的，不

涉及项目建设的细节问题。

5.启动与推进策略

在《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 

五”规划》中，既有大量的冠以“智慧”

名义的普通信息化建设项目，也有大量真

正意义上的智能化建设项目和智慧化建设

项目。一般来说，智能化和智慧化项目建

设的业务需求、系统模型和技术应用比普

通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复杂，建设难度高，

风险大，某些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还可能不够成熟。因此，对于普通信息

化项目可以采用传统的批量启动，统一规

范地设计和实施。但对于智能化和智慧化

项目应该采用逐项启动、增量式推进和建

设模式，即看准一个启动一个，看准一部

分建设一部分，建设一部分使用一部分，

分阶段规避风险，即时验证效果。

6.效益与水平评价

当前业内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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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得很热，却没有能够适应普遍情况的评

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由于对智慧城市的概

念和内涵解读不统一，每种评价方法和指

标体系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实对于真

正意义上的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评价应

该分两方面进行，其一是效益，其二是水

平。效益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表现，涉

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而智慧城市

建设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或整体的智慧化水平方面，智能化水平的

高低主要取决于智能技术的应用，智慧化

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以人为核心的开放性知

识和智慧的集成水平，而这种集成建立在

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创新平台之上。由于智

慧城市建设追求城市整体的智慧化，使城

市运行能够更聪明、更智慧地实现效益最

大化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对于真正意义上

的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化水平举足轻重。

因此，对于《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布局的智能化项

目和智慧化项目建设，在效益评估以外，

也要加强水平评估，以智能化和智慧化高

水平应用支撑城市的整体效益最大化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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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ity is a higher stage and new form for city informatization. The city master 

plan is the basis of smart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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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问题。东北三省和广东省是继京津

沪之后最早出现的省级城市社会地区。如

辽宁于1990年、广东于1998年、黑龙江于

2000年、吉林于2001年形成，比全国的整

体水平提早10～20年。从1982年到2010年

人口普查，达到城市社会标准的区域由京

津沪3个直辖市发展到12个省市自治区；

2015年末，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进入城

市型社会（见表1）。

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乡村型社会到

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型社会，这是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是一个

城市社会的城市化
——东北和广东省的经验

◎ 李通屏 魏下海 彭 博

一、引言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

次超过50%，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但中

国的城市社会①仅仅处在初级阶段（中国

社会科学院，2012）[1][2]。城市社会的城市

化如何演变？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

怎样的影响？中国城市社会先行地区，将

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镜鉴、有什么经验可

循？这是中国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必须思考

摘  要：中国东北三省和广东省比全国早10～20年进入城市型社会。本文利用

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东北地区和广东省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城市化的动力问

题。研究发现，在城市社会的初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人均收入、流动人口和城镇登

记失业率对城市化仍发挥重要作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对城市化的作用不显著；工

业化对城市化的动力作用已经释放完毕，甚至显示出负向变动关系；国有投资比重整体

上未通过模型检验，但尚不能断言国有经济拖累城市化进程；对外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

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有挤出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干预对城市化速度

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甚至为负。与进入城市社会之前相比，城市化的传统动能仍然较强，

新型城镇化动能不足。

关键词：城市社会  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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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0%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情况  单位：%

地区 1982 1990 2000 2005 2010 2015

全 国 20.91 26.44 36.22 42.99 49.68 56.10

东部地区

 北 京 64.68 73.08 77.54 83.62 85.96 86.50

 天 津 68.7 68.65 71.99 75.11 79.55 82.64

河北 44.50 51.33

 上 海 58.81 66.23 88.31 89.09 89.3 87.60

 江 苏 15.82 21.24 41.49 50.11 60.22 66.52

 浙 江 25.71 32.81 48.67 56.02 61.62 65.80

 福 建 21.18 21.36 41.57 47.3 57.09 62.60

 山 东 19.07 27.34 38 45 49.7 57.01

 广 东 18.69 36.77 55 60.68 66.18 68.71

 海 南 24.05 40.11 45.2 49.8 55.12

中部地区

 山 西 21.01 28.72 34.91 42.11 48.05 55.03

 江 西 19.44 20.4 27.67 37 44.06 51.62

安徽 43.01 50.50

 湖 北 17.31 28.91 40.22 43.2 49.7 56.85

湖南 43.30 50.89

西部地区

内蒙古 28.85 36.12 42.68 47.2 55.5 60.30

 重 庆 17.38 33.09 45.2 53.02 60.94

 陕 西 19 21.49 32.26 37.23 45.76 53.92

 宁 夏 22.49 25.72 32.43 42.28 47.9 55.23

青海 44.72 50.30

东北地区

 辽 宁 42.36 50.86 54.24 58.7 62.1 67.35

 吉 林 39.63 42.65 49.68 52.52 53.35 55.31

黑龙江 40.54 47.17 51.54 53.1 55.56 58.80

资料来源：2010年、2000年、1990年和1982年数据来自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

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性转变。城市社会是中

国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化道路必须把握的

重要基点，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

城市化进程的主基调（李通屏，2015）[3]。

如何管理下一波城市化，是实现发展目标

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鉴于京津沪城市

化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其他16个省份

进入城市型社会的时间尚短，我们仅选取

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东省为样本，以

2000-2014年为节点，这样资料获取相对容

易；其次，它们在2000年底基本进入城市

型社会的初级阶段，时间跨度相对较长；

第三，每个省都设有1～2个副省级城市，

四省中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广州

和深圳6个副省级城市，占全国副省级城市

数的40%；第四，四省在2000年前后，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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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接近（见表2）。最高的

广东是最低的吉林省的1.88倍，四省平均

为100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相对

于全国省际间的差距，2000年这四个省要

小得多，如贵州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662

元（国家统计局，2001），仅相当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37.5%，相当于上海市的7.7%。当

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全

球经济复苏低缓而漫长（IMF，2016）[4]。如

何把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保持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城市化被寄予厚望。研究

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对认识城市社会的发

展规律和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

新挑战，推动以人为本、重在质量的新型

城镇化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寻找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无比重要和紧迫。

二、城市化的逻辑与动力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5]分析了劳动

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及其影响，劳动者失去

表2  2000年4省及其副省级城市比较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总人口
（万人）

人均GDP
（元）

人口密度
（人/ Km2）

城镇人口比重
（%）

辽宁省 4669.06 4238 11226 290 54.24

吉林省 1821.19 2728 6847 146 49.68

黑龙江省 3253 3689 8562 81 51.54

广东省 9662.23 8642 12885 486 55

沈阳 1119.14 720 15544 1388

大连 1110.77 589 18859 1109 63.40

长春 861 713.53 12067 813

哈尔滨 1002.7 941.34 10652 1832

广州 2375.91 994.3 23895 1337 83.79

深圳 1665.24 700.84 23761 3596 92.46

资料来源：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城镇人口比重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地区生产总值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的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创造出城市资本

家获利的机会——得到无家可归、顺从且

廉价的无产阶级人手和产业后备军，这

既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也是离乡背井、进

城谋生的前提，从而客观上加速了乡城迁

移和城市化进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

斯模型认为，乡城迁移使城市化水平得到

提高，而乡城迁移的动力在于乡村的落后

和城市的发达，因为乡村以传统农业为基

础，生产力水平低下，城市由于现代工业

部门的存在，生产力水平高。哈里斯-托达

罗模型[6]（Harris & Todaro，1970）表明，

决定乡城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高收

入和就业机会。但他们的分析前提是经济

水平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下的贫穷的发展

中国家。当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以后，这

些模型是否适用，则需要深入研究。钱纳

里模型把城镇化看作伴随经济发展的结构

变化[7]，并暗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以人均GNP增加为表征的经济



27

《城市观察》2017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7

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动作用呈边际效应

递减②。苏剑和贺明之（2013）提出了由经

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自然城镇化概念，经

济因素决定自然城镇化率，非经济因素决

定的是实际城镇化率对自然城镇化率的偏

离[8]。Henderson（2007）认为，城镇化必然

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将实现收入

的趋同[9]，但收入趋同乃至收入差距消除以

后，又如何产生持续的乡城迁移和城市化

过程。因此说他没有回答收入趋同后的城

市化动力问题。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认

为，城乡不平等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

它对城市化产生了负面影响[10]。陆铭、向宽

虎和陈钊（2011）认为，城乡和区域间的

利益矛盾造成城乡分割，城乡分割政策阻

碍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进而造成城市化进程受阻、大城市发展

不足和城市体系的扭曲等等。换言之，打

破城乡分割，将大大促进城市化进程[11]。 

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沈可和章元

（2013）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资本偏

向型赶超战略造成了城市化的滞后，城乡

差距和城市化呈现出“U”型变化[12] [13]。而

周云波（2009）、穆怀中和吴鹏（2016）

证实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14][15]。孙久文

和周玉龙（2015）通过2005－2011年中国

县域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差距

扩大阻碍了劳动力迁移，不利于城镇化；

而金融支持对城镇发展的偏向性有利于农

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以就

业为基础的城镇化进程，但是投资偏向对

城镇化的推动并不明显[16]。还有很多研究

注意到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迟滞作用，如

蔡昉（2003）、Au & Henderson（2006）、

Hertel & Zhai（2006）和Li（2008）[17]-[20]等。

邓曲恒和古斯塔夫森（2007）发现，户籍

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的永久移民，加快了

城市化进程[21]。刘瑞明和石磊（2015）从

所有制角度分析了城市化迟滞的原因，过

高的国有产值比重会抑制地区的城市化进

程，由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所有制

结构转变是加快城市化的应有之意[22]。唐

为和王媛（2015）发现，行政区划调整是

推动城市化的有力工具，撤县设区改革显

著提高了撤并城市市辖区城镇常住人口的

增长率[23]。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和悬殊

的城乡差距（Wan，2007；李实，2007；

甘犁，2013）[24] -[26]形成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的“推力”。在这种情境下，城市的拉力

至关重要。而这种拉力的大小又内生于城

市的就业结构。托达罗模型强调期望收益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而预期收益

又取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

就业机会的高低）。如果城市的就业机会

多，就业概率大，移民城市的预期收益就

越高，从而人们就更愿意迁移到城市来。

很多研究尽管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但

没有进一步注意到中国事实上是一种“双

重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和农村以及城市

内部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刘瑞明和

石磊，2015）。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

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城市化动力存在

一定差别。许学强等（2009）认为，珠三

角地区，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

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

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由外商直接投资

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27]。宋冬

林（2016）认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驱动下，东北地区形成了

城市发展的某一特定产业的锁定效应、计

划经济体制的锁定效应和大型国企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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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锁定效应”，虽然导致城镇化进程的巨

大存量，但与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存在

较大差距[28]。

实际上，关于城市化动力可归结为

两种主要机制：一种是通过市场力量配

置资源、调节供需，促进产业发展升级进

而推动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过程的机制，

另一种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

的相应部门对于城镇、城市的设置、规

划、建设选址、土地使用的审批、土地功

能的改变、规划许可证、工程许可证、基

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拆迁等事务有着严

格的审批和直接决定的权力。前者称为

市场主导机制，而后者称为政府主导机

制（李强等，2012）[29]。当然这两种动力

并非决然对立，有些方面又相互交叉，

共同作用于城市化的发展。需要指出，这

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对城市

社会城市化的讨论还很不充分。根据研

究需要，本文不对市场动力和政府动力

进行严格区分，而重在挖掘进入城市社

会以后，什么因素驱动了城市化的持续发

展？东北三省和广东省能为我们提供什

么样的经验？城市社会的城市化与进入

城市社会之前比较有何异同，城市社会

的城市化有没有共同的规律？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一）城市化模型

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率不断提高

的过程即城市化或城镇化，最常用的一个

指标是城市化率，城市化率的基本公式是

，对公式求导后，可表

示为： 

（1）

公式中，Urb_ratio——城市化率或城

市化水平，dUrb_ratio——城市化水平的

变化率，dUpop——城镇人口的净增量，

Upop——城镇人口总量，Pop——总人口。

令 ，表示人口增长率。依据Todaro

模型，可以发现，城镇新增人口，或者

说 城 市 的 新 移 民 数 量 依 赖 于 城 市 的 高

收入预期和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

性 ，公 式 表 示 为 ，公

式中， 表示城乡的收入差距，uur表示城

镇失业率。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模型：

（2）

我们知道，

，进一步有

（3）

在模型2和3中，a,b,c,r和 分别表示人

口增长率、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失业率、

城镇人口和滞后1期的城市化率的系数，C

表示常数项。

很显然这是一个托达罗模型。模型刻

画的城市化的机制有这样几个共性：一是

城市化率很低；二是经济发展被看成既定

的低水平，甚至被忽略；三是由低经济发

展水平衍生出来的简单经济结构，农业为

主，工业化水平低，外商投资、对外贸易

占比极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显然这些

条件在当今的城市社会得到极大改变。钱

纳里模型和罗斯托模型注意到经济发展及

其阶段的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城市化的

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问题，必须将上述模

型加以拓展，形成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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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二）变量说明

在模型4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变量。

lngrp用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这是钱纳里模型中的一个基本指

标，城市化一般被看成随经济发展而变化

的一个正向变量。GRP_rate表示地区经济

增长率，是影响城市化水平变动的是正向

变量。d表示城乡差距，包括di和dc，分别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d>1，即城

市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高于农村，是城

市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差距完全消失，即d

≤1，意味着城市化的完成。同时收入和消

费又高度相关，因此有必要在回归中加以

区分。这样区分的结果能够使我们进一步

发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收入还是消费

以及哪个更加重要，而且很少研究用消费

差距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Ind_ratio指工

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

孪生姊妹，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工

业化在过去以至将来仍然是城市化的“发

动机”。同时，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阶段

效应和门槛效应，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是正或是负，既依赖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又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路永忠、陈

波翀，2005；冷智花等，2016）[30][31]。Soe表

示国有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

般认为，国有经济由于体制机制问题和投

资的重化工业导向，由此形成高交易成本

和高资本有机构成，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入

和吸收，因而迟滞了城市化进程。open和

fdir分别是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一

般认为这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但是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得到

实证分析的充分支持，甚至存在挤出效应

（罗知，2012；刘瑞明和石磊，2015）[32]。

inv_ratio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在地区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不难发现，城市化的效应首先

是一种投资效应，快速的城市化推高了中

国的投资率（李通屏和成金华，2005）[33]，

但投资是否带来城市化加快发展，巨大的

固定资产投资反过来是否是加快城市化进

程的推手，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固定资产

投资对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会起怎样的作

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是我们纳入固定资

产投资率这一指标的基本考虑。Flpop表示

流动人口，人口流动、迁移与城市化是紧

密交织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是一个不言而

喻的正向变量。Gexp表示地方政府支出比

重，多数研究用这个指标表示政府干预程

度。政府支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

地方的收入-消费关系，特别是城乡二元结

构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往往偏向于城市户

籍居民，城市户籍居民越多，政府支出越

多。另外，政府支出也可能是对城市劳动

力市场的反映，城镇失业率高，政府用于

失业救济和保障失业者最低生活水平的支

出可能越多，因此这个变量和失业率之间

可能存在交叉影响。政府支出是否影响城

市化，在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其他指标的含义同

模型3一致，这里不再赘言。关于变量的具

体定义与说明，详见表3。

本文包括的解释变量很多，各个变

量之间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根

据研究和尽可能简化的需要，本文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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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实证研究中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
变量
系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Urb_ratio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Urb_ratio(-1) q 滞后1期的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Lngrp a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GRP_rate β 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di bi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dc bc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ind_ratio x1 工业化水平 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Soe x2 国有投资比重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open x3 外贸依存度 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fdir x4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生产总值（%）

Inv_ratio x5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Flpop x6 人口流动 人户分离人口数/常住人口（%）

n a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UUr c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Gexp x7 政府干预程度 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广
东省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这四个省份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城市化模型忽视的因素作为关键变量，这

些关键变量包括国有经济（国有投资）比

重、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同时

还关注，传统的城镇化模型在城市型社会

是否仍有解释力。

四、实证检验

（一）初步观察

进入城市型社会以后，是否存在城市

化速度下降的普遍规律？导致城市化速度

下降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为了直观地反映

我们选取的解释变量与城市化率的关系，

特绘出城市化率和各解释变量的散点图和

趋势线（图1）。

观察图1发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rp、收入差距di、对外贸易open、外商直

接投资fdir、人口自然增长率n和流动人口

Flpop有正关系，国有经济比重Soe、城镇

登记失业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我们也看到

一些因素对城市化影响不显著，如经济增

长率GRP_rate、城乡消费差距dc、工业化

水平ind_ratio、固定资产投资率Inv_ratio和

政府支出比率Gexp。这说明，一些变量的

作用已得到模型的初步印证，一些则同已

有文献和我们的推理存在出入。因此需要

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二）回归分析

首先运用Eviews7.0，通过单位根来检

验数据的平稳性，以避免出现伪回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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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4年东北三省和广东省各解释变量与城镇化率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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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同质面板（LLC）和

异质面板（IPS、ADF - Fisher Chi square、

PP - Fisher Chi square）检验方法都显示数

据经过差分处理后平稳（见附录）。

通过平稳性检验后，我们进行固定效

应回归，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为避

免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可能产生共线性问

题，我们依次用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进行

回归，由此形成模型1和模型2。同时为了

考察东北和广东的差异，形成模型3、4、

5和6。结果见表4。

由表5可以看出，对城市化影响比较

显著的因素是收入差距、流动人口、外商

直接投资和滞后1期的城市化水平，这些

变量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人口自然增

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两个变量通过了

10%显著性检验。而人均GRP的对数、经

济增长率和城乡消费差距等变量不显著。

我们重点关注的新变量如工业化水平、国

有经济（国有投资）比重、外贸依存度、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这些变量

对城市社会城市化的影响不显著。

比较东北三省和广东省，我们可以

发现一些共同的因素：对城市化影响都很

显著的因素是收入差距、流动人口和外商

直接投资。不显著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城乡

消费差距。而其他影响因素则差别很大。

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

东北三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增长

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广东，影响

相当明显；（2）工业化水平、国有经济

比重、外贸依存度、固定资产投资、政府

的干预程度等变量在东北三省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而广东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3）东北三省对滞后期的城市化水

平依赖性大，为正向作用，而广东的依赖

性小，而且方向相反，呈现出负的关系。

（4）正向作用变量的差别：广东正向作

用变量是lngrp、收入差距、国有投资比

重、对外贸易和人口流动；而东北三省仅

仅是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前期的城市化

水平和常数项。（5）负向作用的差别：

广东显著副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

工业化水平、FDI、固定资产投资、人口

自然增长率和政府干预及其他因素（常数

项），东北三省则是FDI。

为进一步解释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因

素，我们再剔除一部分影响不显著的变

量，如GRP_rate、dc、inv_rate和Gexp，对

模型再次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再次回归的结果表明，对城市化有

显著影响的变量是收入差距、滞后一期的

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

这些变量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城镇登

记失业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人口自

然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通

过了10%显著性检验。而国有经济比重和

对外贸易情况仍然没有通过10%显著性检

验，但对城市化水平有一定的正效应。同

初次回归相比，这些变量的作用方向没有

发生变化。正向变量依然是收入差距、城

市化的滞后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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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初次回归结果：2000-2014年

解释变量
城市化率Urban_ratio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grp
1.3643         

(1.2646)
0.8120  

(0.6742)
-0.6399        

(-0.5096)
-1.3316        

(-0.8753)
51.6730*** 

(2.8978)
10.3560 
(1.0517)

GRP_rate
0.0105

（-0.1514）
0.0549

  (0.7284)
-0.0095        

(-0.1372)
0.0155 

(0.2175)
-0.8124***        
(-3.1542)

-0.2040          
(-0.4563)

di
3.3117*** 
(3.4087)

2.2968* 
(1.8487)

20.3092** 
(2.4449)

dc
0.7040     
(1.314)

0.3990 
(0.5505)

-0.3782        
(-0.3674)

ind_ratio
-0.0522         

(-1.3528)
-0.0474        

(-0.9952)
-0.0497        

(-1.3161)
-0.0443        

(-1.0012)
-4.3989***        
(-2.5060)

-0.2021              
(-0.3165)

Soe
0.0235   

(1.4036)
0.0189  

(0.9961)
0.0101   

(0.6530)
0.0011 

(0.0739)
1.0981*** 
(3.3586)

0.3402  
(1.4556)

open
0.0205

-0.8963
0.0301    

(1.1481)
-0.0277        

(-0.7246)
-0.0269        

(-0.6470)
0.4267***  
(4.3980)

0.1892 
(1.6017)

fdir
-0.3449***  
(-2.8961)

-0.3291**    
(-2.4529)

0.74169312 0.62866706
-0.6310***        
(-3.3437)

-0.6580        
(-1.2604)

Inv_ratio
0.0017

-0.0911
0.0022 

(0.1060)
0.0187 

(0.9728)
0.0105   

(0.4679)
-1.3064**         
(-2.2779)

-0.0411        
(-0.0947)

Flow_pop
0.1060*** 
(3.0899)

0.0767** 
(2.0699)

0.1013** 
(2.6904)

0.0748** 
(2.0544)

0.3739** 
(2.3772)

0.0006  
(0.0083)

n 0.825835 0.93160032
-0.3959        

(-1.5403)
-0.3783        

(-1.2556)
-6.2350**        
(-2.2200)

0.5407  
(0.4999)

UUr 1.22039926
-0.8358**    
(-2.3270)

-0.5135        
(-1.6905)

-0.6593**     
(-2.0840)

7.3444* 
(1.8538)

-1.4930         
(-0.4814)

Gexp
0.0152    

(0.2191)
0.0313  

(0.4091)
0.0848 

(1.4601)
0.1114* 
(1.8533)

-2.8273**         
(-2.5175)

-0.1581         
(-0.2231)

Urb_ratio(-1)
0.3928***  
(5.7555)

0.4712*** 
(6.7310)

0.5243***  
(4.3457)

0.6748***  
(7.2500)

-1.1287                
(-1.6667)

0.3949 
(0.8581)

常数项
16.2530  
(1.5104)

23.9065** 
(2.0408)

29.9100**  
(2.4650)

33.7424**  
(2.0842)

-248.6411***    
(-3.4511)

-81.7958        
(-1.6416)

R2 0.982 0.9781 0.9863 0.9848 0.9998 0.9988

F统计值 146.8636 119.7787 138.8611 125.3338 380.4468 61.816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401 0.0993

注：模型1和模型2是四省的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是东北三省的个体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模型5和模型6是广东省的回归结果。

动人口，回归结果与经典的城市化模型一

致。反向变量依然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城

镇登记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

资，其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



34

REFORM & DEVELOPMENT

改革与发展聚焦

业率与我们的模型推导一致，外商直接投

资对城市化的作用显著为负。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2000年以后，中国东北和广东省进入

初级城市型社会。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

证据分析了这4个省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城

市化的动力机制，限于篇幅，虽然注重于城

市化的数量方面，而对城镇化质量的重视

有所欠缺，但这仍为2011年后进入初级城

市社会的中国城市化和质量型城镇化提供

了很好镜鉴。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发现是：

1.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在速度上呈规律

性下降。如“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

水平提高了6.7个百分点，而“十二五”期

间仅提高6.4个百分点。已经进入城市社

会的东北三省和广东省出现明显的减速趋

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整体上只是全

国平均的40%左右，有些省份甚至不足全

国的1/3。

2.在城市社会的初级阶段，城乡收入

差距对城市化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

居民的收入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仍然是城

市化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城乡之间的

消费差距对城市化水平的作用不显著，也

就是说吸引乡城迁移和人口流入城市的因

素不是获得更高的消费水平，而是获得更

高的收入。过上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生活在

目前尚不能成为城市化的显著支撑因素。

3.人均收入增长对城市化有一定的正

向作用，但影响程度在下降。这个结论与

钱纳里模型所揭示的边际效益递减有不谋

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如在初次回归中，

相关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再次回归

也仅仅是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4.本文把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和城镇

登记失业率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证实了

Harris-Todaro模型。城乡收入差距大和流

动人口率的提高对城市化有正的作用，回

归系数分别达到3.53和0.10，而城镇登记

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下降

0.63个百分点。

5.伴随工业化的完成和城市社会的出

现，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扩张作用已经结

束，甚至显示出负向变动关系，这在广东

省尤为明显。在初次回归中，工业化的作

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再回归仅是通

过10%显著性检验，而且作用方向为负，

工业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下降

0.06，广东省则下降4.4。

6.国有投资比重整体上未通过模型检

验，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东北3省国有

经济比重大，国有投资对推动城市化的正

向作用不大，但回归结果也不支持阻碍城

市化的结论。在市场力量强劲、民营经济

发达的广东省，实证结果是国有投资比重

提高1%，城市化率提高1.1%，国有经济

的发展对城市化率有比较显著的正向作

用。因此无法得出国有经济在城市社会拖

累城市化进程的结论。

7.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

的影响比较复杂，前者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后者通过了检验。在广东省，两个

指标都很显著，对外贸易占比提高1%，

城市化率提高0.43%，与东北三省差别很

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率有挤出效

应，广东省比东北地区更显著，结论与罗

知（2012）、刘瑞明和石磊（2015）是一

致的。

8.在城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

干预对城市化速度提升不显著甚至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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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化率的提升

有负作用，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

提高1个千分点，会抵消城市化率0.48个百

分点，这与本文的模型推导一致。但同图

1的初步观察尚有差距，也就是说人口自

然增长率和城镇化的关系，需要更长期的

经验观察。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在今

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仍将面临推进城

镇化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两难选

择。中国已进入城市社会的初级阶段，同

时正在经历城乡差距居高不下、城乡发展

不协调与新型城镇化动能不足的严峻挑

战。城乡收入差距过去是乡城人口流动和

城市化的重要动因，进入城市社会以后，

这个动力仍然强劲。本研究表明，进入城

市社会以后，追求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消费

水平，不是乡城迁移和城市化的动因。城

乡收入差距的消除或趋同使城市化的经

济动因下降，而城市化的滞后，同时也构

成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瓶颈（简新

华等，2010；王国刚，2010）[34][35]。第二，

城市社会开启了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契机。

随着中国步入中上等收入阶段，进入城市

社会以后，经济因素对城市化速度和水平

有正作用，但边际效应递减。在此阶段，

质量型城市化面临重大机遇，进一步夯实

城市化的物质基础，转变城市化的推进模

式，重视城市化的质量和内涵，而不一味

追求城市化的数量和速度将成为城市化

的重心所在。扩大投资和政府支出，虽然

与城市化速度关联不大，但对于改善农民

工待遇、加快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提

升无疑有积极意义。第三，大力发展非工

业产业，把城市就业创造作为吸引人口流

入、保持高就业、高收入预期作为城市化

的重要抓手，鉴于工业化即将完成和服务

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上升，要拓展服务

业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培育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第四，

进一步挖掘国有经济潜力，助推城市化

健康发展。城市社会是中国城市化的新起

点、新阶段，国有经济发展没有对城市化

产生阻碍作用。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活

跃、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做优做强国有企

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对城市化的持续

推进是有利的。第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

发力，推动城市化绿色、高效、包容、可

持续。在需求侧，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特

别是扩大消费的发展战略，降低国民经济

中的高投资率、提高消费占比，转变政府

主导、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驱动为主的经

济发展方式。在供给侧，发挥市场机制在

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决定

作用，精准供给，优先投资于城市发展短

板，建设宜居、绿色、智慧、创新和包容

型城市，大力提高城市和城市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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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平稳性检验的结果

解释变量 LLC-test IPS-test
Chi square

ADF - Fisher PP - Fisher

Urb_ratio 0.3596            
(-0.35948)

0.9618
( 1.77174)

0.7821
( 4.76760)

0.7207
( 5.33962)

d(Urb_ratio)  0.0001***
(-3.75734)

 0.0000***        
(-3.91622)

0.0003***
( 28.8883 )

 0.0004***
( 28.7026)

dd(lngrp)  0.0000***      
(-7.38372)

0.0000***
  (-5.24412)

0.0000***
( 36.9403)

0.0000***
( 44.3702)

dd(GRP_rate)  0.0000***      
(-10.9774)

 0.0000***      
(-8.83511)

 0.0000***
( 59.7474)

 0.0000**
( 76.6628)

d(di)  0.0013***      
(-3.02087)

  0.0629*      
(-1.53080)

  0.0483**
( 15.6099)

0.0071***
( 21.0056)

d(dc) 0.0002***       
(-3.57922)

0.0012***       
(-3.04741)

0.0036***
( 22.7895)

 0.0000***
( 36.0366)

d(ind_ratio)  0.0000***
( -5.67978)

 0.0000***
(-4.46386)

 0.0001***
( 32.2128)

 0.0001***
( 32.2428)

d(Soe)  0.0000***        
(-5.37448)

 0.0000**        
(-3.95040)

 0.0002***
( 29.7755)

 0.0011***
( 25.9646)

d(open)  0.0000***        
(-4.81816)

 0.0009***        
(-3.13294)

 0.0026***
( 23.6474)

 0.0001***
-31.0389

d(fdir)  0.0000***        
(-4.70689)

 0.0007***        
(-3.21446)

 0.0022***
( 24.0574)

 0.0000***
( 41.3478)

d(Inv_ratio)  0.0005***       
(-3.26527)

 0.0086***        
(-2.38395)

 0.0098***
( 20.1588)

 0.0040***
(  22.5290)

d(Fpop)  0.0002***        
(-3.53495)

 0.0005***        
(-3.31317)

 0.0019***
( 24.4612)

 0.0125**
( 19.4876)

d(n)  0.0000***        
(-8.02291)

 0.0000***        
(-7.20678)

 0.0000***
( 50.6991)

 0.0000***
( 57.2995)

d(UUr)  0.0000***        
(-5.61139)

 0.0000***        
(-5.88880)

 0.0000***
( 42.4345)

 0.0000***
( 55.0292)

d(Gexp)  0.0000***        
(-15.7221)

 0.0000***        
(-13.1262)

 0.0000***
( 83.3549)

 0.0000***
( 80.4452)

d(Urb_ratio(-1)) 0.0001***  
(-3.7848)

0.0001***   
(-3.7283)

0.0005***
( 27.6932)

0.0000***
( 41.7775 )

注：小括号上面的数据是P值，括号内的数据是t统计值，***、**和*依次表示数据在1%、5%、
10%水平下显著，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面板单位根。

注释:
①本文的城市社会是指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乡村常住人口，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的情形，与乡村型

社会相对应，因此又称城市型社会。关于城市社会或城市型社会的标准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而不是土地城市化。限于篇幅，本文对城市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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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混同使用，在概念上不加区分。关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田雪原《城镇化还是

城市化》，载《人口学刊》2013年第6期。

②根据H·钱纳里，M·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表3）中提供的资料，按1964年

美元价格，人均GNP达到400美元时，城镇化率为49%，再增加100美元达到500美元时，城镇化率

超过50%。此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效应递减。人均GNP每增加100美元，城镇化率仅增加

2.5%，而在进入城市社会之前是3.7 %，达到800美元后，每增加100美元，仅仅使得城镇化率提高

1.65%，见该书第31-3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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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in Urban Society: Evidences from Four Provinc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Li Tongping, Wei Xiahai, Peng Bo

Abstract: Northeast Chin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are a decade or two earlier tha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entering into the urban society. Using the panel data (2000-2014) 

from the above regions, the authors take a look into the dynamic mechanism after entering into 

the urban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of 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 GRP per capita, 

flowing population and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are still significa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urban society. Unfortunately the rural-urban consumption level disparity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urbanizing process. The driven forces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to urbanization had 

been used up, functioning negatively sometimes. We can not hold that state-owned economy 

inhibi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ough it is not tested significantly. The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on urbaniz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FDI has crowding out effects towards urbaniza-

tion. Both variables of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re not significant 

or even negativ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mpared to the pre-urbanized society, tradi-

tional dynamics for urbanization are still strong, whereas it lacks of robust driving forces for neo-

urbanization.

Keywords: urban society; dynamic mechanism for urbanization; neo-urbanization; empiri-

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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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

态”，近十年来，城市群规划建设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期间也由于过于盲目追

求综合发展指标，让城市群的发展规模普

遍存在着内涵上的简单化和形态上的粗放

型两大问题。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城市群”规模不断地加速扩

张，“城市群病”也随之出现并将一发不

可收拾，如行政干预资源配置、内部发展

差距大、功能过于集中、环境污染严重、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项目“我国城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职能转

移中的激励型行政引导模式研究”（GD14CZZ01）；2014 年广东省教育厅省级特色创新项目“广东

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全面质量管理研究“（2014WTSCX058）。

城市群病：产生诱因与治理对策
◎ 王枫云 陈亚楠

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提高城市空间张力、淡化城市地理边

界、降低城市间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推动

了单体城市间的竞争演化为城市群间的竞

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具有强大经

济规模与足够产业集聚的城市群才具有

资格参与全球性竞争与合作。而城市群地

区也必将成为在今天乃至今后经济发展格

局中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核心地区。我国于

2006年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

摘  要：“城市群”是我国近30年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

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主导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而且还引领着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向。人们在追求城市群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城市群病”日益凸现。

造成中国“城市群病”症结在于政府合作机制低效、城镇化率虚高、基础公共配套缺

乏、边界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共性问题。分析我国“城市群病”产生的原因，并从科学角

度提出推进城市群健康发展的技术路径和科学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群  城市群病  产生原因  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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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不畅顺、交通拥挤等棘手问

题随其发展下去，日后恐怕将“无良药可

治”。众多学者都认为城市群的研究与发

展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城市群的选择

与发展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城市群的

城乡协同发展不能违背客观的规律；[1]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视域下，

看待城市群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滥

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

有、拼凑成群”，[2]毕竟它的形成和发育

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自然过程，不可操之过

急，过于追求功效。现阶段对我国城市群

发展中的问题展开探讨，并据此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方能保住我国走向世界的枢纽

 图1  知网全文有“城市群”这个词在各种资源类型中的数量

图2  知网全文有“城市群病”这个词在各种资源类型中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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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

一、城市群病的内涵、特征与危害

（一）城市群病的内涵

“城市群”作为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

重要承载体，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主

体地位不断上升，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

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将决定21世纪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这让众多学

者把关注与研究都转移到了“城市群”上。

我们对中国知网库中包含“城市群”

与“城市群病”的词语进行了检索，发现

在知网库中全文包含“城市群”这个词语

图4  知网关键词有“城市群病”这个词在各种资源类型中的数量

图3  知网关键词有“城市群”这个词在各种资源类型中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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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远远多过“城市群病”，不管是期

刊、硕博论文还是国内外会议（如图1、

图2所示）。而用“城市群”与“城市群

病”这两个词语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搜

索，更是惊人的发现，文章关键词中包含

“城市群病”的文章整个知网库仅仅只有

两篇（如图4所示）。众多专家学者都集

中在了“城市群”的概念、模式、形成机

制、空间结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阶段与

判断指标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上[3]，如邓伟

志、宁越敏等均对“城市病”进行了深入

探讨。[4]而对于“城市群病”研究的专家

学者目前甚少。

从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到

2014年印发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国

城市化进入了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

提升型”的转型期。[5]之前城市群建造中

一味追求高、大、全、使城市失去了原有

的特色，在2014年12月20日举办的《中国

城市群发展高层论坛》中，近100位专家一

致认为：城市群选择和培育中存在着“滥

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

有、拼凑成群”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城

市群病”。周一星在2016年1月15日的“创

新城市工作与多学科协同共治研讨会”上

也曾发言说到：“把若干相对发达的大城

市“圈”在一起，组成“城市群”。我建

议倒真要十分的谨慎小心了。”因为在周

一星看来这样会产生“大城市病”、“小

城市病”和“农村病”兼而有之的新的

“城市群病”。著名研究员方创琳认为中

国的城市群在形成发育中存在着“四低”

“四争”“四过”“五缺失”问题。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曾提到城

市群选择与发育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城市群

应戴着镣铐有约束的发展。

学术界对于“城市群病”并没有给出

具体的定义，在王成新的一篇论文中这样

介绍“城市群病”，他认为“城市群病”

指的就是那些被规划的城市圈在成长发育

期间内，由于种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在经

济分工合作、空间组织管理、生态建设保

护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

不系统等矛盾，从而造成了聚集不经济、

空间不均衡、行散且神乱等违背了城市圈

规划宗旨的不良症状。[4] 

（二）城市群病的特征与危害

1.主观意识拼凑城市群，城市群虽多

但不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转型

期，城市群起到了经济集聚的作用。所以

中国大力搞城市群建设，并为之投入大量

资金，连政策上也是力挺。国家倡导的城

市群建设追求精髓是联合，优势在整体，

宗旨是分工合作的理念，但中国目前具有

的二十多个城市群中，几乎超过50%都达

不到发育标准，大部分都存在着基础差、

规模小、实力弱、首位度低等问题。许多

地区先后出台了各自区域的发展规划，争

先申报国家层面的城市群、试验区。如在

中西部地区的晋中、黔中、滇中、天山北

坡、兰白西地区等本均无法达到组成城市

群的要求，但顾及地区平衡等原因，还是

破例称其为城市群，作为城市群来引导培

育。美国、日本各国的三大城市群为他们

国家的经济贡献率达到了65%以上，而我

国连40%也无法达到。[6]盲目跟风的城市

群建设导致大量土地的利用不合理，过多

的空地荒废，甚至部分“科技园区”也遭

荒废，过度假、大、空的建设，缺乏与周

边地区的共享机制，出现大量公共基础设

施重复建设。城市群演变成了不是依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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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育”出来的，更不是依托城市合

作“干”出来，而是依靠主观意志“画”

出来的产物。[2]

2.内部非协调发展，功能过于集中。

城市群的建设是为了各城市之间共同进

步、互相弥补。实际上城市群涉及跨行政

区的管理，其必将受到利益的驱使和行政

区划分割，城市与城市之间就会存在着非

合作博弈。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

往往在一般城市之上，其他城市为追求其

自身利益最大化，过度竞争和合作不足成

为了整个城市群共同繁荣发展的绊脚石。

在我国，京津冀城市群是内部发展最不平

衡的城市群代表，不管是人均GDP、公共

服务能力，还是收入水平都存在着巨大差

异，三地之间产业不协同、交通不衔接、

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造成群内发展高度

不平衡，城镇体系结构和职能结构极不合

理，致使城市群的发展缺乏腹地支撑力。

北京对周围城市的资源吸附作用也是远

远大于辐射效应，负荷过重造成了河北的

“环首都贫困带”，[7]如此集聚过多的非

首都功能，极化效应明显，将制约着协同

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各自为政的情形也导

致了多种优惠政策连续恶意推出，使得土

地等各类资源不能合理利用，造成群内资

源利用率低。

3.高强度运转，环境污染超负荷。近

些年粗放型的城市群规划建设，让PM2.5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高强度的投入推动着

经济系统高强度运转，也迫使了高强度污

染的产出。环境保护与治理机制的滞后，

使得各城市群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往

往会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城市群虽然集中了全国3 /4以上的经济产

出，但同时又集中了全国3 /4以上的污染

产出，[8]这使得环境污染也由点扩展到了

面，各类环境问题不断凸现出来。PM2.5是

在发展城市群建设时未注重大气环境的保

护而产生的，给部分城市带来了严重的雾

霾现象，甚至到了不带口罩不能出门的地

步。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PM2.5

最为严重，尤其是长三角和环渤海，PM2.5

的加剧也让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成了中

国酸雨高发地区。除PM2.5严峻问题之外，

跨流域水污染问题也是我们现如今最为头

疼的问题，综合整理过程中合理制度安排

的缺乏，使得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各种踢

皮球、擦边球、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屡见

不鲜。因部分河流牵涉到跨区域污染，造

成了大量居民用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在长

三角城市群等甚至出现了“水质性”缺水

现象。环境污染的超负荷，不仅制约着经

济的发展，还使得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将面

临着资源环境的承载和保障压力。

二、城市群病的诱发因素分析

（一）单体城市的内部因素

在城市群这趟时代的列车上，单体城

市是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群建设

对于单体城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整

个城市群的共同利益着想，单体城市必须

融入到这个城市群里面，协调好与其他城

市的关系，建立良性合作，一起为城市群

的整体目标努力。现如今城市群病不断凸

现出来，除去城市群整体因素之外，单体

城市的内部因素也是城市群病发生的重要

根源。毕竟每个城市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底

蕴和发展轨迹，要在城市群这个大背景下

健康发展，就不能迷失自我。要丢弃之前

任意发挥、随意发展的思想，明白单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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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身在这个城市群中创造的“独特性价

值”，与周围城市科学的协同发展。但并

不是所有城市都能顺利融入到城市群这个

大家庭中，毕竟每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文

化底蕴。

1.核心城市产业和人口过度集聚。作

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必将吸引着大量

企业、人口、要素的聚集，难免会出现产

业集群与城市群发展相脱节现象。这种大

幅度地理上的集聚，在促进群域范围内产

业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会给区域经济发展

过程中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如京津冀城市

群中的非农就业人口大量的集聚从而致使

了北京城市生活用水量占到了总用水量的

40%以上，[9]本来水资源就紧张的北京为

了保证民众用水的需求和质量，不得不求

助于外围的张家口、承德甚至是城市群之

外的丹江口。位于沿海的珠三角城市群中

的深圳和广州也都要依靠东江流域中上游

的新丰江水库、枫树埙水库和白盆珠水库

三座大型水库提供水源。在城市群域内，

产业和人口一旦超过了城市群的承载力会

引起交通拥挤、失业率加大、物价上涨、

工业污染加剧等生活中诸多负面因素的发

生；使核心城市忽视自身的承载力盲目建

设和生产，使得粗放式现象严重；城市化

加快发展，缺乏有力的产业支撑，造成大

量资源和土地被浪费。而因大量人口和产

业都的过度集聚也使得周边的人才流失和

生产能力下降，同时也影响整个城市群的

健康协同发展。

2.城市定位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

同，互补性较弱。与美国、东京等城市群

相比，我国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的职能定

位、城市功能特色并不明显，从而导致城

市群中各城市间在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

上少有关联。加上经济上的良性竞争与恶

性竞争，使得部分城市群的城市之间实行

“各自为战”的状态，对区域的整体利于

而不管不顾。如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

城市间的发展基础条件相似与发展模式的

趋同，使得大家都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让各

城市很难形成产业协作与分工，造成一定

程度上的“产业同构”现象。据2007年的

数据显示，深圳与惠州的制造业同构系数

达0.91之高；佛山与中山高达0.90；深圳

与东莞高达0.89。[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由

于矿产资源的匮乏，区域内各城市之间也

是以加工工业为主。相关计算公式推算长

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相似系数一般

都在0.9以上，仅有部分城市是在0.7-0.8之

间，加上“十五”规划中，上海、杭州、

南京三市都大力强调发展信息、医药等高

新技术产业以及纺织、精细化工等产业，

使得产业结构趋同状况势必进一步加剧。
[11]这种区域定位分工上的不明确，让核心

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硬件条件上都存在巨大

鸿沟，虽各司其职，但城市产业间的交流

和联系非常有限，必然会造成城市群内部

城市出现产业重复建设、产业布局混乱，

产品生产重叠与恶性竞争等问题，不仅使

空间上机动地移动产业区位的可能性降

低，还将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能力闲置。

3.行政区划分割制约了区域一体化市

场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

迅速实现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腾飞，

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区域内

政府行政关系层级的复杂性，让各城市交

流合作变成了一种难题。各城市依靠优惠

政策争资源抢项目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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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严重的同时也使得要素配置效率降

低。京津冀城市群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城镇

化发展，集聚政府财力，制定各种优惠政

策，建设产业集聚区，进行招商引资。为了

吸引资金雄厚的企业与人力资源，政府势

必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社

会公共事业，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如此

一来，不以实际发展为需要的社会公共服

务水平必然与城镇化发展形成巨大落差，

所谓的“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格局将会出

现。[12]经济体系制度下，“诸侯经济”在

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地

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

动和跨地域的经济合作。行政隶属关系复

杂，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滞后，使得区域内

各地方得不到沟通、要素得不到流畅、资

源配置得不到优化，大家都争对外合作。

跨国公司在区域内占着主导优势，区内干

扰与制约的市场运作盛行，这也使得部分

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与环境治理进程缓慢。

（二）城市群的整体性因素

城市群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合体，

内部分为不同的层级，具有不同的实现价

值，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体系。我国的城

市群倡导具有“大城市协助小城市共同发

展”特点，而实际情况是在一般的城市群

中小城镇数量偏多，布局散、水平低且规

模小，而大中城市数量较少，核心城市的

辐射功能弱等特点，从而使得我国城市群

内部结构缺乏有效的承接环节，形成较大

的缺陷。  

1.认识不到位，出现新型城镇化的

“唯群论”。城市群代表着当今城市发展

的最高水平，意味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良

好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当代中华民族美好

生活的核心空间。但我国城市群在范围界

定上行政干预色彩极其浓厚，城市群建设

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在城市群的培育

和选择中，各级政府对所在城市能否“入

围”看得过重，甚至出现了“只有城市群

才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唯群论”。所

以各省在培育经济发展时，就有意识的认

为只要把相互毗邻且发展势头较好的若

干城市组合成城市群，就能顺利承担起该

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任。这种过分高

估城市群战略地位的现象，既不以经济发

展自然联系为依据，也不以区域内各城市

产业间的密切联系程度为依据，而是一种

人为的划分，[13]严重影响国家的战略发展

和决策研究。在我国中西部，“城市群”

成为了区域规划的“神丹妙药”，为了摆

脱贫困，实现地区经济质的飞跃，盲目攀

比，不以客观发展规律为依据实行城市群

发展规划，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建设，往

往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2.政府失灵，缺乏有效治理的组织机

构。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利用公共政策

来弥补市场机制所带来的问题，然而政府

各部门利益取向不同、政策实施的时滞效

应等原因导致政府失灵，使资源配置和经

济发展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现象。中国城市

群虽已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城市群具

体的划分标准、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相关

法律法规的缺失或不完善，导致各种问题

接连凸现。再者，在中国下级地方官员的

晋升是与地方GDP增长相挂钩，这就强化

了地方官员与地方利益的黏合，为了自己

政绩、晋升博弈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公共服务设施重复

建设、城市间恶性竞争等问题。虽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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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了城市群内部城市联

盟、城市合作、市长联席会等组织，每年

不定期的召开会议进行经验分享、信息交

流、疑难解答等，但这种会议只是形式上

的，具体意义并不大，尤其是在面对产业

项目布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等重大问

题时，这些组织都难以发挥作用。

3.过于急功近利，造成建设目标与实

际需求不匹配。中国目前许多城市群的建

设规划，大多都是只顾及眼前利益，缺乏

长远战略的眼光和胸襟。操作上急功近

利，对造成的浪费严重、污染加重、重复

建设等问题都视而不见，总认为只要把经

济搞上去了，一切再去解决都来得及。国

家一直说要顶层设计，殊不知下面城市首

脑拍脑门式的底端设计和政策制度的朝

令夕改早已远离了上面的初心。在全国号

召城市圈建设的情形下，很多只考虑城市

群的规模大小，并不考虑与城市群相关联

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现实基础，缺乏

实际情况做框架的区域联合，职能让城市

群内部变得十分脆弱，经受不住时间的考

验。“城市群”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

体形态，如果不能预见一个“城市群”建

设的50年，甚至是100年后的发展问题，

将带来“城市群”规模盲目扩张、“城市

群病”愈发严重的局势。在这个世界经济

快速运转前提下，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增

长规模过度超前，“城市群”的建设过度

急功近利，造成城市空间形态分散化、破

碎化，城市组团功能定位模糊等问题。[14]

三、城市群病的治理对策

（一）单体城市内部诱因的消除

存在于区域中的单体城市，是城市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分享城市群形成所

产生的积极综合效应，也应当不忘自我，

制定适合自身特点并配合城市群建设要求

的发展战略。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协调发

展是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前提，最合理最佳

整合效益的方法，必须是以城市群整体区

域利益为出发点的。在各单体城市的功能

定位中既要考虑城市本身的现有基础和

发展潜力，更要考虑在整个城市群的地位

和作用，才能避免“城市群病”的不断扩

张。

1.发挥单体城市的特色，树立城市群

品牌效应，引导良性竞争发展。在上述文

章中我们已经谈到，因为产业发展定位和

主导产业的趋同，珠三角、长三角、京津

冀城市群中产生大量恶性竞争，产业协作

与分工形成困难，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产

业同构”现象。根据国外城市群成功建设

的经验，一个经济区域要想提升自己的竞

争力，必须有一个功能齐全的核心城市，

形成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产业群。所以

说分工协作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区域产业

分工合作的基础，各城市的区域分工协作

可组成城市群强大的竞争力。分工和专业

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

征，为解决“城市群病”中单体城市的内

部因素，我们必须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

赋特征，遵循城市间协作的客观规律，打

破传统的行政区束缚，突破历史上形成的

障碍，理清分工顺序，各展所长，紧密协

作，深化其产业分工，打造各城市的特色

产业。

2.积极推进单体城市政府的职能改

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吴敬

琏曾说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应当体现在改革上，而不是表现在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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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高发展速度上。”所以作为社会公共

团体的地方政府应以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弱化经济功能为己任，以创造良好的区域

经济发展环境，杜绝直接领导当地经济为

主要职责。给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提供

可以公平竞争的平等机会，增强政府行为

的公益性，实行普惠和非歧视原则，坚决

杜绝“寻租”、“造组”等腐败现象。

3.加强单体城市之间的合作，构建统

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一

体化进程。单体城市间的良好合作，不仅

可以克服其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力不从心的

劣势，还可以获得双赢或多赢的局面，让

城市群发挥出集体能量。现行体系下城市

往往各行其是，各区域内讨论合作事务的

组织较为松散，只存在浅层上对话与合作

的意义，并不具有权威性，为了各自所属

城市的经济发展，恶性竞争铺天盖地的席

卷而来，各自为政的现象成了现实操作的

常态。建立一个权威性较强，且高于各个

城市等级的专门机构来就城市群建设有关

发展的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协调政策与利

益，破除行政区划之间的阻隔，细化区域

内不同城市的工作任务并制定合理的工作

推进计划，培育一体化的消费、资本、技

术和劳动力市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工作奖惩机制，将

责任落实到部分、精确到个人，强化实施

主体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实现“1＋1>2”

的效果。

4.加强单体城市的交通建设，实现城

市群内的互联互通。说明区域整合的基础

是完备的交通体系，城市群中各城市未来

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整个交通

体系的完善。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各

城市之间的协调，是构建区域一体化交通

运输体系的重点，不仅可以破除行政区划

障碍，完善各城市之间的运输发展，还可

以提高各城市交通网络的便利程度，实现

交通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共建。

（二）城市群层面上诱因的消除

1.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

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在城市群的

建设中，建议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

统集成方法，科学识别出每一个城市群

的空间范围，科学预测出城市群地区的环

境资源承载力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以此

为基础编制好与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力

相适应的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方创琳，

2014）。每个城市群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心

都应具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独特的空

间结构和具体的发展方向，清楚的认清城

市群中环境资源承载的“底线”和发展的

“上线”，依照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容

量阈值确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

市群的建设路径。[15]同时我们还要遵循城

市群发育的自然规律，逐步培育、持续建

设，杜绝操之过急、一哄而上的脱离实际

催生新的城市群和盲目扩张在建的城市群

行为。在数据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规

划城市群未来的建设，明智的选择对环境

资源造成伤害最低的方法。

2.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实现第三

方监督。美国邻里政府、社团组织，日本

的关西经济协会都是学者参与与城市群政

府间合作的组织。这种多元主体参与到城

市群发展决策中，在减轻政府机构工作负

担大大提高其运行效率的同时，也给予了

区域内公民自我管理的权限与责任，提供

了城市群建设的积极性。外来学者与民众

的参与，从多方面和实际需求的视角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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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建设提供实际意义上的需求和建议。

正如庄子所言“子非鱼，安之鱼之乐”多

元视角的加入，让我们听到更多的声音，

看到更多我们看不到角落，这些社会建设

者的需求与建议恰反映着城市群中经济社

会运行中的苦难之处，更利于政府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第三

方的加入，让政府收集到更多社会对于规

划项目的有利声音，更重要的是规范和约

束了城市群中政府间合作决策的行为，避

免权责同为的管理陷阱。更多人关注到城

市群建设，对政府起到监督的作用，更多

眼睛的注视，也使得政府机关在民众的声

音中寻找更加合理的规划方案。

3.完善法律规范，明晰权责。政府间

的合作领域范围广泛，法律不仅能保障明

确城市群内政府权责，而且还能促进城市

群内协定的合作项目有效执行。发达国家

城市群较多的都拥有完善的立法保障，提

高决策的准确性、有效性与完整性。法律

的保障以及约束，让城市群内的主体从规

划政策提出、讨论到实施、评估的整个过

程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利于决策更加理

性、走得更加长远。法律让城市群内部清

晰的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利于整个城

市群内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完整，避免核心

城市的“吸血”效应与合作项目因上级个

人情感因素而半路夭折的情况。在完善的

法律下，能够保障确定明确的标准，做到

有法可依，有责必担，减少管理空白与管

理低效。空间意义上法律保障体系的建

立，例如产业保障体系、财政金融体系、

区域环境体系、监测评估体系等一系列区

域规划专项法律保证体系，可以保证未来

城市群协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4.加强生态环保建设，突出人文引

领，构建世界级城市群。近些年，城市群

的大力发展使得青山绿水难寻，空气污

染、城市内涝频频发生，城市“摊大饼”

式的病态发展模式不断蔓延。虽有部分城

市关注到了环境问题，但并没有把治理坚

持到底，更多的是为了应付检查。城市群

的发展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需求，

注重市民社会建设，营造适合人类居住

的城市氛围。我们不能牺牲环境来发展经

济，毕竟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的问题，更不能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我们

必须做到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治理

联动应对“城市群病”问题。事前统筹做

好城市群的总体规划，科学谋划城市“成

长坐标”。事中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

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绿色发

展。事后加强污染监督治理和城市更新维

护，三管齐下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发展。再

者环境治理涉及跨行政区和跨部门的联合

协作，因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建

设目标存在差异，我们必须创新城市群中

跨境污染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完善政府

层面上的协调机制、市场层面的激励与补

偿机制以及社会层面的动员参与机制，通

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群环境

保护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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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gglomeration Diseases: Causes and Treatments
Wang Fengyun, Chen Yanan

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higher stage of neo-industrialization and 

neo-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not only 

decides the future of China’s neo-urbanization, but also lead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s so-

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urban agglomeration diseases come with the rapid spead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t is caused by ineffectivenes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false 

urbanization rate, insufficient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goods, and severe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in border areas. It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to promote healthy and scientific ur-

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diseases; caus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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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土地制度作为国

家的基础性制度，不仅与人民的生存息息

相关，也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发展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放开了对土

地的管控，允许一部分地区通过土地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文化转向下的城市更新模式、机制与影响研究”（41271162）；广东

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项目“建筑遗产保育与活化利用的模式、机制与策略研究”（2015A020219006）；

国土资源部城市土地资源监测与仿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高度城市化地区留用地制度改革研究—

以深圳为例”（编号：KF-2015-01-042）。

深圳土地城市化进程及土地问题探析
◎ 谢涤湘 牛 通

一、引言

土地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地域空间载

体。在当代社会，土地已不仅仅是一种资

源，也具有资产、资本的属性。高效、合

理地利用土地，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土地政策创新，开启了土地快

速城市化之路，然而率先冲破僵硬体制的深圳也较早遇到了土地问题的羁绊。文章首

先根据深圳不同时期土地政策的特点，将深圳土地城市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步

探索阶段、逐步完善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及城市发展瓶颈阶段。其次梳理了快速城

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历史遗留问题突出及违法建筑的困扰等。最

后针对产生的土地问题，认为有效盘活历史用地及挖潜存量土地是深圳破除城市发展

障碍的关键，并在明晰土地产权、优化土地格局及土地立体化探索等方面提出了相关

建议。

关键词：土地城市化  改革创新  新二元格局  产权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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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圳

由一个南方边陲小镇跃身为为国内一线

城市，与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的持续创新

是密不可分的，而土地管理改革“当之无

愧”是深圳改革创新业绩史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1]。然而率先冲破僵硬体制的深圳，

由于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也更早碰到了改

革突破带来的种种摩擦与矛盾[2]，特别是

在土地改革方面，深圳经过早期的土地

探索，在1992年至2004年对土地“统征统

转”实现了“全域土地国有化”，为土地

进入市场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大

量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本文通过对深圳的

土地城市化进程及模式的梳理，探讨土地

城市化遗留问题的历史渊源，思考深圳土

地改革创新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

二、深圳土地城市化之路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发

展历程就是一个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历

史。从1979年到2015年，深圳的建成区面

积由不足3平方公里增长到900多平方公

里，城市人口从3万增长到1100多万，经

济社会发展迅速。其中，土地市场化和外

来人口是深圳快速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两大

支柱[3]。可以认为，深圳改革开放之路便

是深圳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挣脱束缚解

放生产力的市场化之路，至今仍为我国城

市化及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着方向与指引。

本文根据深圳不同时期相关土地政策的特

点，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图1）：

（一）初步探索阶段（1979年—1986
年）

土地是一种需要通过市场释放巨大财

富能量的“潜在资本”[4]。在改革开放初

期，我国宪法规定土地不能出租、转让，

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土地的资本优势得

不到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

发展。为发掘土地的资本价值，筹集特区

建设资金，深圳早期的探索便是以土地出

让制度、住房制度和征地补偿制度改革为

发端（表1），主要包括合作建商品房、

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及留用地补偿改革等土

地变通政策[5]。这些政策的本质都是以土

地为资本换取城市建设的资金，在一定程

 
图1  深圳土地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划分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历史节点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

初步探索阶段 逐步完善阶段 城市化加速阶段 城市发展瓶颈阶段

至今

1979年 1986年 1992年 2004年

成片委托开发
合作建商品房
出让土地使用权

87年首次协议出让
87年国有土地拍卖
88年土地出让入宪

92年关内统征
04年关外统转
住房制度改革

城市更新
土地立体化探索
13年集体土地拍卖

时间轴线

阶段划分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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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决定了深圳最初的发展模式，也成为

“土地财政”的源头。

（二）逐步完善阶段（1986年—1992
年）

深圳早期灵活的土地政策在吸引投资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探索性政策

逐步不能适应深圳进一步快速发展要求，

因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成为深圳城市改

革的主要任务。在此阶段，早期的成功探

表1  深圳土地改革探索

变通形式 主要内容 具体实施 意义 相关改革

合作建房 一方出地，
一方出资的
“ 补 偿 贸
易”模式

深圳和香港妙丽集团通过
“深圳出地，妙丽出资，利
润按深方85%、妙丽15%”
的分配合作建商品房

新中国历史上首
次改变集体分房
的传统，是市场
经济下住宅商品
化改革的雏形

住房改革历程（见图2）

出让土地
使用权

收取土地使
用费

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外商独
资开发，根据出让年限一次
性收取土地使用费，名义上
是土地使用费，实为出让土
地使用权的地价

挣脱了土地不得
出 租 转 让 的 束
缚，开启了土地
市场化进程

①1987年首宗国有土地
公开拍卖；②1988年土
地使用权转让在全国范
围推广；③2013年首宗
集体土地公开拍卖等

留用地补
偿

对失地农民
进行留用地
补偿

根据土地被征用村庄的大
小、征地数量，优先免地价
划拨一块土地，供被征地单
位兴建经营性的商业、服务
楼宇，以发展生产

保障了失地农民
的长远利益，加
快了土地城市化
进程

留用地制度改革（表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2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历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住房市场改革过渡 房地产调控阶段

住房实物分配向市场化探索 住房市场化全面推行阶段

至今
1978 1993 1998 2004

时间轴线

索得到了高度肯定，并制定成具有法律效

力的规章制度，甚至是列入宪法等相关条

款（表3）。例如，1987年深圳市通过对

香港土地政策与土地管理的学习借鉴，制

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

案》，并提出了以下设想：“所有用地实

行有偿使用，协议、招标、公开竞投”[6]。

公开竞投与招标是有偿使用土地的更有效

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

尽快收回土地开发成本，增加政府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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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二是有利于政府控制投资环境：通

过竞争，价高者得或择优而取，有利于发

挥土地的最大效益；三是有利于吸引更多

投资：竞投或招标更符合国外与香港的习

惯做法，投资者乐于接受，有利于增强客

商投资信心。

（三）城市化加速阶段（1992 年—
2004 年）

经过初步探索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后，深圳的城市建设更加迅猛，对土地资

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但受限于我国城乡

表2  深圳土地城市化和留用地制度发展进程对比

时间节点
深圳土地城市化进程 留用地制度发展历程

阶段 主要内容 阶段 主要内容

1979-1986
初步探索阶段 以土地出让制度、住房制度及

征地补偿制度改革为发端
留用地探索 货币补偿为主，留用

地安排为辅的时期

1986-1992
逐步完善阶段 早期的探索制定成具有法律效

力的规章制度
留用地实践 统一征用，统一安排

留用地时期

1992-2004
城市化加速阶
段

“统征统转”，消除城乡土地
二元分治的格局

2004-至今
城市发展瓶颈
阶段

新的土地二元格局形成 留用地改革 征地留用地历史问题
处理的时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3  土地政策的相关依据

相关政策 时间 主要内容 政策依据

首次以协议方式
有偿出让土地

1987年9月

深圳市政府在《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
权合同书》中将一块面积5300余平方米
的地块以106万元协议出让给中国航空技
术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
用权合同书》

第一宗土地公开
拍卖 1987年12月

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是土地制度改革里程碑式的
进展，并推动了宪法的修改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
理体制改革方案》

土地使用权转让
在全国范围的推
广

1988年4月
删去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条款，
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有关条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深圳国有土地已

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从

1992年和2004年，深圳分别对关内和关外

土地实行了“统征统转”，消除了城乡土

地二元的格局，实现了深圳土地的全部国

有化。

1.1992年关内“统征”。1992年，深

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

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对原特区内农村土

地实行“统征”，即把特区内全部农村土

地转为城市国有土地，将特区内68个行政

村、168个自然村全部转为城市居委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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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在这一时期

的土地特征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低价征用

集体土地，满足城市快速发展对土地的需

求，并最大限度地从现金、土地返还、社

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保证村民

利益，村民也通过自身土地和物业的升值

分享到了城市化发展的红利，从而有效化

解了社会矛盾[7]。

2.2004年关外“统转”。2004年，深

圳市又对特区外实施“统转”，涉及宝

安、龙岗两区土地所有制转换工作，市政

府筹集163亿元用于转地中的土地补偿费

和集体所得的各项补偿费，转地补偿范围

约235平方公里，以此实现深圳市全域土地

国有化[8]。但和深圳飞涨的住房价格相比，

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不能满足征地村民要

求，原村民及村集体便在自己实际可以控

制的土地上“种房保地”，违法违章建筑

越来越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隐患。

（四）城市发展瓶颈阶段（2004 年
—至今）

通过对深圳土地制度改革进程进行梳

理，发现深圳土地的国有化主要通过两种

模式进行：一种模式是通过政策倾斜吸引

投资，经过项目征地实现渐进式的土地城

市化；另一种模式是利用特区的行政权力

大面积批量转地，通过两次征转地把所有

土地全部转国有。至此，深圳成为全国第

一个没有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城市。

深圳凭借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执行力

达到了全盘国有化，却忽视了城市是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一刀切的做法导致了许

多城市遗留问题。在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

的前提下，深圳城市空间的发展早已没有

了多余土地资源的支撑，城市发展遇到了

瓶颈，土地问题成为深圳改革发展道路上

的最大障碍。

三、深圳土地城市化产生的问题
及对策

从深圳的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快速的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

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书写了城市发展

的奇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另

一方面，也较早面临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

土地问题[9]，特别是土地资源高度紧缺，

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违法建筑困扰等，严

重影响了深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设用地资源紧张

深圳市市域总面积为1992平方公里，

至2014年全市建设用地已达到968平方公

里，占深圳市市域总面积的48.6%，几乎

占深圳面积的一半，按照城市规划的惯

例，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一般不超过市域面

积的50%。跟国际上其他城市相比，国际

大都市建设用地面积占都市区总面积的比

例一般介于20%～30%之间，例如，伦敦

23.7%，巴黎22.7%，东京29.4%，并且伦

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用地

规模已基本趋于稳定[10]。然而深圳是一个

发展不过40年的城市，目前仍处于高速发

展阶段，土地资源是深圳最急需的资源。

根据国家批复的《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大纲》，深圳市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976平方公里，因此，

深圳市新增可利用建设用地，不论是极限

潜力、总量，还是增量，都是一个高度约

束的数值，这一难题严重影响了深圳的城

市竞争力，制约了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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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遗留问题突出

深圳市政府将大量的农村土地直接

转为国有土地，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对原有

土地上的集体经济进行征地补偿，留用地

政策便作为一种重要补偿方式，用于集体

组织发展第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安置失地农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就此产

生。集体股份合作公司经济是深圳实行农

村城市化、加速推进现代化的产物[11-13]。

股份公司的留用地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合法用地，主要指市、区政府相关文

件批准或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处理决

定书和房地产证等形式批准或确权给股份

公司（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的

用地；二是合法外实际占用土地，主要指

合法用地外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无任何用

地手续但由股份公司实际使用或由其私自

转让的用地，以及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

根本性解决的违法用地。根据深圳市规划

国土委员会资料统计（表4），股份公司

实际使用土地面积为393.26平方公里，其

中合法外土地达到298.20平方公里，占全

市股份公司实际使用土地的75.83%，占深

圳建设用地现状的30.8%。如此规模的合

法外土地，造成了土地资源利用的粗放低

效和巨大浪费，并引发了各种城市管理问

题，尤其是“城中村”问题，成为制约城

市发展上水平上层次的主要障碍[9]。从股

表4  股份合作公司留用地规模

特区内 特区外 合法用地 合法外用地

面积（平方公里） 44.31 348.95 95.06 298.20

所占比例 11.27% 88.73% 24.17% 75.83%

总量（平方公里） 393.26 393.26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

份合作公司土地利用情况来看（表5），

工商用地、居住用地（私宅）和公共配套

用地比例悬殊，工商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占

有量远远大于公共配套用地，导致公共配

套严重配备不足。因此，不管是合法用地

还是合法外占用土地，均呈现出土地利用

结构不合理、土地用途比例失衡的现象。

（三）违法建筑困扰

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农村集体

土地还是被排除在“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

转让”的范围之外，法律没有给农民集体

土地进入市场的合法通道。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土地资本化”效果的逐步

显现，对土地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激

烈，农民及村集体冒着违宪的风险参与并

分享土地城市化带来的收益。其中，违法

建筑成为村集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重要

手段，也是合法外土地等历史遗留问题的

主要根源。截止2013年统计（表6），深

圳市违法建筑共计37.30万栋，建筑面积

4.24亿平方米，如此庞大规模的“违法建

筑”，在中国的特大城市颇为罕见。

（四）针对土地问题的城市更新对策

在深圳土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未来

的城市发展重点在存量土地的再开发，城

市更新成为解决深圳土地资源瓶颈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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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股份合作公司留用地土地利用情况

用地类型
规模

（平方公里）
比例

工商用地 184.02 47%

居住用地（私宅） 115.39 29%

公共配套用地 27.22 7%

未建地 21.2 5%

其他用地 45.41 12%

合计 393.26 100%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

表6  2013年深圳市违法建筑存量状况
单位：栋、万平方米

区域 历史建筑存量（2013年之前） 新增建筑存量（2013年） 合计

栋数 建筑面积 栋数 建筑面积 栋数 建筑面积

原特区内 46928 5111.85 433 266.93 47361 5378.78

原特区外 315704 33934.99 9942 3110.22 325646 37045.2

全市 362632 39046.84 10375 3377.14 373007 42423.98

资料来源：《深圳市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相关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2009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城市

更新办法》，相关部门改变以往的“先确

权，再开发”的思路转为“先开发，再确

权”，避免了土地确权推进缓慢从而影响

城市更新项目开展的困局。例如允许“合

法土地占70%，合法外土地占30%”的城

市更新项目开发；“20-15”准则规定申

报主体只要同意把20%的“合法外”土地

无偿交给政府后，再从余下可开发的土地

中，拿出15%作为公共设施的配套用地，

这部分土地便获得参与城市更新的资格。

但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合法用地不

足，更新门槛高的问题。为突破城市发展

空间制约，深圳探索了“整村统筹”的土

地整备模式，将整个社区的所有片区进行

统筹二次开发，并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的一个方式，跳出了以往城市更新中零

散土地整备的模式（表7）。这一系列城

市更新政策都为合法外土地转为合法土地

提供了出路，并在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再开

发和再利用，是深圳解决历史遗留用地的

重要契机。

    四、相关建议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寻求建设用地指

标增加和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而是要盘

活存量、提质增效。然而原村集体掌握的

历史遗留用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村集体的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

不利于城市空间的整合。在城市发展空间

遇到瓶颈的背景下，有效盘活历史用地、

挖潜存量土地，将会为深圳城市更新的推

进和实施打开新局面，而其中的关键是要

明晰土地产权归属，优化土地利用效率，

探索土地立体化利用三个方面。

（一）明晰土地产权归属

深圳目前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用地尚未

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国

有化的地，原村民的房，政府拥有土地所

有权，但实际上无法行使。土地产权问题

重重、矛盾迭出，“违法建筑”屡禁不止，

进而影响到了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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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清晰和明确的产权有利于破解外部

不经济的难题，同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这是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14]。因此，厘

清复杂的土地产权关系，强化历史遗留用

地的土地所有权管理，逐步明晰各类用地

使用权益，完善土地登记制度，并予以规

范登记；健全土地收益分配调节机制，在

股权设置和收益分配上达到各方的平衡，

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同时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主体平等、

规则一致、竞争有序的统一土地市场。

（二）优化土地利用效率

与权益复杂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相

比，土地利用的高度破碎化也同样制约了

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缺乏规划的基础设

施、厂房和住宅交杂，合法和各式违规用

地混杂交织。特别是工业用地呈现出零

散、无序的空间分布状态，面积小于15公

顷的工业用地为174.66平方公里，占工业

用地总面积的67%。并且深圳原关内与关

外的土地利用效率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说明深圳拥有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

表7  城市更新与整村统筹优缺点对比

模式 解决问题 遇到问题

城市更新

1、保证了多方利益，调动了开发
商、原村民和村集体、开发商的积
极性
2、遵循城市规划意图的城市空间重
塑
3、模糊产权的处置清晰，解决了历
史遗留问题

1、城市更新要求土地产权相对清晰，能纳入更
新地块的门槛相对较高
2、现状区位欠佳、改造升值空间相对较小更新
动力不足
3、小地块为特征的项目式征地拆迁模式，造成
社区土地破碎、零散，难以安排大型项目和整
体规划提升

整村统筹

1、解决大规模土地腾挪和改造问题
2、政府的主动权，政府可获得未来
产业发展用地储备
3、“一揽子”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
题

1、比城市更新规模更大，政府要主导、要拿
地，拆迁补偿资金压力也更大
2、政策定位不明朗，规划编制审批程序与城市
更新相比不明确，尚未形成体系
3、地理位置吸引力有限，市场动力不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极大潜力。

针对土地零碎、效率低下等问题，一

是应积极整合现有土地资源，化零为整，

通过土地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

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

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

用效率；二是提高土地投入产出强度，探

索建立规划控制、收益共享、运作高效的

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机制，有效盘活存量土

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三）探索土地立体化利用

当外部扩展难以为继时，城市发展应

注重内部空间的存量挖潜和内在结构的功

能优化。目前，深圳在土地立体化利用方

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从早期的立交桥、

天桥、高压线走廊、地下车库到沿交通枢

纽布局的地下商场、大型城市综合体、地

下市政工程设施等，已将城市空间开拓到

地上空间及地下空间[15]。但深圳的城市立

体化探索仅仅在一些大型的项目建设上。

在深圳的城市空间扩展已遇到瓶颈的情况

下，深圳理应比其他城市更主动地探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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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体空间配置的体制和机制，并围绕城

市土地空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目标，研

究适用于城市土地空间立体化利用与管理

的主要理论及技术方法，制定立体化利用

制度规范，推广符合立体化视角下城市土

地空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模式，在城市土

地立体化利用方面，探索出城市发展的新

路径、新方法。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凭借“敢为天下

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创造了世界城市发

展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深

圳突破了原有制度的束缚，实现了土地的

全盘国有化，一系列土地管理政策至今仍

为我国城市化及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方向与

指引。但同样应该明确的是，国家政策倾

斜是深圳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且在改

革并不彻底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二元土

地格局，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

问题。内地城市在借鉴深圳成功经验的同

时，对其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土地问题不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

首要问题，关系到城市化建设的质量，而且

土地制度改革也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

重要的一环，关系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以土地城市化带动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和以土地资本化带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

如果不改变，我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必

然会因为土地资源的限制而难以为继[16]。随

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土地问题已成为

新一轮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如何进一步创

新土地制度，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要

的土地与空间资源，是我国城市化达到更

高水平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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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Land Issues in Shenzhen
Xie Dixiang, Niu To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has enjoyed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land policies. However, Shenzhen has encountered 

the fetters of land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firstly divides land urbanization in Shen-

zhen into four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polici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early 

exploration stage, the gradually completed stage, the rapid urbanization stage,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bottleneck stage.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land issue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luding restriction of land use, outstanding historical issues, and the trouble of illegal construc-

tion. Finally, in terms of land problem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key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is to make an inventory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to tap the potential stock 

of l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land rights, optimize land structure, and di-

mensionally explore land patterns.

Keywords:  land urbaniz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new dualistic pattern;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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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作为大型展览

会的举办场所使用。据世界展览业协会

（UFI）2014年的统计报告，2011年我国

会展场馆的室内展览场地总面积为475万

平方米，占世界总面积的15%，仅次于美

国的21%，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1]。据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6年的统计报告，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旅游经济管理与会展创新团队建设”项目（16TD0037）；成都大学“会

展业的诸化问题研究”项目（2081915007）。

大型会展场馆建设的市场影响与
管理对策研究
——以上海两大会展中心为例

◎ 贾岷江 万春林 岳培宇

一、前言

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城市兴建会展综

合体、会展中心、博览中心、展览中心、

展览馆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名称不

同，但这些会展场馆的展览场地面积往往

摘  要：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在或准备兴建大型（超大型）会展场馆。这是否会

导致场馆闲置、影响各场馆的目标市场，以及现有场馆将如何应对都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上海会展业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且经历了多次大型场馆的建设。以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两大场馆为典型，对其出现后的本地主要会展场馆举

办的展览会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新建大型会展场馆的展览会主要来自本地，小

部分来自其他城市；（2）较大规模的展览会将向更大规模的场馆转移；（3）各类场馆

举办的展览会类型发生了变化；（4）场馆利用率高低取决于市场供给、需求情况和自

身管理水平，中外合作的大型场馆利用率较高。由此，从供给侧提出了不同规模会展场

馆的管理策略。

关键词：会展场馆  展览会  场馆利用率  市场管理

【中图分类号】F207、G24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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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内已建的展览场馆数量为286

个，展览场地总面积为892.89万平方米；

在建的展览场馆数量为21个，展览场地总

面积为186.82万平方米；待建的展览场馆

数量为5个，展览场地总面积为41.5万平方

米。在建和待建场馆展览场地的平均面积

约8万平方米，是已建场馆的两倍以上[2]。

然而，中国场馆利用率不及会展业发达国

家。除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城市能达到

40%上下，大多数城市的会展场馆利用率

都在20%左右[3]。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

注[4]。

会展场馆是会展业发展的基本生产条

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会展业的产

出规模和服务质量。目前国内学者对会展

场馆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1）场馆

的选址和空间分布规律[5、6]，（2）场馆的

历史变迁[7、8]，（3）场馆的运营管理[9、10]，

（4）场馆与当地会展业或城市经济的互动

关系[11、12]等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关注会展场

馆的服务[13、14]、场馆的投资模式[15]和场馆的

类型分析[16、17]。大型会展场馆的建设对提

升城市会展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会展产业

集群，改变城市规划格局，完善城市功能

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大型会展场馆的出现

也可能对当地场馆市场带来较大冲击，甚

至使大量场地闲置，降低场馆方的经营绩

效和服务质量。那么，大型会展场馆的出

现对当地现有场馆的目标市场有何影响，

管理者应当如何应对？总体来看，目前学

术界并没有针对各类场馆的具体研究。

二、研究思路

（一）研究问题和方法

会展场馆的生产规模一般用会展活动

可占用场地的面积来衡量，包括室内和室

外场地面积。从提高服务质量和使用频率

来看，室内场地最为重要。因此，室内场

地面积是衡量会展场馆规模的基本指标。

业内人士认为，室内展览场地面积在5万

平方米以上、10万平方米以下的场馆为大

型场馆，10万平方米以上的场馆为超大型

场馆。根据德国展览业协会（AUMA）的

统计，室内展览场地面积在10万平方米及

以上的会展场馆在全球范围内共有55个，

其中欧洲有31个，中国有10个[18]。为方便

叙述，本文所指大型会展场馆为室内展览

场地面积在城市场馆中较大的场馆，包括

大型和超大型场馆。

城市会展业的发展规模是由会展场馆

需求规模和供给规模共同决定的；一个城

市需要多少场馆和多大面积的场馆根本上

是由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经济规模、人

口规模和地域规模）引致的场馆需求规模

决定的。理论上可以根据城市场馆的总体

周转率来判断场馆供给市场是否过剩[19]。

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优势，新建

会展场馆的室内场地面积往往大于现有

场馆。大型会展场馆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满

足场馆需求方（展览会举办方）的需求，

突破城市原有场馆对展览会规模扩大和

服务水平提高的限制；另一方面大幅度增

加了场地的供应量，加剧了场馆之间对展

览会的争夺。已有研究更多是从宏观角度

对提高场馆利用率提出对策[20、21]，常用策

略有：重视场馆的总体规划和设施功能建

设，改变投资模式和办展模式，实行市场

化和多元化经营，提高场馆的运营管理水

平等。但国内外学者对场馆微观服务市场

的变化缺乏关注，因而难以完全理解上述

管理策略，也很难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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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

会展场馆经营者根据展览场地面积的

大小、场馆服务设施的配套情况和管理能

力确定目标市场，限定承接展览会的规模

和类型。会展场馆能够承接的展览会的最

大规模是由展览场地面积决定的，不同规

模会展场馆的市场范围通常是有差别的。

而会展场馆经营者最关注的展览会类型，

按观众（或展商）来自的地域范围不同可

划分为国际展、国内展和区域展（包括本

地展）三种，按展品类型不同可划分为消

费品展览会（多数属于社会观众型展览

会）和投资品展览会（多数属于专业观众

型展览会）。

由此，本文着重研究大型会展场馆建

设对城市场馆市场的影响，具体问题有：

⑴展览会在举办场馆的变迁过程中有无普

遍规律；⑵大型会展场馆的利用率是否一

定比中小型场馆高；⑶不同规模场馆的目

标市场是否发生变化，各自适合举办哪些

类型的展览会；⑷大型会展场馆是否会造

成城市场馆的闲置，城市大型会展场馆建

设的体量以多大为好。考虑到研究对象的

时间跨度较长，以及各会展场馆对展览会

的统计极不完善，研究方法采用典型个案

调查法和数据对比分析法。

（二）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地处长江入海口，作为国际经济、金

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国家直辖城市上

海，发展会展业具有极大优势，其展览业

的规模一直名列国内各大城市前茅。2013

年上海已建专业会展场馆的数量为13个，

室内展览面积为44.4万平方米[22]。2014年1

月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全部建成后，上

海室内展览场地的总面积超过84.4万平方

米。加上室外展览场地面积，上海展览场

地的总面积已超过100万平方米。从初次

建成投入使用时间来看，10万平方米以上

的三大场馆均是在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多年

间建立的（表1）。其中，室内场地面积

最大的场馆有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和上

表1  上海主要会展场馆的展览场地面积与投入使用时间

名称 室内场地面积 室外场地面积 总面积 投入使用时间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40 10 50 2014

上海世博展览馆 8 2 10 2011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1.6 1.6 2008

上海浦东展览馆 1.5 1.5 2006

上海国际汽车会展中心 3.3 3.3 2006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 10 30 2002

上海世贸展馆 2.4 2.4 1999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3.3 3.3 1998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1.2 1.2 1992

上海展览中心 2.2 1 3.2 1955

上海农业展览馆 1.2 1.2 1950

注：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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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由上海陆家嘴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与德国展览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成员包括

汉诺威展览公司、杜塞尔多夫博览会有限

公司和慕尼黑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联

合投资建造，是国内中外合资合营的第一

家展览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11月开始建

设，一期工程于2001年11月建成并正式营

业。室内展览场地面积为4.5万平方米，室

外展览场地面积为2万平方米。全部工程

于2012年2月完成。室内展览面积达到20

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

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的中国博览会

会展综合体，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和上海

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2014年5月正式更名为“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NECC(Shanghai)）。该工

程于2011年12月开工，2014年9月北片展

厅投入运营，2015年3月全部展厅投入运

营。该中心拥有40万平方米的室内展厅和

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览场地，位居全球第

二位，仅次于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室内

展览场地面积为46.3万平方米），高于排

名第三的法兰克福展览中心（室内展览场

地面积为36.6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

面积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

尽管国内许多地方已建成或正在筹建

大型会展场馆，但从投资方和场馆规模两

个方面来看，上海大型会展场馆的建设更

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和国家会展中心两大场馆为例。研

究小组对研究对象在分析年度内每个展览

会的来源、规模和类型都进行了调查。数

据来源于会展企业网站、行业协会年度报

告、业内人士咨询和网络搜索等渠道。由

于我国大多数展览会所公开宣称的数据未

得到权威认证，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可能

差别较大，目前主要根据展览会主办方提

供的信息判断展览会的具体类型和规模，

并经多方对比鉴别后确定。

三、新国际博览中心出现后的市
场变化

（一）新国际博览中心展览会的来源
情况

在2002年以前，上海各大会展场馆的

展览场地面积均未超过5万平方米。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一期建成后，其室内展览

场地面积略大于位居第二的上海光大会

展中心。2002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承接

的展览会中有近60%来自上海本地会展场

馆，特别是室内展览场地面积较大的上海

光大会展中心和上海世贸展馆；有31.8%

的展览会来自外地较大会展场馆，如北京

展览馆和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甚至国外城市的会展中心；来自其他

小型会展场馆的展览会数量仅占15%左右

（图1）。也有一些在当时或后来广为人知

的国际、国内展览会在该中心首次举办。

（二）主要场馆展览会的规模变化

2002年，上海会展场馆中室内展览场

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左右的场馆有上海世

贸展馆、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和上海展览中

心，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和上海农业展览馆

的室内展览场地面积均为1.2万平方米，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室内展览场地面积为

4.5万平方米。以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和上

海国际展览中心为代表与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作对比。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承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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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最大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面积超

过1万平方米的展览会所占比例为40%左

右。当年在该中心举办的展览会平均面积

为2.6万平方米，是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的

两倍，是上海国际展览中心的约4倍（图

2）。可以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建

成使得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海

国际印刷包装纸业展览等大型展览会有了

更好的生产条件，对上海会展业的国际化

和规模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会展场馆市场供求的影响

虽然2002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

展览会主要来自本地，但对上海其他会展

场馆当时以及后来几年的经营影响并不

大。其原因有：一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的室内展览场地面积虽然最大，但没有超

过原有场馆室内展览场地总面积（约10万

平方米）的一半；二是上海展览业发展较

快，场馆的市场需求持续上涨。2002年，

上海五大会展中心接受安排的各项展览

会都超过了2001年[23]。2002和2003年，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上海世贸展馆、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承接的

展览会数量是上升或至少是不变的（见表

2）。尽管受到SARS的不利影响，但2003

年上海会展规模创历史新高，2万平方米

以上的展览会比上年增加10个[24]。随着国

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德国会展业巨头，如

汉诺威、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法兰克

福、科隆、斯图加特等展览公司，纷纷以

规模大、设施一流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为跳板抢滩中国。会展场馆已经成为本世

纪初制约上海展览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5]。

2010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馆的利用率

高达68%（香港为60%，欧美发达国家为

35%），已成为全球最忙、出租率最高、

安全隐患最多的场馆，完全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26]。

四、国家会展中心出现后的市场
变化

（一）主要场馆展览会的转移情况

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的国家会展中

心当年承接的展览会数量有54个，其中：

约80%的展览会来自本地已有会展场馆，

60%左右属于本地原有的两个大型会展中

心，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和上海世博

展览馆；约20%的展览会来自外地大型会

展场馆，如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图2  2002～2003年上海典型场馆的展览

场地面积与展览会平均面积（万平
方米）

 
图1  2002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览会

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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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及其新馆等

（图3）。从其他场馆转移过来的最大展览

会面积达到21万平方米，面积在10万平方

米以上的展览会数量所占比例为35.9%。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15年承接的展

览会总数为105个，与2014年的104个相比

几乎没有变化。当年继续在该馆举办的展

览会数量高达81%，比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高出10%左右。虽然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是向国家会展中心输出展览会最多的场

馆，但从外地会展场馆、上海世博展览馆

和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等比其更小的会展场

馆转移过来的展览会数量分别占到8.6%、

3.8%和2.9%。作为上海本地中小型会展场

馆的代表，2015年光大会展中心承接的展

览会中以前在本中心举办过的展览会、外

地新来展览会、上海世博展览馆和上海国

际展览中心转移来的展览会所占比例分别

为72.2%、16.7%、8.3%和2.8%，且外来展

览会的面积在2万平方米左右。

（二）主要场馆展览会的规模变化

2015年，国家会展中心承接的展览会

平均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而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和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展览会平均

面积均有所下降（图4）。其中，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下降最大，下降幅度为18.8%。

2014年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和上海国际展览

中心的展览会平均面积与2003或2002年相

比略大，但2015年均略有下降。2016年，

国家会展中心承接的展览会平均面积上升

至8.6万平方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略有

下降，而上海世博展览馆和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下降较为明显。可见，由于国家会展

中心的出现，面积较大的展览会在更大规

模的会展场馆中顺次移动，使得较小规模

会展场馆承接的展览会平均面积下降。

（三）对会展场馆市场供求的影响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室内展览场

地面积是上海原有最大会展场馆——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两倍，是全市原有场馆

室内展览场地总面积的一倍左右。2014年

上海11个主要会展场馆举行的展览会总

数为383个，2015年为376个。与2014年相

比，2015年展览场地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

上的超大型会展场馆中，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和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展览会数量变化

 
图3  2015年国家会展中心展览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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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展览场地面积在1～5万平方米的中

小型会展场馆中，除上海展览中心外，其

他会展场馆的展览会数量均有所下降（表

2）。从长期趋势来看，2014至2016年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和上海世博展览馆三大场馆的展览会数量

是有所增加的，而中小型会展场馆的展览

会数量则有升有降。这说明，大型会展场

馆的出现对中小型场馆的市场影响较大。

再从2016年上海主要会展场馆的利

用率来看，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利用率

 
图4  2014～2016年上海典型场馆的展览

会平均面积(万平方米)

表2  2002～2016年上海主要会展场馆展览会数量

年度
会展场馆

2002 2003 2014 2015 2016

展览场地面积≥10万平方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 - 4 54 64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36 49 104 105 114

上海世博展览馆 - - 78 71 104

5万平方米＞展览场地面积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52 52 78 59 72

≥2万平方米

上海国际汽车会展中心 - - 1 - 19

上海世贸展馆 41 61 19 11 21

上海展览中心 44 - 34 47 36

2万平方米＞展览场地面积≥
1万平方米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 - 15 6 26

上海浦东展览馆 - - 4 - -

上海农业展览馆 - - 2 - 15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48 48 44 23 -

最高，中小型场馆的利用率普遍偏低。一

些行业针对性较强的会展场馆（如上海

农业展览馆和上海国际汽车会展中心）利

用率更低。尽管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

建设有利于上海超大型展览会的出现——

如2016年在该馆举办的最大展览会为第38

届中国国际家具博览会（面积为40万平方

米），另有8个展览会超过20万平方米，

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场馆利用率在

被调查的场馆中排名靠后（图5）。这表

明，超大型会展场馆的出现使得上海场馆

市场短期内严重供大于求。假设上海展览

会的总面积按照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则

这种现象估计将持续5年以上。

（四）典型会展场馆展览会的类型变化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各会展场馆

承接的国际展所占比例相当高（表3）。

2014和2015年国家会展中心和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承接的国际展所占比例均在80%

以上，国内展所占比例约9%，区域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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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国际展占比也较

大。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14和2015年承

接的国际展所占比例高于2002年，国内展

和区域展所占比例均低于2002年。中小型

会展场馆承接的国际展所占比例较小，区

域展所占比例一般比国内展大；并且国际

展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区域展所占比

例呈上升趋势。如上海国际会展中心2003

年举办的国际展占比高达85.8%，2015年

下降为31.3%，而其区域展占比上升至

50%。此外，大型会展场馆出现后，中小

 
图5  2016年上海主要会展场馆的利用率

表3  上海主要会展场馆各类展览会所占比例（%）

场馆 年度 国际展 国内展 区域展 消费品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5 83.3 9.3 7.4 33.3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5 83.8 9.5 6.7 31.4

2014 88.9 7.4 3.7 35.0

2002 72.2 11.1 16.7 28.9

上海世博展览馆
2015 73.3 13.3 13.3 53.3

2014 86.5 5.8 7.7 23.5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2015 42.9 23.8 33.3 52.4

2014 55.6 30.6 13.9 54.1

2003 61.5 15.4 23.1 44.2

上海国际会展中心

2015 31.3 18.8 50.0 75.0

2014 58.3 16.7 25.0 69.6

2003 85.8 4.2 0.0 33.3

型场馆更重视消费品展览会的承接，消费

品展览会所占比例一般上升到50%以上。

而大型场馆举办的消费品展览会所占比例

相对较少，一般在30%左右。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一）慎重规划建设大型、特别是
超大型会展场馆

大型会展场馆给城市现有场馆市场带

来的竞争压力大小取决于新建场馆相对于

现有场馆的规模、现有场馆的使用情况和

展览会的发展趋势。为减少大型会展场馆

对城市场馆市场的冲击，可以采取分期建

设、适度控制场馆规模、双（多）场馆建

设和中外合作等措施。如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从2001年开始到2012年共经历了12期

的扩建，减少了市场风险和投资压力。据

统计，全球55个超大型会展场馆的室内展

览场地面积的均值为17万平方米，众数值

为12万平方米，10～15万平方米的场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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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其次是20～25万平方米的场馆。

可见国内超大型场馆的适度规模可控制在

15万平方米左右。尽管现代服务业的空间

集聚能够推动产业发展[27]，但城市单一超

大型会展场馆的建设既不利于场馆市场

的良性竞争，也会给周边配套设施造成周

期性的使用压力，降低服务水平。因此，

城市规划者可以考虑分期、分区建设两个

（或以上）大型场馆。由于利用率较低、

盈利性差，国内外大多数会展场馆是由政

府投资修建的。为提高大型场馆的利用

率，可以考虑引入国外知名会展企业参与

场馆投资和经营管理。外资企业的加盟不

仅可以减轻场馆投资压力，也有利于引入

国外品牌展览会，提高场馆的管理水平和

利用率。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在这方面就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二）大型会展场馆应主要承接大
型、国际化、专业性的展览会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家会展中心

的建设不仅迎合了上海本地、乃至全国大

型展览会扩大规模的需要，也改变了国际

展、区域展和投资品展览会在本地场馆之

间的分布，而场馆利用率未必一定很高。

新建大型会展场馆比中小型场馆更具有

承接大型国际专业展览会的硬件和软件优

势。总体来看，越是大型会展场馆，国际

展所占比例越大；越是小型会展场馆，区

域型展览会和消费品展览会所占比例越

大。由于竞争优势的存在和市场生存的需

要，新建大型会展场馆承接的展览会中将

有一半以上来自本地其他场馆。并且，场

馆规模越大，大面积展览会的转移数量会

越大。这将产生不同规模的展览会在本地

不同规模的会展场馆之间依次转移的连锁

反应。大型场馆在不能包揽整个市场的情

况下，承接小型展览会并不能提高经济效

益。实际上，规模小的展览会虽然数量众

多，但盈利性通常较差。新建大型会展场

馆固然可以举办各种规模的展览会，但应

当抓“大”放“小”，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展开对大型展览会的市场营销活动。

（三）中小型会展场馆需要全方位积
极调整经营策略

近年来，我国展览会的平均面积在

1.3万平方米左右，大多数展览会是能够

在中小型场馆中举办的。面对大型会展场

馆的竞争，中型会展场馆应积极改造场馆

设施，提高服务水平，留住规模突破有限

的展览会，也可以与当地其他中小型会展

场馆联合举办大型展览会，实施场馆联盟

战略。如2001年的第十一届中国华东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就在上海世贸展馆和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同时举办。在场馆供给市场

竞争加大的情况下，小型会展场馆应当根

据自身情况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如果场

馆设施陈旧、场地扩建有限、经营困难则

可以考虑产业转型；另一方面可以自办展

览会、承接企业展览会和其他会展活动，

充当会展孵化器培育新的展览会。为避免

场馆利用率过低，中小型场馆应当以小规

模区域型展览会和消费品展览会为营销重

点。如上海国际展览中心2015年举办的与

城市居民生活有关的展览会所占比例高达

75%左右（2002年仅为39.6%），自办展览

会数量达到12个。需要注意的是，专门承

接某一行业展览会的中小型场馆应当慎重

规划建设。上海的案例表明，即使在超大

型城市，该类细分市场的场馆的利用率也

相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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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Larg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Venues on City Market 
and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wo Major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s in Shanghai
Jia Minjiang, Wan Chunlin, Yue Peiy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arg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venues are being built or ready 

to be built in many cities of China. Would it put these venues in idle or affect their target mar-

kets? Shanghai has been in the van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d witnessed 

numerous constructions of large venue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SNIEC) and the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 changes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concludes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 exhibitions in those new-built large venues come from local market, while a few come 

from other cities; (2) bigger exhibitions would move to larger venues; (3) the types of exhibitions 

held by various venues have changed; (4) the occupancy rate of venues depends on market sup-

ply, demand and its management, and those venues with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have always 

kept a high occupancy rat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authors propo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venues.

Keyword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venues; exhibition; occupancy rate of venue; mark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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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探讨城市更

新背景下，城市已建成建设用地的二次

开发和土地集约利用模式，对于指导我国

未来城市健康发展，引导城市合理利用土

地、优化用地结构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二、城市更新与土地集约利用的
关系

城市更新最早可追溯到二战后西方

国家对城市中心区的大规模推倒重建式

更新运动“urban renewal”。随着全球产

业经济的重构和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逐

渐建立，为应对全球产业链转移所引发的

旧制造业中心产业衰退，及随之而来的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630083）成果。

城市更新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
经验与启示
◎ 宋榕潮

一、前言

目前，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

人口急剧膨胀，产业聚集，城市土地呈现

外延式扩展、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各项

建设用地比例失调、建设用地强度偏低、

土地储备有限等问题[1]，导致城市土地资

源需求日趋紧张。如何在保障城市发展的

前提下，合理利用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

使得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我国大多

数城市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节约集

约用地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关键[2-3]，无论从

城市发展和土地合理配置的角度，还是从

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角

度，城市更新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论题

摘  要：文章探讨城市更新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通过借鉴国内外城市在更新

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城市更新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更新  土地资源  集约利用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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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骤减、就业机会丧失等一系列城市

问题，英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以复兴旧工

业城市经济、吸引人口再集聚、降低失业

率、重塑城市形象为目的的各种城市更新

策略“urban regeneration”。伴随“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化－地方化”的不断推

进，城市更新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

市化及再城市化背景下，赋予了包括实现

社会公平、保护城市生活环境、促进城市

经济稳定持续再兴在内的更多社会、环境

和经济内涵[4]。

城市更新是城市的自我调节与发展，

目的在于防止和消除城市衰退，促进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通过结构与功能不断地调

节相适，增强城市整体机能，使城市能够

不断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建

立起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城市更新促使

土地利用的两种基本变化：一是土地使用

功能和土地使用性质的变化；二是土地开

发强度的变化。这两种变化都使得城市

土地利用进一步集约化合理化。城市空间

的拓展和土地利用的变化都是为了满足

城市发展的需求，而城市的发展又是伴随

“增长”在内的结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适

度集中，表现为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用

地规模的扩大；二是城市现代化，即城市

设施的更新改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

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城市化是城市的

外延性的发展过程，而城市现代化是城市

的内涵性发展过程，它们是城市发展的量

与质，反映在用地上，就是城市用地的规

模和结构。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

同推动城市的发展[5]。一方面城市用地规

模的扩大，给城市提供了更广大的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城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基础设施的更新，保证了城市持续发展

的能力。因此，坚持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和优化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用地的综合效

益，才能使城市用地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城

市发展保持良性互动，保障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三、城市更新中土地集约利用的
先进做法与启示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理念贯穿于发

达国家与地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土地资源

二次开发利用和保护理论以及实践研究。

这些国家与地区在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具

体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

整城市更新政策，探索最佳的土地利用方

式。发达国家与地区先进的城市更新理念

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具体措施，可为促进我

国城市更新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提供有益的

参考。

（一）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城市更新中
土地集约利用的先进做法与启示

1.英国——以成立城市开发公司与建

立政府财政补贴制度保障城市更新

一是成立城市开发公司。为解决城市

衰退问题，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英国政府成立城市开发公司。城市开发公

司隶属英国政府环境部，是环境部在地

方的派出机构，公司的管理层由环境大臣

任命的官员构成。开发公司具有区域管理

权，可以通过环境部赋予的合法权利获得

有价值的国有土地，同时地方政府将土地

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由公司负责经

营，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其经营活动。英国

城市开发公司被赋予极为广泛的权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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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是带有某些公司性质的经济实体，使

它可以有效地组织各项资源，利用市场，

对衰退严重的内城区域进行重点治理。一

个开发公司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

担负着吸引私人投资、改造内城地区、实

现内城复兴的重任[6]。公司采取以市场为

导向的战略，培育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

住宅市场等，利用国家公共资金的投入和

一些优惠政策，如地方税减免、提供基础

设施、减少规划控制等，刺激更多的私人

资金注入到城市更新工作。

二是建立政府财政补贴制度。财政补

贴制度是英国政府推行城市更新的重要

举措。财政补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

的清除贫民窟运动以及二战后大规模的住

房短缺，政府为大规模的住房拆迁重建提

供住宅客体补贴，以消除住房短缺及提高

市民的居住质量。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

60年代，住房政策转向住房整修和改善，

这一阶段政府转向主体补贴，为需要住房

改善的市民提供帮助。第三阶段，始于20

世纪80年代，公共支出大幅减少，社会建

房备受指责，住房政策转向私人提供。此

外受郊区化的影响使内城日渐衰落，为弥

补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将私人投资吸引

到内城改造中来，英国成立了城市发展基

金，主要用作计划内的改造项目补偿金，

弥补改造收益的不足，带动私人投资的积

极性[4]。

2.美国——以设立专门机构、基于税

收奖励与多种方式提供资助推动城市更新

一是政府主导，设立负责城市更新的

专门机构。为使城市更新得以具体实施，

美国联邦政府根据1949年住房法的规定，

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相应设立负责城

市更新的专门机构，并明确相应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层面上，设立城市更

新署，作为领导全国城市更新的机构，负

责审批城市更新规划、拆迁和工程计划

等。同时，联邦政府还成立负责住房抵押

保险的联邦住房局及负责对各地的城市

更新提供资金援助、公有住房补贴和技术

指导的住房援助局。在地方政府层面上，

设立专门的公共机构负责具体规划的组织

和实施，地方有关城市更新的管理机构名

称不尽相同。从联邦到地方政府设立负责

城市更新的管理机构，形成了一套分工明

确，流程清晰的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

全国性的更新改造运动。

二是开展基于税收奖励措施推动旧

城更新改造的模式。美国基于税收奖励措

施推动旧城更新改造的实施方式主要有

三种：第一种是授权区，分别在联邦、州

和地方层面上运作，将税收奖励措施作

为城市更新的政策工具；第二种是税收增

值筹资，是州和地方政府使用的一种融资

方式，为在特定地区吸引私人投资，促进

地区的再开发。税收增值筹资通过发售

城市债券，筹得的资金可以用于改善公共

设施，也可用于向私人开发商贷款进行划

定区域的建设。城市债券通过20～30年期

的地产税收入来偿还；第三种是商业改良

区，是一种基于商业利益自愿联合的地方

机制，征收地方税为特定地区发展提供资

金来源。商业改良区是一种以抵押方式开

展的自行征税，通常是用于划定区域物质

环境的改善[7]。

三是采取多种方式对城市开发提供财

政资助。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美国联邦政

府采取多种方式对城市提供财政资助，如

“新城镇内部计划”，联邦政府利用它的



74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

社区开发街道资金来资助城市开发，期望

给私人投资以资助。后来1977年的住房和

社区开发法实行了城市开发活动津贴来使

用资助私人和公私合营的开发计划，使私

人开发商和投资者获得至少等于投资在其

他地方的一定水平的回报[7]。此外，联邦

政府提供抵押担保，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抵

押贷款资金等资助城市开发项目。

3.香港——以完善法律政策体系、成

立专门职能机构与建立公平补偿制度促进

城市更新

一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为城

市更新提供重要制度保障。香港是成熟

的法制社会，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章

和办事程序。经过近30多年的城市更新

历程，香港关于城市更新的法律政策体

系逐步完善成熟，建立了一系列相关法律

法规，如《市区重建局条例》《市区重建

策略》《收回土地条例》以及《城市规划

条例》等配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详

细规范了机构设立、职责和责任、财务制

度、规划程序、土地收回及处置制度等市

区更新可能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更新过

程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也指明了适用相关

的法律规范[8]，对新时期城市更新工作作

出了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

二是成立市区重建局，为统一开展城

市更新提供组织保障。香港市区重建局

根据《市区重建局条例》于2001年5月成

立，取代前土地发展公司。重建局是一个

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团体，是香港执行旧城

更新职能的唯一机构。香港特区政府对

重建局的运作、资金来源、财政、回收土

地、政策制度等方面给予支持。重建局主

要职能是统筹更新规划、改善城市环境和

基础设施、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保护历史

文化建筑，是香港政府调控土地一级市场

的代表。重建局作为香港城市更新主管机

构，对于掌握存量土地市场、提供持续不

断的开发空间、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提升城市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坚持公平补偿和公众参与，确保

城市更新工作顺利开展。城市更新实际上

是对城市土地空间和经济利益进行再次

分配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主体，能

否做到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直接考验着

城市管理者的智慧[9]。香港政府在推行市

区更新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利益

不受损失，是香港城市更新有序推进的重

要手段。《市区重建策略》明确规定市区

更新必须坚持的原则主要有：保证因重建

项目而使物业被收购或收回业主获得公平

合理的补偿；保证受重建项目影响的住宅

租户获得妥善安置；保证市区更新项目使

整体社会受益；充分确立和运用“以人为

本、社区导向、公众参与、与民共议”的

工作方针，受重建项目影响的居民应有机

会就有关项目表达意见，依法保障市民的

充分参与权和知情权。香港政府在城市更

新过程中注重公平补偿和公众参与两个核

心环节，取得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公众

支持，促进城市更新工作顺利开展。

（二）国内城市更新与土地集约利用
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城市更新成为我国一些发达

城市新一轮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

土地二次开发和存量挖潜，提高土地资源

的利用效率，走出了一条土地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的新路，如深圳的“城市更新”、

广州的“城中村改造”以及佛山的“三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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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等均是在新增建设用地紧缺的背景

下，为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所做出的策

略。其中，深圳市、广州市在创新土地管

理制度、完善更新政策体系、构建利益平

衡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较为

明显的成效。据统计，截至2017年1月，

深圳全市城市更新立项598项（拆除用地

面积约48.11平方公里），其中，单元规划

方案通过审批361项，涉及拆除用地面积

约28.39平方公里，开发建设用地面积约

19.92平方千米，规划批准总建筑面积约

10285万平方米。通过城市更新实施已累

计供应用地面积约13.4平方千米，累计完

成投资已达2448亿元。截至2017年3月，

广州市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中，投入

市财政资金66.3亿元；已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1018亿元，促进272个现代产业投资项

目落户；建成村民安置住宅和物业463万

平方米，在建156万平方米，惠及约6万户

居民；城中村建筑密度降低55%，绿地率

提升30%；改造城镇危破旧房199万平方

米，增加公益性用地7.4平方公里，建设公

建配套服务设施181万平方米；保护修缮

文物古迹、工业遗产、历史建筑121宗、

总建筑面积17.23万平方米。城市更新的

“深圳模式”、“广州模式”可为我国其

他地区的城市更新、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

创新提供有益经验。

1.深圳市城市更新与土地集约利用的

政策措施

一是不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2009年10月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法》提出了“城市更新”概念，成为国内

首部系统规划旧城改造工作的政府规章。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强化了完善城市

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处置土地历史遗留

问题、提升低效用地潜力、促进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等内涵。随后，深圳市接连制

定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成

熟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从2004年起，深

圳市相继出台《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

造暂行规定》《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

造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制订计划申报指引》《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审批规则》《深圳市城市更

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暂行规定》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深圳

市城市更新清退用地处置规定》以及《关

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

施》等系列配套文件，涵盖了城市更新工

作全流程。深圳市建立完整的城市更新政

策体系，对促进和规范城市更新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二是坚持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积极

主动性。政府引导就是着重发挥好政府在

城市更新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主要做好

规划统筹、法规保障和监管服务等工作[10]。

深圳市在城市更新工作职能分工是市级层

面主要负责政策制定、计划和规划的整体

统筹，区级层面主要负责项目实施的协调

和监管。市场运作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深圳市城市更

新遵循市场运作原则，一方面放松行政管

制，改造项目可采取由权利人自行实施、

市场主体单独实施或者联合实施城市更

新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

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更新。同时，注重尊

重和保障原业主、原村民等原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及改造意愿。在拆迁、补偿等问题

上，同样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由开发主

体与原权利主体平等协调解决，避免了因

政府直接介入而引发各种矛盾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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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深

圳市不断创新土地政策，改革土地管理

制度，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重点在土地

供应方式、征收补偿标准、安置标准和方

式、土地收益分配调节方式、土地财税、

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方面进行政策创新，

主要包括改造用地可以协议方式出让给

原权利人或参与改造的市场主体；未建设

用地可通过城市更新的规划整合进行腾

挪、置换，零星用地可以协议出让给开发

企业；区分城中村、旧屋村、旧工业区和

其他旧区等不同类型，适用差异化的地价

标准；建立地价与容积率的联动机制等。

此外，在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指

标落地、历史用地处置方面，城市更新还

发挥了消化历史欠账、激发政策创新的作

用。

四是建立土地利益共享机制。在利益

分配上，深圳市城市更新建立土地利益共

享机制，坚持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主体

及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共赢，改变了传

统的由政府主导新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局

面。在这种机制下，政府主要立足于公共

配套的落地，要求更新单元内必须提供不

小于3000平方米且不小于拆除范围用地面

积15%的用地，用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后住宅项目需按住宅

总规模8%～12%的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

产业项目需照12%的比例配建创新型产业

用房。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全环节的开发运

作，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更新项目享受差别

化的地价政策，降低了实施成本，分享了

土地增值收益。相关产权主体通过物业安

置和货币补偿的方式也充分共享了增值收

益，同时推动了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转

型发展，彻底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

2. 广州市城市更新与土地集约利用的

政策措施

一是成立城市更新局，统筹城市更新

工作。2010年2月，广州市成立“三旧”

改造工作办公室，统筹管理全市“三旧”

改造工作。2014年12月，广州市进行机构

改革后，将广州市“三旧”改造工作办公

室的职责、市有关部门统筹城乡人居环境

改善的职责整合划入广州市城市更新局，

成为内地首个市级城市更新机构。广州市

城市更新部门是城市更新工作的主管部

门，统筹协调全市城市更新工作。具体负

责制定城市更新政策、城市更新规划，组

织编制城市更新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使

用计划；指导和组织编制城市更新片区策

划方案，审核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多

渠道筹集资金，运用征收和协商收购等多

种方式，组织城市更新范围内的土地整合

归宗，土地整备，推进成片连片更新改造

等。

二是综合运用全面改造与微改造并重

的更新方式。自2016年起，广州市改变过

去以全面改造（拆除重建）为主的改造方

式，探索“微改造”模式，因地制宜，突

出重点综合运用全面改造和微改造两种方

式推进城市更新。其中，在需要调整城市

空间布局、建设城市重大战略平台的重点

发展地区以及已列入“退二进三”企业名

录的旧厂房，污染较重、按政策近期必须

搬迁的旧厂房，或目前效益较差而企业积

极性较高的旧厂房，主要采取全面改造的

方式，成片连片推动实施。在其他地区，

尤其是建成区中对城市整体格局影响不大

或必须保留、保护，但现状用地功能与周

边发展存在矛盾、用地效率低下、产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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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低端、人居环境较差的地块，如：历史

文化街区、老旧小区、人居环境较差的城

中村、中心城区国企旧厂房，主要采取微

改造的方式，实现空间的活化利用。

三是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共同推进改

造。城市更新中核心环节是土地资源重组

中的利益再分配和再平衡问题。广州市城

市更新创建了共享的土地改造模式，政府

或开发单位与被拆迁改造单位和个人之

间就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形成共享模式，更

新工作得以顺利推进[11]。如政府收回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改造时，原土地使用

权人可按土地出让成交价的 60％计算补

偿款；对于原址用地中占总用地面积50％

以上的，规划控制为道路、绿地及其他非

经营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具备经营开发

条件的用地，由政府依法收回并按同地段

1.8容积率商业基准地价的 60％计算补偿

款。在拆迁阶段引入企业进行拆迁的，拆

迁费用和合理利润可以作为征地补偿，从

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三旧”改造中涉

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从土地出让金中

安排相应的项目资金给予支持等。这些具

体政策均体现了更新改造政策利益共享的

要求，使原业主可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将原本政府与原业主对立的关系变成合作

共赢的关系，大大推进了更新改造工作的

开展。

四是创新融资渠道和方式，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广州市通过开发性金融、公

积金贷款以及企业债、股权融资、信托融

资、投资基金融资、PPP等方式，多渠道

解决资金来源，探索组建广州城市更新基

金，发挥市财政资金的龙头作用，撬动和

吸引社会低成本资金参与城市更新。2017

年7月，总规模达2000亿元的广州城市更

新基金正式成立，其中首期基金“广州轨

道交通城市更新基金”规模为200亿元。

城市更新基金作为以资本推动城市发展

的重要载体，创新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

围绕土地整备和物业活化两大重点，实现

对城市更新项目的统一组织、统一储备、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打造“基金+土地+

运营”的城市更新模式。重点支持采取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的老旧小

区微改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公益性项

目、土地整备等城市更新项目，借助国有

企业资本的杠杆效应，以基金的方式撬动

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

四、城市更新过程中土地集约利
用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分析英国、美国、香港、深圳、

广州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更新实践，

可为我国其他地区城市更新提供有益的经

验启示。

一是加强并完善立法是推进城市更

新工作的有力保障。建立相对完整的城市

更新法律政策体系，详细规定城市更新的

内容、目标、程序、各方的责任义务等相

关内容，以法制约束和指导更新工作。同

时，根据发展形势、政策实施的效果适时

作出政策调整，并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修

订，以满足城市更新工作需求。将更新改

造中的矛盾和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解决，

让城市更新有法可依，有助于建立良好的

市场秩序，确保公平正义。

二是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发挥政府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国内外城市更新经

验来看，英国成立城市开发公司，美国成

立城市更新署，香港成立市区重建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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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统一管理主导城市更

新工作是推动城市更新工作的组织保障。

实践证明，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

同样需要政府专门管理机构在城市更新工

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深圳市改造实践

中也可看出，政府充分发挥领导、统筹和

协调作用是项目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7]。

因此，政府作为统筹各方利益的主体，利

用公信力，协调组织各方利益群体，解决

更新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从而使项目得以

顺利推进。

三是实施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城市更新。英国成立了城市发展基金，用

作收益不足的计划内改造项目的补偿金，

以带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美国城市更新

运动前期几乎60%以上资金由联邦政府筹

措资助，后期使用城市开发活动津贴来资

助私人和公私合营的开发计划。因此，建

议借鉴国外城市或地区成功经验，结合不

同的项目类型及实施改造的迫切程度，一

方面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制定具

体的激励政策来吸引社会资金。可以通过

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容积率奖励、提供

贷款担保、延长还贷期限等手段直接或

间接进行资助。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城市更

新，从而在资金上保证城市更新工作顺利

开展。

四是建立多元化运作模式，保证城市

更新工作顺利开展。在运作模式上，可建

立多元化的更新模式，对于不同的改造对

象、改造方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采

取灵活的改造模式。如鼓励私营机构参与

改造，也可以采取与开发商合作改造的方

式或由政府自行改造，给市场提供较大的

选择余地，从而缓解政府在市区重建中因

人力、物力和财力压力而影响改造进程[12]。

五是注重土地权益和利益的平衡。

城市更新过程应强调以人为本，以全面公

众参与的方式，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补

偿、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土

地权属人、市场参与主体的改造积极性，

保证城市更新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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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时代的进步，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过程和内容也在逐步地调整和丰富。但同

时也要认识到，在城市化、信息化的背景

下，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也面临着严峻的

考验。当前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仍旧存在着

一些问题，有的编制过程不够严谨、编制

理念落后，有的规划内容死板冗杂，审批

走过场形式化。城市总体规划的这些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规划不仅仅滞后于城市

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
及其启示
◎ 吕小康 黄奇晴

一、引言

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城市总体规划的

作用毋庸置疑。它一方面明确城市性质、

规模和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综合部署土地

利用、空间布局，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56年《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的施行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

摘  要：作为苏格兰第一大城市、英国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有着成熟完备的规

划体系，于2017年正式出台了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其城市发展规则编制兼备规范性

与灵活性，围绕议会确定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衍生出高品质、健康、紧

凑、可持续四个战略目标继而制定相关重点领域政策；坚持动态规划原则，包含监测、

征询、编制、审查、采纳、实施、评估、更新等环节在内的动态历程；关注公共产品

的规划，如交通体系、环境绿地、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等，其所关注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于就业岗位的增长和不同产业间的此消彼长而不是关注GDP数据；以广泛的公众参

与凝聚共识，其公众参与的途径多、范围广、涉及群体全面，其规划过程是一个不断

进行规划教育、求得理性共识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制定出的规划反映的不仅仅是政

府的主观愿望，还有公众对城市未来的期待。这些对国内同类型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具

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格拉斯哥  地方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规划编制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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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而且还限制了城市合理的发展。

因此，2011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开启了城市总体规划改革与创新的研究，

并推动了《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的制订工作。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要求“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

划立法工作。”2016年2月发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依

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认真落实

城市总体规划，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

方法，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

性。”2017年4月，中国工程院主办并启

动了《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旨在围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战略需求，分析和

总结国内外城市建设的问题和经验，提出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选择。当

前，现行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即将到期，

2030年或2040年的总体规划修编和编制工

作近在眼前。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国外经

验取长补短以探寻更合适的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道路不失为明智之举。

本文选取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为案

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城

市规则的行政管理方面，英国的中央政府

对城乡规划的管理掌握较为集中的权力，

在这一点上与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

相类似，这使两国间的规划编制过程的比

较和借鉴成为可能。而在英国城市规划中

频繁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凑城市概

念、城市更新策略、战略发展规划以及行

动计划等都与我国总体规划改革的趋势相

吻合，因此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编

制内容与时机来看，它适逢苏格兰规划体

系的全面改革，作为新时期全国第一份出

台的城市发展规划，代表着苏格兰最新规

划趋势，其规划体系十分完善且成熟，拥

有庞大的规划法律、政策、研究报告和规

划文件，对于国内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

作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格拉斯哥市早期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文化振兴、城市形象

营销实现从工业老城向文化新城的华丽转

身，在这一过程中，其城市规划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这对于正处于或将要经历

产业转型、内城更新的我国许多城市具有

示范作用。

二、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的
编制背景和过程

（一）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的相
关背景

1. 城市背景

格拉斯哥是英国第三大城市、苏格兰

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城市，格拉斯哥市占

地面积176km2，人口约60万左右；大格拉

斯哥地区占地面积370 km2，拥有120万左

右人口。克莱德河基本上自东向西穿越格

拉斯哥，最后汇入大西洋。

格拉斯哥的发展在近代经历了一个

由衰退向重生的巨大转变。在工业革命时

期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格拉斯哥在应对后

工业时代的冲击时显得力不从心。骤缩的

就业岗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严重的人

口流失以及大量的闲置土地无一不显示出

这座古老城市的没落。这种状况直到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城市更新政策逐步推进才得

到好转，在城市边缘地区推进的区域住房

计划（Area Based Initiatives）以及在市中

心建立的社区房屋协会（Community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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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Associations）对城市面貌的改善、

居民居住环境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格拉斯哥以市中心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致力于打造全新的

“商人的城市（The Merchant City）”，

以吸引游客和投资。其推出的城市营销活

动——“Glasgow Miles Better”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自信心。

90年代开始的城市规划引入了城市竞争

力的概念，更多地着眼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而弱化了以往对消除贫困的关注，积极投

身于全球城市竞争中。1990年格拉斯哥主

办了“欧洲文化城市”的活动，自此格拉

斯哥成为通过传统和现代文化遗产实现

城市复兴的典型。进入21世纪后，格拉斯

哥更是采纳了“城市复兴（Urban Renais-

sance）”的理念，重点发展市中心区域，

注重城市棕地的再开发，以城市设计为

先导，推动高密度、混合用地使用。可以

说，格拉斯哥这座城市一直致力于通过城

市再生、重组和再造实现经济复苏。

2013年，格拉斯哥获得了英国政府授

予的2400万英镑的奖励，旨在将格拉斯哥

打造为英国智慧城市的领跑者。2014年，

在英国地方主义改革背景下，格拉斯哥又

与英国政府签署了一笔1.13亿英镑的城市

协议（City Deal），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在内的城市营建活动。在政府的鼓励和

支持下，格拉斯哥无疑位列于成功推动经

济发展实现城市复兴的先锋城市的行列

中。

2. 规划背景 

2006年，苏格兰规划法案（The Plan-

ning etc. (Scotland) Act 2006）对旧的规划

体系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用战略发展规

划（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s）和地方发

展规划（The Local Development Plans）取

代了之前的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s）和

地方规划（Local Plans），以此作为苏格

兰城市规划新的法律基础。

本 文 中 的 格 拉 斯 哥 城 市 发 展 规 划

（The Glasgow City Development Plan）在

新的规划体系中归属于地方发展规划，与

其同级的战略发展规划为格拉斯哥和克

莱德河谷地区战略发展规划（The Glasgow 

and the Clyde Valley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两者的上位规划为国家规划框架

（National Planning Framework, NPF）和苏

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 Planning Policy）。

新一轮格拉斯哥地方发展规划的筹备

适逢国家规划框架（NPF2）和苏格兰规划

政策（SPP2010）的重新修订阶段。新的

苏格兰国家发展规划框架（NPF3）作为法

定规划，将部署未来二三十年苏格兰长期

的空间发展战略；苏格兰规划政策（SPP 

2014）则更加详细地阐述了重要的土地开

放规划项目将如何在全国范围内被执行和

落实。因此，格拉斯哥的这份新城市发展

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苏格兰政

府在规划政策上的新思路、新方向。

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出台首开新

时期地方发展规划的先河。该规划确立了

格拉斯哥市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框架，包括

总体上的空间发展战略、相关政策文件以

及有关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

等。在苏格兰现代化城市规划体系的指导

下，这份城市发展规划通过运用更多视觉

化技术，更加方便、简洁地向民众传达城

市发展战略、关键政策和提案等信息，当

然，其最基本的作用还是为规划开发申请

（Planning Applications）的决策提供法律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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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的出
台过程

2011年始，格拉斯哥市计划用新的地

方发展规划来取代2009年12月通过的《城

市规划2》（City Plan 2）。

规划的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对《城市

规划2》实施监测和评估。2011年10月3日

市议会公布了《监测报告》（Monitoring 

Statement）和《主要事项报告》及相关的

《临时环境报告》（Interim Environmental 

Report），同时开启了为期10周的公共征

询和参与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2013年夏，市议会

发布了城市发展规划草案（Proposed City 

Development Plan）。该规划强调，城市规

划应该将重点放在营建高质量的人居环

境、关注居民的健康和福利以及可持续发

展上。同时，明确了规划的目标是，应对

气候变化和经济环境并创造良好的物质

和社会环境以吸引和维系投资。经过一年

的时间，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结束其公众

意见征询期（the Representation Period for 

comments）并将收集到的意见整理成一篇

总结稿，在回复公众建议的同时对规划进

行适当的修改并于2014年5月发布。

修改后的规划于2015年6月24日提交

给苏格兰内阁部长审查。与此同时，有关

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可持续交通发展在

内的一系列的《补充规划指导》也于2016

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25日开启了公众征

询阶段。

2016年6月22日，苏格兰内阁大臣结

束了对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审查并下

达了审查报告（Examination Report）。格

拉斯哥议会在审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规划

修改稿（the modified plan），并再次提交

给苏格兰内阁部长审议以求得采用。与此

同时，第二阶段的《补充规划指导》的公

众征询也于9月开启，主要包括满足住房

需求、资源管理、中心网络三个部分。而

补充规划指导中包括经济发展、绿带绿网

及场所营造等在内的剩余部分的公众咨询

将在市议会的咨询中心开展。

2017年3月29日，格拉斯哥市城市发

展规划得到最终采用并公布实施。整个规

划出台过程见表1①。

根据《苏格兰规划通告6/2013：发展

规划》（Scottish Planning Circular 6/2013: 

Development Plan）规定，通常地方发展规

划的制定周期在31个月左右，也就是两年

半。不过，格拉斯哥新的城市发展规划历

经了五年多的时间才最终出台，这一方面

是因为受到上位规划变动调整带来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有改革背景下制定首份规

划所需的摸索空间。

三、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编
制的基本环节

一般而言，地方发展规划的编制包括

了六大阶段：一是前期准备阶段，收集资

料、发布发展规划计划（Development Plan 

Scheme）和公众参与声明（Participation 

Statement）、前期公众参与（Early Engage-

ment）以及主要事项报告和监测报告的出

台和公众征询；二是规划拟议阶段，规划

草案和行动计划草案（Proposed Action Pro-

gramme）的出台和公众征询；三是提交内

阁大臣审查；四是出台修改后的规划；五

是规划得到采纳；最后是出台行动计划。

本章节选取了其中十分关键的三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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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房需求评估和交通运输评估这两方面

的规划审核中尤为重要。规划的监测和评

估成果最终以监测报告的形式呈现。

格拉斯哥2011年发布的这份监测报告

反映了自《城市规划2（草案）》于2007

年公布以来格拉斯哥市主要的物质环境、

生态环境、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

及规划带来的影响。这份监测报告的结构

参照《城市规划2》，围绕人口、工作、

环境和基础设施四个主题展开③。每一主

题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

每一议题下相关数据、指标等的主要变

动；第二部分结合现实情况对《城市规划

2》中每一主题下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

总结；第三部分则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可能需要考虑到的潜在的

议题。④监测报告一方面对规划的实施起

表1  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时间表

国家相关规划文件 时间 事项

《 国 家 规 划 框 架 2 》 和
《苏格兰规划政策2010》

2011.10.3 公布了监测报告、主要事项报告以及临时环境报告

10周 公共征询和参与

2013夏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

一年 公众意见征询期

《 国 家 规 划 框 架 3 》 和
《苏格兰规划政策2014》

2014.5 修改后的城市发展规划

2015.6.24 提交苏格兰内阁部长审查

2016.6.13-25 补充规划指导的公众征询

2016.6.22 下达了审查报告

2016.9 规划修改稿的公众征询

2017.3.29 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最终公布实施

（预计）

2017夏-2018.2
对城市发展规划的实施进行监测，并形成监测报告
早期公众参与，通过研讨，形成主要事项的框架

2018夏 主要事项报告公众征询

2018.10-2019.4 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的准备阶段

2019.6-2019.8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2的公众征询

2020.1 城市发展规划2的审查

2020.10 城市发展规划2的采纳

节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分别是前期对旧

版规划的监测和评估、贯穿全过程的公众

参与和征询以及后期的规划审查及反馈。

（一）规划的监测与评估

规划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在法定文件

《苏格兰规划通告6/2013》中被定义为规

划部门在开展新一轮规划编制前的首要任

务。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监测规划地区物质

空间、经济、社会和环境主要特性的改变

以及评估当前实行的规划中相关政策和提

案给规划地区带来的影响。②

规划的监测和评估是以证据为基础

（Evidence-based）的规划活动的重要资

料来源之一。这些证据对于规划编制的形

成、规划内容的评判有着重要的意义，同

时还为未来监测结果提供参考。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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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监督的评估作用，另一方面又为规划的

编制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新老两份规划

间的纽带。这使得规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保持较好的承接性和延续性，最大限度地

避免出现因为部门人事变动或长官变更而

造成规划前后矛盾、改头换面的局面。

（二）规划的公众参与和征询

根据苏格兰政府规定，规划机构每

年至少需要公布一次发展规划计划。格拉

斯哥市议会定于每年三月公布的发展规

划计划，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正在进行的规

划活动及各项规划推进的时间进度表，同

时还公布一份公众参与声明（Participation 

Statement），阐明公众征询将于何时、何

地、以何种方式进行，以满足公众了解和

参与规划活动的需求。而所有的规划信息

（无论是历史规划文件还是随规划进程推

进的即时信息）都可以在市议会网站上查

阅和下载，重要规划文件还能在地区图书

馆借阅，这充分保证了公民对规划事项享

有平等的知情权。

公众参与和公众征询对于规划的编制

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新规划的制定

带来的土地使用方式等变动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良好的公众参与会增进民众对规

划的了解，减少对未知规划的不安，一定

程度上还能增强民众对规划预期的信心和

认同感，减少未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摩擦

和阻力。另一方面，公众征询还为公众表

达意见提供重要的平台，不同背景的社会

组织、专业机构、利益集团、个人基于各

自的知识背景、利益考虑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能够更好地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格拉斯哥市议会在制定新一轮城市

发展规划的过程中，积极地鼓励公民和社

会组织参与其中，其特点是在规划的多个

环节采用多种方式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参与

途径和交流平台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除了履行法定咨询义务外，格拉斯哥市议

会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扩大规划筹

备阶段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范围和数目，提

高大众对该规划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

例如，在《主要事项报告》的公众征询阶

段，格拉斯哥市议会就采用了一系列创新

技术手段（如免费发放的明信片、推特简

讯、视频短片等）鼓励在格拉斯哥生活、

工作或参观的公众积极参与并了解格拉斯

哥正在发生的改变。

当然，这些宣传和收集民意的手段并

不是免费，相反还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比

如基于预算压力的考虑，投放明信片的方

法就没有继续在规划草案公众征询阶段使

用。但是，格拉斯哥市议会所作出的努力

还是十分令人动容的，也为新的城市规划

的出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主要采用的方式整理如表2所示。

（三）规划的审查和反馈

2015年6月，在经过了为期十周的公

众征询后，格拉斯哥市议会向苏格兰内阁

大臣提交了城市发展规划草案。一年后收

到内阁大臣的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经

三位报告人的审查，多达510页，对拟议的

城市发展规划细分出的57个主要议题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评判。每一项议题下

都注明了这项议题与对应城市发展规划的

哪些内容、审查这项议题的报告人是谁、

提出这项议题的代表团体和个人以及他们

的编号等基本信息以及审查的详细内容。

详细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格

拉斯哥规划部门对于公众征询阶段中各



86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

表2  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采用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征询方式汇总表

公众参与和公众征询的方式 涉及的规划阶段

通过电子邮件、网站链接提供规划文件的电子副本 全过程

通过地方报纸发布法定的公共通知以公开规划文件和告知民众从
何获取规划信息、如何评论以及如何得到所需的相关协助

早期参与阶段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
规划审查和采纳阶段

举办专题讨论会、规划陈述会、规划展览等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通过市议会网站发布规划的最新进展和阶段总结 持续进行

通过地方报纸（如the Evening Times）
对规划的开展进行宣传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

保持与被选代表间的密切联系并保证信息的畅通 全过程

直接与咨询者、利益相关者进行信件或电子邮件的往来以及时提
醒他们关注重要规划进展

早期参与阶段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

当规划涉及特点地点和主题时，召集相关个人和组织进行讨论并
寻求解决的办法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保证规划资料的公众可达性，在各个地方图书馆及市议会都放置
一定数量可借阅的规划文本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拟议的城市发展规划
规划审查和采纳阶段

创建、发布并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以及时向公众反馈 早期公众参与阶段

在博物馆、社交场所（如：咖啡馆、体育中心）投放免费邮寄的
明信片以征集规划建议；通过Twitter账号及时发布规划进程；在
YouTube上上传相关视频

规划主要事项报告

个代表提出的尚无法定夺的意见进行的归

纳汇总；二是各代表提出的相应的修改提

议；三是格拉斯哥规划部门对于这些意见

和建议的总结回应和相关理由；四是审查

报告人对于该项议题所有提议的总结归

纳；最后是审查报告人给出的修改意见。⑤

可以看出，除了识别和纠正规划草案

中的缺陷外，审查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对公众征询阶段代表提出的尚未解决的问

题进行审定，并给出有理有据的解释。这

使得公众征询不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也使得征询的成果得到认真的对待和妥善

的处理。

总体上，这份审查报告在涵盖整个城

市发展规划草案的重点议题和主要内容的

同时，对意见代表和规划部门的分歧做出

了专业的判断和裁决。既做到了对规划的

全局性指导，也做到了细节上的考证。

四、《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
划》的内容与理念

和旧版的《城市规划2》将大量细节

性的规划指导囊括在主体规划文件中不同

的是，新的城市发展规划采用了法定的规

划主体文件与非法定的《补充规划指导》

相结合的形式。主体文件着眼于城市发展

的愿景、空间发展战略和总体政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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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规划指导》则更详细地阐释各项政策的

具体内容同时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更新。

这一改变旨在使规划体系能更好地适应可

能发生的政治、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改

变，以及时调整城市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一）规划内容

格拉斯哥的《城市发展规划》包括

五大主体内容（见表3）：城市概况（City 

Profile and Context）、战略举措（Strategic 

Approach）、相关政策（Policies）、政策

规划地图（Policy and Proposals Map）与行

动计划（Action Programme）以及一系列支

持文件。

第一部分的城市概况首先明确了格拉

斯哥市的定位，其次从社会、经济和环境

三个方面运用数据展现格拉斯哥的发展现

况。作为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不

仅是区域的更是国家的主要经济引擎和商

业枢纽。在社会层面上，该规划介绍了格

拉斯哥的人口和家庭数目的增长趋势以及

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健康不平等水平。经济

层面上，点明了格拉斯哥的经济贡献、劳

动人口素质、高等教育状况以及失业和贫

困人口状况。环境层面介绍了格拉斯哥的

居住环境、水环境和空气环境、交通和通

勤状况以及公共空间和闲置土地的现状。

基于这三个方面对格拉斯哥的现状分

析，可以看出格拉斯哥市所需面对的挑战

主要有：如何把握整体金融风向以带动公

司部门投资；如何应对预期增长的人口；

如何解决交通堵塞、人口拥挤和空气污染

问题；如何缓解人口健康不平等的矛盾；

如何提供新兴经济所需的商业场所；如何

满足日益蓬勃的知识经济的增长需求等。

为应对上述挑战，该规划的第二部分

确立了主要的发展目标，并阐述了在规划

期间要达成目标应采取的相关战略举措。

创建和维护高品质、健康的城市环境以及

通过布局紧凑型城市形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为规划的两个主要目标。该规划还计划

取得四个战略成果：一是营造一个经济不

断增长的有活力的城市；二是创造欣荣的

可持续的环境供人们居住和工作；三是为

商贸往来提供通达便捷的条件；四是维护

历史的、生态的绿地。最终，将格拉斯哥

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健康、紧凑、可持

续的城市。

四个战略成果相互关联，并通过相应

的战略举措来实现。当然，达成一个战略

成果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与达成另一个战

略目标造成冲突，因此，如何在规划中正

确处理鼓励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关

系至关重要。这四方面的战略发展目标为

这项规划相关政策和提案的制定提供了一

定的依据。

第三部分涵盖了为达成主要发展目

标，规划所需要考虑的重点领域的十二项

政策：场所营造原则、可持续空间发展战

略、经济发展、中心网络、资源管理、绿

带绿网、自然环境、水环境、历史环境、

满足住房需求、可持续交通以及规划实

施。其中场所营造原则和可持续空间发展

战略两项为总体政策，也就是说所有的开

发提案都必须以这两项政策为参照以达成

规划所设定的主要发展目标。

场所营造政策中细化了《苏格兰规

划政策2014》中所提出的六大场所品质目

标：独特、令人感到安全愉悦、可及、可

塑、友善以及资源节约，同时强调通过高

质量的城市设计手法来提升在格拉斯哥开

发项目的质量，使得格拉斯哥成为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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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宜居、宜业的城市。

可持续空间发展战略政策在空间层面

对城市发展战略进行部署和落实，主张发

展紧凑型的城市形态。整个空间发展战略

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战略发展框

架（Strategic Development Frameworks）和

地方发展框架（Local Development Frame-

works）。前者确立了六大优先发展地区，

包括市中心、格拉斯哥北区、大伊斯特豪

斯、加文/帕特里克、内东区以及克莱德

河发展走廊。后者顺应变化的社会、经济

环境，重点对邻里小区层面的发展进行指

导，如将受经济下行影响而需要帮助以支

持城市再生活动的小区德拉姆查珀尔和波

洛克认定为需要进行城市振兴的地区。

经济发展政策旨在为城市居民和商

业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推动持

续的经济增长。当前，格拉斯哥的产业多

种多样，并且服务型产业如零售、金融商

贸、健康护理、高等教育以及创意产业越

来越成为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因此，规

划提出要重点关注低碳产业、工程设计及

制造业、生命科学、经济商贸、旅游业和

大型赛事以及高等和继续教育产业等关键

经济部门。保持市中心作为招商引资地的

吸引力是这项政策的核心，一个重要的途

径就是进一步完善市中心的软、硬件基础

设施以吸引投资，从而使格拉斯哥在与其

他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支持大学或其

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和发展也被提到了

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是高素质劳动

力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有利于格拉

斯哥向知识型学习型城市迈进。此外，规

划还将一些拥有可交易工商业用地的区域

划定为“有开发机会的经济发展区”，通

过投资新的基础设施、提升环境，释放这

些地区的发展潜力。

中心网络政策旨在打造一个互联互通

的中心网络，使得每位格拉斯哥居民都能

很方便地获得地区中心的资源。格拉斯哥

的中心网络体系规划包括市镇中心、零售

商贸休闲中心以及地方购物设施三大类，

其中市镇中心被划分成城市中心（The 

City Centre）、主要城镇中心（Major Town 

Centres）以及地方城镇中心（Local Town 

Centres）三级。这些中心不仅能为居民提

供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且是有活力、多

功能和可持续的。

资源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减少能源

消费、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能

源的生产环节要求尽可能使用可再生和低

碳资源并提高资源利用率，还计划在九个

地区安装风力发电涡轮机；在能源的使用

环节，格拉斯哥提出了建立集成式供能供

热系统和打造地区集中供暖网络的设想以

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对于开发建设同样

提出了推动高效能设计和使用低碳生产技

术的要求。此外，这项政策还在保护小区

免受能源生产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

响方面和废物处理问题上做了相关规定。

绿带绿网政策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开放空间和绿色网络的认定与

保护；二是释放新的开放空间以满足发

展需求。绿色网络涵盖范围较广，大到公

园以及连接走廊（如水道、步道或自行车

道），小到小区公共空间、门前绿篱都包

括在内，绿带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规划

阐述了绿色网络和绿带对于城市发展的诸

多好处，如加强城市投资吸引力、有利于

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等。

此外，自然环境政策包括了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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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风景区、地质多样区的认定以及他们

将得到怎么样的保护、他们所受到的负面

影响将怎么减轻等。水环境政策主要聚焦

于新的城市发展在解决水灾上的作用。历

史环境政策旨在保证格拉斯哥的物质文化

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维修和管理。

满足住房需求这一章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

多样化的人口的多种住房需求，无论是住

房品质、价格还是住房产权，都能有可供

选择的空间。可持续交通政策主要涉及五

个议题：市中心交通、市中心停车、步行

与骑行、不依赖火车为基础的公共交通以

及居民停车空间的供给。

这份规划涉及的上述所有政策和规划

都在第四部分的规划地图上得到直观的呈

现，这些规划地图详细地展示了规划期间

哪些地区将受到规划影响或将进行开发建

设活动等。

第五部分的行动计划罗列了规划涉及

的所有行动、项目，概述了这些政策和计划

将如何被落实，包括由谁负责以及项目落

实的行动表等细节部分。此外，还配有可以

明晰地了解各项目在城市区域内分布的地

图。目前，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相应的

行动计划还在筹备当中，其发布的时间期

限为城市发展规划被采纳后的三个月内。

表3  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内容架构

主要目标 健康的、高质量的城市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紧凑地城市形态

战略成果 经济成长、有活力 宜居宜业、可持续 互联互通、广商贸 绿色发展、强吸引

总体政策 场所营造原则 可持续的空间战略

其他政策
经济发展 中心网络 资源管理 绿带和绿色网络 自然环境

水环境 历史环境 满足住房需求 可持续交通 规划实施

地图
城市层面规划地图

东北区规划地图 西北区规划地图 南区规划地图

政策执行 行动计划

此外，《补充规划指导》（Supple-

mentary Guidance）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详细介绍市议会将如何实施

这项规划涉及的各项政策，并进一步提供

各项政策的更多信息和细节。与城市发展

规划主要聚焦于宏观设想、空间战略和总

体政策不同的是，补充规划指导涵盖的是

相关各项规划政策的详尽资料。除了可持

续空间战略，格拉斯哥市城市发展规划中

涉及的每一项政策都在补充规划指导中有

各自相对应的部分。而可持续空间战略这

部分的补充规划指导将单独提出，采用特

定地区空间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的形式制

定出来。

补充规划指导的每一部分都将进行

公众咨询，让相关利益方、利益集团和公

众都能进行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补充

规划指导的最终版本将参考公众咨询期

间获得的所有评论和建议。由于补充规划

指导的公众咨询还在进行，因此，在这一

期间，议会将执行非法定的临时规划指导

（Interim Planning Guidance ，IPG）直到补

充规划指导通过公众咨询并被采纳。补充

规划指导的公众咨询从2017年4月24日开

始，到2017年6月19日结束，共持续八周。

总体来说，格拉斯哥这份城市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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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既做到了对国家层面相关领域政策的

解读和继承，同时精要地表达各专题的主

要内容与目标，又做到了与相关单独的、

专项的政策相对接，最后由补充规划指导

进行详细的阐述。这份规划不仅面向具有

相关专业知识的内阁大臣，同时还面向广

大公众。这就要求规划不仅要具有专业

性，而且要具有可读性。格拉斯哥市这项

新的城市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对公众提出

延续城市历史、保护生态等要求的尊重，

又反映了新趋势下城市通过合理基础设施

实现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

（二）规划理念

1. 以可持续发展为重心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英国有着悠久

的传统，早在1990年，英国城乡规划协会

就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其于1993

年发表的《可持续环境的规划策略》提出

了要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城市规划的

实践。苏格兰2006规划法案更是把可持续

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规划

的中心原则，要求每一个规划部门都要在

规划制定中将可持续发展原则渗透到规划

的每一部分和每一环节。⑥因此，毋庸置

疑，格拉斯哥的城市发展规划的核心就是

可持续发展。

2. 竖向增长、布局紧凑的城市形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密度

的城市开发。城市更新与再生是现阶段格

拉斯哥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其确立的基

本原则包括优先开发棕地而非绿地、优先

再利用废弃和闲置土地、采用高密度的土

地利用开发模式等。二是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抑制不必要的汽车通行。扩张的城市

形态客观上使人们的出行依赖于小汽车，

而布局紧凑的城市形态则主张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鼓励步行、骑行和搭乘公交，创

建一个便利、快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既能够降低对小汽车的过度依赖，减少尾

气的排放、交通拥堵的程度，改善城市环

境，又能帮助人们取得更加健康的生活方

式、提升健康水平。

3. 规划设计先导，关注人口健康

格拉斯哥充分认识到了人口健康问题

与人居环境之间复杂的关联，认为人们居

住、工作以及休闲娱乐的场所与生活方式

的选择、健康状况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例如住房的质量、道路安全、社会融入、

就业机会以及水质、空气质量等环境因素

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活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

的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其基于设计先导的

规划的关注重点并不拘泥于城市建筑、街

道外观的改善与提升，更准确地说，它通

盘考虑了所处区域的背景，通过平衡与协

调各种利益和机会将健康议题置于规划全

局的中心，以达成提升居民健康水平、解

决健康不平等的目标。这种以人为中心的

规划理念，充分体现了格拉斯哥对于物质

规划与人居感受的深入思考。

4. 重视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镇中心

格拉斯哥大多数市镇中心在为地区

提供零售服务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近些年，由于地区间竞争、网络购物

的兴起以及经济的普遍衰退等因素，市镇

中心的零售服务功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相比周边地区，市镇中心更具有完备的基

础设施、劳动力和服务基础。因此，为了

重新唤醒这些市镇中心的活力，发挥市场

的力量，格拉斯哥在规划中确立了市镇中

心优先发展的原则，即基础设施、交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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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化交流设施、娱乐休闲设施以及商

务空间等多种不同功能用地开发向市镇中

心倾斜。

五、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编制
的借鉴意义

总结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过

程，可总结出如下特征，以供国内城市编

制相关规划时进行参考。

第一，兼备规范性与灵活性。一方

面，格拉斯哥市的城市发展规划是在一个

成熟、完备的规划体系的指导下，按照一

定的编制框架进行的，因此，其编制过程

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

其上位规划对各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和格

式没有做硬性的要求，而是给出相关的规

划指导、确立规划应遵循的相关原则，这

使得城市议会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拥有较大

的自主权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具体来说，

格拉斯哥市的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围绕着

议会确定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

标，衍生出高品质、健康、紧凑、可持续四

个战略目标继而制定相关重点领域政策。

这种方法首先建立系统的目标体系，其次

在此基础上搭建预期规划成果的整体框

架，最后用具体的规划策略将两者联系起

来，使得整个规划的框架具有较强的内在

逻辑性。与此同时，各章节的划分与内容

安排较为灵活，且能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第二，坚持动态规划原则。格拉斯哥

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是一个包含监

测、征询、编制、审查、采纳、实施、评

估、更新等环节在内的动态历程。首先，

对上轮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并

采集相关数据，为新版规划的制定提供依

据。其次，规划部门与法定机构、社会团

体和民众等一同研讨形成主要事项报告，

为城市发展规划主体内容的确定奠定坚实

的群众基础。最后，由补充规划指导提供

更多的规划参考细节，由行动计划进一步

落实规划的实施细节。这两份文件一方面

能够弥补原有规划深度可能不能满足未来

发展的缺陷，另一方面还能切实根据现实

发展的需要实时应对新兴的社会问题，使

得规划的实行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

社会经济环境。

第三，关注公共产品的规划。格拉斯

哥的规划更关注于城市自身的建设，规划

工作的重点是公共产品，如交通体系、环

境绿地、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等；关注经

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就业岗位的增长和不同

产业间的此消彼长而不是关注GDP数据，

这与国内有较大的区别；此外，其规划体

系基于资本主义背景，因此规划实体本身

并不从事开发活动，而是对开发进行调节

和控制，所以其公共产品的开发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私人开发商的意愿，故而在针对

公共产品的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中就会

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在城市建设中的规律

与力量。

第四，以广泛的公众参与凝聚共识。

在整个格拉斯哥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

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其公众参与的途

径多、范围广、涉及群体全面。格拉斯哥

市议会反复地与社会各界沟通，聆听公众

的需求，即便在规划完成后，也十分注意

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各界宣传介绍。其规

划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规划教育、求得理

性共识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制定出的规

划反映的不仅仅是政府的主观愿望，还有

公众对城市未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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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Glasgow City Council：Development Plan Scheme．2016-2017．

②Scottish Government：Scottish Planning Circular 6/2013 Development Planning．2013．

③Glasgow City Council：City Plan 2．2009．

④Glasgow City Council：Monitoring Report．2011．

⑤Glasgow City Council：Proposed City Development Plan Examination Report．2016．

⑥Scottish Parliament：Planning etc. (Scotland) Act 20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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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gow Urban Planning: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
Lyu Xiaokang, Huang Qiqing

Abstract: As the biggest city of Scotland and the third largest city of UK, Glasgow has a 

mature and complete urban planning system, which is being renewed in 2017. Its urban planning 

rules are both standardized and flexible. It focuses on the goal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set out by the parliament and therefore derives four specific strategic goals including 

high-quality, healthy, compressed and sustainable. It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planning, 

including dynamic processes such as surveillance, consultation, formulation, examination, adop-

tion,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updating, etc. 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lanning of public 

good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system, environmental greenbelts, infrastructure, housing construc-

tion, etc., and special attention to job growth and the trade-offs between industries instea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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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statistics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It nurtures various public involvement of extensive 

ranges to build consensus, and can be seen as a process of planning education to pursue rational 

consensus. Urban planning done this way not only reflects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s by the gov-

ernment, but also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city’s future by its citizens. The Glasgow experience is 

presumably referential for domestic cities with similar urban planning demand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Glasgow; local development planning; urban master plan; formulation of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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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态修复的意识不强，动力和能力不

足，社区治理体系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功能

不健全，没有全面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修

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并没有根本好转，

需要寻求新的问题解决思维和方法。因

此，研究社区参与相关问题，如生态修复

的参与意识培育、原动力激发、能力建设

与体系构建等，探讨通过推动建设完善社

【基金项目】2016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城中村’生态修复与社区

多元主体参与共治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2016GZYB66）；2016 年广州市广播电

视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城中村’生态修复与社区参与研究——从‘村官’主体的视角”（2016KY13）。

生态修复中的社区多元主体参与
共治模式研究
——以广州“城中村”为例

◎ 黄安心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

来的广州“城中村”的“脏乱差”、生态

环境恶化等问题，反过来制约了广州“城

中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近年

来随着绿道网络、“三旧改造”、“城中

村”改造、城市生态公园、湿地、河涌治

理、景观建设等工程建设的实施，局部和

表面上改变了面貌，但囿于社区主体参与

摘  要：“城中村”生态环境恶化，不但降低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制约了城市化整

体水平的提升，而且也影响到和谐社区建设的物质环境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生态修复与

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以广州“城中村”为例，探讨与社区生态修复相关

的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生态治理的主要问题，设计构建与生态修复相适应的社区治

理体系，并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以唤醒社区参与生态建设意识，激发参与社区生态修复

动力，培育社区生态修复理念、习惯与行为模式，推动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行动，固化生

态修复成果。

关键词：“城中村”  生态修复  多元参与  社区治理  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D6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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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系统来推动“城中村”社区自然生

态逐渐恢复，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一、生态修复和社区多元参与共
治的文献综述

（一）对生态修复的理解

生态是指生物圈及其周围环境系统的

总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由大

量物种构成,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在一

起, 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其复杂性

是指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自组

织性及有序性。[1]

生态修复原本属于生态学的一个分

支，1980年Cairns主编的《受损生态系统

的恢复过程》[2]一书提出了生态修复问

题。在生态修复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与之

相关的概念有生态恢复（Ecological Resto-

ration）、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habilita-

tion）、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construc-

tion）、生态改建（Ecological Renewal）、

生态改良（Ecological Reclaim）。这些概

念“虽然在涵义上有所区别，但是都具

有‘恢复和发展’的内涵，即使原来受到

干扰或者损害的系统恢复后使其可持续

发展，并为人类持续利用。”[3]Diamond

（1987）[4]认为，生态恢复就是再造一个

自然群落，或再造一个自我维持、并保持

后代具持续性的群落，他比较侧重于植

被的恢复。Jordan（1995）[5]认为，使生态

系统回复到先前或历史上(自然的或非自

然的)状态即为生态恢复。Cairns（1995）[6]

认为，生态恢复是使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恢复到受干扰前状态的过程。Egan

（1996）认为，生态恢复是重建某区域历

史上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而且保持生态

系统和人类的传统文化功能的持续性过

程。[7]罗国常（1994）认为，生态修复就是

使被干扰生态系统的逆序演替转向正常演

替[8]，朱永华、任立良（2012）认为“生态

修复是指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

自组织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

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其向良性循环方

向发展。” [9]焦居仁(2003)对生态修复和生

态恢复做了比较规范的界定，认为生态恢

复“是指停止人为干扰，解除生态系统所

承受的超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自身规

律演替，通过其休养生息的漫长过程，使

生态系统向自然状态演化。”“为了加速

已被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 还可以辅助人

工措施为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服务, 而加快

恢复则被称为生态修复。”他认为生态修

复的提出, 就是要调整生态建设思路, “摆

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自然演化为主, 进行

人为引导, 加速自然演替过程, 遏制生态系

统的进一步退化。” [10]

综上所述，所谓生态修复原本是从

生态学角度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依靠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的

基础上，通过停止人为干扰，减轻负荷压

力，辅以人工措施，使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二）生态修复中的社会参与

正因为社区生态系统的破坏、恶化是

遭受到人为干预、人为的超负荷压力作用

的结果，那么，探讨生态修复就需要探讨

生态修复中的人类作用机理。

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修复建设与管理

方面，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在

开发农村区域时都通过法律保障取得了一

定的成功。荷兰、瑞士等国在解决此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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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则更强调利用社会的力量和作用，

更注重政策、法制等社会性对策。国内研

究同样注重生态修复中关于法制与补偿机

制的研究。崔彩贤[11]对西部农村生态环境

修复的法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完善

法制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筹集生态修复资

金、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引导建立农村民

间环保组织等方法解决问题。郑志国[12]、冷

永生[13]等认为需要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来推

进生态修复措施。李文萍[14]认为现在的“城

市病”以及城市社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

展、需要不断发展新的治理理念, 如生态治

理理念，以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进步。刘

耀彬等[15]根据生态环境诸要素对城市化的

不同作用，将生态环境要素分为生活类环

境，即与人们生活品质息息相关的水、大

气、土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以及发展

类环境，如能源与资源等支撑和推动经济

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

合关系就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形成的。

在社区治理模式方面。国外自1881年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提出社区的概

念，社区已经成为促进政府、社会、市场

共同作用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16]。

Dahl[17]提出了多元政治论，即社区政治权

力应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

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Bajracharya[18]

指出统一规划社区的有效治理需要强大的

社区领导、社区所有制和社区参与。Con-

rad[19]综述了近十年来国外非政府机构通过

社区志愿者在社区建立监测站以管理社区

生态资源的经验。国内学术界对社区治理

模式的探讨在近几年呈现积极、多元的趋

势。邵彩玲[20]提出了政府主导改革社区行

政管理，群众参与完善居民自治管理，建

立由决策层、议事层到执行层、监督层的

新型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胡建勇[21]初步构

建出一个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

核”社区治理结构。曾锡环[22]、陈伟东[23]、

朱毅[24]在深圳、武汉、杭州、天津和上海

进行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实地探索，强调结

合城市特色，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社区管

理主体多元化的管理框架。

这些成果表明，虽然在生态修复中，

法律、政策、社会力量（组织、资源、参

与）、补偿机制、生态理念、生态要素耦

合关系、资源条件等都是人类干预的措

施，但是这些文献都没有从社区治理角度

研究生态修复问题；社区治理中对于生态

修复也没有多少直接的技术性、操作性的

范式。不过以往的研究可以为本研究提供

一些基本理念、框架、通用的形式和方法

的借鉴。

二、“城中村”生态修复中的社
区多元参与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受上述理论研究成果的影响，人

们在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生态环

境恶问题的实践中，主要是从技术角度开

展生态修复工作，如开展垃圾分类处理、

环境卫生整治、城市“穿衣戴帽”、绿化

与景观建设和“城中村”城市化改造更新

等工程。这些工程项目有很强的一次性、

局部性等特点，因而生态修复也具有间断

性和不可持续性。这种情况下，政府主要

是基于预算条件和政绩需要，给出一些作

用力有限的宏观政策，设立一些急需解决

问题的示范性、局部性、目标性的生态建

设工程项目；而居民及村集体则是考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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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财力，以自觉或自发的形式，零散、零

星、应急地做一些维护或建设社区生态环

境的工作；其他组织则是出于自身的目的

或公益考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知识普及、宣传、捐

助、义工（志愿者）等活动，力量有限。在

这种情况下，直观形式、物质形态面貌和

局部有较大的改观，但原有的“城中村”生

态系统并没有得到恢复、或者并没有形成

新的城市社区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持

续恶化的势头并没有能很好地遏制。究其

原因，表面看来是自然生态系统恢复能力

不足，而从根本上看，是社区多元社会主

体之间没有形成生态修复的共识、生态观

念、生态建设机制和持续生态修复能力。

这就需要将社区治理理念、方式、方法和

模式引入到社区生态修复实践之中，以社

区治理的力量推动社区生态修复。

（二）“城中村”生态修复中的社区
治理介入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从生态修复角度

而不是生态恢复角度来探讨社区参与治理

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生态恢复主要强调

在减少干预和负荷压力的前提下，通过自

然力的作用来恢复生态系统到原有状态，

强调自然力的作用；生态修复则相对更强

调人类的能动性，突出辅助人工措施的作

用，可加快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这也符

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很显然，广州“城中

村”仅靠自然力是无法实现生态恢复的，

必须有人工措施的干预才能达成目标。

但是，探讨解决“城中村”生态修复

问题，不能仅仅从技术上考虑问题，要从

社区生态系统观念出发，引入社区治理方

法，全面、系统、长远地解决问题。一方

面要建立社区生态修复共识、培育社区多

元主体参与生态修复的习惯和行为模式，

构建支持可持续生态修复的社区治理体系

和激励机制，为社区生态修复创造良好的

环境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社区生态

修复的基金、项目、活动、渠道、联结方

式、组织载体、网络平台、媒体等方法手

段，调动政府、集体、居民、民间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相关主体的社区参与

和资源投入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性，

最终形成持久、强大、丰富的社区生态修

复正能量，形成有自然承载力、自然恢复

力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区自然生态系

统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统一、协调的能

持久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三）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生态治
理的可能性调查

为求证本研究设立的从社区治理模

式创新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来推进广州

“城中村”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的命题的

现实可能性，本研究利用广州市委组织部

“羊城村官上大学”学历教育班的学员，

深入广州市“城中村”问题较突出、又有

相应的生态修复环境整治效果的白云区萧

岗村、青湖村进行实地调研，得到一手资

料。此外，我们还访谈了广州市白云区其

他“城中村”的50多位村官，参考了“村

官班”186位学员的社区治理课程的社会

调查作业资料，了解到广州市“城中村”

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及问题。结合上述数

据分析，我们在社区参与生态治理方面得

到了一些基本判断：一是他们普遍关心社

区生态环境问题，愿意参与社区生态环境

建设；二是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生态

环境建设中是主要力量；三是政府应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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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支持“城中村”生态环境改造整治工

作，很多问题卡在政府政策不允许、不作

为上；四是传统的民间力量（如家族、长

者的智慧、地方及身在外地的后代名人、

传统文化）和社区各种组织的参与非常重

要；五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科学规划、合理

整合资源、持续推进很重要，不能搞“一

阵风”“做做样子”；六是要有奖惩措施

和激励机制，调动参与积极性；七是要有

教育宣传的引导，建立参与的通道、方法

和形式，等等。

总体上，被调查者愿意参与社区生态

治理，认为改善生态环境不但对居民生活

质量改善有直接好处，而且对“城中村”

及周边的物业升值和租金提升、企业招工

用工留住人才都有好处，只是利益主体关

系不顺畅，没有建立联系关系和制度，政

府缺少系统性政策，社区主体各自为政，

没有良好的参与制度和机制，已有的资金

投入没有整体效益和持续效果，导致生

态环境问题久拖不决。目前，大部分“城

中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少部分“城中

村”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改善的出

现往往得益于政府项目投入和村集体经济

组织以及强有力的村干部的组织推动，但

其他主体并没有很好地参与进来。这就需

要研究探讨社区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社区生

态治理的方式方法，以解决社区参与动力

不足和持续性问题。

三、“城中村”生态修复社区参
与的问卷分析

（一）调查的目的、问卷的设计与调
查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弄清“城中村”居民参与社

区生态治理的认知、意愿、影响因素及一

些基本问题的情况，为构建有效的社区生

态治理模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提供可靠依

据，本研究设计了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生

态修复为主题的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参与态度”“现状评价”“责任归属”

“解决措施”等四大方面，并制作了能够

在移动终端和计算机终端使用的在线调

查问卷，方便调查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获

得。

在线问卷调查是通过“羊城村官上大

学”项目的大专班学员人际网络，以滚雪

球方式进行随机发放，覆盖白云、黄埔、

番禺、花都、南沙、增城、从化等七区大

部分“城中村”、农村及村改制后的“城

中村”社区。课题组共计回收问卷341份，

经过检查，全部为有效问卷。调查问卷所

得数据采用SPSS统计工具进行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城中村”村干部

和具有一定文化的村民；性别结构反映农

村社会参与的现状，趋向理性；年龄特征

上支持和兼顾了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和时

代性的平衡；调查对象都是居住或工作在

“城中村”社区，比较关心切身利益，能

获得真实客观的数据，可以集中体现本课

题的研究目标。

（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1．社区角色对参与社区生态环境保

护公益活动的态度分析

社区各个角色参与社区生态修复治理

的前提是对社区事务持有关心的态度，如

果社区角色对社区的大小事务都不关心，

那么也不可能对社区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

解甚至行动，因此了解不同社区角色对社

区活动的认知度和支持度非常必要。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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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社区参与对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认识水

平较高和态度倾向较好。但认知度和支持

度都非常高，并不一定就能积极落实到行

动上。问卷调查发现，在社区的各类活动

中，所有社区角色都能够参与的是社区管

理、服务、义工和捐助等公益活动。但社

区各类角色参与公益活动并不积极（见表

1）。

从社区角度分析，积极参与者主要是

村居社干部，也有少量社区管理服务人员

和普通居民；一般参与者以村居社干部为

主，但是普通居民也不少；消极参与者则

以普通居民为主，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村居

社干部。从性别角度分析，男性比女性更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从年龄角度分析，年

龄越轻对参与社区活动的态度越消极。

2．社区角色对社区生态环境现状评

价分析

从社区角色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被

访者主观认知上对客观环境现状的评价，

了解人们对生态修复问题的历史、现状

和对未来的愿景，感知生态恶化带来的压

力，据此探讨社区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相关

因素及内在机理。表2对比了被访者对村

庄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评价，尽管被访

者认为生态环境优美的评价仍是主流，但

是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加剧已是不争事

实。

根据上文态度分析部分的分类，被访

者可以分为积极参与者、一般参与者和消

极参与者三类。按照这一分类统计出表3

可知，积极参与者与一般参与者认为过去

生态环境比较优美的比例略高于整体平均

数据，但是积极参与者对现在的评价明显

比一般参与者和消极参与者乐观。消极参

与者无论对过去还是现在的评价都低于积

极与一般参与者。

调查发现，被访者总体上虽然对目

前村庄生态环境的现状的满意度不高，但

能接受（28.57%）或承受(7.5%)。尽管如

此，绝大部分人（78.2%）对过去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有感情的，希望通过生态修复

重回往日的生态环境。

3．社区角色对现有的社区生态修复

的责任归属状况认知分析

社区生态修复要以权责关系明确，边

界清晰为前提，由此才可能产生协作、合

作推进生态治理的行动，这也是构建适应

生态修复所需的社区治理体系的基础条

件。总体上，政府仍然是主要依靠力量，

表1  不同类型的被访者对应的社区角色

普通居民
社区管理
服务人员

村居社
干部

公务员
企事业单

位人员
其他

总体样本 31% 9% 50% 0.6% 6.4% 3%

积极参与者 14% 11% 70% 2% 2% 2%

一般参与者 35% 9% 45% 0% 9% 2%

消极参与者 49% 5% 33% 0% 9% 5%

表2  被访者对村庄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
评价的对比

是否优美 优美 不优美

过去 71% 29%

现在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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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测试相关政策依据的可行性。总体上，

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高，98%选择愿意，

只有极少数人（2%）选择不愿意。高达

98.2%的被访者赞同通过生态修复等措施

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说明参与社会

公益的民意基础还是相当牢固的。他们认

为可以改善变生态环境的措施中排名前

三位的依次是：①宣传教育他人，提高认

识；②用环保行动来示范引导；③呼吁政

府投入经费和立项修复（见表5）。

分析发现，积极参与者比其他被访

者更为认同用环保行动来示范引导这一措

施，一般参与者更为认同宣传教育他人，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居民也是生态修复的

主力军。（见表4）。

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

积极参与者在所有类别中最强调村民自觉

参与的重要性，一般参与者最强调政府力

量的作用，而消极参与者选择村民自觉参

与的比例最低，但是最看重政府、村集体

经济组织尤其是民间组织力量的作用。

4．社区角色对解决现有生态环境问

题看法分析 

“城中村”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

需要可行的对策措施，在经验数据和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实施问卷调查，可

表3  不同类型的被访者村庄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评价的对比

被访者类型
过去 现在

优美 不优美 优美 不优美

积极参与者 73% 27% 65% 35%

中度参与者 73% 27% 60% 40%

消极参与者 65% 35% 55% 45%

表4  不同类型的被访者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依靠力量的看法对比

政府政策及
投入

村集体经济
组织力量

村民的自觉
参与

民间组织
力量

企业资助
支持

科学技术
支持

总体样本 89% 62% 79% 13% 13% 17%

积极参与者 85% 62% 81% 9% 10% 16%

一般参与者 92% 59% 79% 13% 16% 19%

消极参与者 89% 66% 78% 20% 11% 16%

表5  不同类型的被访者对改善生态环境的做法对比

宣传教育他人，
提高认识

用环保行动来
示范引导

呼吁政府投入经费和
立项修复

总体样本 47% 30% 14%

积极参与者 45% 33% 14%

一般参与者 49% 27% 12%

消极参与者 44% 2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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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这一措施，而消极参与者更为认

同政府的投入。对环保措施可行性进行分

析可知，“从垃圾处理开始培养生态环保

意识，规范环境保护行为”是得到普遍认

可的问题解决措施。在交叉分析中发现学

历、年龄和性别对措施可行性的考虑略有

差异，学历越高的被访者对通过“从垃圾

处理开始培养生态环保意识，规范环境保

护行为”的措施越认可。年长者认为“从

垃圾处理开始培养生态环保意识，规范环

境保护行为”的措施是比较可行，但不是

最可行。女性比男性更加理性看待“从垃

圾处理开始培养生态环保意识，规范环境

保护行为”措施的功效。调查还发现愿提

供资金或物品资助的被访者只有1.2%，可

见“自掏腰包”进行生态修复动力普遍缺

乏。

（三）问卷调查分析结论

由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在目

前社区的多元角色中，最了解社区生态环

境，积极参与社区环保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以村居社干部为主，这一群体是当前社区

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更倾向于在政府的

指引下，通过村集体和村民自己的力量，

采取具备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式

来进行生态修复。在设计社区治理体系和

机制时，必须充分、持续地激发这一群体

的智慧和行动力，他们的带头作用、示范

作用能带动一部分积极的社区管理人员和

热心的普通居民更好地投入到社区生态事

务中。

一般参与者主要包括村居社干部和普

通居民，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他们理解村集

体和村民力量的重要性，但同时具有一定

依赖政府的惰性，但他们是一股强大的潜

在力量，如果能够通过社区治理机制设计

鼓励这一群体参与，对社区生态修复工作

能够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消极参与者以普通居民为主，他们

之所以对社区生态事务显得消极，很大程

度是因为当前社区治理事务的开放程度

不足，沟通渠道不畅，很多活动和信息都

不能有效地向居民们广而告之，以至于居

民很难投入参与。因此，在治理社区生态

时，要注意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增加他们

对社区的归属感，才有可能吸引他们融入

社区环境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发现青年群

体对社区的参与度与投入感远不如中年群

体和老年群体，值得社区管理者警惕和反

思。在设计社区生态修复治理体系时，要

着重考虑如何发挥青年群体的活力和创造

力。

四、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
村”社区治理模式设计与构建思路

适应广州“城中村”生态修复需要的

社区治理模式缺少相关的可借鉴范例，本

研究根据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访谈分析

结果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一）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村”
社区治理体系设计

1．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目标

通过“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培育社区居民生态意识，激发社区多元主

体参与生态修复的热情和动机，形成生态

平衡的动力机制，优化原有的社区治理系

统的生态环境建设功能，从而达到“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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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态修复的持续推进，逐步解决“城

中村”社区环境恶化问题，形成良好的社

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促进社

区生产、生活有序优质，建成生态修复与

社区治理相互促进、社区自然与社会和谐

友好的新型“城中村”生态群落。

2．构建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社区治

理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

生态-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但在前期

快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粗放型的方式

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生态

环境的恶化又会反作用于社区的稳定与发

展。可见，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系统是相

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体。因此，

构建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村”社区

治理体系应当遵循以下四大原则：一是系

统原则。就是要将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社

区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不能因自然

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而

割裂社区治理系统，应建立相互联结机制

通过社会生态系统的有序化、规范化与良

性化，推动自然生态修复活动和生态平衡

恢复。二是机能原则。就是要将生态系统

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社区治理体系看作是一

个有机体，有生机活力，并持续不间断地

产生能动的作用，而不是一次性的、间断

的、功利化的活动。三是融合原则。就是

要将社区主体关系、地位作用和功能职责

作一个清晰的区分或划分，同时将各主体

耦合在一起，建立有效联系，形成社区生

命共同体，共同治理社区生态环境问题，

实现功能最优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

化。四是连续原则。构建适应生态修复需

要的社区治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

是凭空而为的，一方面必须考虑社区生态

发展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条件，以及

生态修复能力及资源的可能，另一方面要

考虑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与特点，不断修

改完善和持续创新发展，才能达到生态修

复目标。

3．社区治理体系框架设计

“城中村”社区生态修复涉及生态环

境系统的诸多元素、各类生态子系统、各

个生态领域。在了解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

经济系统关系的前提下，根据广州“城中

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建立适应生态修

复需要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该体

系应当包括生态修复的技术方法、作用方

式、治理主体、力量来源、运作机制和持

续措施等六方面要素，各要素在生态与社

会系统的交互影响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见图1）。

显然，生态恢复和社区治理是自然生

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相互

关联性强的子系统。因此，应从社会-经

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设计，力求

避免过去主要靠外部行政力量推动生态建

设而忽视多元主体和社会力量作用的做

法；避免多头治理，缺少连贯的、统一的

运作机制；避免缺少规划、多为一次性工

程项目、缺少持续有效措施等问题。突出

本体系中社区治理要素的系统性作用，并

区别以往不成体系的、零星的人工干预或

其他相关的社会或治理等措施。期待通过

这些社区治理要素的细化分类、分工协作

和交互作用，引致产生社区生态治理对策

措施的持续功效。

（二）构建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
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可能的阻力

根据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分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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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必然有损相关方的利益。三是生态

修复工程资金来源问题。过去的生态修复

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多元主体共治的情况下，需要“大家出

钱出力”，需要有新的筹资模式，需要新

治理资源运作方式和机制，才能保证资

金来源的可持续性。四是土地产权不明晰

问题。目前“城中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特别是宅基地、预留集体经济发展用地产

权不明晰，土地产权上历史遗留问题多，

生态治理与修复活动政策与项目无法落

地。五是城市规划问题。除原有的城市规

划没有延伸至“城中村”的城市规划制度

问题外，主要是已有的“城中村”改造项

适应广州“城中村”生态修复的社区治理

体系的主要阻力可能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旧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主要是

习惯于有意无意地破坏社区生活环境者

角度，即不付出任何成本却享受社区环境

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听任为私利而无节制

地消费和破坏社区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发

生。在此情况下，对通过社区利益主体资

源来推动社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并不关心或

不付出有益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实际行动。

二是主体经济利益问题。生态修复不但要

付出因减少或禁止破坏环境的生产生活成

本，如改进技术、增加处理费用，还要付

出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成

图1  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以生活垃圾处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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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缺少社区居民参与，规划设计没有考虑

自然生态演进历史和生态管理经验，导致

出现人为的生态环境“二次破坏”问题。

六是管理体制与组织体系问题。目前与生

态修复相关的环境整治和城市改造主要

是由政府主导，采取用行政力量推动“白

加黑”“5＋2”的“创文”活动、垃圾分

类处理运动等方式进行，做了一些示范工

程、投放了大量设施设备，但没有多少人

是真正关心这些事，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上

下完整、体系全覆盖的组织体系基础，居

民和其他多元主体基本上没有途径参与，

也不知怎么参与，当被行政力量作用到时

也是做做样子，即使有经济政策措施也根

本落不了地。七是激励机制问题。目前的

经济性政策缺少激励性，不能引导激励机

制的建立，如“城中村”的土地收益“大

头”被政府拿走，社区无力改造，自己改

造政府又不允许。再如“垃圾处理”政策

缺少直接、敏感的对居民利益上的激励措

施，或者缺少多元主体参与、全体居民参

与等方式，政策措施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八是社区自治能力问题。目前的“城

中村”的社区自治主体主要是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村居民，由于农村的生态环境意识

不强，除少数先富之外，大部分村居民经

济活动低端化、收入租金化，不意愿也没

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投入耗资巨大的

生态环境改造工程，集体经济组织主要应

付日常的表面环境清洁、秩序维护就不错

了。另外居民在生态修复的需求、认识、

倾向、参与行为上有不同的诉求，难以统

一。居民委员会基本上没有自治能力，现

代物业公司和民间组织较少出现在“城中

村”。家族力量在“城中村”拥有较多的

经济资源，但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导向，

对生态修复等公益事业呈现两极趋势，要

么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改造，要么阻挠生态

环境改造，主要是认识不到问题和利益平

衡问题。

（三）有效推进社区治理构建，促进
社区生态可持续修复的主要对策

1．创新管理体制：促使社区治理

“体系完整、主次分明、功能优化、全面

推进”

应当根据适应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

村”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目标、原则和体系

的系统化要求，围绕社区生态治理需要创

新、改造和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建立以街

道办事处为组织协调指挥中心，以市区职

能部门和机构为指导，以社区（居民、业

主）自治组织和（驻地行政事业单位、企

业、民间组织）法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等多元主体有机联结成的“治理

集合体”为责任主体，以“城中村”社区

为基本单元的社区生态治理组织体系。同

时，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继

续强化行政责任主体的作用，担负构建新

的社区治理体系的组织协调与支持的责

任；二是充分发挥现有的城市更新、城市

规划与建设、环保、水务、农林、城管、

环卫等部门的资源效用，由市、区政府牵

头建立资源整合制度，形成联结机制。三

是充分发挥“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居

民委员会的基层自治主要载体的基础性作

用，推动建立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

社区多元主体责任制度的建立。四是充分

发挥民间组织和居民的参与作用，逐步完

善“村改居”社区居民自居功能，并培育

社区业主自治意识，改良家族自治组织，

形成居民自治、业主自治、乡村自治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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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中村”自治制度体系。五是发挥社

区物业管理机构的作用，通过“城中村”

小区化建设与管理，引入现代物业服务公

司，在“城中村”“小区化”的基础上，

建立现代社区物业管理制度，建设社区生

态环境保护的民主运作习惯和产权关系基

础，发挥业主自治作用。

2．理顺权责关系：做到“关系明

确、边界清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城中村”主体多元、关系复杂，要

建立适应社区生态修复需要的“城中村”

社区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其核心内容是权责关系的明确，边界

清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明确的责

任分担，继而有动力进行合理分工，协作

共治，实现多方主体利益共享、共赢。为

此，必须做好三项工作：一是通过调查研

究，弄清涉及社区生态治理的所有政府部

门、机构、企业事业单位、村集体经济组

织、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组织在社区生态

治理中的现有功能职责，然后在新体制下

进行整合、调整，并通过政策或立法方式

予以确认，形成权责利划分的法制基础。

二是建立协作制度，明确工作关系，展开

对协作的系统性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提出

解决方案，并逐一解决。三是建立新体制

下的工作（办事）流程和事件（业务）处

理方法的具体工作手册，形成成熟的办事

制度与规范。四是制订奖励制度，形成工

作协调、合作与激励机制。

3．激活治理机制：建立多元参与制

度，形成持续参与的动力与运营机制

“城中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已经不

是问题，关键是如何让社区多元主体参

与到社区生态治理中来。一是构建多元主

体参与的制度，增加参与的便捷通道，包

括建立重要事项决策的多元主体法人或

代表联席会议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民主

决策制度、日常情况沟通信息管理制度、

执行性事务工作协调制度，建立办事机制

组织管理制度等基本制度；生态治理相关

事项的公开透明化及信息反馈渠道，方便

各主体参与。二是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

生态修复的积极性，形成持续参与的动力

机制。包括有针对性地做好生态修复知识

宣传，形成生态修复的科学思维，激发参

与生态修复制度创新动力；算好生态环境

帐，比较生态恶化和生态平衡两种情况下

对各主体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的影响，

形成生态修复的经济理性思维，激发参与

生态修复的利益驱动力；积极开展社区生

态修复实践活动，创造多元主体参与的机

会，形成投入产出关联机制，既凸显参与

主体的个体价值，又让参与主体获得参与

的利益，形成可持续的参与动机；消除不

利于生态修复的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

的政策环境，创造公平的参与生态修复的

机会，降低参与成本和阻碍，激发参与主

体的参与动机。三是采取现代运作方式，

提高生态修复工作的有效性。这就是要是

开放、优化社区生态修复的投资环境，并

以市场运作的方式推进生态修复的进程。

重点是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环境

建设资源的划拨、投资、补贴、捐款、付

费、补偿、募集等资源获得及运作决策咨

询、研讨、听证、开支和监督等资源使用

的公开、透明和市场化运作机制，提高资

源运作管理效率和效能。

4．改进政策绩效：政策精准发力，

投资、杠杆和奖励有效，管理教育有方

政府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分割

实现对参与者的引导，目的是强化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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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与生态保护行为，纠正一些破坏环境

行为，以引起社区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视，清楚参与环境保护对自身利益的影

响，从而优化自己的行为。一是要对做好

目前与“城中村”社区生态修复、生态文

明建设相关的现行政策的清理和修改工

作。重点解决政策功能单一、多头主体治

理，各自为政、资源分散、整体效能不高

等问题；与新理念、新政策不符，内容过

时的问题；缺少科学性、系统性的问题。

二是制定能促进“城中村”社区多元主体

参与生态修复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如土地

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补贴政策、

价格政策、奖励政策等，从利益上调动多

元主体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如生活垃圾处

理方面，不但要建设一些设施、场地，更

要采取经济措施调动居民参与；不但要做

一些普及知识宣传，更要让居民知道参与

的好处和不参与的坏处，并施以超过居民

经济刺激阀阈值的经济利益分割量，才能

确保政策的落地。三是改进“城中村”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方式方法。特别要改进以

往易引起反感的强制性行政管理方法、缺

乏博弈性的明示“限期完成任务”的自陷

被动的工作推进方法，采取传统与现代结

合、能“接地气”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提

高工作有效性。四是提高宣传教育和工作

管理的有效性。如在宣传教育上应分类指

导，如注重幼儿生态教育，以引导父母亲

人；注重对热爱生态环境的特殊人群（村

干部、老年、直接受生态环境影响的商户

业主等）重点教育，保护其热情，由此引

导、传导到其他社会成员。

5．全面整合资源：有效利用政府资

源、集体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居民资源

“城中村”社区生态修复工程（工作）

量大、涉及面广、关系复杂，需要政府力

量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城中村”其

他营利和非营利组织及业主或居民的作

用，形成多元主体资源的整体合力，高效

完成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全面推进社区生

态文明建设。一是完善政府生态修复社区

资源整合机制，有效发挥政府力量主导作

用。应建立以街道办事处为决策中心，以

“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项目运作代理

中心，以社区多方主体参与的资源整合制

度为组织体系。二是发挥集体经济组织，

如村股份合作公司、经济联社、村办企业

等传统乡村力量在生态修复中的主力军作

用。除集体经济直接资金投入外，还要依

靠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关系、熟人关系、

家族关系、邻里关系和伙伴关系等传统的

乡村社会关系，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资

源和组织资源支持下，充分调动社区居民

和企业、商户、业主的社会资源力量，巩

固社区生态修复工作的社会基础。三是在

传统的农村群团组织基础上培育社区民间

组织，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中介、公益、

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有益补充作用，为社

区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宣传教

育、鼓动、劝导、引导等促进作用。

6．积极营建环境：“硬件”“软

件”交互促进，共营社区生态修复小气候

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修复，既要

硬件生态环境建设推进，也要软件人文

环境促进。积极营建社区参与生态环境建

设的人文环境，不断培育生态保护和生态

平衡意识、激发参与生态修复的动力、保

持可持续生态修复的意志，才能逐步推进

“城中村”生态文明进步。一是政府制定

“城中村”生态修复规划，逐步实施生态

修复项目，建设生态修复样板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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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中村”主体参观、体验、感受生态

修复的实际好处，及时宣传政府相关政

策，让生态修复深入人心。二是要营造多

元主体参与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修复相

关的科技知识普及、意识培育、习惯养成

和规范遵守等方面的活动，细化生态修复

的社区参与形式。三是针对重点人群开展

定向的、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如开展基础

性幼儿生态知识教育、习惯养成活动；经

常性组织生态文明建设骨干分子培训与

经验交流会；开展激励性居民生态修复知

识普及教育、针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强制

性培训教育等。四是通过经济引导，提高

生态修复工作的效益。应遵循“污染者付

费”和“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原则，让污

染环境者承担生态修复的主要资金，同时

辅之以严厉的惩罚措施。这既体现市场主

体行为的最终责任归属的合理性和违规的

严重性，又可激励主体减少污染物废弃物

的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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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of Multiple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s Urban Villages
Huang Anxin

Abstract: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urban villages not only reduces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but also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takes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It focuses on the model of multiple sub-

ject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designs relevant mod-

els and puts forwar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to arouse the awareness and stimulat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habits and behavio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ction, and finally to solidify the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Keywords: urban villag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multi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gover-

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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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属于私人产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因此，市场交易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

置。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

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2]。非竞争性指的

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和受益

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

消费和受益，换句话说，就是边际生产成

本和边际拥挤成本均为零；非排他性指的

是社会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且每

个社会成员或群体不得将公共物品占为

己有和排除其他社会成员的使用。由于公

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所以无法将那些没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城市公共自行车
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 吴 渭

一、公共物品理论阐释

公共物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

政学的基础理论之一[1]。该理论细致地区

分了社会物品的种类和属性，其意义在于

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多样化的制度安

排，合理划定政府、市场及社会组织在公

共物品生产与提供中的职责边界，提供理

论指导和借鉴。

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会物品可分为

两大类型：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物

摘  要：城市公共自行车是一项惠民工程，它具备了部分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即

一定程度上的非排他性、一定程度上的非竞争性以及较强的正外部性，所以，市场对

于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有效供应会小于最优值，而且有可能出现“公地悲剧”的情况，因

此，需要政府来直接提供或对提供城市公共自行车的私人部门进行补偿、激励。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城市公共自行车的供给上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边界发生了偏

移，城市共享单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本文以公共物品理论为指

导，结合北京市公共自行车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城市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中面临

的主要困境，并对如何破局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公共物品理论  城市公共自行车  共享单车

【中图分类号】U491.22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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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付费的人排除在消费公共物品之外，因

此，纯粹的公共物品很难避免“搭便车”

的现象，加之公共物品往往有很强的“正

外部性”，所以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观点来看，纯公共物品的公共产权安排

更加有效，因而纯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来安

排、组织或提供。

事实上，对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

两分法不能涵盖所有的社会物品。在纯私

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还存在一类物

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包括：公共

资源和俱乐部物品），它们或者不具备非

竞争性（公共资源）或者不具备非排他性

（俱乐部物品）。对于只具备竞争性却不

具备排他性的公共资源，很容易引发“公

地悲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较

好的制度安排有三种：一是明晰产权；二

是实施公共资源的第三方委托管理机制；

三是建立一种以社区参与和自治为基础

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而对于

俱乐部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布坎

南指出：“俱乐部物品的消费包含着某些

‘公共性’，在这里，适度的分享团体多

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

目。‘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由于俱

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其受益人仅限于俱

乐部的内部成员，同时他们也共同分摊俱

乐部物品的成本，因此，俱乐部物品的最

佳供应模式是会员制。

表1  社会物品的分类

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

无 有

无 私人产品 公共资源

有 俱乐部物品 纯公共产品

总的来说，无论是纯公共物品还是准

公共物品（以下统称为公共物品），由于

其“正溢出效应”无法通过正常平等的市

场交易行为来补偿，所以，私人部门会缺

乏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最终导致公共物

品的有效供给小于最优值。这就需要政府

来提供公共物品或对提供公共物品的私人

部门进行补偿、激励。

从公共物品理论的内容可以得知，公

共物品的供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政

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

据。然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意味着

政府就必须直接生产公共物品[3]。现代社

会的产品生产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分工体

系[4]，这为公共物品“生产”和“供应”的

区分提供了可能性。随着我国“小政府，

大社会”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政府

的角色定位和职责都发生了改变，由原来

的全能型政府（“划桨人”）转变为有限

责任型政府（“掌舵人”）。在这个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过去的

以政府生产和提供为主转变为以私人部

门生产为主，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共同来

提供，具体的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合同承

包、特许经营和政府补助[5]。

二、北京市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发
展历程分析

为了鼓励低碳出行，降低能源消耗和

污染排放，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实现短距

离出行和交通接驳，解决公交出行“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自2007年以来，我国许

多城市都陆续开始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服

务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在市政府

的支持下，四家民营企业开始为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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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奥运会期间，

全市公共自行车的规模一度达到5万辆[6]。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规模的扩大，自行车

租赁费用和押金收入无力承担不断倍增的

投入成本，最终四家企业陆续退出市场。

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失败造成了资源的大量

浪费。2012 年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各区县

政府，推出了新的北京市政自行车系统。

该系统由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统筹规划，

各区县交通委具体推进，政府投入启动资

金，通过公开招标来选择运营商，硬件设

备进行统一采购，运营服务由各区向运营

商合同购买。截止2016年12月底，北京市

已建成了包含2588个网点，投入车辆8.2

万辆，覆盖交通枢纽、主要城镇街区、商

业网点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7]。目前，

该系统日均租还达38万次，平均周转率为

4.4次/车/天[8]。从网点数、自行车的投入量

和单车周转率来看，北京市政自行车中发

展较好的区前三位分别是：东城区、通州

区和大兴区。尽管市政自行车服务系统在

不断地发展和改进，但由于存在租赁网点

太少、租赁办卡和遗失补办手续繁琐、车

辆调度系统不完善、自行车的维修保养不

及时等问题，市政自行车的使用效率并不

高。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区的常住人口为

359.3万[9]，在北京市各区人口数排名中位

居第二。海淀区分布着大量的高校，对于

公共自行车的需求十分旺盛，然而目前全

区市政自行车的租赁网点仅为28个，车辆

总数为855辆[9]，供给的总量远小于实际的

需求，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市民使用公共自

行车的满意程度。由于市政自行车都是有

桩单车，即用户必须将自行车停放到租赁

网点的车桩锁柱才算交易完成，所以有时

市政自行车甚至不仅不能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反而会出现因为“还车难”

需要“多行一公里”的尴尬。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成熟和应用普及，

“互联网＋”在各行各业产生了革命性

的影响。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以OFO和

Mobike为代表的共享单车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展成为一种潮流。目前以OFO和Mobike

为代表的共享单车市场不但覆盖了北京

市，还在其他各省市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仅在北京市，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已达70万

辆左右，注册用户接近1100万人，占北京

市2170万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每天约有

700万次共享单车骑行[8]。目前，共享单车

的市场竞争依旧十分激烈，除了以上两大

品牌竞速“跑马圈地”外，还有越来越多

的共享单车新品牌入市。

市政自行车和企业共享单车同属于城

市公共自行车。较之市政自行车，共享单

车具有以下优点：时尚、便捷、投入车辆

多、使用门槛低（市政自行车需要有本市

户籍或居住证才可以办卡）、操作简单、

随用随取随停、用户体验好、优惠活动

多、技术更新快，等等，这些特征都体现

了私人部门在利益驱动和市场竞争下的创

新优势。

从北京市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兴起和发

展历程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政自

行车都占据了独家垄断经营的地位，正因

为如此，市政自行车自运营以来并没有在

产品质量、运营管理模式、用户体验等方

面做出较多较大的创新和改进。然而，企

业共享单车的蓬勃发展态势，给市政自行

车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北京部

分地区的市政自行车出现了用户量减少、

单车周转率下降、缩减供应量等萎靡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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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企业共享单车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

影响下，市政自行车才迟迟开启了改革的

方案。2017年，北京市的公共自行车推出

了一款App，让其产品“互联化”，也简

化了曾经繁琐的办卡、使用流程。例如，

通过App租车有三种方式，分别是芝麻信

用、公交卡、押金租车。其中，使用芝麻

信用租车，只需信用在600分以上就可以

免押金租车，这样就绕开了以往需要用一

卡通办理租车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拉低

了使用门槛，有利于用户群体的扩大。未

来，市政自行车的改革还有可能包括：提

升App的后台运营和大数据管理、改善服

务和管理水平、从电子桩停车到“电子桩

+驿站”停车的方向发展（目前杭州的市

政自行车采用的就是这种停车模式，其作

用在于：当电子桩位已满时，用户只需将

车辆停在驿站感应的范围内就可以成功还

车，从而解决用户在早晚潮汐时段还车难

问题的同时，保证车辆管理的可控性），

等等。这些改变都是市政自行车在应对市

场的倒逼机制之后被动做出的调整和适

应。

三、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城市公
共自行车属性分析

从北京市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历程

来看，公共自行车的供应主体经历了从第

一个阶段——由私人部门提供，然后到第

二个阶段——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再到

第三个阶段——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公共自

行车并存的变化。

依据公共物品理论，城市公共自行车

也具备某些公共物品的属性，具体包括：

（1）一定程度上的非排他性，即在用者付

费的时段，单个公共自行车的产权并未发

生改变，使用权却是排他的，但未被付费

的自行车仍可被其他用户使用；（2）一定

程度上的非竞争性，即当公共自行车的实

际使用量小于资源总量时，使用者之间是

不存在竞争的，也就是说，边际拥挤成本

为零。反之，使用者之间就会出现竞争。

城市公共自行车具有明显的公益价

值，因此私人部门会缺乏提供的动力，城

市公共自行车更适合由政府来安排、组

织及提供，又或者借鉴俱乐部物品“会员

制”的供应模式。这一点从其发展历程及

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能够体现。例如，在

第一个阶段，私人部门投入公共自行车最

终的结果是失败了。在第二个阶段，市政

自行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作为一项城市建

设中的惠民工程，这在很多制度设计方面

能够得到印证。具体来说，在产权上，市

政自行车属于公有产权，它由政府主导，

政府投入启动资金，具体运营上也由北

京市交通委主管和统筹；在受益对象上，

市政自行车偏向于优先服务北京市民；

在收费上，市政自行车1小时内骑行是免

费的，之后每小时收费1元，24小时累计

收费不超过10元，由于市政自行车解决的

是短途出行的问题，所以基本可以认为是

免费的；最后，从其投入和维护的成本来

看，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一台市政自行

车仅采购价就高达1070 元[10]，前期单车服

务站点、停靠系统建设的大量投入，再加

上后期运营、维护和管理等相关费用，实

际的每辆车总投入成本会高达数千元，这

些投入成本是很难通过运营收入来填补

的，因此市政自行车主要由政府财政的持

续补贴来买单。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来

看，实施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城市，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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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成功的，要么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

负担，要么负责运营的企业入不敷出、难

以为继，甚至最后变成“烂尾工程”。

作为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另一种模式

——企业共享单车，尽管在产权上属于私

有产权，但从使用权和受益权的共享以及

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流转来看，同样具备

部分公共物品的属性。事实上，最初OFO

主打的是海淀区的各高校市场，单车仅限

校内师生在各校区范围内使用，这其实就

是一种典型的“俱乐部物品”。OFO是自

2016 年11月17日始才将“公共”的范围扩

大化，正式开启了面向整个城市的服务[11]。

那么，企业共享单车能否走出“准公共物

品市场有效供应不足”的困境，实现可持

续运营呢？

从企业共享单车目前的发展状况来

看，资本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OFO和Mo-

bike均已经完成C轮融资，其他新的竞争

者也仍然在不断融资。但资本终究是逐利

的，只有共享单车能够实现真正的盈利才

能保证运营的可持续性。然而，对于共享

单车能否实现盈利，无论是共享单车的创

始人还是投资方都很难给出定论。Mobike

创始人胡玮炜就曾公开表示过：“如果摩

拜单车失败了，就当做公益”，很多共享

单车品牌也认为，暂时不考虑盈利，先做

规模、占市场。

其实，如果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分

析共享单车，会发现共享单车单纯依靠

骑行收入是较难实现盈利的。就拿Mobike

来说，每辆车的平均成本为3000元，一辆

车的设计使用寿命为4～5年，如果日均使

用次数为3次，每次使用时间不超过半小

时，那么一辆车需要33个月才能收回成

本，再加上其他的维护管理成本，盈利的

空间非常小[12]。尽管用户需要支付299元的

押金，但押金所形成的资金池也难以覆盖

全部成本。OFO在造价成本上远低于Mo-

bike，但后期的损害率高，无故障的OFO

运营寿命仅为6个月左右，无疑，在固定

资产的持续投资上也需要庞大的资金。随

着共享单车投入数量的增加和用户规模的

扩大，共享单车的边际成本会不断下降，

但总的来说，共享单车的经济效益很低，

甚至有的车辆在退出使用时都不一定能

收回成本。有观点认为，共享单车和前期

同样依靠烧钱和融资维生的网约车（如滴

滴、快的）相同，也能实现持续的盈利，

然而，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网约车品

牌的投入主要体现在APP的宣传推广、维

护、后台的运作和售后服务，基本上不存

在固定资产的投入，它提供的是一个信息

平台和中介服务而不是实体性的产品，而

且在每一个网约车订单中它都能收取一

定比例的中介服务费用，因此，只要用户

量充足，网约车品牌的盈利是有保障的。

但共享单车提供的是实体性的产品，这个

产品是需要投入和维护成本，且有一定使

用寿命的，它的收费还必须维持在一个相

对较低的水平，否则，用户的留存率会下

降，用户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消费（如乘

坐公交、步行）。而且目前共享单车品牌

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新品牌的增加让市

场份额不断被瓜分，很多品牌为了扩大市

场占有率都在不断推出促销活动，这样就

更加延迟了企业共享单车盈利期的到来。

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还有可能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的情况，有可能会由现在的各

个品牌百家争鸣走向寡头垄断市场，即共

享单车市场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控制，其他

的小品牌被淘汰出局，或只占有很少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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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但即使是在竞争最后存留的寡头

企业，能否实现共享单车的盈利也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

+资本运作”的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商

业模式，而它会催生出很多新的盈利途径

（例如车身广告、APP广告、给其他平台

进行引流等等），通过除骑行收入以外的

其他盈利途径来弥补共享单车的成本收益

差额是可行的。事实上，摩拜和OFO在部

分地区已经开始实现了盈利。共享单车的

盈利考验的是企业的运营能力、业务延展

的能力以及资源和产业链整合的能力[13]。

从公共物品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也

不难找到共享单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

困境。作为一种类似公共物品，共享单车

的产权不是某个自然人私有的，对于使用

者来说，他（她）只看重对共享单车的使

用，而缺乏爱护共享单车的动力，因为共

享单车损耗的成本并不需要由个人来承

担，问题和责任的界定很难也容易推诿，

所以共享单车也会出现类似于“公地悲

剧”的情况。例如，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

共享单车失败的案例，其他投放共享单车

的城市几乎都存在以下情况：有的市民将

共享单车私有化，恶意损坏共享单车，有

的市民对共享单车的随意停放造成了新的

交通隐患，甚至有的市民利用共享单车进

行金融诈骗，等等。正是这些原因，让共

享单车运营和维护管理成本极高。共享单

车的案例反映出一个道理，即在公共物品

的提供上，商业价值和社会公益价值这两

个方面是很难实现兼容的。

除了盈利难以外，企业共享单车在发

展过程中还面临着：政策风险、合法性危

机、资本博弈、公民公德意识不足等诸多

挑战。

四、关于城市公共自行车可持续
发展的思考

城市公共自行车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

性，它的存在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于城

市居民而言，它无疑是一个惠民、利民的

项目。企业共享单车尽管其产生的初衷是

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其所产生的社会公

益价值也不容否认。从公共物品理论的角

度出发，公共物品的供应面临的两大问题

分别是：一，市场的有效供应不足；二，

有可能出现“公地悲剧”的情况。

针对第一个问题——市场的有效供应

不足，在北京城市公共自行车发展的前两

个阶段都存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政府提供的市政自行车是城市公共自行

车的唯一供应模式。然而，对于准公共物品

的提供，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从来都不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政府

与企业是可以互补的甚至是互替的。例如

现在，城市公共自行车就出现了多元主体

供应的局面，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

针对第二个问题——城市公共自行车

有可能出现“公地悲剧”的情况，有几种

可能解决的思路：第一，通过更新和升级

技术手段以排除“搭便车”的行为；第二，

通过设置奖惩机制或与个人的信用挂钩来

激励正向行为，减少负向行为，避免道德

风险的出现；第三，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单

位大院、居民小区等半封闭空间。除了上

述解决思路以外，整个社会也要加强道德

建设，让爱护城市公共自行车成为一种自

觉行为，让“共享”的意识更深入人心。

总的来说，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发展依

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理想的状况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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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北京市市政自行车和企业共享单车的比较

比较项 市政自行车 企业共享单车

投入主体 政府 市场资本

运营主体 政府招标的企业 企业

产生的目的
解决公共问题，增进公共利益，
体现社会价值

以追求商业利益优先，同时增进公共利益

发展规模和
使用情况

2588个网点，投入车辆8.2万辆，
日均租还38万次，平均周转率为
4.4次/车/天

有多个共享单车品牌，单车投放总量达70多万
辆，注册用户接近1100万人，每天约有700万
次共享单车骑行

成 本 - 收 益
情况

投入成本高，以免费骑行为主，
投入运营成本远大于收入，亏损
部分由政府买单

不同共享单车品牌投入成本不同，但平均投入
成本仍较高，目前仍处于前期宣传推广、开拓
市场的阶段，除个别共享单车品牌已经在部分
地区实现盈利外，其他共享单车品牌的盈利情
况尚不明朗。但“互联网+资本运作”的模式
给共享单车的盈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优势

1.有政府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合
法性、安全性有保障
2.属于民生工程，价格优惠
3.和城市的发展规划具有一致性，
管理规范

1.时尚、便捷、投入车辆多、使用门款低、操
作简单、用户体验好
2.市场竞争激烈，迫使不同共享单车品牌不断
创新技术、改善管理和服务、推出优惠促销活
动
3.可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调整战略

不足

1.单车投放量小、效率较低、使用
不够便捷、技术更新慢、对公众
需求响应较慢，等等
2.运营成本高，政府的财政负担重

1.运营成本高，存在用户私藏单车、恶意损坏
的现象，给企业造成损失
2.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押金管理不透明、消
费者人身安全保障缺乏
3.给城市交通和市政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问题

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下出现用户量
减少，被市场淘汰出局

可持续的盈利；
规范共享单车市场并加强监管

市政府对于现有的市政自行车系统不再加

大投入，逐步退出市场或将其并轨到新的

城市公共自行车体系中。而新的城市公共

自行车体系应该以企业所提供的共享单车

为主，政府的角色应该侧重于建立健全法

规制度、引导规范、监督管理。例如政府

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共享单车的准

入门槛、对城市各区县的公共自行车数量

合理规划，设置上限，避免盲目扩张，将公

共自行车纳入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例如在

地铁站、商业区等人口密集区域规划设置

公共自行车专用停车点），并与城市规划

和市政管理保持一致性。与此同时，政府

还应该加强对公共自行车的监管，对共享

单车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只

有这样，才能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职责，更

好地服务社会，实现政府、企业、市民、社

会的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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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Bicycles Based on Public 
Good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Wu Wei

Abstract: Urban public bicycle is a projec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eople. It can be seen as 

a quasi-public good in terms of its non-exclusiveness, non-competitiveness and strong positive 

externality. The provision of urban public bicycles will be less than its optimal value and may 

probably become “the tragedy of commons”. Thu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

vide urban public bicycles themselves or stimulate and compensate for those private compani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conomy and in terms of urban public bicycl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ave been shifted. The rise and booming of these 

shared bicycles is the consequence of market selection. Based on the public goods theory, the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phases of Beijing’s public bicycles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obstacl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bicycle,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break 

the deadlock.

Keywords: public goods theory; urban public bicycle; shared b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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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城市水环境的恶化

迫切需要污水处理行业的快速发展，传统

体制下的政府供给模式已无法满足城市

快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促进中国城市公共

事业的发展，2002年，中国建设部出台了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水务产业市场化改革绩效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以城市污

水处理行业为例”（批准号：2014A03031014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中

国水务产业市场化模式、绩效与路径选择研究”（批准号：GD14XYJ1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

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中国城市水务行业效率评价研究：基于跨国比较的视角”（批准号：GD15XYJ13），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公共治理视角下广州污水治理体系的建构研究”（批准号：

14Y25）。

市场化改革是否促进了
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提升？
◎ 李晓莉 陈 健

一、引言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日益增多，

摘  要：2003年，广州市实施了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实践已经

13年了，它是否促进了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提升？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

2006-2014年广州和41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测算，对2014年广

州和41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效率进行测算。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化改革确实促

进了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

化主要来源于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目前，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行业效率并不高，在

42个城市中排名18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提高管网完善度和厂网

适配性，提高行业的竞争程度，增强地方政府对行业的规制能力，增加对地方政府规制

能力的再监督。

关键词：城市污水处理行业  数据包络分析法  全要素生产率  效率评估

【中图分类号】F294.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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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

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市政公用事业的市

场化改革。在此背景下，广州市于2003年

开始了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实

践证明，市场化改革大大促进了广州市污

水处理行业在总量上的增长。根据广州

市水务局在《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

营工作报告》中的统计，广州市污水处理

厂从2003年的7座上升到48座，日处理能

力从2003年90.80万吨上升到499.18万吨，

城镇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16.45%上升到

93.22%。但是，广州污水处理行业在总量

上的增长是否等于效率提高，是否存在

“规模大，效率低”的现象呢？效率测量

是衡量行业绩效的重要标准，它可以真实

直观地反映污水处理行业的资源利用效

果，因此，本文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

算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以及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来评估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市

场化改革的绩效。

从国外学者对水务行业效率研究的

文献来看，他们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这两

种方法，例如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学

者有：Lambert等（1993）、Piyush Tiwari

等（2011）；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法的学

者有： Bhattacharyy等（1995）、 Saal等

（2007）、Filippini等（2008）。国内学者

对于水务行业效率的研究主要采用数据

包络分析法，因为随机前沿分析法需要对

水务行业的生产函数进行设定，目前，我

国较为缺乏水务行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

结构数据。而数据包络分析法只需要投入

产出数据，利用数学规划技术便可计算出

水务行业的效率，因此，国内学者主要采

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水务行业进行效率

的研究。例如：励效杰（2007）对中国31

个省份规模以上水务企业2004年生产效

率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水价总体上促进

了水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于良春和程谋勇

（2013）对水务行业2004-2010年18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水务行

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下降的情况；孙超平

和苏雷等（2016）对12家上市水务公司的

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上市水务企业

整体效率不高，国有企业效率低于民营企

业。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均为水务企业或

水务行业，中国大部分水务企业既涉及供

水又涉及污水处理行业，将水务企业或行

业作为研究对象会混淆供水行业和污水处

理行业的效率。目前，国内文献当中还缺

乏专门针对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研究。

二、 广州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
模式

（一）转变治理模式，从政府垄断治
理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

污水处理行业是城市的市政公用事

业，市场化改革将污水处理行业从原来国

家垄断治理模式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协同治

理模式。2003年以前，城市污水处理的治

理模式是国家垄断治理模式，地方政府集

污水处理行业规划者、管理者、生产者和

购买者的角色于一身。早在1987年，广州

市就建立了大坦沙污水处理厂，开启了广

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1996年，广州

市成立了事业单位性质的广州市市政污

水处理总厂，隶属于广州市市政园林局管

理，负责运营管理中心城区的已建和新建

污水处理厂，运营和人员经费全部由广州

市财政全额拨款。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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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治理的模式裂变成为利益相关者协同治

理模式。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利益或权益

与某一项政策密切相关的个体或组织（世

界银行，2012），污水处理行业的利益相

关者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政府是污

水处理行业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政府和企

业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污水处理产

品，政府和消费者形成成本分摊关系购买

污水处理产品。

（二） 产业结构改革，污水处理系
统进行纵向和横向拆分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收集和污

水处理两个重要的环节，污水收集管网的

完善度会影响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净

化处理的量，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决定

了城市总的污水处理量。污水处理设施的

前期投资大、资金回收期长，污水分管网

的铺设进入到城中村、街道、居民小区，

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很难由一个企业来独

立完成。因此，市场化改革对污水处理系

统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拆分，分别在管网和

厂实施特许经营制度。各地区对于厂网分

离的界限划分不同，有些地区厂部分只限

于污水处理厂和泵站，有些地区厂部分包

括厂、泵站和一级管网。实施横向分拆是

指在厂网分离的前提下根据污水排放的区

域性特点，将城市划分成不同的片区，选

择不同主体进行特许经营。如：广州市花

都区共有4个污水处理厂，新华污水处理

系统由花都区污水处理管理所负责特许

经营，狮岭污水处理厂、炭步镇污水处理

厂、赤坭镇污水处理厂由广东三新能源环

保公司特许经营。管网的横向拆分是指根

据行政区域将污水管网进行横向拆分，由

各区政府选择不同的企业进行特许经营。

污水处理行业实行产业结构改革目的是将

庞大的污水处理系统拆分成较小的部分实

施特许经营，从而降低进入门槛，增加竞

争程度，扩大资金来源。

（三）产权结构改革，允许非国有资
本进入污水处理行业

污水处理行业的产权结构改革通过

事业单位转制，引入民营或外国资本，改

变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局面，从而增加竞

 
图1  中国污水处理治理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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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民营企业广东三新能源环保公司；增城

区采用招标方式，将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

授予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三、研究方法

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已

经实践14年了，需要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和

反思市场化改革的成败得失，找出进一步

提升绩效的路径。转变污水处理的治理模

式，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污水处理

产品，政府有可能会出现“缺位”和“错

位”现象；纵向分离和横向拆分的产业结

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污水处理系

统的完整性，可能会影响污水处理行业效

率；市场化改革后的广州污水处理行业仍

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力量，它不一定会促

进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提升。这些因素都

可能会影响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

改革绩效，我们需要对市场化改革的绩效

进行认真的评估和审视。本文将采用数据

包络分析方法，对广州和全国41个城市的

污水处理行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

算，从而检验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化

争、提高效率。政府对污水处理行业实施

特许经营制度，地方政府采取直接授予、

招标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主体，并通过合

同协议方式明确特许经营企业的权利和义

务。倘若该市或区政府下辖事业单位性质

的污水处理厂，政府会将事业单位性质的

机构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一般会

采用直接授予方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国有

企业。2003年11月，广州市政府将事业单

位性质的广州市市政污水处理总厂转制为

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并采用直

接授予方式将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污水处理

权授予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广州市中心城区的9座污水处理厂的运

营和维护。2008年12月，广州市政府成立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负责

广州中心城区的供水、污水处理、河涌综

合整治、滨水土地开发等涉水项目的投融

资、建设和运营，广州市政污水处理总厂

划归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管理，并改名为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倘若市或区政府下

属没有与水务相关的国有企业，一般会采

用招标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如：花都区

采用招标方式，将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授

           
图2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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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绩效。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

为 了 刻 画 一 个 企 业 的 生 产 技 术 ， 

Malmquist（1953）和Shephard（1953）分

别提出了用以描述多投入和多产出生产

技术的距离函数，该函数的表示公式如

公式（一），d0代表生产距离，x代表投

入，y代表产出，(x, y)代表投入为x和产出

为y的生产点，P(x)表示生产可能性集，

d0(x, y)表示生产点(x, y)相对于生产可能性

集“前沿”的径向产出距离，生产可能性

集的 “前沿”是由生产可能性集中效率最

高的生产点所组成的一条曲线。若生产点

处于生产可能性集的“前沿”，代表生产

点是有效率的，d0(x, y)=1；若生产点不处

于生产可能性集的“前沿”，代表生产点

是无效率的，d0(x, y)＜1，因此，通过企业

的技术距离可了解企业的效率。1978年，

Charnes，Cooper和Rhodes提出了数据包络

分析方法（DEA）[9]，该方法使用线性规

划模型，通过对各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

数据进行计算，找出样本中效率最高的

决策单元作为参照，测算出各决策单位效

率的相对有效性，它最早用于测算企业效

率，后来延伸至行业效率测算。在规模报

酬可变的假设条件下，还可将效率指数分

解成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效

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

公式（一）   

1982年，卡夫斯、克里斯滕森和迪沃

特在距离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测算

企业或行业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全要素生

产率，并定义为马姆奎斯特指数，计算方

法如公式（二）。t表示当期，t+1表示下

图3  广州市各区污水处理行业特许经营者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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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xt, yt)代表当期的生产点，(xt+1, yt+1)

代表下一期的生产点。 代表

以当期(t)的生产技术作为参照，利用生产

点(xt, yt)和生产点(xt+1, yt+1)的径向距离所测

量的生产率指数。 表示以下

一期(t+1)的生产技术作为参照，利用生

产点(xt, yt)和生产点(xt+1, yt+1)的径向距离

所测量的生产率指数。M0为马姆奎斯特

指数，是由下一期(t+1)和当期(t)的生产

技术作为参照所计算出来的生产率几何

平均值，代表某一决策单元在下一期和

当期之间生产力的比较，M 0＞1表示该

决策单元下一期(t+1)的全要素生产率比

当期( t )提高了，M 0＜1表示该决策单元

下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当期降低了。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条件下， 马姆

奎 斯 特 指 数 可 进 一 步 分 解 为 效 率 变 化

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如公式（三）和

（四），它们由公式（二）推导得出。

公式（二）    

其中：效率变化指数=
 

公式（三）

技术变化指数=

公式（四）

为了进一步弄清效率变化指数的来

源，可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条件下，

进一步将效率变化分解成规模效率变化

和纯效率变化，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

×纯效率变化。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条

件下，利用锥技术所测量的规模效率如

公式（四）。 表示在规模报酬

可变条件下利用锥技术所测量的产出距

离，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所
测量的产出距离。决策单元下一期比当

期的规模效率变化测算如公式（五）。

表示下一期(t+1)的规模效

率， 表示当期(t)的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t期）：

公式（四）

规模效率变化(t+1/t)：

公式（五）

（二）样本、指标和数据来源

本文将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考察，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采用广州和中国41个城市2006-2014年面

板数据测算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化，采用广州和中国41个城市2014年数

据测算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使用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所测算的行业效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是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因

此，它需要将广州市与其他41个城市的投

入产出数值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测算出来。

污水处理行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污

水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如：

建设一个日处理8万吨的A2/O技术中型污

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需要耗资约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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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这些固定资产投资约占污水处理

行业总投入的75%，而用于日常维护和运

营的其他费用约占25%。因此，本文将选

取污水处理行业的固定资本作为投入要

素，忽略人员、燃料、管理等其他投入要

素对效率的影响。在投入数据选取方面，

由于污水处理行业包括污水收集和污水处

理环节，在污水收集环节选取污水管网长

度代表固定资产投入，在污水处理环节选

取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加上其他污水处理

设施日处理量代表固定资产投入，因为日

处理量越大代表固定资产投入越多。污水

处理厂是指专门处理经城市污水收集管网

输送过来的城市污水的企业；其他污水处

理设施是指那些不能纳入城市污水收集

系统的居民区、疗养院、度假村、旅游区

以及其他人群聚集地排放的污水进行就地

集中处理的设施。在产出数据选取方面，

将选取该城市的污水处理总量作为产出

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至2014年的《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为了使测算的结果

能更加显著地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本文将采用隔年的环比数据，即2014年与

2012年相比，2012年与2010年相比，2010

年与2008年相比，2008年与2006年相比。

四、研究结果分析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产出导向

模型，使用DEAP2.1软件对中国42个城市

的污水处理行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处理分

析，得出2006-2014年中国城市污水处理

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得出2014

年中国城市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指数。通

过广州与国内城市的对比分析，实证分析

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绩效，

科学研判广州市目前的污水处理行业效

率。

（一）中国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中的马姆奎斯

特指数来测算中国42个城市污水处理行业

在2006-201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情

况。若马姆奎斯特指数＞1，表示当年的

全要素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若马姆奎斯

特指数＜1，表示当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比

上年降低了。根据表1数据显示，从中国

42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来看，2006-2014年

城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

数为1.048，可见，市场化改革确实促进了

中国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但是，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

市场化改革对各个城市的促进程度是不

同的，33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

9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最多的是厦门，马姆奎斯特指

数平均值达到1.680；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最多的是海口，马姆奎斯特指数平均值为

0.920。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来源于效率变化和技术

变化。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城市污水

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

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效率变化为1.017，

技术变化为1.030，技术变化略多于效率变

化。为了进一步分析效率变化的来源，可

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前提下，将效率变

化分解为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从

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效率变化的来源主要

是纯效率变化，而非规模效率变化，纯效

率变化为1.042，规模效率变化为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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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2014年42个城市污水处理行业马姆奎斯特指数及分解指标

序号 城市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tfpch)

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 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

效率变化
（effch）

技术变化
(techch)

效率变化（effch）

纯效率变化
（pech）

规模效率变
化（sech）

1 厦门 1.680 1.616 1.040 1.664 0.971

2 西安 1.196 1.176 1.017 1.212 0.970

3 无锡 1.167 1.141 1.023 1.161 0.983

4 重庆 1.158 1.128 1.027 1.154 0.977

5 银川 1.108 1.054 1.051 1.000 1.054

6 唐山 1.107 1.078 1.027 1.094 0.985

7 广州 1.104 1.065 1.036 1.124 0.947

8 珠海 1.093 1.061 1.030 1.080 0.982

9 长沙 1.092 1.025 1.065 1.058 0.969

10 青岛 1.091 1.062 1.027 1.084 0.979

11 石家庄 1.091 1.068 1.021 1.105 0.966

12 长春 1.080 1.052 1.027 1.074 0.979

13 天津 1.071 1.043 1.027 1.067 0.978

14 济南 1.069 1.041 1.027 1.063 0.979

15 烟台 1.062 1.033 1.027 1.046 0.988

16 哈尔滨 1.054 1.009 1.044 1.036 0.974

17 西宁 1.047 1.019 1.027 0.992 1.028

18 北京 1.044 1.026 1.018 1.066 0.963

19 大连 1.042 1.016 1.026 1.036 0.980

20 南宁 1.041 1.027 1.013 1.000 1.027

21 昆明 1.039 1.046 0.994 1.066 0.981

22 乌鲁木齐 1.031 0.999 1.032 1.024 0.976

23 贵阳 1.030 1.003 1.027 1.021 0.982

24 深圳 1.023 1.001 1.022 1.039 0.964

25 佛山 1.014 0.965 1.051 0.993 0.971

26 大同 1.012 0.988 1.024 1.000 0.988

27 杭州 1.011 0.997 1.014 1.031 0.967

28 南京 1.009 0.935 1.080 1.034 0.904

29 郑州 1.007 0.980 1.027 1.007 0.974

30 宁波 1.007 0.980 1.027 1.004 0.976

31 兰州 1.007 0.951 1.059 0.936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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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规模效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污水处理

行业技术变化的主要途径是：采用更先进

的处理设备对污水进行处理；纯效率变化

的主要途径有：提高厂和网的适配性，完

善污水收集管网；而规模效率变化的主要

途径有：扩大或减少生产规模，使之达到

最优的产出。

（二）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化

根据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2006-2014

年马姆奎斯特指数的测算数据可知，马姆

奎斯特指数平均值为1.104，广州的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在42个城市中位列第

7位，可见，市场化改革大大促进了广州

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

2006-2014年期间，市场化改革对广州污

序号 城市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tfpch)

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 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

效率变化
（effch）

技术变化
(techch)

效率变化（effch）

纯效率变化
（pech）

规模效率变
化（sech）

32 太原 1.006 0.989 1.018 1.008 0.981

33 成都 1.004 0.977 1.027 1.007 0.970

34 福州 0.997 0.975 1.023 0.999 0.976

35 呼和浩特 0.977 0.951 1.027 0.965 0.985

36 南昌 0.966 0.916 1.054 0.946 0.969

37 武汉 0.963 0.946 1.018 0.987 0.958

38 常州 0.959 0.934 1.027 0.951 0.981

39 合肥 0.953 0.939 1.015 0.981 0.956

40 沈阳 0.949 0.926 1.025 0.971 0.954

41 上海 0.933 0.901 1.036 1.000 0.901

42 海口 0.920 0.893 1.031 0.905 0.987

平均 1.048 1.017 1.030 1.042 0.97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结果整理得出。

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的程度并不

相同，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和2012年的

提升幅度较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在2010年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来源看，广州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主要

来源于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效率变化为

1.065，技术变化为1.030，效率变化略多

于技术变化。广州的效率变化主要来源于

纯效率变化，而非规模效率变化，纯效率

变化是1.124，规模效率变化是0.947，规

模效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2008年，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

提升，主要是由于广州市暂停使用了一些

使用率不高的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并将这

些原来没有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系统的旅

游区、居民区、度假村、疗养院、郊区、

城中村的污水通过完善污水处理管网的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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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输送到附近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

处理，从而提高了行业的效率。广州市污

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10年有较

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广州市在2010

年承办了第16届亚运会，为了营造一个干

净的水环境，广州市对污水治理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2010年与2008年相比，广州

市的污水管网长度增加了47%，污水处理

能力增加了145%，但污水处理总量只增

加了44%，在投资规模加大的同时却忽略

了厂和网之间的匹配性，导致了行业总量

在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在下降。2012年

和2014年，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的提

高，主要是通过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和提高

厂网之间匹配性来提升。

（三）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见，市场化改革确实促

进了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那么，目前广州市的污水处理行业

效率是否有效率呢？为了求证这一问题，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于2014年中国

42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效率进行测算，

采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条件下的综合技

表2  2006-2014年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马姆奎斯特指数及分解指标

年份
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tfpch)

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 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

效率变化
（effch）

技术变化
(techch)

效率变化（effch）

纯效率变化
（pech）

规模效率变化
（sech）

2008年/2006年 1.429 1.465 0.975 1.629 0.899

2010年/2008年 0.648 0.650 0.996 0.665 0.978

2012年/2010年 1.558 1.386 1.124 1.484 0.934

2014年/2012年 1.029 0.975 1.056 0.993 0.980

平均 1.104 1.065 1.036 1.124 0.94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结果整理得出。

术效率指标来衡量。倘若综合技术效率

=1，说明该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是有效率

的，在所选样本中效率最优；综合技术效

率<1，说明该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是无效

率的，数值越低表示效率越低。表3的数

据显示，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中国42个

城市之间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水平相差较

大。污水处理行业效率最高的城市有银川

和南宁，效率最低的城市是合肥，其他城

市的综合技术效率处于区间 ，42个城市的

综合技术效率平均水平是0.729。广州市污

水处理行业的效率为0.784，在42个城市中

排名18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污

水处理行业无效率的来源可能是纯技术无

效，或者规模效率无效。倘若将假设前提

从规模报酬不变放宽至规模报酬可变条件

下，可将综合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

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

率等于1，表示效率最优；纯技术效率或

规模效率小于1，表示无效率，指数越低

表示效率越低。从表1数据可知，在规模

报酬可变条件下，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

纯技术效率是0.980，规模效率是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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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4年广州市与全国41个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效率测算指标比较

序号 城市

规模报酬不变
条件下（crste）

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vrste）

综合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所处规模报酬

可变阶段

1 银川 1.000 1.000 1.000 -

2 南宁 1.000 1.000 1.000 -

3 珠海 0.915 0.988 0.926 递减

4 长沙 0.877 1.000 0.877 递减

5 昆明 0.866 0.999 0.867 递减

6 重庆 0.842 1.000 0.842 递减

7 济南 0.836 0.938 0.892 递减

8 石家庄 0.825 0.976 0.846 递减

9 贵阳 0.811 0.884 0.917 递减

10 大连 0.804 0.919 0.875 递减

11 武汉 0.800 0.949 0.842 递减

12 呼和浩特 0.796 0.869 0.917 递增*

13 深圳 0.796 1.000 0.796 递减

14 杭州 0.791 0.919 0.860 递减

15 太原 0.789 0.870 0.907 递减

16 北京 0.786 0.982 0.800 递减

17 西安 0.785 0.912 0.860 递减

18 广州 0.784 0.980 0.800 递减

19 青岛 0.777 0.893 0.870 递减

20 西宁 0.776 0.967 0.802 递增*

21 福州 0.773 0.859 0.900 递减

22 佛山 0.767 0.882 0.870 递减

23 烟台 0.738 0.776 0.951 递减

24 郑州 0.737 0.836 0.882 递减

25 唐山 0.737 0.813 0.906 递减

26 天津 0.713 0.848 0.840 递减

27 南昌 0.705 0.800 0.881 递减

28 厦门 0.690 0.783 0.881 递减

29 成都 0.671 0.812 0.827 递减

30 上海 0.659 1.000 0.659 递减

31 宁波 0.653 0.758 0.862 递减



128

ECO-CITY

生态城市

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可见，广州市污

水处理行业的无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效

率，而非纯技术效率。广州市污水处理行

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目前广州

市的污水处理行业规模过大，导致行业效

率降低。在中国42个城市中，污水处理行

业投资规模过大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

遍现象。在42个城市中，有37个城市的污

水处理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

污水处理行业投资规模过大，导致效率的

降低。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运用

DEAP2.1软件对中国42个城市2006-2014

年污水处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

算，对中国42个城市2014年污水处理行

业的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1）市场化改革确实促进了广州市污水

处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广州的全

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在42个城市中位列

第7位，马姆奎斯特指数平均值为1.104。

（2）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主要来源于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

效率变化为1.065，技术变化为1.030。在

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前提下，广州污水处

理行业的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纯效率提

升，而非规模效率提升。（3）目前，广州

市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为0.784，在42个城

市中排名18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条件下，广州市污水

处理行业的无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

而非纯技术效率。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

序号 城市

规模报酬不变
条件下（crste）

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vrste）

综合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所处规模报酬

可变阶段

32 哈尔滨 0.649 0.750 0.866 递减

33 长春 0.637 0.719 0.886 递减

34 大同 0.629 1.000 0.629 递增*

35 沈阳 0.625 0.810 0.772 递减

36 乌鲁木齐 0.592 0.657 0.902 递减

37 海口 0.563 0.604 0.932 递减

38 无锡 0.555 0.646 0.860 递减

39 兰州 0.541 0.597 0.906 递减

40 南京 0.483 0.811 0.596 递减

41 常州 0.460 0.524 0.878 递减

42 合肥 0.391 0.475 0.824 递减

平均 0.729 0.852 0.85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结果整理得出。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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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进一步深化市场化

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 提高管网完善度和厂网适配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市污水处

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效

率提升，而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是纯效率

提升，即通过提高管网完善度和厂网适配

性来提高行业效率。虽然市场化改革促进

了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投资的增加，但是

规模扩大对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从

上文的分析可见，在2010年前后，广州市

为了迎接亚运会对污水处理行业进行了大

量的投资，但是，结果却带来了行业效率

的降低。从2014年行业效率的评估结果也

可看出，广州市的污水处理行业规模处于

规模递减阶段，说明了投资规模过大影响

了效率的提升。目前，广州市老城区管网

基本上是雨污分流制，新城区管网基本上

是雨污分流管网。合流制是指雨水和污水

混合在一起经管网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

净化处理后直排自然水体；分流制是指雨

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不经处理可以直排自

然水体，污水经过污水管网输送到污水处

理厂进行净化处理后排放自然水体。由于

存在“错接”或“混接”情况，一些污水

会经雨水管网直接排入河涌，未经净化处

理直接污染自然水体；每当雨季来临，广

州雨水过多，大量雨水排入污水管网，给

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因此，广州市提高污水处理行业效

率的主要途径在于进一步提高污水管网的

完善度和厂网适配性，例如：加大对合流

制污水收集系统的改造，实施雨污分流的

方式，对城中村的污水进行截流，根据污

水处理量调整污水处理能力等。

（二） 提高污水处理行业的竞争程度

竞争压力是市场机制促进企业不断

提高效率的强大驱动力，污水处理市场化

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行业

效率，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产品质量

和最优定价。在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化改革

背景下，市场的竞争程度会直接影响污水

处理行业的效率。污水处理行业属于自然

垄断行业，企业所面对的竞争只存在于招

投标阶段，是属于生产前的竞争，而非贯

穿整个生产过程，竞争程度十分低。倘若

地方政府采用直接授予方式确定特许经

营者，根本就不存在竞争，影响特许经营

权确定的因素为政治上的关联和信任。因

此，市场化改革后的广州污水处理行业竞

争程度非常低，可能会虚增污水处理的总

成本。为了提高广州市污水处理行业的竞

争程度，让竞争因素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

中，可在污水处理行业引入标杆管理法。

标杆管理法是指通过第三方机构在污水

处理行业建立起广州市与全国范围内同行

比较竞争机制，将广州市的污水处理企业

与国内众多公司进行特定指标的对比和分

析，从而找出差距，并建立起纵向和横向

的历史数据，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运营管

理和特许经营者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持。

（三） 增强地方政府对污水处理行
业的规制能力

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将污水

治理模式从国家垄断治理转变为利益相关

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拆分，污水处理服务

的提供由多个独立的企业协同完成，单个

企业效率高并不等于行业效率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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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有许多的城中村，城中村的管网基

本属于雨污合流管网，原设计是直排附近

河涌，目前，广州市已经对中心城区的部

分城中村实施了污水截流工程，将城中村

的污水输送到附近污水处理厂。但是，由

于资金的缺乏，还有很多处于郊区的城中

村没有实施截污工程。城中村居住着大量

城市的流动人口，生活污水排放量大，它

会大大降低该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收集

率，因此，一个城市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

不仅仅取决于每个特许经营企业的效率，

更取决于地方政府对行业的规制能力。规

制能力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城市污水治

理目标，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个人以

及其他利益主体活动进行干预的行为，它

具体包括城市污水治理的规划和管理能

力。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政府将污水处理的

提供抛给市场中的企业就可以了事，政府

从生产者角色抽身出来，应该更加专注于

污水处理行业的规划和管理角色，增强对

污水处理行业的规制能力，例如：科学规

划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提高污水处理管网

的完善度，增强厂和网的适配性，加强对

污水处理企业特许经营行为的监管，增强

对排污行为的监管等。

（四）增加对地方政府规制能力的再
监督

污水处理行业的效率取决于城市污

水处理总成本的控制和污水处理总量的提

高，而这又取决于城市污水管网完善度、

污水处理能力和厂网适配性。纵向分离和

横向拆分的产业结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完整性，企业之间

的自发协调无法提高污水处理系统的完整

性，只能依靠作为规制机构的地方政府来

提高。在规制机构设计方面，污水处理行

业的规制属于多重规制，包括：市级政府

和区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散，同级政府内

部部门之间的横向分散。虽然，权力拆分

有利于限制权力滥用，但是，机构之间相

互掣肘也会造成规制效率的降低。例如：

政府重“厂的建设”轻“网的完善”，政

府对特许经营企业管理不严，政府部门对

困难问题出现“踢皮球”现象等。产生这

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将污水

治理体制从国家垄断治理裂变为政府、企

业和消费者协同治理模式。目前，污水治

理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企业”为主导的

治理结构，但是，它却大大弱化了上级政

府和消费者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治理结

构中缺乏对地方政府的再监督主体，即缺

乏强有力的主体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规制效

率，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缺位”和“错位”

现象。为了提高地方政府的规制能力，应

该对地方政府施以监督和竞争的压力，

如：加大消费者或第三方机构对地方政府

规制能力的监督力度；上级政府在对下级

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加大对污水处理行业规

制能力的考核比重；中央政府可授权第三

方组织建立衡量地方政府规制能力的标杆

指标体系，并进行定期的评估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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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greatly promote  the efficiency  increase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in Guangzhou?
Li Xiaoli, Chen Jian

Abstract: In 2003, Guangzhou implemente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in the industry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refor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13 years now, did i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use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in 42 cities from 2006 to 2014, and measure the ef-

ficiency index in 42 cities in 2014. The result is yes. According to the Malmquist index, the TFP 

improvement of Guangzhou mainly comes from the efficient and the technical increase. In 2014,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in Guangzhou is inefficient, and ranks 18th among 42 cities.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we suggest that Guangzhou should improve the perfection level of sew-

age pipe network and suitability between pipe network and plant, improve the degree of compe-

tition in the industr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ul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n the 

regulation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DEA mode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f-

ficien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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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确了广东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总体

目标、功能布局。在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

基础上，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南沙片区的地理中心、港口岸线

资源丰富、与国际及港澳合作紧密优势，

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

贸、高端制造、专业服务等产业，建设以

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与
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措施比较研究 
◎ 陈德宁 高晓祥 高静雯

一、引言

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国情结合，在自贸区

内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开放措施，取得了

良好的实践经验。2014年12月成立的广东

自贸区，担负着依托港澳、服务内地的重

摘  要：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各项开放措施及相关制度创新方面的

改革取得了极大的进步。2014年底成立的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担负着依托港澳、服务

内地的重任。虽然两个自贸区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发展定位有所不同，但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和自然人移

动方面，南沙自贸片区的开放水平高于上海自贸区，但在政府行政和金融开放方面与上

海仍有一定的差距，税赋制度方面则二者水平相同。因此，南沙自贸片区若在开放制度

上赶超上海自贸区，需以香港为师，这将是南沙的制度培育和创新方向。 

关键词：自贸区  开放措施  负面清单  广州  上海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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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同时

南沙片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给其他自贸

区和地方的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成功经验。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上海自贸区和

广东自贸区的开放措施和制度创新方面进

行了一些研究：王锐兰（2015）针对上海自

贸区负面清单存在的内容繁杂、表述清晰

度不足、法律地位不明确以及辐射范围狭

窄、行政管理方式陈旧和配套制度不完善

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文本质量的建

议[1]；潘泽瑛（2015）对比分析了上海自贸

区和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现状、贸易总量、

区位特点和定位，提出了广东自贸区应发

展与粤港澳联动的自由贸易模式[2]；张帅

（2015）认为广东自贸区应主动融入全球

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广东自贸区建设水

平和质量[3]；林江（2015，2016）提出广东

自贸区应在全球竞争中充分发挥粤港澳合

作优势，破除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探索更有效的负面清单管理，并

认为向香港学习税收征管制度是南沙自贸

片区的创新方向[4-5]；蔡春林（2015）对在广

东自贸区加强粤港澳深度融合、金融制度

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6]；

李思敏（2015）和许林（2015）对南沙发展

提出一些金融创新的策略建议，如跨境双

向投融资先行先试等[7-8]；杜金岷（2015）从

投资便利化、服务贸易发展、金融创新和

营商环境打造等方面指明南沙自贸区的发

展方向[9]；王孝松和卢长庚（2017）将对外

开放战略、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与政府

行政管理研究相结合，提出推动自贸试验

区竞争策略的方法与对策[10]。在制度比较

的度量化研究方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课题组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体

系，采用雷达法对上海自贸区与香港、新

加坡自由港营商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11]。

这些学者通过借鉴上海自贸区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对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

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然而，对上海经

验的学习借鉴问题以及南沙片区如何与香

港制度对接培育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为

此，本文立足于2015年版的《自由贸易试

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着重将上海自贸区与广东自贸区

南沙片区之间的开放措施进行对比分析，

比较两者的建设任务和发展状况，总结出

两个自贸区的开放措施和制度改革创新的

特点，进而参考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标准

和指标来构建六大指标体系，并以香港为

标杆，对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上海自贸

区的营商制度进行比较，以期为南沙片区

如何与港澳制度对接而进行制度创新寻找

可行路径。

二、上海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南
沙片区开放措施的实施现状

（一）上海自贸区开放措施的实施成效

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相关部门相继

出台了诸多开放措施政策，已经取得积极

的成果。2015年负面清单、54条扩大开放

措施为企业拓展新领域、开展新业务提供

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扩区后的良好产业基

础和载体空间，加速了项目落地。上海自

贸区带来的不止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有

活力的增强。统计显示，2015年自贸区新

设企业数1.8万家，同比增长20%，一年新

设企业数量相当于浦东开发开放25年来新

设企业总数的1/10。2013年9月至2016年3

月，新设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规模为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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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①。上海自贸区以上海1/50的面积，创

造了全市1/4的生产总值，加快了地区经济

转型升级的步伐。

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方面的开放措施

不断完善，与货物贸易相比，上海自贸区

在金融服务、商贸服务、文化及专业服务

成效尤为显著。上海自贸区将加强政策的

透明度和改革的协同性，将对服务业开放

措施涉及的实施细则、行业许可以及配套

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参考国际惯例和国际

规则，建立平等规范、公开透明的市场准

入标准，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1.在金融服务领域，政策力度更为开

放。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开

设外资银行，而且还能够经营人民币业务

和外币业务。支持民营资本能够进入到外

资金融机构，合作开设银行，采用中外合

资试点的形式拉近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的距离，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有力

的政策支撑，区内还允许设立有限牌照银

行（非吸储类机构），中资银行在条件成

熟后还可以开展离岸业务，为境外注册的

出口企业提供方便。全面规范了试验区分

账核算业务及其风险审慎管理，自由贸易

账户资金可自由兑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或上海清算所等机构可在获准后，向试验

区内及境外提供各类跨境金融交易及清算

结算服务，同时积极稳步推动个人跨境投

资、资本市场开放、跨境融资便利化等改

革试点。在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方面上海自

贸区允许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入

驻。 另外，在融资租赁方面，当前融资租

赁服务业发展相当迅速，目前可以说是仅

次于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金融工具，现也

成为多数发达国家青睐的产业之一。面向

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沪

港通”顺利启动，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

板”成功设立。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增强

了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力度。

2.在航运、商贸领域，上海自贸区取消

或放宽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

围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

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外商能进行控股

以便开展更为国际化的船舶运输业务，外

商经营电信增值业务在上海自贸区内可实

践运行，允许外商直接生产和销售游戏、

游艺设备，并把通过审查之后的产品直接

销售到国内。可以预见，航运、商贸领域开

放措施的运行，诚然短期内会对我国本土

相关行业有一定的冲击，但外商带来的先

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将促进上海航

运、商贸领域的长远发展，提升我国在国

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12]。

3.在专业服务领域，上海自贸区取消

诸多限制条件。外资可以占有股份比例限

制进一步提升，鼓励中外律所进一步加强

合作，探索更有效的合作方式。另外，在

放宽资金准入条件上，允许外商进入区内

投资和设立资信调查公司，更多中外合资

旅行社能够达到开展境外游业务的条件。 

4.在文化服务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

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力度。上海自贸区放

开外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的限制，甚

至还可以独资经营；允许中外合资经营教

育培训机构和职业院校培训，更先进、更优

质的教育培训会从自贸区开始蔓延。由于

医疗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目前，我国大陆与

港澳台地区建立了合作体系，可以允许独

资或合资形式其在内地开办医疗机构。上

海自贸区的开放措施中，外来投资者可以以

独资的形式开办医疗机构，有利于打破我

国医疗机构垄断局面，深入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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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除了取消或放宽投资者

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

制措施，上海自贸区为了缩减行政审批程

序，提高运作效率，建立了“一口受理”

备案机制，从侧重事前监管转变为注重事

中事后监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境内关

外”。上海自贸区在保险经纪、专业健康

保险、独资医院、增值电信之呼叫中心、

认证机构、游艇设计等领域对外资都有较

大突破，涌现出一批首创性项目，如中国

第一家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第一家合资

道路运输公司。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职

能的有效分离和有机结合，促使中国的经

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在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优

势，让中国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是中国

改革路径中的一次重新定位和提速。

（二）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开放措施
的实施成效

2015年04月21日广东自贸区举行挂

牌仪式，相较上海自贸区而言，广东自贸

区由广州南沙片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

区、珠海横琴区片三大片区组成。广州南

沙将凭借其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

界的优势，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

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

2015年，在广东自贸区创造的27项可复制

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中，涉及南沙片区

的就多达25项。新设企业10802家，超过

自贸区获批前历年注册企业数的总和，新

增注册资本总额1113亿元,新落户项目平

均注册企业资本规模为1394万元②。南沙

片区积极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累计形成了

142项创新成果③。截止到2016年12月，南

沙落户港澳投资企业共有952家，总投资

额约148.24亿美元④。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作为广州地区唯

一的自贸区，其在功能定位上也很鲜明。广

州自贸区南沙片区片重点发展航运物流、

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

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

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

致力于建设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

服务枢纽。其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

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内地与港澳经

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

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探索

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等。 

1.在政府监管方面，建立宽进严管的

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实施自贸试验区外

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减少和取消对外商

投资准入限制，重点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

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对外商

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   

2.在商贸领域，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

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开

放，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

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允

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发展高端医疗服务，开

展粤港澳医疗机构转诊合作试点。建设具

有粤港澳特色的中医药产业基地。优化自

贸试验区区域布局，规划特定区域，建设

港澳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区。

3.在金融领域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

新，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适时

允许自贸试验区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跨

境人民币融资、借款等业务。发行人民币

债券。支持港澳金融机构根据CEPA优惠



136

COMPARE CITIES

城市比较

措施及相关法规规定，在南沙片区设立机

构和开展业务。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

业对港澳地区进一步开放。国家鼓励和支

持在南沙片区新设金融机构，开办期货交

易、信用保险、融资租赁、信托投资等业

务，促进投融资便利化，建立健全自贸试

验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加强粤港澳台金

融合作，稳妥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外汇

管理等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支持南沙片区

在内地金融业逐步扩大对港澳开放的过程

中先行先试。

南沙片区除了在上述几方面以外，在

其他许多领域也正在研究更多的开放措

施，相比CEPA的政策而言，南沙自贸区

开放力度更大，开放领域更广。

三、上海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南
沙片区开放措施的比较分析

上海自贸区的创设目标是形成一批在

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措施，在金融、

贸易、投资三方面的制度创新表现尤为突

出。而广东作为第二批自由贸易区，自然

表1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的比较

占地
面积

涵盖范围
经 济 腹 地

GDP规模
定位差异 发展重点 核心优势

广东
自贸
区南
沙片
区

60
平方
公里

共7个区块，分为中心板
块、海港板块、庆盛板
块

珠 三 角 经 济
群57650亿

建 设 具 有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综 合 服 务
枢纽

航 运 物 流 、
特 色 金 融 、
国 际 商 贸 、
高端制造

毗邻港澳，利
于体制机制创
新，国家新区
和自贸区双区
叠加

中国
上海
自贸
区

120.72
平方
公里

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
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
保税区，浦东机场综合
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
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长 三 角 经 济
群128820亿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 具 有 国
际 水 准 自 由
贸易试验区

金融、贸易、
航运

境内首屈一指
的金融中心，
首例自贸试验
区的先发优势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4]等整理修订，数据时间为2014年。

少不了要借鉴上海的一些开放措施。但由

于各地区基本情况、区位优势等方面的不

同，广东自贸区相对于上海自贸区还需要

更多符合自身情况的制度创新。

（一）投资管理方面

上海自贸区在投资管理方面开放措施

主要有：一是制定和完善负面清单。经过

不断修正，逐步减少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开放度和透明度，

进一步衔接了国际通行规则，负面清单管

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二是实施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和境外投资

备案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

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

部改为备案制。三是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实施了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制度。

四是落实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并且建立

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

由于上海自贸区先行的示范效应，南

沙片区在投资管理政策也有诸多可以借鉴

的经验，如负面清单、注册资本认缴制、

“单一窗口”制度、境外投资备案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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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南沙片区由于其毗邻港澳的特殊的地

理位置，对港澳地区的投资在经营范围和

深度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如纳入粤港、

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作。

这将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

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

国际贸易功能集聚，便于探索构建粤港澳

金融合作新体制等。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

是全国唯一的国内企业投资项目准入负面

清单管理试点省份，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

也将享受这独一无二的政策优势，对内资

企业投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通过对

内外资企业两个“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

叠加，港澳资企业也能与内地企业平等竞

争，促进自贸区与国际接轨，为全国实行

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探索路径。

开展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重点的外汇管理

改革等试点，实行外商投资资本金意愿结

汇改革，推动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投融

资汇兑便利化。

（二）贸易监管方面

上海自贸区在贸易监管方面创新“一

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

监管制度。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建立贸

易、运输、加工、仓储等业务的跨部门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启动实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管理制度，海关和检验检疫合作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以及

“先进区、后报关报检”等模式。探索建

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制度。对保税货物、

非保税货物、口岸货物进行分类监管，提

高通关速度，控制监管风险。

 南沙片区在一定意义上参照了上海

自贸区相关政策并提出部分创新模式。如

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指出，广州南沙片区

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比照上海自贸区

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有关监管模式，实

行“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

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同时实施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整合优化措施，并根据自贸试验区

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

结合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设置各片区管理

机构的特点，着重强调了需要加强各部门

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协同，各片区加强信

息沟通和相互协作，实现协同发展、错位

发展。

在海关监管服务创新制度方面，南

沙片区一共推出了19项创新政策，如采

取先进区、后报关的制度；保税展示交易

制度；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制度；简化通

关作业随附单证；统一备案清单；集中汇

总纳税制度；保税物流联网监管制度等。

另外，在南沙片区率先试点的“三个一”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

模式。此外，在国内首创政府以购买服务

方式帮助进出口企业支付查验费；率先推

出跨境电商商品质量溯源平台，跨境电商

商品质量信息可通过互联网登录智检口

岸公共服务平台进行24小时快捷查询；首

创“智检口岸”模式，实现24小时无纸化

便捷通关，口岸货物通检时间进口缩短3.5

倍，出口缩短至几近“零等候”；首创“进

口提前申报，船边分流验放”“出口提前

申报，卡扣分流验放”，对需要查验的货

物优先实施快速机检，不需查验的货物

即卸即放、直通放行，海关通关时效提高

40%以上[13]。在港澳海关监管方面实施“粤

港澳海关绿色关锁” ，港澳和外籍游艇

“两地牌一证通政策”，建立“一地两检”

农产品检验检疫制度，将南沙港区口岸作

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授权南沙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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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赴港澳通行证业务。以上创新政策是

站在南沙片区的区位优势之下建立的。

（三）金融开放方面

上海自贸区与南沙片区的金融政策

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第一，均鼓励将金融

与地区产业特色结合起来，创新金融业务

与产品。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最为成熟，

自贸区内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等多项创新

政策。南沙片区靠近港澳，围绕海洋经济

发展航运金融作为金融创新重点，便以深

化港澳合作。第二，在对外开放方面。两

区均开展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试点

工作、建立外汇交易平台、开展离岸金融

业务。第三，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

均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区内设立合

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各类

股权投资机构。在金融要素市场方面，设

立各类交易所以完善金融体系。第四，在

财税政策方面，均为金融企业提供优惠政

策。对新进、新引入或效益显著的金融机

构给予财政上的补助和奖励；对金融机构

的办公用房给予补助优惠等。第五，在投

融资方面，均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大

对中小企业融资信贷力度。发展创业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等各类投融资方式。

同时，两个地区有所差异，南沙片区

定位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着

力点在于深化粤港澳地区合作。结合区位

优势和产业特点，支持建设航运交易所和

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国家金融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和国际性加工贸易结算中心。

由于南沙片区正处在起步阶段，各项政策

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够完善，从邻近的港

澳地区合作入手，逐步扩大到国际间的合

作,是一条能有效把控风险的稳健之路。

具体做法是：（1）培养金融人才，加快

粤港澳在南沙片区合作建设国际教育合作

特区，率先实现内地、港澳及国际职业资

格“一试三证”；（2）支持南沙金融机

构为港澳台居民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金

融服务，支持粤港澳在自贸试验区合作设

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3）降低港澳

金融企业进入南沙片区发展的准入条件，

允许广州地区企业在港澳发行人民币债

券支持南沙片区开发建设，允许非银行金

融机构与港澳地区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4）支持南沙片区开展内、外资融资租

赁行业统一管理体制与市场准入标准等改

革试点，支持与港澳地区开展个人跨境人

民币业务创新；（5）充可港澳地区借入

人民币在南沙购房，允许区内个人直接投

资境外企业股权等，境外人士可购买境内

理财产品等[14]。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围绕自由贸易账

户、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

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投融资汇兑便利五个

主题展开。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

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

的国际金融中心。

鉴于南沙片区只是广东自贸区的一个

组成部分，在金融开放措施上也受到前海

片区的约束，南沙片区的金融合作基本集

中在与港澳地区，较少与国外的合作。总

体而言，无论是开放程度还是创新力度，

上海自贸区都比南沙片区金融开放措施大

很多。

（四）政府行政方面

上海自贸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注

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

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的过程监督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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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管理。目前上海自贸区已经建立了安全

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企业

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

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

监督等六项制度。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实施简化、优化和透明审批，对不

涉及安全和事项，限定在48小时办结。

行政方面，南沙片区与上海自贸区实

行的政策制度颇为一致，上述提到的六项

制度在南沙片区制度中也均有提及。虽然

南沙片区建立时间较后，具体实施的各项

制度相较上海自贸区而言还未完善，但广

东首创容错机制，减免创新承受的不当压

力，将容错免责具体化、条件化，使之成

为可操作的务实法律条款，为广东自贸区

开展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容错机制体现

了广东对创新失误的宽容和对创新积极性

的保护，也将为南沙片区的制度创新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方面

除了2015年版的负面清单适用中国四

大自贸区外，在CEPA框架下，2014年，内

地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关于内地在广东

与香港、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协议》，接着，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时调

整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

定》，依据上述法规，使南沙片区对港澳

服务业开放的力度会比境外其他国家和地

区更高，外资投资进入门槛更低，合作关

系更深入，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促进粤港澳九大经济领域的深度合

作。在航运物流方面，广东自贸区可设立

港澳独资企业，经营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

船舶运输业务。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支持

在南沙开展选择性征税改革。在科技服务

体系方面，共建科技创新创业中心和“粤

港澳高校创新创业联盟”，支持南沙建设

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打造南沙(粤港澳)数据

服务试验区，发展离岸数据服务。在人才

合作示范区方面，准许港澳专业人士在南

沙片区便利执业并逐步扩展职业资格认可

范围，允许港澳律师事务所开展合伙联营

试点。允许港澳地区医疗等服务机构和执

业人员，经备案或者许可后在南沙片区开

展相应业务。支持港澳投资者试点独资举

办非学历中等、高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在南沙与港澳开展职业技能“一试三证”

模式改革试点。在旅游产业方面，在南沙

新区放宽进口游艇相关政策，支持南沙率

先建立澳门游艇出入境管理体制新模式。

在征信管理和商业保理方面，扩大支付服

务领域、征信服务业对港澳地区开放，港

澳投资者可以设立商业保理企业[15]。在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方面，“粤港跨境货栈”

项目创新采取粤港陆空跨境联运中心管理

模式。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广

州国际航运仲裁院、广州金融仲裁院（自

贸区分院）和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仲裁院

（自贸区分院）将吸纳港澳台地区的金融

与资本市场行业专家和法律专家、高科技

及知识产权领域代表作为仲裁员。在在商

事登记方面，联合香港创兴银行推出商事

登记“香港通”服务，实现港人港企、海

外投资者“足不出港”[14]，即可注册企业。

2.打造粤港澳三大功能性平台。一是

打造粤港澳专业服务集聚平台。选择法

律、会计、金融、咨询服务等具有示范效

应的行业进行试点，探索通过导入香港

产业模式、香港专业服务、香港管理、香

港仲裁模式等板块，以工作小组或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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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形式集聚一批港澳专业服务提供者，鼓

励并支持港澳专业服务人士为南沙企业

“走出去”提供专业服务。二是打造葡语

系/西语系国家商品展示销售综合平台。

建设内容包括商品线下展示平台、企业

展示平台、投资接洽平台、葡语系国家和

澳门文化展示平台，以及线上销售（电子

商务）、进出口贸易、仓储物流等。三是

建设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区。按照内地法律

框架下借鉴引入香港标准规则的原则，由

粤港联合规划设计、借鉴香港标准，粤港

联合开发建设、以粤为主。在资讯科技、

专业服务、金融及金融后台服务、航运物

流、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教育培训

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与香港深化合作[15]。

以上是南沙片区的区位优势，充分依

托港澳，利用它们资源优势打造功能性合

作平台，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加

强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

四、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上海
自贸区和香港营商制度环境的比较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职能就

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

环境，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地位[16]。

我国自贸区建设目标是着力培育国际化和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

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

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17]，所以，自贸区要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任务，率先形成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

也是我国制定自贸区政策的学习对象，南

沙片区的定位是依托港澳，重点是服务贸

易自由化测试。此节通过与香港营商制度

环境的对比，一则寻找出两地的制度差

距，二则可以找出南沙片区与上海自贸区

的制度竞争优势，得出南沙片区制度建设

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借鉴先进经验，有

目标和有步骤地进行制度创新，把南沙片

区建设成为内地自贸区的先行者之一。

本文采用参考文献[11]的评价方法重

新构建了投资管理、贸易监管、政府行

政、金融开放、税赋环境，自然人移动六

方面的自贸区营商制度环境评价体系。其

中，权重和评分标准均以世界银行《2017

营商环境报告》⑤评价体系为基础。在全球

190个经济体营商能力的中国排名基础上，

结合各自贸区的运行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评分标准采用5分制，其中得分≤1分表示

不具备该项职能；1＜得分≤2分,表示基本

具备该职能，但因为存在严重的缺陷而无

法实施；2＜得分≤3表示具备该项职能，

但存在较多缺陷，难以有效实施该职能；3

＜得分≤4表示具备该项职能，存在一定缺

陷，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施该职能；4＜得

分≤5表示具备该职能，很少存在或不存

在缺陷，可以自由实施该项职能[11]。通过分

别打分，三地的营商制度环境的评价结果

如图1、图2和图3。

通过与香港自由港、上海自贸区的制

度对比，南沙片区除了政府行政指标以

外，其他的五项指标与香港均存在较大的

差距，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和自然人移

动方面南沙片区制度水平高于上海自贸

区，但在政府行政和金融开放方面仍有一

定的距离。

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升。在政府行政

效率方面，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得分3.9

分和4.0分，香港特区为3.8分。上海和南沙

片区目前由7块彼此独立的区域组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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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整合划分五个片区分类进行管理，

南沙则把它们统一进行管理，但管理部门

的统一平台、协同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

南沙片区的企业注册资本和企业管理水平

不及上海。鉴于香港在财产登记管理上仍

有些不足，因此，两地自贸区应向新加坡

等先进国家学习其政府行政效率经验。

投资管理仍限制较多。根据内地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及相关

法规，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的投资管理

分别得分为4.0和3.9 分，香港为4.6分。香

港经过长期发展,已建立起公平自由的竞争

环境，外国公司的投资皆与本地公司采取

一视同仁的政策,公平自由地竞争,受同一

法律约束。南沙片区企业注册程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一口受理”联办证件全国

最快24小时内可领营业执照企业印章⑥。

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在投资准入方面实

施“两个清单”管理，但在一些领域内资

和外资较明显的区别对待，与上海比较，

南沙对港澳企业进入条件相对宽松。由于

自贸区内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尚

处于探索阶段，两个负面清单关系有待协

同，所列项目有待简化，在反垄断和国家

安全审查领域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

贸易监管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贸易

监管方面，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得分为

3.7分和3.5分，香港得分为3.8分。贸易监

管是南沙片区在六个指标与优于上海自贸

区最高的领域，也是与香港差距最小的领

域。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基本没有管制，不

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南沙片区的

货物贸易便利化为制度创新任务之一，现

通关时效比以前提高40%以上，贸易便利

化促进体系在全国形成了示范，南沙邮轮

抵离港时间最快达3.5小时，接近香港水

图2  上海自贸区和香港自由港营商制度
环境比较雷达图

图3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
营商制度环境比较雷达图

图1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和香港自由港
营商制度环境比较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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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⑦。上海自贸区在货物分类监管、港区

联动等方面较有成效。两地在信用体系构

建、贸易融资、贸易管制等方面还需要进

一步优化。

税赋制度水平较低。在税赋制度方

面，南沙片区和上海自贸区得分都是为3.6

分，香港得分为4.9分。这是内地与香港差

异最大的方面。香港税制简单,税种少税

率低。而南沙和上海自贸区的进出口关税

比非自贸区低些，但限制较多，税种也比

较复杂，区内企业与个体需缴纳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和个人增值税等，虽说有符合

条件的地区可按照政策规定申请实施境外

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和在严格执行货物

进出口税收政策前提下，允许在自贸试验

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保税展示交易

平台等政策，但仍然税赋高，税制复杂，

建议国家授权在自贸区试行减少税种与降

低税率改革，提高纳税便利化程度，以提

升对全球高端企业的吸引力。

金融业开放度低。在金融开放方面，

南沙片区得分3.6，上海自贸区为3.8分，

香港为4.4分。金融自由化是内地与香港

差距第二大的领域。香港自1973年解除了

外汇管制后,外汇兑换自由,资金出入与转

移自由,资金经营自由。南沙金融开放优势

集中在港澳方面，无论在开放程度还是创

新力度，上海自贸区都比南沙片区金融开

放措施大很多。南沙金融业开放度要达到

与香港同等水平，需在融资便利、汇兑自

由、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和

逐步开放。

人员进出境障碍高。在人员进出边境

自由方面，南沙片区得分3.7分，上海自贸

区为3.6分，香港为4.3分，内地自贸区人

员进出自由处于较低的水平。香港作为自

由港，境内和境外人员进出较为便利和自

由，这对于香港发展旅游业及吸引海外人

才到港工作均十分有利。南沙人员在进出

港澳地区比上海便利，但目前，南沙片区

对外国人入境和就业仍存在较为严格的限

制，人员进出自由度较低，签证手续较繁

琐，因此，南沙片区需要在外国人入境签

证、就业方面提高便利化程度。

五、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制度创
新思考与政策建议

（一）制度创新思考

30多年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

锋，在没有可直接借鉴的制度条件下，

以香港等地为师，以市场化、国际化为目

标，通过不断制度创新，最终为我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成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今

天，社会各界对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拥

有同样的期待，期待其如何实现体制机制

创新，为珠三角及内地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制度创新引擎。

香港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建立起

较为成熟的航运物流、金融行业、国际商

贸等现代化服务业的商业体系，澳门地区

则在个人消费服务业领域有较大的制度优

势。上海自贸区则在承担国家级对外开放

制度测试担当重任，南沙片区若吸取上海

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利用港澳已

有的制度优势，强化区内粤港澳合作，将

加快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

业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

南沙片区未来的制度创新以及更多的

开放措施的实施离不开它的基本定位，制

度创新的目标将紧紧围绕粤港澳融合发展

来展开。首先，南沙片区的制度创新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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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深化与港澳航运、贸易、金融和科技合

作，以此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

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

其二是服务本地实体经济。自贸试验

区金融改革创新，需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投

资贸易便利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广东自

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将针对新常态下

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跨境

投融资及汇兑便利，开展跨境金融业务创

新，提高金融促进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珠三角地

区的产业升级。

其三是服务“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的实施，将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将更好地为我

国企业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提供制度支持。

那么如何实现上述的制度创新的目

标，一般而言，要实现制度创新需要三类

要素和条件，即创新人才，创新的载体和

资源，以及推动创新的制度和环境[18]。

南沙片区应借鉴硅谷和深圳经验，营造一

个类似的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环境。

载体方面，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企业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把

创新资源，包括技术、管理、思想和人才

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并以产品和服务的

形式体现出来。自贸区实际上肩负着营建

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的重任。南沙片区

与港澳全方位对接，通过借力港澳地区的

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及

其创新人才资源，对接东南亚乃至欧美，

让广东的企业“走出去”，为实现我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作出贡献；另外，通过

对接港澳，提升广东现代服务业的水平，

让珠三角地区庞大的加工制造业尽快实现

转型升级。可见，南沙片区的制度环境在

于把港澳地区的优秀人才、国际化资源与

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及其载体有机融合

起来，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加速粤港澳

地区人才、资源在自贸区的充分对接和互

动，从而产生更大的市场和社会价值。

（二）政策建议

南沙片区的建立对于广州以及珠三角

地区的经济再一次腾飞至关重要。当前，

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瓶颈期，南沙

片区将会是未来实现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

经济活力的鲶鱼。鲶鱼效应的效果如何将

直接影响新时期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实现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因此，广东如何再次

以香港为师，依托港澳，在制度创新和营

商环境方面赶超上海自贸区，这将是南沙

片区的制度创新方向，于是，本文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建立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

专业人才合作培养制度。香港、新加坡地

区现代服务业的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较

为国际化，根据广东需求，设计联合培养

方案，在香港和新加坡分批培养金融、法

律、航运等领域紧缺人才。同时，开展香港

园区规划建设，以香港园区为试验点，放

宽对境外专业人才引进的限制，提供更自

由宽松的就业、创业环境，制定人才引进

和落户的财税扶持政策，加快高级人才引

进，强化人才集聚功能。吸引境外优秀专

业人才到南沙创业和就业将是解决近阶段

南沙片区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的首选方案。

二是完善金融体制建设。完善南沙

片区的金融体制是推进南沙片区建设的一

大重点。依据自贸区总体方案，及时制定

自贸区金融制度及实施细则，优化配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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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打通国际金融合作发展的制度瓶颈。

南沙片区既要善于借鉴国际经验，营造国

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服务环境，

又要紧密结合广东实际，立足产业链，紧

紧依托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体制优势，探索

建立有利于金融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金

融管理新体制，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进驻

南沙片区集聚。另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措施，促进南沙片区跨境投融资汇兑便

利，完善南沙片区金融配套服务，健全南

沙片区金融组织体系。研究制订支持南沙

片区融资租赁、航运金融、科技金融、财

富管理等金融业发展的专项政策，优化南

沙片区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最后深

化南沙片区与港澳地区金融合作，积极探

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金融

管理模式，扩大南沙片区金融服务业对港

澳地区的开放程度，以快速提高自贸区的

金融国际化水平。

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创新管理机制。依照自贸区总体方案，按

照既有利于合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又

有利于各片区独立自主运作的原则，建立

精简高效“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自贸试

验区管理体系。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提高

机构运作效率，并明确南沙片区管理架

构。采取多种灵活形式与渠道解决重大

事项问题，建立协同管理机制，横向协调

多个驻区部门及不同层级相关部门，同时

以合作实践为基础，深化粤港（粤澳）合

作联席会议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政企

分开职能，切实履行服务型政府功能，简

政放权，让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减轻政

府管理产生的行政负担，提高政府行政效

能，进而集中力量进行广州南沙片区的建

设。借鉴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先进市场的

管理做法和体制机制，以问题为导向，继

续建设和完善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营

商环境。

四是完善投资管理体制。认真实施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深化投资管理

体制改革，使负面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

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做到外资与内资一

视同仁。探索建立适应自贸区特点的信用

制度和规范，建立自贸区社会信用服务体

系，建设企业信息公示平台，实施企业年

度报告和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实现投资管

理由注重前期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

管等制度。在香港园区先行简化税制试

验，为自贸区和中国税制深入改革创造经

验和条件。

五是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发挥南

沙片区先行先试优势。加快构建与国际投

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

推动形成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

格局。开展《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

体系》研究，积极探索并配合职能部门解

决在CEPA框架下扩大对港澳开放存在的

政策障碍，利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创新体

制机制，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

化。落实《南沙区（南沙新区）深化与港

澳合作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推进穗

澳两地在南沙新区设立面向葡语国家的

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和穗澳青年创业就业合

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以及运用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优势，在深入推进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后，加快经贸规则

与国际对接，促进粤港澳功能性合作平台

成为内地开拓国际市场、面对全球挑战、

参与全球竞争的重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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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Opening-up Measures between Free Trade Zones of Guangdong 
and Shanghai 
Chen Dening, Gao Xiaoxiang, Gao Jingwen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 (SFTZ) 

in September, 2013,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form of opening-up measures 

and innovation of related systems.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 which was estab-

lished at the end of 2014 in Nansha Area of Guangzhou, is responsible for relying on Hong Kong 

and Macao, as well as serving Chinese mainland. Although different in geographical location, 

economic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he two free trade areas are consistent i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the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opening level in Nansha Free Trade Zon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FTZ in terms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ade regulation and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as well as the same level in tax 

system, Nansh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ial opening-

up compared to Shanghai. Therefore, i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wants to overtake the SFTZ in 

terms of opening-up, it needs to learn from Hong Kong, which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system 

cultivation and innovation for Nansha.

Keywords: free trade zone; opening-up measures; negative list; Guangzhou;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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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然而，在日常

生活中，休闲，更多的是指男性休闲，其

在休闲种类、时间上均多于女性，女性休

闲比之男性休闲处于弱势；另外，在我国

学术研究中，也是侧重对男性休闲活动的

研究，对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并不多。纵

观在读秀网中以休闲活动为关键词的专业

文献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2016年7月共130

篇，其中女性休闲的专业文献仅10篇。由

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女性休闲无论在生

活上还是学术中，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对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 + 社区”的城镇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路径研究（17BSH124）

阶段性成果。

城市女性的群体休闲活动影响因素研究
——以广场舞为例

◎ 彭 莉 吴翠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休闲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中国社会自1978年进入社会转型

加速期后，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工业技术

不断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人们逐渐摆脱了

“贫困及生存型生活”。[1]人们自由支配

时间随之增多，休闲活动也在不断丰富。

这不仅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质

量的提高，同时也有助于彰显人的个性自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休闲活动得以拓展。

但休闲活动的拓展更多的是男性休闲活动的拓展，与之相比，女性休闲活动依旧显得不

足。以社区广场舞为例探究影响城市女性的群体休闲活动开展的因素，通过非参与式观

察及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广场舞的占地空间、时间、参与人数及成员间的互动影响着城

市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持续开展的结论。

关键词：城市女性  广场舞  群体休闲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3.6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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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缩小男

女间休闲机会与权力差异、推动男女间社

会地位的平等，进而推动社会更加文明，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广场舞作为社区公共空间里的一项群

体休闲活动，近年风靡于全国各大、中、

小城市。它由社区成员参与构成，其中又

以女性居多。根据对多篇研究广场舞现

状文献资料的整理得出，在广场舞中，女

性占比约85%以上。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越来越多的民众居住在城市社区中，

社区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使参与社区

广场舞的人数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人口数据显示，2015年城市常住人口为

77116万，较之2011年人口69079万人，增

长8037万人。①可以说，人口在城市的不断

集中，使广场舞作为城市社区群体休闲活

动继续发展壮大，更多的女性参与其中，

它构成了女性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场舞在城市女性休闲活动中占据

独特的地位。“广场舞大妈”这一身份标

签，以及成员对其的认同，重新建构了城

市中老年女性的身份角色。它较之于城市

女性的其他休闲活动，如逛街、购物等，

有着显著差别。对于促进女性的身心健

康，缩小社会性别赋予的男女性间休闲权

利的距离，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旨在通

过广场舞，对城市女性群体休闲活动进行

分析研究。

学术界对于女性休闲的研究于20世纪

80年代兴起，先是从整体视角对女性休闲

的限制性因素进行研究，如休闲限制三障

碍[4]、文化限制[5]、社会限制和家庭限制[6]；

其次以比较的方法探究两性间、代际间的

女性休闲状况，如男女性及不同女性群体

间休闲时间的研究[7]、不同女性群体间休

闲质量研究[8]等。再是仅对女性休闲的某

一方面进行研究，如女性休闲运动 [9]、女

性休闲空间[10]等。但以上学术研究均是对

女性的个体休闲活动的研究，缺乏对女性

的群体休闲活动的研究，本文即是从这一

角度展开。

学术界对于广场舞的研究兴起于2010

年，爆发式增长见诸于2013年，但其对于

广场舞的研究参差不齐，多是对城市社区

广场舞的研究及以文体卫生视角出发，研

究停留在对广场舞本身表层外化方面。以

社会学视角对广场舞为主题开展的研究仅

占少许，一是从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视角

展开研究的；[11] [12]二是从女性的自我调适

与建构的角度展开的[13]。两者并未从女性

群体性活动开展研究。本研究选取芜湖市

柏庄社区（下文简称B社区），以广场舞

为载体，对公共空间内女性的群体休闲活

动开展研究。

B社区位于W市Y区，属于新城区社

区。选取这一社区广场舞作为研究女性

群体休闲活动的原因有：其一，据前文所

知，在全国多数社区广场舞中，85%以上

的成员为女性，而对于此广场舞来说，则

是一个典型的由女性构成的群体休闲活

动；其二，此广场舞活动的公共领域距离

其社区住宅区200米，对于以往广场舞扰

民现象的问题降到最低，对此次调研的女

性群体休闲活动的持续开展的负面影响较

小；其三，广场舞活动的公共空间领域之

于此群体刚性所需的活动空间足矣，故无

需担心群体成员的过度流失问题，确保这

一女性群体休闲活动开展的稳定性。

而之所以通过广场舞研究女性群体

休闲活动的原因：一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中老年妇女群体。根据以往资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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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场舞的女性，基本上是处于中老年

阶段的女性。与国外女性相比，国外女性

更多的是单个参与个体的休闲活动，如

跑步、游泳、旅游等，而非这种大众化的

群体休闲活动。与国内的都市职业女性相

比，参与广场舞的女性群体，文化学历水

平绝大多数并不高于前者；而且就休闲时

间上来说，都市职业女性的休闲时间没有

参与广场舞的女性的充足，休闲时间的连

续性也没有参与广场舞女性的时间稳定。

此外，广场舞群体曾经历过社会改革的变

迁，其观念与80后和90后都市女性的观念

有着很大差异。因此，这一女性群体与其

他女性群体相比，在休闲活动上，有着独

特之处；二是与男性休闲活动相比，社会

性别角色导致男女性休闲普遍存在差距，

男性休闲在个体或群体方面的休闲活动正

当性、休闲权利的合法性、休闲质量与休

闲时长上均优于女性。男女间地位歧视的

存在，使女性群体多忙碌于家庭与工作之

间，挤占了休闲空间。三是国内外关于女

性休闲的研究多为针对单个女性休闲的普

遍现象研究，而且表现出片断性特征，对

于类似广场舞性质的群体女性休闲的普遍

现象研究极其匮乏。可以说，广场舞这一

社区公共领域内的休闲活动，是中老年女

性群体休闲活动的典型。

本研究于2015年夏在实地调研中对于

B社区的广场舞群体展开非参与式观察，

并在2016年1月底在其中随机抽取50人展

开问卷调查，试图探究两个问题：以广场

舞为例，哪些因素影响着女性群体休闲活

动的持续开展？从中又可得到哪些建议？

在正式探究影响女性群体休闲活动

持续开展的因素前，先对参与本次调研的

广场舞成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本文的

调查对象全为女性，与全国大多数广场舞

的参与人群相似，年龄集中在50-70岁之

间，大部分人学历为中专左右，但并没有

都市女性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调查中大多

数人处于社会中下阶层，以前或现在从事

着体力劳动的人居多（根据陆学艺当代中

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一文中对职业的

划分）[14]。生活质量的提高，使这类女性

从忙碌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时代的变化又

推动她们撕下以往由性别社会贴上的歧视

标签，突破了个人的内在制约，勇敢地站

在了广场舞的大流中。

二、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持续发展
的影响因素

上文已经提及，社区公共领域内广

场舞可以说是国内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典

型，它使得广大中下层女性休闲活动得以

持续、不间断开展，促使这类女性群体的

休闲意识进一步觉醒。可以说，广场舞能

够持续开展的因素即是影响女性群体休闲

活动持续开展的因素。

本研究认为，成熟的广场舞需具备的

要素应包括硬件和软件两类，其中硬件指

的是跳广场舞所需具备的刚性要素，包括

占地规模、时间和人数；而软件指的是参

与广场舞的成员及互动，包括互动人数、

互动主动性与互动距离。

（一）广场舞硬件：女性群体休闲活
动的外部驱动

根据休闲制约理论提出了三类休闲制

约因素，一是个人内在制约，二是人际间

制约，三是结构性制约。结构性制约是指

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参与的外在因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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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休闲机会、休闲设备和休闲资源。

而休闲资源，在本文所调查的广场舞中表

现为成员所需的活动场地。参与广场舞的

成员，通过与各方协商，最大限度地争取

了可供其成员活动的场地资源。

1. 占地规模的正当性

女性休闲主义者认为对休闲最好的

定义是把它看作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

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体验。[15]那么，随着

女性休闲时间的增多与休闲意识的增强，

广场舞这一多为女性参与的群体休闲活动

迅速风靡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但由此引

发的广场舞与第三方群体的冲突也此起彼

伏。广场舞陷于“越轨”危机，但作为多

由女性参与的群体休闲活动本身，其是正

当的休闲活动。因此，被质疑的广场舞与

维护女性自身的正当休闲活动陷于进退维

谷境地。

在本文调查的广场舞中，并不存在

越轨问题的困扰，女性群体休闲活动顺利

开展。现今城市社区广场舞所需的占地规

模，究其本质上来说是对当下有限社区公

共空间的挤占[16]，这在大多数对广场舞的

调查研究中是个突出问题。但对于本次调

查的广场舞在所需的刚性场所上，是一个

无需困扰的问题。根据本研究的观察及与

广场舞领舞的调查对话中，可得出：此广

场舞所使用的场所，首先是其小区附近的

高校门前一片约500平方米的空地（正常

情况下，跳广场舞真正所需的场地在60至

120平方米之间），周围无车行驶，且距

离小区约200米，不会出现扰民、使用场

所紧张、扰乱交通秩序等乱象；其次，在

对“舞王”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与之谈

到使用场所的正当性问题。“我们与这片

区域的管理员已经沟通过，因为这个地方

是这个学校的临时停车场，但日常停车的

人并不多，而且，当我们开始跳广场舞的

时候，基本上也已经没车了，平时这里也

不让外来人员停车，而且旁边是人行道，

所以车流量不是很多，在这里跳广场舞也

安全，所以管理员就同意了。”表明他们

既没有挤占本已异化为消费空间的社区内

公共空间，又合理地使用社区边缘的公共

空间，使广场舞在占地上具有正当性。

2. 参与时间的稳定性

与上文广场舞正当性的影响因素——

占地规模一样，广场舞的参与时间也可以

被看作是女性休闲结构性制约因素中的休

闲资源，那么在本次调查分析中这一因素

也是广场舞这一多为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持

续开展的影响因素。

全国掀起广场舞热，但跳广场舞的时

间，绝大多数稳定在傍晚时间段。本次调

查的广场舞也不例外。“我们这个队伍已

经出现了三四年，从一开始的小规模到现

在这种大规模，每天一小时，基本上除了

天气原因外，正常情况下都会在。”（领

舞关于广场舞出现时长的回答）这是从群

体角度对于参与时间的回答。而从群体内

的个体角度来看，对回收问卷的分析可得

出，群体所有成员参与广场舞的时间不低

于六个月，且不低于80%的人每周基本上

组织即参与。那么，在休闲时间上，社区

广场舞成员也即女性群体，确保了自己每

天能够定时定点地获得身心愉悦的体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与男性休闲时间

的差距在缩小。

3. 参与人数的周期性与稳定性

参与广场舞的人数也可被看作女性

休闲结构性制约因素中的休闲资源。已有

关于广场舞人数的研究称之为“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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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17]。的确，在对广场舞成员的观

察中，发现参与广场舞的群体人数分化为

稳定与流动两类。但本次调查分析中，除

却其纵向（时间）运行中成员的吸收与流

失，此群体成员稳定在50人左右，还出现

参与人数随季节在30至70人之间的周期性

波动现象，但其稳定的那部分成员，能够

确保休闲活动的持续开展。

（二）广场舞成员的微观互动：女性
群体休闲活动的内在驱动

根据休闲限制理论的观点，人际障碍

指的是个体认为没有同伴或共同兴趣爱好

的人与其一起参与，因此个体最终可能也

不会参与。虽然有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有

更好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家人或者朋友

不认可，那么最终会对女性参与这类休闲

活动的产生阻碍作用。[18]而在广场舞上所形

成的社会关系，对于这类女性群体来说，

是除去其血亲关系以外的重要关系。[19]那

么，在广场舞中，其微观互动又是以怎样

的状况促使女性群体休闲活动能够持续开

展呢？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在人际交往

中，符号是交往的中介。而在参与广场舞

的这一趣缘群体中，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语

言和中介的符号，是群体成员间互动的主

要方式。本研究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发现了

在跳广场舞期间，以体态为依据，群体成

员可分为三类：一是熟练成员（包括“舞

王”），此类成员在跳舞期间跟随舞王，

舞姿优雅，神态平和，安然自得；二是半

熟练成员，此类成员动作基本已经熟练，

四肢基本协调，偶有生涩动作，因此会定

时看向舞王或周边熟练者，神情基本放

松；三是生涩成员，此类成员加入此群体

不久或者学习舞蹈不久，动作肢体僵硬生

涩，面部表情紧张，专注于舞王或周边熟

练半熟练者。因此舞蹈是广场舞成员互动

的媒介，但仅通过定性方式对其主要互动

过程观察，缺乏对其成员互动量的研究。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了互动人数（刚

参与和融入后）、互动主动性、互动距离

（以日常聊天的广度和深度方式表现）三

指标对其群体成员的微观互动进行分析，

以此探究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持续开展的内

在驱动。

1. 增加的互动人数

与以往有关广场舞基本情况的调查一

样，本次调查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显而易见

其成员的互动人数随加入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量化结果如表1。

通过表1中互动人数在刚参与和融入

后的变化趋势里，可以看出成员在参与广

场舞这一群体活动中，认识的他人数呈现

增多趋势。

表1  广场舞成员互动人数前后变化情况

刚跳广场舞认识人数 现今跳广场舞认识人数

2个及以下 30 3个及以下 1

3-4个 11 4-6个 9

5-6个 2 6-9个 14

6个及以上 6 9个及以上 26

总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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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配对样

本T检验，对变量刚跳广场舞认识人数与

现今认识人数进行配对分析，得出结果如

表2。

通过表2可知，在参与广场舞后的一

段时间，群体成员认识人数发生变化，并

且呈现增多趋势，其中T检定值为15.731，

有99.99%的可能性将这一结果推广到全

国的广场舞中。即可以认为在其他的广场

舞中，其成员在参与广场舞中认识的他人

数也会增多。那么，在广场舞这个典型的

多为女性参与的群体休闲活动中，认识的

人数增多，成员间发生互动的可能性就越

大，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就越大，人际间

的制约障碍就会出现松动的可能。但仅靠

认识人数的变化不足以对个体人际间的制

约障碍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也就需要对广

场舞这个群体休闲活动持续开展的人际影

响因素进行更深层的挖掘。

2. 双向的主动性

对于互动主动性的分析，通过主动互

动的人数与互动行为进行测量，具体结果

如表3。

相比表1中现今认识的人数，表3中广

场舞成员经常互动的人数，明显要少于前

者，而根据本研究的观察，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广场舞成员间形成了更小规模的

子群体，这些子群体的形成利于参与广场

舞的女性所组成的大群体的稳定，且子群

体间并不会经常发生冲突；临近子群体的

成员间又都相互认识，使得这些子群体间

处于黏合稳定状态。而对于成员互动主动

性行为的测量分析可知，双方主动打招呼

的频率基本上处于平衡之中（朋友打招呼

与自己打招呼，表现出社会交换理论中对

等、付出与回报的特征。表3中，双方互

动行为的频次差别不大）。而据本研究观

察，成员间的相互打招呼，体现出成员由

陌生人向熟人的过渡，而双方相互打招呼

的对等行为，使这一趣缘群体流露出无功

利掺杂的意味。

这种双向的互动，增强了成员彼此间

的认同感，对于推动广场舞的持续开展创

造了黏合力较强的人际结构基础，能够更

有效地使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朝向更深层次

的发展。但仅靠成员互动人数，并不能得

出成员个体是否在这一群体休闲活动中形

成了核心的人际互动关系、存在核心人际

表2  刚跳广场舞认识人数与现今认识人数的T检验

T检验 自由度 显着度（双尾）

配对.现在认识人数--刚跳广场舞认识人数 15.731 49 .000

表3  广场舞互动主动性情况

经常主动互动人数 跳广场舞是，您和认识的朋友遇见

3个及以下 11 朋友经常主动打招呼 19

4-6个 27 自己经常主动打招呼 16

6-9个 7 双方差不多 8

10个及以上 5 不记得这些小事 7

总计 50



153

《城市观察》2017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7

互动对象，这对于成员个体是否忠诚于广

场舞活动有着重要影响。而核心人际互动

对象可通过互动距离的远近测量。

3. 亲密的互动距离

本文以广场舞成员聊天的广度与深度

作为互动距离的远近，聊天广度越广，反

映出成员个体间比较亲密，而聊天深度越

深，则反映出成员个体间非常亲密。具体

见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参与广场舞的成

员在与其经常互动成员的谈话在广度与

深度的人数分布上（聊各种话题的回答为

“是的”有47人；而在询问是否会在话题

中谈及家庭资产仅有21人回答是），广度

交流的人数远远大于深度交流人数，这说

明在经过互动主动性阶段后，成员个体与

他人进行言语互动时，对不同他人会选择

不同的话题，而对不同话题的交流，进一

步体现出广场舞成员个体互动亲密度的选

择性。成员个体会选择性地对其他成员进

一步减少彼此间的距离，加强彼此间的信

任度和社会关系，个体间信任度的增强，

有利于参与广场舞成员间的关系，对持续

开展这种群体休闲活动也起到正功能。

三、总结与建议

根据上文对影响中老年女性群体休

闲活动持续开展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

以广场舞这一多为女性参与的群体休闲活

动为例，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所必须具备的

固定正当的场所、稳定的时间和人数，以

及成员间的亲密互动，是影响群体休闲活

动开展的要素。但如何处理好女性群体休

闲活动与外界的关系及群体内成员间的关

系，则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休闲活动的正

常开展。据此，本研究提出两点建议。一

是，构建多方协商机制。协商是社会主义

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即便在集体休闲活

动上也很适用。虽根据全民健身计划，到

2020年，人均健身面积达1.8平方米，但

对于社区内跳广场舞的女性群体来说，其

在公共空间内的占地面积依旧需要与其他

群体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因此需要构建

多方协商机制，根据此次调查，多方主体

可包括社区公共活动代表（在本文中为广

场舞组织者）、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

社区物业、社区周边公司代表（本次调查

并未涉及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对于

协商形式，则可分为两冲突群体的直接协

商、寻找第三方中间人的间接协商和多方

接触的直接协商。通过协商，能最大限度

地确保社区公共领域内集体休闲活动的开

展。二是，在确定社区公共领域内群体活

动能顺利开展后，在群体内部构建简易高

效利于维稳的模糊层级结构。社区广场舞

群体，本身又是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组织。

构建模糊层级结构，这是对于较大广场舞

群体而言，因其成员较多，对于成员的维

护，可利用网格化的概念，构建子群体，

这一子群体也可能是自发形成。在子群

体中，寻找较为突出者，将其作为网格中

心，由此形成层级。之所以模糊化，因广

场舞成员作为社区成员，个体本身不含层

级属性，在此环境中对层级的意识淡薄，

且广场舞中也不便开展层级，因此做模糊

表4  广场舞成员聊天广度与深度

聊各种话题 谈及家庭资产

是 47 21

否 3 29

总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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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由此，便可确保广场舞整个群体

的稳定运行，长久发展，进而能够促使集

体朝向团结。

社区广场舞，大多数由女性组建并参

与其中，成为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一种。

本文对社区广场舞的研究，实质即是对中

老年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研究。而社区广

场舞的组成要素——场地、时间、人，则

确保了这种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持续开

展。但是否这种女性群体休闲活动的影响

因素适用其他女性群体休闲活动，有待于

更深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截止到2014年，2015年数据来自民政部数据；选取2015年数据与2011年数据

相比较，这一时间段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的数据，且其也为十二五期间的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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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Women’s Group Leisure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Square Dance
Peng Li, Wucuipi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life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and leisure activities have also been extended. However, compared 

to men’s leisure activities, women’s are still in a disadvantaged statu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rough the community of square dance, to explore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group leisure activities. The authors adopt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find that floor space, dura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will influe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emale group leisure activi-

ties.

Keywords: woman; square dance; group leisure activities;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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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生、发展以及未来的历史哲学话语

体系。今天，系统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城市理论，对我们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进

一步阐发其现代意义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讨论
马克思的城市理论

首先，就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以全

新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扬弃了自古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城市和城市化思想研究”（14CZX011）阶段性成果。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市理论的
双重逻辑
◎ 马 超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具有

承前启后的理论意义。在这部著作中，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生产历史进行了详细

考察，其中，城市的产生、发展和意义问

题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的重点问题之

一。以城市为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整合了

城乡问题、分工问题、交往问题、所有制问

题、工业化问题等一系列唯物史观语境下

的重要理论问题，构建起一整套关于人类

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我

们认为这种考察存在两个充满张力的内在逻辑维度：第一种逻辑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

出发，建立在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历史逻辑；第二种逻辑是立足

于资本主义批判，对城市经济和政治进行批判的批判逻辑。在历史逻辑下，马克思和

恩格斯将城市视为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文明形态，客观上高度肯定城市对

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并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将这一思想发展完善。而在批判逻辑

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演进来说明城市发展，将城市视为私有制

的产物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从而在价值和道德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城市的弊端。两

种逻辑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城市  分工  所有制

【中图分类号】B0-0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7.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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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各类城市理论，并由此开启了20世纪

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先河。因此，作为承

前启后的节点，系统梳理马克思城市理论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城市在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核心

地位。关于城市的思考和研究，可谓与文

明同步，贯穿于东西方各文明序列之中。

在历史的维度上，城市的产生、发展、演

进及其未来，被学者们无数次提及，在共

时的层面上，城市的定义、类型及其内在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运行规律，也被

反复论及。回顾历史，从柏拉图关于城邦

正义的探讨到中世纪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

的思辨，从文艺复兴对城市生活百态的描

绘到启蒙运动对市民社会及其城市载体的

思考，从传统城市世外桃源般的手工业态

到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巨变与革命，城市

的话题从未离开过历史的视野。当然，从

柏林到布鲁塞尔、从巴黎到伦敦，城市生

活也从未离开过马克思的生活轨迹。不难

看出，城市理论及其问题，业已成为历史

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它在马克思思想中

的重要分量，自然毋庸置疑。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以某

一单独的著作论述过城市问题。但是，作为

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

的典型载体，城市这一话题始终贯穿于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线索之中。

这一线索，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论住

宅问题》直至《资本论》，始终伴随着唯物

史观的整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关注

城市及其命运，以城市历史观照人类社会

历史，以城市批判观照资本主义批判，始终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学术旨趣。

关于城市的确切定义，由于考察视角

的不同，自古以来可谓莫衷一是，各种话语

体系层出不穷：有的注重城市经济分析，有

的关注城市政治和社会属性，有的则关注

城市文化属性。作为唯物史观的奠基者，马

克思和恩格斯更为看重城市的经济属性，

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之辩证关系入手，揭示城市产生和发

展的内在规律。这一视角为后来的多数城

市理论家所继承和发扬（尽管他们并非全

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

那样：“一个城市存在的基本物理方式，是

固定的地点，持久的居所，用于集结、交换

和储存的永久设备。其基本的社会方式，

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这种劳动分工，不仅

服务于经济生活，而且服务于文化进程。

城市按其全面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地理的

错综复杂组合，一种经济组织，一种社会

进程，一个社会行动剧场，一种集体性审

美象征。一方面，它是普通的家庭和经济

活动的一个物质框架，另一方面，它是更有

意义的行动和人类文化更崇高推动力的一

个有意识的戏剧性背景。”①我们认为：在

最为简单和基础的意义上，城市是人类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生活的聚集体。更

进一步而言，城市产生、发展、演变的直接

动力，来自于社会生产中分工的发展。

其次，就现实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正

处于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各

类城市理论纷繁复杂，正因如此，更需要

归本溯源，重新审视马克思城市理论的当

代价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截至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57.35%。②这一数据已经达



158

URBANOLOGY & URBAN HISTORY 

城市学与城市史

到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

80%甚至更高的城市化率相比，中国依然存

在较大差距。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拥有世

界最为庞大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伴随

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可以预见，中国仍

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内向

型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开放型社

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其转型的关键，

就在于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和范式构建。

多年以来，中国应该发展怎样的现代

城市、如何发展现代城市，学界的研究已

经汗牛充栋，其中，西方学界的城市学理

论，如城市空间理论、城市规划理论、生态

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等

都已成为研究热点。其对中国城市化发展

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生态等一系列与城市相关的

问题甚至“症结”也都逐步显现出来，成

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考验。

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够必然解决城市

问题。即使在城市化率极高、现代城市高

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情况同样如此。马克

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如阶级、

贫困、就业、住宅、权利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乃至“城市病”，至今同样以多元的形式而

存在。在此背景下，重新阅读经典文献并

重新梳理马克思城市理论，对于构建当代

中国城市哲学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理论价

值。正如卡茨纳尔逊所指出的那样：在城市

理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理解和

质疑现代性关键方面的一个有用工具”。③

总之，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

角度，还是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角度，

我们都有充足的理由重新阅读并阐释马克

思城市理论相关思想和学说，以唤醒经典

文献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城市理论的历史逻辑

人类城市具体起源于何时何地，马克

思和恩格斯并未进行详尽考察。因为这是

一个巨大而且繁琐的工程。正如芒福德所

指出的那样：城市的起源并非一蹴而就，

它经历了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漫长的积累

和变迁。“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

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

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弄清

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人类历史

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具备成熟形式了。

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

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

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

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

务。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循着这些遗迹

继续追寻，沿着城市经历的种种曲折和所

留下的痕迹，通考5000年来有文字可考的

历史，直到看到正在展现的未来。”④

当然，关于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

始的功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也曾做过一些考察。他将古

希腊人视为人类城市文明的先驱：“我们

在荷马的史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

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

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

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

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

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

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

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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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关于城市的考察和理解，是从“人

的存在”开始的。城市作为人类的栖居之

地，现实的人本身及其生产和生活状况，

构成了社会面貌及其变迁的首要前提。

这一前提，也是马克思批判“德意志意识

形态家们”的逻辑起点，那些“意识形态

家”认为社会的变迁都是在“纯粹的思想

领域”里发生的。马克思则认为，构成社

会基础的不是空洞的思想而是现实的个体

以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⑥。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具有两方面的规定

性，其一是人的生理特性即肉体，其二是

人的自然特性即人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

境。同时，马克思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

无法成为由有生命的人构成的现实社会的

本质，因为这些规定性还没有把人和动物

区分开来。马克思要考察的目标，是人的

社会属性即人的社会生产和组织。于是马

克思指出：“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

资料，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

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

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⑦也就是

说，人类在迈向社会性存在的过程中，生

产活动居于核心地位，只有生产活动才能

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城市的产生

和发展，同样源自社会生产的发展。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一旦开始有意

识地劳动，开始自我生产和物质资料生

产，那么由于个体与环境的差异，其劳动

形式必然指向分工。分工在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视野下，是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表

现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城市的直接

起源，便是分工以及伴随分工而来的社会

交往。对此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

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

的”。⑧分工出现以后，促进了一个民族

内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

以及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与紧密。在此基

础上，城市诞生了。

马克思通过分工的不同形态，区分了

最古老城市的各种渊源及其样态。“一个

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

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

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

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

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

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

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

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

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

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

相互关系中出现。”⑨人类生产劳动的第

一次分工，是工商业劳动从农业劳动中脱

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劳动形式，于是，

以农耕为基本生产形式的人口聚集地区，

逐渐发展成为乡村。而后，以工商业见长

的人口聚集地区，经过行业内部分工的细

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并且进一步分化

出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至此，马克思有

关城市起源的理论得以澄清，概言之便是

城市产生于分工。

再来看城市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城

市的类型并非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只有

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尤其是在具体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态中，我

们才能讨论城市的类型问题。城市类型，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

在人类社会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即“部

落所有制”当中，城市并未出现。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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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交往的严重不发达，或者说这种社

会内部的分工与交往仅限于家庭和部落内

部，这一特点使它缺乏城市产生所需的必

要条件。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的公社所

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首

先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者征服联合

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⑩这种所有制形式

的特征在于虽然依然保留着奴隶制和公社

所有制，但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

始产生。“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

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

的国家和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

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

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

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在此社会发展阶

段，城市的要素和类型变得清晰起来。一

方面，城市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无论农业、工业还是商业，不同的经济基

础直接导致不同的城市类型；另一方面，城

市内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开始明确。

阶级对立这一主题，直至今日依然被西方

学界反复提及。以列斐伏尔和哈维为代表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家，就将研

究的重点根植于西方城市的阶级关系。

“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

级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

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

马克思指出，由于蛮族入侵，以古代希

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城市文明逐步衰落。伴

随多年战乱，土地荒废、消费不振、工业

凋零、商业停滞，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这样的社会现实加上“日耳曼人的军事制

度的影响”，封建所有制便诞生了。封建

制度下的农村，贵族私人占有土地，与贵

族对立的则是农奴。“在城市中与这种土

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

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 这种手

工业封建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行

会。行会制度可以说是封建城市的缩影，

它以手工业劳动为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上

则是雇主与帮工学徒的对立。但不管怎么

说，封建制度下的城市比起古代城市，在

城市形态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接下来，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城

市开始向资本主义城市转型。“分工的进

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

一特殊阶级的形成。” 时至今日，我们

依然可以看到商业城市的历史痕迹。比如

威尼斯，它占据了发达的手工业、便利的

交通、稳定的治安、较高的文化水平等一

系列现代商业城市所需的必要条件。“城

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

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的分工

随即引起了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

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

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消

失。” 正是商业城市的产生，打破了自

古以来人类生产和交往的壁垒，各城市可

以更专注于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无论农

业、工业还是商业，生产力水平都因此得

到质的飞跃。同时城市内部阶级关系更为

清晰，阶级对立更为凸显，有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对立走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工

场手工业城市面貌就此定型。

到了17世纪，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都

不可阻挡地集中到了一个国家——英国。

随之而来的是广阔的世界市场和落后的手

工生产之间的巨大矛盾。于是，把自然力

运用于工业目的——以机器生产实现最精

细的社会分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

征，马克思将其称为“工业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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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

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

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发

展），资本集中。……它把所有自然形成

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它建立了现代

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

——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

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

阶级。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至

此，工业城市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

形态。它集合了生产、分工、交通、资本、

劳动力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

的条件。可以说，一个工业城市就是资本

主义制度的微观缩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批判，也就从工业城市批判开启。

综上所述，一部城市历史，事实上就

是一部社会分工史、一部社会交往史、一

部所有制历史、一部阶级对立史。城市的

出现和发展，源自于分工和交往的发展，

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城市的形

态进行了精确塑造。城市对人类生产力

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乃至对人类文明的进

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巨大驱动力。这也

正是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

本主义工业文明大加赞赏的原因所在。简

言之，作为一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

会关系乃至文化关系之载体的城市，根植

于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个体。

正是这每一个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

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城市。城市问题归根结

底，是人的存在的问题。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城市理论的批判逻辑

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哈维观

察到的那样，“肆虐的资本主义开发已经

摧毁了传统城市，过度积累的资本推动着

不顾社会、环境和政治后果，无休止蔓延

的城市增长。城市成为永无止境的消化过

度积累资本的受害者”。 面对当代西方

城市困境，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确

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西方城市问题，事

实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城市危机源

于资本主义危机，城市批判必须依托资本

主义批判，从资本的运作中去剖析问题的

实质，并寻求解决的答案。

作为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参与者与

见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足迹遍布欧洲

各大城市。城市在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

大贡献的同时，其内在的弊病自其产生之

日起便层出不穷，甚至日益凸显，严重影

响着人作为存在个体的全面自由和解放。

事实上，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们，都注

意到了理想城市对人的存在的实现与现实

城市对人类自由的束缚之间的巨大落差。

马克思同样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才

在肯定城市历史意义的同时对城市的弊病

展开批判。只不过他的批判不同于前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达了追求人

类全面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指向和终极追

求。人类何以无法得到自由和解放，马克

思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寻求人类自由和

解放的路径，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来龙去脉进行揭示和批判，并在批判中改

变世界。城市作为私有制社会的典型，同

样必须接受批判。

城市出现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城

乡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对立。《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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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意识形态》中城市批判的逻辑起点，是

城乡的分离和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

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

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

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

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

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反谷

物法同盟）。” 不同劳动分工带来的直

接结果是城乡的分离。因为经济基础的不

同，城市和乡村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其上层建筑同样随之而改变。伴随城市

出现的是政府、警察、赋税等一系列“必

然要有的公共的政治机构”，亦即一般政

治。可以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

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

实。” 然而，乡村则是另一番完全相反

的景象：它孤立、隔绝、分散、落后。显

然，城乡对立的状态，并不是人类理想的

共同体状态。处于城乡对立之中的人们，

他们并不应当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

而被不公地划分为不同阶级。在阶级对

立的前提下，他们的劳动就仅仅是生存的

手段，而非自我实现的目的。马克思进一

步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

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

鲜明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

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

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生产二者

利益之间的对立。” 在阶级对立的前提

下，人的尊严和价值无从谈起。

城市出现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资

本和地产的分离。亦即资本可以不再依赖

于土地而存在和发展，以劳动和交换为基

础的私有制社会就此成型。在中世纪，一

些城市并非由古代发展延续而来，它们并

没有太久远的历史，而纯粹是由获得自由

的农奴建立起来。这些获得自由的农奴，

除了手头的简单生产工具之外，可谓一无

所有，他们唯一可以出卖的，只是劳动。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帮工和学徒，生

计只能依附于前文提及的行会，与帮工和

学徒相对立的，是行会师傅。他们是真正

的资本的所有者，“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

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

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

的。” 这种早期城市资本，虽然脱离了

土地，但由于交往的不发达，它无法以货

币计算，只能世袭并且与特定劳动联系在

一起。马克思将其称为“等级资本”。等

级资本的出现，把城市和私有制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同时，伴随着不同的城市之间

交往的深化，它催生出独立的商人阶级。

由于商贸往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便诞

生了。师傅和学徒的依附关系，转变成为

雇主和工人简单的“金钱关系”。城市也

更加依附于资本，成为典型的资本附庸。

城市出现导致的第三个结果，是大工

业横扫一切传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

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城市在生产和

交往两个层面上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业

城市。一切古老的传统，在大工业面前都

变得微不足道。“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

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都处于高度紧张

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

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

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在

大工业城市中，一切古老的传统无论自然

分工、特殊手艺、民族特性、国家界限，

还是历史文化、精神生活，统统被资本的

驱动所取代。工人的生存状态更加不堪，

“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而

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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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伴的，是无

产阶级的饥饿、贫困、蜗居以及无助。

总之，私有制城市的出现，使社会中

的个人分离为生产的、消费的、物质劳动

的以及精神劳动的种种阶级。个人与个人

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由此产生的各种利

益关系错综在一起，自然表现为各种类型

的对立统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这

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现

实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消灭现

实表现出来的社会内部矛盾，就应该从问

题的本质着眼，扬弃分工、扬弃私有制，

实现一个理想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

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

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分工和私有

制是城市产生的原动力，是阶级对立的根

源，是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桎梏，因此，它们

必须受到批判，必须被历史扬弃。“只要

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

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

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

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城市的

命运同样如此，私有制的城市并非资源形

成，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把人固着于一定

的范围、一定的职业、一定的生活、一定

的力量（资本）。在私有制的城市中，人

的自由和解放是无从实现的。为此，马克

思形象地描绘了高级共同体的理想状态：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

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

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

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

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

然后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

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综上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基于对欧洲社会的分工、交

往、所有制历史状况的考察，系统梳理并

澄清了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

索。在这个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综合运用

了历史逻辑和批判逻辑两种方法，在历史

上肯定了城市产生和发展对于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大意义，同时在价值上批判了资本

主义城市的种种弊病，并指出其症结恰恰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要想扬弃资

本主义城市的种种弊病，就必须扬弃资本

掌控一切这一现代城市格局，消弭城乡界

限、消灭阶级对立，使城市回归其人类自

我实现与安居之所这一历史定位，这一思

想，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具有重

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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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Logics of Urban Theories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 Chao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n city issues in their book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ir investigation has two logics: one is the historical logic 

based on social relations such 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social communication, ownership, and starts 

from social production in reality; the other is the critical logic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on capital-

ism, urban econom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historical logic, Marx and Engels considers city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uman society and a form of civilization, highly recogn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ity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further this point in their other master works including “Capital”. Under 

the critical logic, Marx and Engels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city in private ownership and class an-

tagonism, considers city as a result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an archetyp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refore criticize the disadvantage of capitalist city from a value and ethic point of view. These 

dual logics are both directiv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in their development.

Keywords: city; division of labor;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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