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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

2017年12月22日，由广州市社科联、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主办，《城市观察》杂志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

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

——第五届“城市观察”圆桌会议在广州举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山东

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范爱军教授，中山大学港澳珠

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教授，暨南大学特区与港澳

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

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

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教授，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副主

任袁易明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讲座教授、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起海教授，广东

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丘杉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魏作磊教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

委副书记、行政总监韦东庆先生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了

主旨演讲；随后，优秀征文作者进行了交流互动，并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编辑部主编肖鹞飞

教授点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隋广军教授，广

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广州市委政研室副

主任刘伯饶，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谭晓红等有关部门领

导、省市有关高校代表、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代表、主办方代表等80余人出席了会议。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隋广军和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

主席曾伟玉先后代表主办方致辞，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

谭晓红主持上午议程并对全天会议进行总结，广州国际

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张昱教授和申明浩教授先后

主持下午议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

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期指导和引领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并参

与全球竞争，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在此背景

下，本次圆桌会议致力凝聚各方的智慧力量，旨在搭建

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学术交流与决策咨询平

台，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与驱动“一带一路”发

展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深入研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融合发展和创新合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等，为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提供智力

支持。

——第五届“城市观察”圆桌会议在广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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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从占地面积和总人口来看，粤港澳已是全球最大的大湾区，

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三大世界级湾区。但中央政府把它列入国家

层面发展战略，绝非满足于此，而是期望粤港澳能建设成为我国

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湾区，建设成为现代化、高品质的世界级

大湾区，要在人均水平上也能赶超发达国家。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

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的新时代。为达到新时代的新目标，粤港澳

大湾区有义务仍像过去40年改革开放历程那样，继续发挥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试验区和先锋示范作用。

因此，我们的大湾区有必要虚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尤其要

学习举世公认的三大世界级湾区的成功发展经验，比如纽约湾区

在发展规划方面效力深远的城市战略体系、旧金山湾区在科技创

新发展方面卓越的对外吸引与辐射力，以及东京湾区在发展空间

上成功突破资源贫瘠、土地狭小等掣肘的产业错位布局能力等，

均可为我们的大湾区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从粤港澳大湾

区的内部建设来说，对外应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与国际市场动

态，适时采取必需的、合宜的应对措施；对内应做好整个大湾区

的发展战略，以及“9+2”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努力提升与完善

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并凸显香港、深圳与广州的核心作用，甚至

应致力将港深莞穗佛打造成大湾区的核心增长轴，让这个增长轴

发挥杠杆作用，撬动且实现整个大湾区的现代化建设与高品质发

展。本期栏目刊发的几篇论文，正是从这些方面进行阐述，并提

出相关发展建议。

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规划，很快就要出台了。大珠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梁育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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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9+2”个城市（深圳、惠州、东莞、广州、佛山、肇庆、

江门、中山、珠海加上香港、澳门），连带广东北部、东西两翼

各地级市，都有必要在此规划的指导下，制订符合自己地方特色

的发展战略。发展战略的内容，至少要包括各市在大湾区的地位

和作用、如何较好地发挥作用，除了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还要

考虑文化、社会与民生各方面的发展。总之要在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制定发展战略的目标，不仅要让我们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

都赶超发达国家的大湾区，而且要让我们的世界级大学、跨国公

司总部也都赶超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让我们的第三产业得到大发

展。另外，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港口吞吐量已大大超过其

他三大湾区，但如果除以总面积和总人口，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大

的领先优势。

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最大载体，城市群更是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擎与当代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粤港澳要

建设成为现代化大湾区，每个城市尤其大珠三角这“9+2”个城

市，都必须打造成文明程度极高、文化品质极好的现代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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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平稳发展是新阶

段的主要课题，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成

为应对这一课题的突破口。2015年3月，

国家颁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

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2016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

到国家“十三五”规划层面；2017年3月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湾区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571130,4127116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
现状、问题与展望
◎ 刘云刚 侯璐璐 许志桦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

我国区域发展与建设进入新阶段，国家一

方面摸索新的城市建设模式，一方面探寻

提升区域发展品质的路径。珠江三角洲地

区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能否在国家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特色是一国两制三区。改革开放近40年来，这种多元体

制互补的优势直接推动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区域协

调的棘手课题。具体如跨境交通协调（物流）、跨境人员交流（人流）、跨境信息交流

（信息流），以及跨境产业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环境保护、跨境公共安全等

等，这些跨境区域协调的课题涉及经济、行政、法律、社会多个层面，涉及粤港澳三地

之间、港澳和广东省内各区域各部门之间，不同条块之间的协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与

世界其他大湾区的最大不同，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概念背后蕴含的最大潜能所

在。为此，本文聚焦粤港澳跨境区域协调的相关问题梳理和实践探索的总结，提出粤港

澳大湾区当前区域协调的主要课题、实践进展以及未来创新区域协调的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跨境协调  广域行政  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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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粤港澳发展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2017

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港澳的发

展与内地密切相关，“要支持香港、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

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

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

发展的政策措施”。可见，粤港澳大湾区

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转型对珠三角的影

响，解决全球紧缩状况下地区资本与劳动

力缺乏、竞争加剧的问题，也是国家层面

支持港澳发展、促进深度回归的途径，其

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

湾区之后由我国全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湾

区，粤港澳大湾区与前三者相比有着明显

的地域特征，这要求我们在开展湾区共性

研究的同时，需格外注重中国特色给湾区

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当前，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经济社会一

体化的发展趋势与跨区域治理之间的管

治矛盾，这一矛盾的分析与解决是决定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质量的关键。首先，跨境

区域协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困境，也

是其不同于世界其他湾区的最大特色，以

“一国两制、两岸三区”为特点的粤港澳

大湾区，其区域协调问题、参与主体、实

施机制等更为复杂多变；第二，粤港澳大

湾区的建设意义是协调与整合，工作重心

是跨境管治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最后，未

来应形成稳定的湾区管治的广域行政模

式，以此为手段实现跨区域协商协作、整

合地区资源、实现共赢发展。

基于上述出发点，本文从粤港澳地区

的中国特色出发，分析其作为一体化大湾

区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与难点，并

总结粤港澳地区在跨境合作中作出的尝试

与努力，提出未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基

本工作思路与实施路径。

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协调问题
的认识

（一）两制三区

“一国两制三区”，即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这是粤港澳大

湾区最显著的特色。珠三角地区属广东省

境内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

江门、惠州、中山、肇庆等九市实行社会

主义制度，按中国内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

体制运作；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实

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各自的法律和行政

体系运行；三地分属不同的关税区，香港

和澳门是自由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

比内地省市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因而

粤港澳大湾区跨越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边

境，也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的边界。

（二）多重边界

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行政主体之间

有实质的行政边界或边境区域，并且由于

行政主体在行政区划中的级别不同以及与

中央的关系不同，进一步对边界或边境分

隔要素的效用和边界的管理造成影响。粤

港和粤澳之间的边境属于大陆与特别行政

区之间的边境，对人流、物流、资金流等

要素流通的限制比较严格，对边境的管理

需要中央部门的介入；而同属于特别行政

区的港澳之间的边境管理基本上是历史

延续；广东省内部城市之间同属于大陆地

区，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较少，但在中央



9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权力下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资

源配置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城

市之间的发展也有竞争，一定程度上体现

为边界的阻隔效用；此外，由于深圳、珠

海分别邻近香港、澳门，深港、珠澳边境

也具有特殊性，如深圳居民前往香港自由

行的“一签多行”政策，以及澳门在珠海

横琴建设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合作等。

边境/边界是屏障，也是中介。这些

多类型、多等级的边境/边界是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是资源。如果善

加利用，有效运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

束”，整合不同行政区域的生产资源，就

可以实现跨越行政区的经济社会良性一体

化发展[1]。具体而言，就是要甄别不同类

型的边界和边境对资源要素流动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边境/边界管理以

加强正面影响或消除负面影响，比较成功

的案例如深港边境合作开发的“港深创新

及科技园”等。对边境/边界的认识需要

辩证思维，掌握国家政策和地方务实需求

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共赢效果。

（三）差序格局

粤港澳在行政区划中属于省级行政区

中的不同类别，前者为省，后二者为特别

行政区。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造成了地区

管理上的差别，对要素流动造成障碍，但

也正因如此，不同关税区也带来了跨境合

作的大量机会[2]。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因此

成为珠三角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成为外

资进入珠三角的通道[3][4]。港澳地区经济要

素自由流动、与西方接轨的法律体系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突出特色和竞争力。全球都

可以在港澳无障碍投资，资本流动通畅；

港澳与大多数国家都有护照免签协议；高

度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得信息流动及获

取十分方便；港澳的货物清关简便，有利

于商品流动。内外联系的差序格局塑造了

珠三角独特的圈层发展模式，客观上也构

成了大湾区的发展优势与潜力。

（四）尺度政治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的多种多个行政

区涵盖了不同尺度的空间。生产上的跨境

合作对境内九市是一个尺度上推的过程，

港澳成为珠三角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中

心，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

基地[5][6]；跨境生活空间的形成使得面向生

活的空间尺度走向多元，粤港澳居民的跨

境消费、度假、定居、养老等经济和社会

联系日益加强，跨境人员流动日益密切；

在空间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城市集聚

区”和规模不同、功能差异的城市群体

系[7]。从宏观的区域发展到微观的居民生

活，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多样化的尺度转

换特征。这些不同尺度间的机制转换在实

际操作中就会产生诸多不匹配的问题，比

如在涉及粤港澳合作的重大决策时，如缺

乏中央和国家部委的协调，政策在落地时

容易出现变形；广东省在处理港澳事务中

获得中央授权有限，令三地合作出现制

度障碍；CEPA①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玻璃

门”，部分行业仍存较高的准入门槛，在

投资领域的开放不足等。

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
的难点所在

（一）不同行政体制

港澳与广东省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行政

权力机构的区别、行政等级结构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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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决策权力的差别、立法权力和司法环

境的差别以及受国家宏观经济干预程度的

差别等。这些差别导致了港澳与广东制定

决策的机构、程式、效率和权力都存在不

同。 因此，由于三地的实际权力不对等，

导致合作过程中很多事情难以取得突破性

进展；另一方面，由于两地的决策机构和

程式不同，很多合作的推行难以找到对口

的机构[8]，广东省的很多决策都需要先取得

国家的支援并且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薄弱，

限制了合作推进的效率和灵活性[9]。

（二）不同法律司法体系

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规定之

下，拥有独立的司法体制[10]。其运作模式

与内地的司法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二

者分属“海洋法系”及“大陆法系”，两

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两地居民，甚至是司法

人员，对两地的司法判决和法规的性质在

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判决上，香

港和澳门的法院依据世界各地和本地的性

质类近的判例做出判决；而内地法院则依

照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由法官作出解释

和判决。因此，香港和澳门的具体法律规

则大部分表现在判例之中，只有较少一部

分具体规则表现为成文法的形式，而内地

则一般表现在法典中，这样的差异性给两

地对具体规则的互相理解带来诸多不便。

两地法律语言的不同，也为双方的沟

通设置了障碍。尽管回归后，香港和澳门

政府努力推行双语立法、双语司法及翻译

以前英文版法律规则、判例，但英文、葡文

与中文毕竟不同，有许多词汇很难找到对

应的中文语汇。三地的司法制度差异，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和人员的交

流，从而阻碍了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三）不同参与主体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

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其行政地位同省、自

治区、直辖市等同，即粤港澳的行政地位

相等，在全国的行政区划结构中处于相同

层次，但港澳地区的行政体制与广东存在

着很大差别。

在粤港澳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实际参

与主体之间不对等状况出现的概率非常

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积极性和合

作有效性[11]。如粤港澳合作项目常常涉及环

境治理、产业升级、商贸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跨境医疗、教育、福利发展等，

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和配合，才

能发挥良好效果。然而，现实无论是高层

联席会议，还是专责小组，在广东省内的

市级政府中，只有广州、深圳、珠海三市参

与联席会议，难以调动项目积极性。

（四）不同发展理念

湾区内的地区发展理念也存在着很

大差异。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面，香港

特区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

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对较少。在这种体制

之下，一方面，香港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制

度环境，成为世界级的金融高地；另一方

面，香港特区政府只能成为“有限政府”，

除了在政策上提供一些方便以外，不能透

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干预市场来主导经

济发展的方向。而内地虽然改革开放之后

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但各级政府仍以“有

为政府”的姿态参与经济活动，并把GDP

的增长列为政绩考核的一项标准。此外，

内地政府制订的各个“五年计划”，加上

政策法规上的转变，都对经济发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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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故此，在推动粤港

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地政府的主动

权大、行动力强而限制较少，因此对经济

发展项目和体制的推行效率较高；相比之

下，港澳政府的掣肘较多、效率较低，很

多合作决策无法快速有效落实，从而造成

了两地合作的不匹配[12]。

（五）不同利益诉求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推动，粤港澳

三地合作的框架已经逐渐成形，很多纲领

性协定也已经签署，但目前也基本停留在

框架阶段，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13]。不同的

地方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种落实

困境，或是因为纲领在签署过程中对落实

问题考虑不够，或是过于纠缠一些利益归

属，在空间方面出现了“一落地就争VS.不

落地就空”的两难处境；在很多行业方面

则表现为很多标准迟迟无法得到衔接，

从而限制了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的推进。例

如，目前两地政府对建立粤港澳金融共同

市场的试验区已经达成共识，但珠海横琴

岛和深圳前海地区都定位为金融合作区，

其具体的方向、分工都还不明确，面临很

多竞争甚至利益冲突的情况。再如，三地

的合作主要是政府间的合作或企业间的合

作，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还很缺

乏[14]。当然，这与地方政策环境和行业环

境有关，但也与两地对一些既有利益不肯

让步而忽略了长远利益、对一些既有机制

不愿改进而减少了发展的机会有关。

四、既有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协
调探索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后，粤港澳地区

的发展就被紧紧地联系起来。针对地区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粤港澳

三地也尝试着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进行了诸多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

益实践，主要包括联席会议制度、经贸协

定、联合规划的研究与制定、跨境区域共

同开发、设施共建共享等。

（一）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主要包括粤港合作联席会议

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都已开展多年，在

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形成了诸多有效成果[15]。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在1998年建

立，2003年升格为由双方行政首长共同主

持，已经成功举办了19届，是目前粤港区

域合作协调的主要形式。该机制使粤港合

作上升至政府层面，使粤港合作由单纯的

民间合作向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

随着合作的日益加深，基本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联席会议举办机制和针对具体合作项

目的专项小组制度；双方的议程也在不断

深化，从最初注重经济发展合作，逐渐增

加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近年来

更增加了包括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等

在内的多项民生项目合作，随着共同规划

的兴起和跨境共同开发项目的增加，粤港

合作逐步向全方位合作扩展（图1）。

粤澳两地于2001年建立粤澳高层会晤

制度，下设经贸、旅游、基建交通和环保

合作四个专责小组以及多个专项小组，并

设立粤澳合作联络小组作为常设机构，每

年轮流在广东和澳门举行不少于一次的全

体会议。自2003年12月9日起，粤澳合作联

席会议制度取代粤澳高层会晤制度并定期

举办。每次联席会议都对下一阶段粤澳合

作方向、合作重点及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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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港联席会议制度发展历程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机构设置 主要内容

●粤港合作联席
会议

1998年 1
□跨界客运及货
运
□跨界基建发展

●成立献策小组 2
■陆路口岸管理
■跨界环境保护

■改善港商在粤
的营商环境

■资讯网络
■促进科技合作

■促进旅游

2000年 3 □蛇口口岸管理
□粤港港币支票
联合结算

□讯息网络互联

□水源等环保项
目
□中小学语文教
师交流计划

□促进旅游

●会议升格，由
双方行政首脑主
持
●粤港合作联席
会议下各设粤港
合作联席会议联
络办公室
●粤方增设“粤
港发展策略协调
小组”
●港方成立由中
央政策组牵头的
研究小组

2001年 4

■口岸合作
■东江水质等环
保合作
■探讨港珠机场
合作

■粤港政府讯息
网络互联

■发展南沙

2002年 5

□“一地两检”
□开通香港机场
至珠江三角洲水
上客运航线

□讯息网络互联 □旅游合作

2003年 6
■各自成立商界
合作组织

■ 建 立 信 息 网
络，配合政府推
动两地经贸合作

●粤港城市规划
及发展专责小组

2004年 7
□口岸合作
□环保合作
□物流合作

□支持在粤港企 □科技合作
□公务员交流
□人才交流与高
等院校合作

□旅游合作推至
泛珠三角

2005年 8 ■基建和规划 ■协助企业发展
■信息化、科技
合作

■食品安全
■教育合作

2006年 9 □大型基建合作
□吸引广东企业
来港发展

□讯息网络互联
□联合海外推广

□改善空气质素
□食物安全和疾
病预防

2007年 10
■跨境大型基建
口岸合作

■经贸合作
■科技及科技合
作

■改善空气质素
■保障食品安全
■社会福利合作

■旅游合作

2008年 11
□跨境大型基建
□口岸合作

□经贸合作
□创新及科技合
作

□环保合作
□社会福利合作
□教育合作

2009年 12
■经贸合作
■金融合作

■医疗科技合作
■环保合作
■教育交流项目

■旅游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
圈
■粤港合作框架
协议
■城市规划合作

●特区政府驻粤
经济贸易办事处
在深圳成立“深
圳联络组”

2010年 13
□跨境基建设施
□环保合作

□金融合作
□经贸合作

□医疗合作 □旅游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
圈
□粤港合作框架
协议
□教育合作

2011年 14 □便利往来
■金融发展
■商贸合作

■医疗合作
■环保合作
■教育合作
■文化合作

■南沙发展

2012年 15

□服务贸易自由
化
□商贸合作和广
东先行先试

□科技合作
□环保合作
□教育合作
□文化合作

□ 重 点 合 作 区
域 ： 前 海 、 河
套、南沙
□区域合作规划

2013年 16 ■口岸建设

■服务贸易自由
化
■金融发展
■商贸合作

■科技合作 ■社会福利合作 ■旅游合作
■专业服务合作
■ 重 点 合 作 区
域：前海、南沙

2014年 17
□口岸建设
□跨境基建

□服务贸易自由
化
□金融发展

□环境保护合作
□社会民主合作
□教育合作

□旅游合作
□文化交流合作

□专业服务合作
□ 重 点 合 作 区
域 ： 前 海 、 横
琴、南沙

2015年 18
■服务贸易自由
化
■金融合作

■创新及科技
■环境保护
■青年合作

■文化交流 ■专业服务合作

●针对“一带一
路”，成立基建
融资促进办公室

2016年 19 □金融合作 □创新及科技
□环境合作
□青年合作
□教育合作

□旅游合作
□专业服务合作
□ 重 点 合 作 区
域：前海、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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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粤澳联席会议制度发展历程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机构设置 主要内容

●粤港高层会晤制度
设立粤港合作联络小组

2001年 ■基建
■经贸
■旅游

■环保合作

● 建 立 “ 粤 澳 合 作 联 席 会 议 制
度”，由双方行政长官共同主持
●设立“粤澳合作联席会议联络办
公室”
●双方根据合作项目需要设立若干
项目专责小组

2003年 1 ■经贸合作

2004年 2
□大型交通基建
合作
□口岸合作

□商贸服务合作
□服务业合作
□跨境工业区建
设

□科技合作
□教育合作

□旅游合作
□横琴经济合作
区

2005年 3

■商贸服务合作
■服务业合作
■跨境工业区建
设

■传染疫症的通
报机制

■横琴经济合作
区

2006年 4

□中医药产业合
作
□服务业合作
□跨境工业区建
设

□公共卫生、食
品安全等民生合
作

□横琴经济合作
区

2007年 5
■跨境大型基建
■口岸合作

■经贸合作

■供水、食品安
全
■环保合作
■中医药合作

■文化合作

2008年 6 □基础建设
□经贸合作
□服务业合作

□民生合作 □社会文化合作

2009年 7
■大型基建项目
■口岸合作

■经贸合作
■中医药产业合
作

■教育合作
■供水供电、食
品安全

■横琴开发建设

●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在
深圳成立“深圳联络组”

2010年 8
□跨境基础设施
□交通项目合作

□经贸合作

□中医药产业合
作
□教育合作
□供水供电、食
品安全

□旅游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
圈

2011年 9 ■跨境合作项目 ■社会民生合作
■横琴开发建设
■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

●粤澳标准工作专责小组

2012年 10
□粤澳新通道项
目
□跨境基建项目

□推进服务贸易
自由化

□ 会 展 、 中 医
药、文化产业合
作
□社会民生合作

□旅游合作 □横琴开发建设

2013年 11
■粤澳新通道项
目
■跨境基建项目

■服务贸易自由
化

■社会民生合作 ■旅游合作
■ 共 同 开 发 横
琴、南沙

●强化澳门与珠海、广州、中山和
深圳之间的联络机制

2014年 12 □跨境基建项目
□服务贸易自由
化

□社会民生合作 □旅游合作
□横琴建设
□翠亨新区合作
□南沙、江门

●粤澳合作各专责小组

2015年 13 ■口岸合作
■劳动保障
■技术交流
■青年工作合作

■社会民生合作

■横琴片区合作
■南沙合作
■中山、江门合
作

●针对“一带一路”，成立“基础
建设促进办公室”

2016年 14 □口岸合作 □青年交流合作
□社会民生合作
□专业技术领域
合作

旅游合作

□横琴片区合作
□南沙合作
□中山、江门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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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磋商，使合作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

展[16]。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设联络办公室

作为常设机构，同时双方根据需要设立若

干项目专责小组；双方已在环保、科技、

供水、服务业、食品安全、中医药产业、

珠澳合作等领域设立了合作专责小组，

在口岸合作、中医药产业、青年交流、教

育、旅游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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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贸协定

经贸协定包括一系列旨在加强粤港澳

三地经贸合作的协定，粤港之间的双边协

定主要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

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服

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

合作协议》等；粤澳之间的协定主要是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粤港安排》）

主体文件于2003年6月签署，旨在加强两

地货物和服务贸易关系，促进两地贸易及

投资，加快两地经贸融合。《粤港安排》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自2003年主体

文件签订起，之后的每一年两地之间均签

署一个补充协定，至2013年十年间共签署

了十个补充协定。2014年，为了进一步提

高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内地与香

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内地在

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

议》（又称《广东协议》），这是内地首

份参照国际标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的方式制定的自由贸易协议，开放

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以往的CEPA措施，广

东对香港服务业开放153个服务贸易分部

门，占全部服务贸易分部门的95.6%，当中

有58个分部门对香港实行国民待遇。2015

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将广东与香港

之间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扩展

至整个内地。2017年，两地在投资和经济

技术合作领域又分别签署了《投资协议》

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两份协议首

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开

放投资准入，除协议列明的26项不符措施

以外，承诺给予香港投资和投资者享有与

内地投资及投资者相类比的国民待遇，更

在特定部门给予香港较其他外资更优惠的

市场开放。同时，协议把“一带一路”建

设经贸领域的合作和次区域经贸合作也纳

入《粤港安排》的制度性框架下，为香港

优势产业提供参与国家发展策略的机遇。

粤港之间这一系列协议的目的是推动

内地与香港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减少

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的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

（1）货物贸易：所有经本地生产商申请

并符合双方已商定的《粤港安排》原产地

规则的香港货物，输入内地时均可享有零

关税优惠；（2）服务贸易：香港服务提

供者在多个服务领域可享有优惠待遇进

入内地市场。香港的专业团体和内地规管

机构亦签署多项专业资格互认的协议或安

排；（3）投资：进一步开放投资准入至

其他非服务业，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订立

便利投资的优惠措施；（4）经济技术合

作：双方同意在22个范畴加强合作，配合

和支持两地业界发展和合作以及便利和促

进两地贸易和投资。

2003年10月，《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

《粤澳安排》）签署，2004年至2013年，

双方共签署了十份《〈粤澳安排〉补充协

议》，2014年及2015年分别签署《〈粤澳

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

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及《〈粤澳安排〉

服务贸易协议》，以扩大原有《粤澳安

排》内容及深化其承诺，实现内地全境与

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粤澳之间的协定主要关注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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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大领域，

（1）货物贸易：内地承诺自2006年起对

所有原产于澳门的产品实施零关税。除内

地禁止进口的产品外，所有在澳门生产的

货物只要符合双方制定的原产地标准，

取得专用的“原产地证书”确定为“澳门

制造”产品后，均可享零关税出口内地；

（2）服务贸易：内地同意对澳门的法

律、会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

广告、管理咨询、会议展览等51个服务行

业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符合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下，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较内地对

世贸承诺的时间表更早开放内地市场，内

地对澳门开放的服务部门多达153个，涉

及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标准160个

部门的95.6%，已达致两地服务贸易自由

化；（3）贸易投资：内地与澳门同意在贸

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动

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

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电子商务，法律法

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知

识产权保护、品牌合作、教育合作10个领

域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三）联合规划

空间整合是推动粤港澳区域合作的重

要切入点，城市规划是促进区域空间协调

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回归后，粤港

和粤澳分别在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

设立“粤港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

“粤澳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共同

推展珠三角区域内的一系列规划研究。

2006年开展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

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开

展的策略性区域规划研究，是我国第一个

跨不同制度边界的空间协调研究。该研究

经国务院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同意，

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发展局

和澳门运输工务司三方，通过粤港城市规

划及发展专责小组和粤澳城市规划及发

展专责小组两个合作平台得以展开。研究

突出了区域交通系统协调与连通性以及跨

界地区合作的一些事项。区域交通协调方

面如建议落实“多机场系统”“组合港系

统”，构建“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次区

域内一小时交通圈”和“都市区一小时通

勤圈”，推进深港、珠澳之间的铁路和公

路跨界无缝衔接计划，推动非邻接地区口

岸建设和创新口岸管理方式等。针对跨界

地区合作开发，建议重点推进深港河套地

区、深圳前后海地区、珠海横琴新区、珠

澳跨境合作区、广州南沙区等联合创新，

进行三地相关产业联合创新研发；通过深

圳前海、珠海横琴新区建设物流试验区进

行CEPA物流服务业政策“先行先试”；

通过深圳落马洲河套区、珠海横琴新区建

设教育合作区创新教育模式，进行教育服

务业方面的合作；通过建设深港、澳珠旅

游合作区进行边界旅游资源合作；通过口

岸合作区建设提升深港、澳珠口岸通关能

力带动周边地区土地开发合作等。

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

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

层面，并把粤港合作明确为国家政策。在

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合作、共建优质

生活圈以及创新合作方式上进一步明确了

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的政策意图。具体内

容如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支持在珠三

角地区的港澳加工贸易企业向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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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资企业拓展内地市场，增加应对外部环

境急剧变化的能力；鼓励三地在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文化、应急管理、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为港澳人员到内

地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鼓励三地共同编

制区域合作规划；推动粤港、粤澳行政首

长联席会议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

作机制等。

为落实《纲要》，粤港澳三地联合开

展了《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粤港

澳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专项计划》《环珠江

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等专项规

划。《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是首份

粤港澳三地共同编制的区域性专项规划，

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环境局

及澳门运输工务司共同编制，该规划提出

共同将大珠三角地区打造成优质生活圈的

愿景，通过构建一个低碳、高科技、低污

染的优质生活城市群，提升大珠三角地区

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粤港澳基础设施建

设合作专项计划》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是粤港澳三地建设全球最具核心竞

争力大都市圈的先决条件。该计划旨在综

合未来粤港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方

向、目标、重点和措施，在轨道交通网络、

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等方

面进行对接，有效提高区内基础设施整体

的效益，为打造粤港澳大都市圈提供支撑

和保障。《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

动计划》包括珠江出海口水域及周边的广

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珠三角五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主要为

三地提供一个如何善用区域资源的平台。

此外，粤港之间、粤澳之间关于各类合作

开发区域的规划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包括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规划、澳珠协同

发展规划、澳门与广州南沙合作规划等。

（四）跨境区域共同开发

跨境区域合作开发项目是探索跨境协

调模式的基本手段，目前有几类重点合作

区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在联席会议中达

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5个代表区域为深港

落马洲河套地区、珠澳跨境合作区、深圳

前海地区、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图3）。

1.落马洲河套地区。该区原位于深

圳市行政区域，根据1997年7月1日颁布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1

号》，深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区

域界线，原位于深圳市行政区域的河套地

区自此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2008年

3月，深港合作会议辖下的“港深边界区

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同意以“共同研究、

共同开发”的原则，共同开展落马洲河套

地区发展的综合研究。港深双方的规划部

门在2008年6至7月期间，就河套地区的未

来发展收集公众意见。结果显示，高等教

育、高新科技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用途在

两地均获得较多支持。经磋商后，港深双

方同意合作发展落马洲河套地区为“港深

创新及科技园”，发挥深港边界区发展联

合专责小组作用，探索建立落马洲河套地

区开发管理机构，建设以高等教育合作为

主，辅以高新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产业的

跨界人才培育与知识科技交流区。港深双

方在2017年1月3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并

确立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建立重点

科研合作基地，联系国内外顶尖企业、科

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与

世界各地优质的研究人才交流和合作，主

要发展包括机器人、生物医药、智慧城市

及金融科技相关的应用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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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珠三角跨境区域开发项目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2.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澳跨境工业区

设在珠海拱北茂盛围与澳门西北区的青洲

之间，分为珠海、澳门两个园区，由珠海

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通过填海造地形

成，两个园区之间由一条约15米宽的水道

作为隔离，开设专门口岸通道连接。在统

一规划的前提下，珠海园区、澳门园区由

珠海市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

别管理。填海形成的澳门园区的土地所有

权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属澳门特别行

政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司法和行政

管辖。该工业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

2002年提出建设构思，由珠海市人民政府

提出申报，2003年12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

设立，其规划以发展工业为主。珠澳跨境

工业区实行“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出口退

税政策＋24小时通关专用口岸”的三重优

惠政策。货物往来按保税区管理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即采用备案制管理。珠澳跨境

工业区（澳门园区）享受澳门作为世贸组

织和其他国际贸易协议的单独关税区和自

由港政策，并配合澳门的低税制及投资鼓

励政策来吸引投资者。货物和资金自由进

出，无关税和外汇管制。

3.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

贸区”）正式获批成立，包括广州南沙、

深圳前海以及珠海横琴片区，其中南沙片

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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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综合服务枢纽。南沙新区地处珠三角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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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心，集国家战略新区、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保税港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和广东省实施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

区功能于一体。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南沙

新区发展规划》要求南沙新区在全面推动

珠三角转型升级、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繁荣

稳定、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中发挥更大

作用，建成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依托

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率先建成与港澳衔接，符合国际化和法治

化要求的规则体系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探

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路径，引领泛珠

三角转型升级，联手港澳打造我国参与国

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新平台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发挥广州市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优势，参照先进地区的城市

规划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一流的人居环

境，吸引高端人才聚居创业，打造服务内

地、联结香港的商业服务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和教育培训基地，推动发展物联网等

“智慧”产业，积极探索依托南沙保税港

区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华南重要物流

基地，打造世界邮轮旅游航线著名节点。

4.深圳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贸片区分为前海区块和蛇口区块。以前海

蛇口片区为半径的30公里区域分布了两

个世界级的港口群和机场群，2014年香港

港集装箱吞吐量为2228万标箱，深圳西部

港区约为1250万标箱，两者合计3478万标

箱，是全球第一大港口群；2014年香港机

场的旅客约6200万人次，深圳机场3627万

人次，两者合计达9800多万人次。在自贸

试验区制度框架下，深港双方在中央的支

持下决定成立前海深港合作联合专责小

组，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

心优势，充分利用前海地区的地缘和交通

便利优势，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发展

现代服务业，创新行业管理制度和规则，

共同拓展现代服务业市场。在此背景下，

尤其片区中的前海深港合作区，是“合作

区+自贸试验区+保税港区”的“三区”叠

加，比较优势更加突出。

5.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

琴自贸区位于珠海市南部，与澳门一河相

望。横琴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商务金

融、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产业，建设文化

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休闲旅游基

地，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

新载体，试点有关货物贸易便利化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创新，与南沙、前海片

区实现错位发展。具体就是发展信息资

讯、外包服务、商贸服务、会议展览、中

医保健、会计、法律等产业，使横琴成为

珠江口西岸地区率先承接港澳服务功能的

区域性商务服务基地；以企业后台金融业

为突破，拓展与澳门博彩业联动发展的金

融服务业，以消费金融为抓手，鼓励金融

创新，发展质押融资、融资租赁、投资基

金、离岸业务、跨境资产抵押等特色金融

业务；发展休闲度假产业，发展高品质度

假旅游项目；以工业设计、会展设计和动

漫设计等为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

高端专业人才、技术人才培训和普通高等

教育为主，建设教育培训园区，文化教育

开放先导区；发展原产于港澳、享受免税

政策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环

保、航空制造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

高的保税加工制造业等。

（五）设施共建共享

大型交通基建设施合作建设是目前

粤港澳地区共建共享的主要内容，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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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三个典型项目，即深港西部通道（深圳

湾公路大桥）、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

铁路的建设。从现有案例来看，其合作建

设的基本模式为：地方政府提出构想，地

方政府间沟通协调并上报中央，在中央的

支持或直接参与下对项目进行建设；而

建设的合作基本以行政区分界线为界，以

“各自投资、共同建设、各自拥有、各自

管理”的原则来进行。边境区域的合作开

发模式也主要是先由地方政府协商提出设

想，并对具体的事项进行规划，最终由中

央政府审批与支持。而合作的内容由两地

方政府共同开发、共同参与。原有设施的

合作开发，则多采用政府推动，以市场合

作为主的方式。

1.深港西部通道。深港西部通道位于

深圳市的西部、香港的西北部，跨越深圳

湾，连接深圳市蛇口区与香港元朗地区，

是深港之间继罗湖、皇岗和沙头角之后第

4条跨境通道，为我国公路干线网中唯一与

香港连接的高速公路大桥，是广东沿江高

速公路的咽喉要道。该工程已于2007年7月

1日建成通车，现成为沟通香港与内地的交

通大动脉，其日车辆通行能力5.86万辆，

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陆路口岸。项目由

深港政府各自出资分别修建各自界内部

分，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制度，港深两

地人流、物流、车辆只需在位于深圳一方

的联检大楼内检查证件及办理通关手续，

便可顺利过关。这种通关模式突破了内地

与香港行政、司法层面上的樊篱，为粤港

澳大湾区之后的合作开发提供了范例。

2.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跨越珠江

口伶仃洋海域，是连接香港、珠海及澳门

的大型跨海通道。大桥的起点是香港大屿

山，经大澳跨越珠江口，最后分成Y字形，

一端连接珠海，一端连接澳门。整座大桥

按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

速每小时一百公里，建成通车后，开车从

香港到珠海的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减为半

个多小时。港珠澳大桥由各政府部门设置

各入境口岸，即采用“三地三检”政策，

以三地政府出资结合贷款方式兴建，香港

出资67.5亿（占三地政府出资43%），澳门

出资19.8亿（占三地政府出资12.5%），而

中央人民政府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则总共出

资70亿（占三地政府出资44.5%），余下约

200多亿则以贷款方式集资。该项目目前

已竣工验收，正式通车指日可待。港珠澳

大桥的通车对促进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珠三角西岸地

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广深港高速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

北起广州新客站，由西北向东南经过广州、

东莞、深圳三市，从地下穿越深港边境，抵

达香港西九龙站，全长142公里，分广深段

和香港段两段，分别由广东省政府和香港

政府各自修建、最终对接。广深港高速铁

路广深段由国家铁道部与广东省政府按各

50%的股份出资组建广深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建设，投资成本约167亿元人

民币。内地段于2005年底动工，并于2011年

底开通运营。香港段于2010年开工建设，

预计2018年第三季度竣工。届时香港市民

去广州将缩减一半时间至48分钟，去深圳

福田只需14分钟；通过该铁路转车去北京

和上海分别只需10小时和8小时。

五、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展望

（一）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初期，港澳由于经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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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比较高，珠江三角洲地区承接了大批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上了工业化

的道路[17]。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三地

的协调合作建立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

下，政府的推动作用逐渐扩大。大陆新一

轮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省工业化和现代化

进程的加快对香港、澳门在亚洲金融危机

后的复苏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港澳

也积极扩展与内地的合作。香港与广东、

澳门与广东分别设立了粤港、粤澳联席会

议制度，使两地高层协调会议常态化，促

进了两地的协调发展[18-20]。随着2001年中

国大陆加入WTO，承诺逐渐对外开放，广

东对于港澳的开放程度也逐渐加大。2014

年，内地与港澳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已实施开放

措施基础上，进一步签署开放程度更高、

合作更密切的一系列补充协议，将广东与

香港、广东与澳门之间基本实现服务贸易

自由化的协议扩展至整个内地。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空前的密切性。

对于日益加深的三地合作的迫切需求，协

调机制的改善尤为重要[21]。

随着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逐渐增

多，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也成为讨论的议

题。林初昇从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角度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政府导向作用非

常重要，政府应做到四项“不可为”与六

项“可为”[22]，李立勋认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关键词是粤港澳，粤港澳合作要从优势

互补走向优势整合、从各施所能走向协同

争取、从各有精彩走向共同缔造[11]。由于

两制三区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和协调机制的不健全，进一步协调合作频

频出现障碍，区域协调问题的重要性越加

凸显。从根本上来讲，区域协调问题即广

域行政的问题[23]。广域行政，即若干地方

政府对于相互关联的行政事务，通过协

定会、共同设置机构、事务委托、事务组

合、广域联合等形式共同协调处理，以应

对某一地方政府无法单独处理、或者不适

宜单独处理（成本高或效率低）的事务，

或解决某一地方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纷

争、摩擦[24]。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

当下亟须建立制度化的广域行政模式，而

不再是就事论事，这是最核心的一点。

（二）未来跨境协调的要点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下的

合作区域，许多合作事项、审批事务因而

需要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来处理，不可避

免限制了合作开展的进度。目前粤港澳三

地对跨境协调进行的诸多探索表明，由粤

港、粤澳双方参与的跨境协调机构和基本

制度已经初具雏形。然而，随着跨区域交

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深度回归大背景下

体制机制的改革，粤港澳三地作为湾区共

同体的时空联系将更加密切，在继续有效

利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未来要提高湾区

协作效率有赖于高效协作平台的建设。因

此，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进一

步发展要从管理机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多

方参与的跨境协作效率。在构建多方跨境

协作平台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五项要点：

1.推进渐进务实合作。在合作的决策

制定过程中，要首先考虑实施和落实中的

问题；另一方面，合作要考虑政府的权力

限制和机构限制，也要考虑到实在的经济

利益。促进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实，只有既

有合作主体又有合作收益、既有决策平台

又有落实保障的项目，才有实现合作的可

能。同时，要逐渐加强长远的、有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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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战略合作，如创新机制的联合培育、

高端产品的设计分工等，只有这些具有决

定意义的合作项目能切实展开，才能促进

具有稳定而深层次的合作。

2.合作方式的多元化。三地的合作既

要有政府间的等级化、自上而下的方式，

也要有公私合营、非政府与民间自发的自

下而上的合作方式，从而能够不断加深合

作；另一方面，针对三地政府与中央政府

的关系，要提高决策和回馈的效率，可以

采取常设机构与临时专门机构结合的方

式，从而既发挥现存体制的优势，也具有

处理不确定性机遇和重大战略合作项目的

灵活性。

3.强化分工利益。港澳凭借基建、金

融、商贸、物流、旅游和资讯等各方面的

优势，加上完善的法制和管理架构、灵活

的营商环境和CEPA带来的便利，可继续

作为广东加快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平台。

而广东则借助本身巨大的市场优势、劳动

力成本优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良好

的区位优势，能够继续充当内地与港澳合

作的桥头堡。

4.做好制度设计。由于粤港澳三地在

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司法制度、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传统的协商机制和经贸合作存在各种有

形和无形的障碍。这就需要在坚持“一国

两制”的条件下，发挥中央政府在粤港澳

合作中的主导性作用，推动港澳的“深度

回归”，改变单纯依靠市场引导的合作模

式。政策上政府要由协助者变为主导者，

将以前分散的、自发性的合作转变为具有

明确的目标和发展规划的自觉性合作，加

快粤港澳经济的全面融合。考虑可以建立

一个跨省的区域协调机构，服务于粤港澳

三边合作机制，新的行政制度设计可以分

为中央—地方、地方政府和政府—非政府

三个层面。亦可以考虑建议中央设立外派

机构或联合设立地方办公室，从而掌握政

策动向，提高审批和汇报的效率；或可设

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政策研究办公室，因为

目前的政策研究办公室主要是由两地分别

设立，沟通效率较低，出发点和利益契合

点往往不同。在地方政府之间，可参照纽

约政府联合会的形式设立联合协调委员

会，鉴于两地的行政体制差异，委员会的

组建可以按照责权主体设立，并可以针对

临时性的重大项目设立项目筹备委员会；

同时，加深目前的联席会议制度，将其推

广至地级政府和部门间的协商。在政府与

非政府之间的联合方面，可以参照纽约区

域规划协会和纽约与新泽西港务局的架

构，成立规划开发委员会；同时，可以参

照欧盟的联合开发基金、英国的公私合营

的开发公司组建联合开发公司，以促进融

资，加快规划的落实。

5.进一步优化决策机制。粤港澳要建

立紧密合作区，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援和特

殊政策安排，争取获得合作区内的相关管

理许可权，包括经济、社会管理许可权以

及金融创新方面的试验权，这样才能与高

度自由开放的港澳市场相对接，粤港澳紧

密合作区的运作才能取得实效。因此，广

东省和香港特区要抓住“先行先试”“一

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优化相关合作领域

及其具体项目的决策制定机制。从战略的

角度出发，重点推进粤港澳一体化以及重

大基础设施的合作，推进南沙、前海、横

琴三个自贸区平台的建设。从制度上，要

不断整合和形成新的机构、扩大联席会议

的深度和广度、落实CEPA框架下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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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并逐渐建立和完善共同开发的联合

融资和管治体制；在法规和标准上，要逐

渐统一行业标准、加强民间交流、减少通

关限制、加大市场开放度，从而促进两地

的一体化进程，加大资讯、人、物和资之

间的交换。最终，通过平等互利、创新发

展、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势互补的分

工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好。

（三）改进跨境协调的重点建议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问

题的解读，可以发现，两制三区、多重边

界、差序格局、尺度政治作用下的湾区空

间除了传统的地域空间的阻隔之外，在经

济制度、行政管理、法律体系等方面也存

在着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差异。粤港、粤澳

的实践在局部地、探索性地解决跨境问题

上实现了突破，如跨境联席会议制度逐步

健全、经贸合作日益全面、区域规划走向

统筹、跨境开发与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成

果集中在形成了粤港、粤澳两套联席会议

体系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达成共识的

诸多项目。为解决大湾区持续发展过程中

多主体、跨边界、分利益等主要矛盾，因

而未来大湾区的建设应该通过尺度重塑实

现湾区主体网络中港澳的降维、珠三角九

市的升维，将原本相互独立、不对等的管

理主体置于同一平台之上，就湾区的共同

利益展开对话，形成“发展愿景—协商机

制—协作机制—规划实施—反馈修正”的

良性运作机制。具体包括四项建议：

1.设立“一地、双层、三级”协调机

构。“一地”指在南沙自贸区成立“粤港

澳区域协调中心”，为各地政府就区域协

调问题进行协调协商提供平台，中心可根

据区域特征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

粤北，香港和澳门可加入其中的任何一

个联络会。会议组成人员由广东省政府、

香港政府、澳门政府、各地方政府有关人

员组成，会议讨论的范围可包括道路、铁

路、港口和机场的规划和建设，水资源开

发与保护，环境对策，灾害对策等与区域

发展密切相关的各项内容；“双层”指形

成中央—省区、省区—地方的协调机构，

下放部分中央行政权限与粤港澳协调中

心，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

许可权，中央可逐渐将一些行政审批权下

放给大湾区协调部门，由部门审批后再报

国务院相关部门备份，这样，中央既在行

政上体现了对粤港澳区域的领导，也大大

促进了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开展；“三级”

指中央、省区、地市三级管理组织，三级

组织通过双层协调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加

强地方政府之间、相同利益部门之间的横

向联系，省去不必要的时空成本。

2.重点推进跨境园区和跨境基础设施

的共建共管。粤港澳地区已经在区域共同

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尝试，现阶段

应充分认识各种共同开发模式的特点，进

一步发挥其效益，形成完善的跨区域开发

合作机制。推进跨境园区和跨境基础设

施的共建共管、合作，本着互惠互补的原

则，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加强在城市规

划、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

络、城市供水等方面进行对接。加快建设

广深港客运专线、港珠澳大桥、深圳东部

过境高速公路和与香港西部通道相衔接的

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口岸规划

与建设，积极推进深港空港合作等项目，

支持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几大跨境

园区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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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合理的空间结构与顺畅接驳的交通网

络，促进面向生活圈的地区合作的实现。

3.积极推进行业服务标准与管理的对

接。人与物的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保持活

力的关键，粤港澳区域协调中心的重点工

作之一就是磋商与“流动”相关的各项标

准。就居民就业与生活服务密切相关的行

业设立共同的服务标准或统一管理模式

来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在医生、护士、

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资格认证方面，可通过

设立共同的认证机构来处理跨境认证事

务。该机构属粤港澳三方所有，拥有自己

的员工，并制定一个能通用于粤港澳三方

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然后由该机构具体

落实认证工作，如组织考试、评审、发放

资格证等。经共同机构认证的专业人员资

格证在粤港澳三地均有效，可在三地自由

工作。这种通过设立共同机构的形式还可

在产品认证、服务业标准等方面实行。这

将大大促进粤港澳两地的人流、物流的流

动，有利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深化发展。

4.推行广域行政，助推粤港澳跨境生

活圈的形成。广域行政是实现宏观尺度下

跨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协调机构设

立并完善、共建共管机制成熟、管理标准

有效对接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广域行

政模式亦基本成型，并随着实践反馈不断

修正。此外，广域行政应涉足区域规划的

制定与施行，以各地区现有规划为基础，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本路径，形成如“湾

区3小时交通圈”“城际1小时交通圈”

“都市区1小时通勤圈”构成的交通圈，

推进交通系统的跨界无缝衔接，建设优质

生活圈；以区域共同发展为目标，构建多

尺度、多层次的大湾区生活圈体系，针对

跨境生活圈提出规划管理思路，推进日常

行政管理的协同协作，在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文化、应急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居

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注释：
①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括中

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

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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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
Liu Yungang, Hou Lulu, Xu Zhiua

Abstract: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three region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is area have directly promoted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but also derived a series of 

thorny issues for regional collaboration. Field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oss-border t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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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 coordination (logistics), cross-border exchange of personnel (people) and information (in-

formation flow), cross-borde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ross-border public security and so on, all involve law,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se three places or coordin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at is wh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nifests enormous potential comparing to 

other bay areas. We therefore focus on problem analysis and practice summary and outline the 

current main task, practic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s i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wide-area administration;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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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香港一直是粤港澳区域的核心大

都市，引领着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在和未来，仍然可以挖掘与发挥潜在优

势，在大湾区建设中继续发挥核心大都市

的引领作用。

（一）制度与政策的竞争优势

香港直面国际竞争，完全融入国际

市场中，所以行政管理和法律体制相对健

全，投资服务及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正是

这种完备的社会制度使香港能够产生制度

方面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利益。

1.社会制度较完备

与纽约、旧金山、东京或伦敦等世界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
——兼论新时期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

◎ 梁育民 邱雪情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香港的发

展状况同内地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当前适逢粤港澳大湾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绝佳发展时期，香港

有必要发现和发挥自身优势，融入新一轮

发展浪潮中。

一、香港国际竞争优势的现状与
潜力

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和举足轻重的国

际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与全球各地拥

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一直扮演着我国对外

开放的窗口、桥梁和纽带等角色。改革开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是粤港澳区域的核心大都市，引领着整个区域经

济社会的发展。现在和未来，仍然可以挖掘与发挥潜在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继续发挥

核心大都市的引领作用。分析了香港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现状与潜力，明确了香港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提出香港应考虑积极融入国家相关战略和规划，联合深莞穗

促进资源整合，共同开拓市场发展空间，加快打造与完善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打造高

品质的大珠三角都市圈。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  大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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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市群相比较，粤港澳城市群有着独一

无二的个性，即“一国、两制、三区”的

制度特点。“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

区可能会给开放合作带来一些障碍，但在

破除与化解障碍的基础上，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却可将制度特

色转化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竞争力①。

“一国两制”和CEPA协议为香港提供了良

好的合作平台，CEPA协议的签署和实施

让粤港澳之间建立起超越WTO一般成员的

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港澳能以国际化、市

场化的优势，引领和带动广东省更健康、

稳妥地走向开放的世界，融入区域经济一

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

2.土地使用政策严格

香港政府一向采用相当谨慎的用地政

策，至今仍有大量土地储备或闲置土地。

自港英政府时期开始，就通过制作“法

定图则”，把土地划成用途迥异的不同地

带。其中占全港11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1/3

以上（即400多平方公里）的郊野地区是

禁止开发的，包括郊野公园、海岸公园和

一些特殊地块，从而使香港保持良好的生

态环境。此外，香港已实施多项国际环保

公约，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环保的法规

和措施，以及相应的环境控制标准、环境

保护目标，为香港环境保护提供了有效保

障。

3.产业发展政策合理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向

中国内地尤其珠三角地区转移，香港开始

转型为国际金融与商贸服务中心，逐渐形

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金融

服务、贸易和物流、支援专业和工商业的

服务、旅游并列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是

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二）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

香港借助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长期

对外交往及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信

息和人才、技术资源，不仅能带动经济要

素的流动性，还成为内地和世界沟通的关

键性桥梁。

1.经济要素流通顺畅

香港基础设施健全，各种经济要素顺

畅流动、高效利用。CEPA实施以来，粤港

澳加快资本、信息、货物与人员等要素流

动，使物流业的合作成为利用CEPA成效

最为显著的领域。珠三角地区的产品源源

不断地通过香港运往世界各地，世界各地

的原材料通过香港有条不紊地进入珠三

角地区。总结近几十年来，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航运及商贸中心的有利条件为：第

一，资讯高度发达，与全球各地拥有广泛

的经济联系；第二，资金充裕，是亚洲地

区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第三，人才荟萃，

拥有大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经济

要素的充分流动性，促使香港成为世界上

最开放、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2.信息资源比较丰富

香港获取信息资源的优势得天独厚，

有能力为内地参与全球发展提供人才、技

术和信息服务。香港的贸易公司、投资公

司也拥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掌握更多境外

的技术和产品信息。由于香港是自由港，

国际人才交流往来频繁，作为单独关税区

和特别行政区，也不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等

方面的技术出口限制。香港年轻一代多数

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和视野，具有较强的

科技创新和创业能力，以及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独特优势，这是一支素质高、

潜力大，富有开拓潜能与发展愿景的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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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通过香港，人才可以更方便地在内地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且能够与发

达国家加强科学探索、技术研发等方面的

合作，获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吸引

全球科技资源为我所用。

3.全球布局优势

香港融合中西文化，与全球各地均有

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拥有大批高素质的

国际化专业人才。因此可发挥布局全球的

优势，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指引，

及时研究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日益

融合，要求内地企业学会开拓国内外两个

市场、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这就更加

要求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培育和发扬“走

出去”的竞争优势，促进全国经济和世界

经济在更广阔范围的深度合作、融合发

展，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和

水平。

（三）市场空间的竞争优势

1.海外沟通优势突出

香港作为内地与海外沟通的窗口，每

周约有5200多个航班往来全球140多个目

的地，其中包括42个内地城市；每周还提

供高达450多条的定期班轮服务，覆盖全

球500多个航点。内地和香港之间每天穿

梭往来的货运汽车约27400辆（次），超

过60个内地城市和香港之间设有定期铁路

班次。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中国内地制造业

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香港可发挥其作为

物流中心的集散、配送优势，为内地制造

业及贸易商提供世界级的物流服务，进而

提升内地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2.密切联系国际市场

随着中国内地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的

不断完善，香港有机会更充分地发挥其通

达国际市场的窗口、平台作用。用好中央

赋予香港发展的政策措施，注重发挥香港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独特优势，香港

将赢取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二、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
与作用

大约在十年前，有人开始担忧香港

被边缘化，可称之为“香港边缘论”。在

此，我们要提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穗港

核心论”，香港不仅没有被边缘化，而且

还有许多潜在优势（比如国际地位与良

好的文化个性等）值得发掘出来。只要将

这些潜在优势与国家“五大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等有机结合，有效

整合国内外资源，占领更多市场空间（尤

其“一带一路”的市场空间），香港必定

能再现辉煌。未来现代化的、世界级的粤

港澳大湾区，仍不能缺少香港这个国际大

都市。

（一）建设现代化大湾区的核心带动
作用

中央政府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

展规划”提上国家战略的层面，目标绝不

仅仅是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更是要建设

现代化的城市群，建设高品质的城市群。

香港正确认识自己在国家整体发展大局

的定位，方能更主动地融入与珠三角共同

发展的大湾区蓝图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建设，将有效推动三地资源整合。例

如，一方面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

的人才向外输出，向珠三角地区提供相关

人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劳动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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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可协助香港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

劳动力短缺问题。

中央和许多地方政府都很关注与香

港的融合、协同发展，这些都体现在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规划文件及政府工作报告

中。香港要加强与内地政府部门的信息与

情报对接，以便把相关规划转变为可落地

的项目，进而强化港深莞穗发展轴之核心

地位，形成对全球高端要素配置、产业升

级、创新发展等强大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通过政府法律法规赋予的特殊权力来强化

广州、深圳及香港的引领辐射作用，促进

跨行政区域的协作与合作。

另外还应排除现存障碍，促进粤港两

地的人才交流和居民互相认同。强化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香港和内地居民同

样的权利和义务，消除地域的限制，实现

自由流动和迁徙。建议允许香港居民报考

中央政府、各省份的公务员，内地人士亦

可报考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希望在内

地长期发展的香港人应可申请积分制入

户，如同在香港居住满7年的内地人士可

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样。建议开放香

港青年赴内地服兵役的权限，用增进与香

港媒体、学校教师联动等方式，促进香港

青年的国家认同。

（二）创新经济体系的辐射作用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香港可更好发

挥对珠江西岸以致整个粤西、西江流域

经济带的辐射作用。我们要加快实现粤港

澳基础设施的高效衔接与合作，推动建设

广州、深圳与香港互联互通的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突出发挥粤港澳各自特色，形成

优势互补、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局

面。粤港澳加强科技合作，加快建立科技

创新体系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已较成熟，可

引领大湾区服务业发展，并深化粤港澳高

端服务业合作。在此基础上，提高对外投

资质量，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拓展国内

外市场空间。可支持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

到广东开办法律、管理咨询、会计等专业

服务机构，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认证中

心的作用。粤港澳三方可合作办学，联合

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创新科技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风险

资本的投入，还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和技术成果的交易平台。广东自“腾笼换

鸟”以来，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依靠自主创

新，也同样需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与科

技成果的市场转化。这方面刚好也是香港

的强项，香港可引领大湾区及时实现科研

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吸收全球各地（特别

是祖国内地）的基础科研成果，然后根据

市场需求，进行快速迭代创新，使之成为

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香港在产品市场

尤其创新产品市场的推广方面，亦可承担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或者说，香港有

能力成为海外创新产品进入内地的试验基

地，也有能力成为内地创新产品外销的重

要窗口。

（三）占领市场空间的引领作用

香港的全球贸易网络、国际贸易展

览会等，能帮助企业接触世界各地的消费

者，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作为自由港及

全球重要的流通枢纽，香港容易收集科技

发展信息，接触到有市场开发潜力的新研

发成果。因此说，香港完全能够对创新产

品进行市场占有、实现市场覆盖。

因此，香港可引领大湾区各城市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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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更多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尤其“一

带一路”国家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

涵盖60多个国家，所涉人口占全球总人口

约2/3，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近1/3。

反观自身，香港也有必要主动参与这个国

家倡议，才能抓住战略机遇，进而改善由

长期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生产性服务

业衰退现状。

（四）建设高品质大湾区的示范作用

香港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由

贸易试验区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而主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在南沙、前海、横琴

等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尤其南

沙与前海这两个粤港深度合作区的规划建

设中，充分吸纳了香港的概念、经验和意

见，合作区的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已日趋完

善。今后香港仍须在粤港合作机制下，按

照“积极参与、共同谋划、互惠互利”的

原则，与广东省政府紧密合作，在合作区

为港人港企掌握好创业、就业及事业发展

的新机遇，同时创新口岸通关模式、大幅

提高通关效率，为建设高品质大湾区提供

良好、高效率的示范作用②。

三、粤港澳联动开拓大湾区发展
新局面

湾区经济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发达的湾区经济拥有开放的经济结

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

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优势。香

港应考虑积极融入国家相关战略和规划，

联合深莞穗促进资源整合，共同开拓市场

发展空间，加快打造与完善粤港澳合作平

台建设，打造高品质的大珠三角都市圈。

（一）制度合作的策略和建议

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应是制度合

作的到位与政策的互相配合，积极探索制

度创新与合作机制创新，进而打造港深莞

穗核心发展轴，引领和助推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与发展。

1.积极探索制度和机制创新

在发挥好粤港澳原有合作机制作用的

基础上，赋予大湾区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及改革权限，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

规划和统筹解决重大问题，协调落实复杂

事项。提升对国际规则与标准的适应力，

制订属于我们自己但又符合国际惯例的质

量、技术、安全、环境、劳工等规则与标

准。

充分利用港澳“一国两制”和市场

化、国际化优势，加强内地（尤其广东）

和港澳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为提升国家

创新能力服务。完善科技创新的协调机

制、科技产业的发展政策，进一步深化粤

港在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研发推广等方

面合作。鼓励粤港科研机构、高校或企业

和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国家科技计划和重

大专项成果的国际市场。引导粤港科研院

所、高校或企业积极融入科技全球化进

程，到国外去申请专利，更多、更好地参

与制定国际标准。

2.完善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

第一，借鉴港澳行业协会管理机制，

促使广东强化行业自律，与港澳的行业管

理标准及规范相衔接。研究制定与港澳

市场经营行为差异化责任豁免目录，为港

澳制定全球最优惠的准入门槛负面清单。

推动跨境数字证书在政务、商务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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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支持前

海、横琴与南沙三大片区在税制、市场监

管等方面引入香港的管理制度，为我国金

融开放与安全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探

索经验。

第二，广东可携手港澳，在坚持“一

国”共性的前提下，强化“两制”的互补

性，化制度差异为制度优势，把前海、南

沙与横琴打造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的三大标志性平台，实现粤港澳开放型经

济、现代产业及社会管理体制的对接交

融，开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双轮

驱动”的发展新格局③。准确把握广东自

贸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及面向全球的科

学定位，在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和体系、增强外贸发展新优势、深化粤港

澳紧密合作、探索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方面

实现重点突破。

第三，广东自贸区要以推进粤港澳服

务贸易自由化为突破口，携手港澳共建世

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基地，为港澳和内地全

面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及创造条

件。广东要充分利用先行先试政策，破解

服务贸易体制性的障碍。

（二）整合资源促要素流通

香港因其固有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渊

源，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金、技术、信

息等要素资源。通过合理的配置和投放

机制，即可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乃至出现

“1+1＞2”的效果。

1.培养吸引科研机构与人才

建立粤港澳区域人才交流中心，促

进人才之合理流动及配置。通过三地高校

协同合作，培育国际化科技人才，并大力

引进和发展香港技术评估、产权交易、科

技金融、成果转化等科技服务机构，建立

和完善科技创新资源信息库。加快完善科

技服务体系，构建区域性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

同时开展粤港澳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增加理解和认同。建议香港的中小学开设

《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培养青少年的爱

国爱港情操。通过香港和内地省区互动，

加深港人对国家的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

增强对国家和香港的自豪感及自信心④。

2.保障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资金供应

建议粤港澳三地积极拓展资金筹措

渠道，完善融资机制，以保证科技发展的

资金供应。广东方面有政府投资的优势，

而港澳方面有完善的金融机构，三地可加

强合作，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建立和完善

统一的融资机制，发展多样融资形式，为

粤港澳科技成果向产品转化提供充足的资

金。

3.协作消除要素流动障碍

第一，基础设施协作：真正实现三网

融合发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与协同

发展，保障要素在三地间便捷流动必须实

现交通网、因特网、电讯网的互联互通，

真正实现“三网”融合⑤。

第二，产业布局协作：真正实现三地

错位发展。为了避免三地无序和恶性竞

争，三地应该推进产业融合与错位发展协

调机制的建立。香港金融和服务业发达，

深圳在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做得好，珠

三角高端制造业发达，三地刚好可错位竞

争、共同发展。

第三，公共政策协作：真正实现三地

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

要充分考虑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的协调发

展。打破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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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政策的区域壁垒是关键举措。应

尽快分层推进大湾区相关公共政策一体

化、湾区协同机制（建立类似于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合作委员会的协调机构）和粤港

澳三地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的无缝

对接。香港也可以继续完善移民计划，吸

引高学历和高技术内地青年移民投入香港

劳动市场。

4.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香港的产业发展需要内地广阔市场的

支撑。香港成熟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依托

内地市场乃最佳选择；未成熟的尚在开发

和开拓的高新技术产业，亦可投放内地市

场进行试验。

要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全面节约和高

效利用资源中的作用，调动全社会各方主

体积极参与，包括与内地合作，通过市场

主体之间的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

排放权的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

节能减排的效果。

（三）联合开拓市场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行，

香港要充分借机、借力将其服务业发展到

沿线国家，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香

港需带领内地打造属于自己的创新品牌，

在新兴战略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寻找新

的经济增长点。

1.加快自主创新品牌建设

香港能为内地创新品牌走向国际市

场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年多达400多

场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会，使香港成为亚太

地区技术交流、品牌拓展的集中场所。创

新品牌的拓展以新颖为突破口，部分产品

有行业标准，但大多数是没有行业标准，

需要通过品牌推广，来创造自有的品牌标

准，从而占领市场高地。

2.创新合作模式和增长点

香港经济在继续保持金融、贸易、航

运等方面的地位之外，必须挖掘新的增长

点。要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大局，须调整

发展策略，改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结

构，与周边城市特别是深圳形成平等的竞

合关系。

香港企业应融入内地实体经济、服务

业转型发展的巨轮，积极参与产业转型升

级的大战略及大趋势。加强与内地科研机

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成果转化，建立创新

技术成果孵化器（中心）。共同研发新的

绿色技术，促进有助于绿色增长的环保技

术的转让及转换。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和

内地相比已有相当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

制定务实有效的措施并投入资金，加强与

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的科技创新合作。

香港应提升现有合作机制的深度与广度，

发挥环保技术方面所长，结合资金和经

验，扩大与内地合作范围，继续在环保领

域担当领导角色。

3.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及市场

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与

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国际产业发展制

高点，包括生物工程、绿色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

新材料、人工智能与量子通信等。可利用

香港与内地各自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方

面优势互补，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作为共同开发的重点，鼓励

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发挥技术

进出口交易促进平台的作用，引导科研院

所、高校和企业积极融入科技全球化进

程。并通过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和

“中国制造2025”规划，带动香港传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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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化改造，加快实现香港传统经济的转

型升级⑥。

4.占领“一带一路”服务业市场

香港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90%，

而珠三角城市的制造业比重高达70%。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当前迫切需

要一系列政策及措施，来拓宽香港和珠三

角城市的服务业市场。

第一，要扩大引进与穗、深制造业相

配套的香港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金

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

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 

第二，要大力发展以现代旅游、现代

商贸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推动以休闲

旅游为重点的高端旅游业健康发展。

第三，要支持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到

三大湾区开办会计、法律、管理咨询等专

业服务机构，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认证中心

的作用。在深化教育合作方面，要支持穗

港深各方高等学校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各

种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四）打造高品质的大珠三角都市圈

高品质的都市圈，应由高品质的城市

所组成，必须拥有高素质的大湾区居民、

高质量的产业与产品以及高品位的生活。

为达此目标，仍然要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

文化优势，这里主要从强化海洋意识、绿

色发展理念与现代化意识三个方面提出建

议。

1.提升海洋意识，发展海洋经济

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海洋

历史和传统海洋文化，为大湾区海洋经济

的发展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有必要加强

我国海洋历史、传统海洋文化的研究与宣

传，并转化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教育内容和

海洋文化资源，培养大湾区区民热爱海洋

的感情，使全体民众感受到我国不仅是一

个有悠久农耕文明的陆地国家，同时也是

个拥有悠久海洋文明的海洋国家。

为此要参照国家海洋局或相关部门

的目标和计划，创新完善粤港澳大湾区

海洋精神文明的活动平台。大湾区（尤其

香港）要领头打造高品质的海洋周、海洋

节、开渔节、海洋艺术节等特色文化活

动，不断推陈出新，积极创作海洋文艺精

品，结合海洋闲暇旅游产业发展，不断满

足大湾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海洋精神文化需

求⑦。

另一方面要积极倡导我国和平、合作

与共赢的海洋发展理念，并且以香港为龙

头、以粤港澳大湾区的集体力量向国内外

传播，扩大和增强我国海洋发展理念的国

际认同程度和吸引力。以中国特色海洋意

识为导向，创新海洋新闻媒体工作、做好

海洋意识舆论引导，围绕海洋强国与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升整个大湾区投

身海洋建设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2.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

“十九大”报告明确肯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创新发展理念，绿色发

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绿色

文化、生态文明则是绿色发展的灵魂。所

以，粤港澳大湾区有必要把生态文化、生

态道德融入社会核心价值观。香港有条件

带头树立绿色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提倡绿

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鼓励绿色GDP文

化和绿色法律文化，在整个大湾区形成崇

尚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要在节能减排

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反对过度消费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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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促进绿色消费与合理消费，形成资

源节约型的社会风尚与经济社会发展模

式，增强大湾区区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

识和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大湾区还要在

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树立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培养人与自然平

等的生态文明意识，营造人人关爱环境的

良好风气和绿色生态文化氛围。进一步培

育大湾区区民主动融入国家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意识，形成环境友好

型的社会风尚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3.培养公民现代意识，激发全民生产

活力

继承与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

一步增强大湾区区民的现代意识，尤其要

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着手，努力培养其合

作、相互尊重、创新进取、公平竞争、法

制等现代意识。

高品质的都市圈不仅需要合理的战略

规划，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与完善的社

会保障制度，同时要促进和实现全社会的

共同富裕，这些也都是大湾区各城市政府

需要做好的事情。在这些方面，香港也有

义务、有能力发挥领先作用。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至2049年

要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要率先建成中国特色

的、“一国两制”下的现代化大湾区。正

像过去40年那样，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发挥了非常重要与关键的历史性作

用。今后的粤港澳大湾区尤其香港，完全

可以为整个国家在制度合作、要素流动、

市场拓展、高品质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

历史性作用。

注释：
①习近平.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共产党员网群众路线专题, 

2017-7-3.

②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强调“十三五”规划助港发展.中国新闻网,2017-1-18.

③郭楚.推进粤港澳合作:广东转型发展重要着力点.南方日报,2013-5-6.

④关于持续深化穗港青年交流合作的建议.广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2014-2-18.

⑤龙建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物流枢纽的战略思考.广东经济,2017,12.

⑥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2015-5-8.

⑦王宏.增强全民海洋意识,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20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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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ang Yumin, Qiu Xueqing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metropolita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trend-sett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area.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ask is to explore potential advantages and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Bay Are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quo 

and potential of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defines its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s 

in the Great Bay Area, and suggests that Hong Kong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na-

tional strategies and projects in alliance with cities including Shenzhen, Dongguan and Huizhou 

to share markets and platforms in order to create a high-end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collaboration platform;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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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湾区形态将会代替过去明确的城市边

界，多个中心将会涌现；粤港澳大湾区的

发展极有可能打破多个次中心城市围绕一

个中心城市发展的传统形态，刷新人们对

城市群的认识。①

然而，强大的城市竞争力基础和被赋

予的全新使命，并不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将会一帆风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被

界定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

区”的特殊合作区域，必须着手解决一系

列历史遗留弊端与现实挑战：区域内三个

关税区的不同制度限制下，内部远未实现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所覆盖的城市之间

借鉴与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与
世界知名湾区的互动新态势分析
◎ 谢许潭

与其他世界知名湾区开启建设历程类

似的是，我国提出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的现实基础，主要源于粤港澳三地本身就

包含了具备强大竞争力的知名城市。根据

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2017-2018）》显示，在挤入全球100强

的中国21个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表现亮

眼，深圳、香港和广州的经济竞争力跻身

全球20强行列。而作为比其他世界知名湾

区建设起步时间都要晚的湾区，粤港澳大

湾区未来的发展还可能刷新城市群建设、

城市治理、湾区经济规划的传统模式和理

念。正如该报告主编倪鹏飞所称，大都市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所囊括的城市具备强大竞争力，并不意味着它的建设将会

畅通无阻。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知名湾区成功经验，如纽约湾区效力深远的城市战略

规划体系、旧金山湾区卓越的对外科技创新吸引力、东京湾地区成功突破资源贫瘠和土

地狭小等掣肘的产业错位布局能力等，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同

时，凸显先锋特色城市的“火车头”角色和改善湾区的政策与营商环境，则是加强与国

际湾区合作的两个全新着力点。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知名湾区的“借鉴与合作”复合互

动模式，也将成为引领“全球城市时代”发展轨迹的活跃因素。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世界湾区  全球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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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规划一体化和新兴产业错位发展水

平比较低下；城市间的土地和资源集约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与共治、公共服务同城

化等事务方面尚未建立有效的综合协调机

制；区域内部整体创新合作程度尚浅，创

新潜力尚需大力挖掘；城市间和地区间的

行政边界依然明显，是阻碍区域融合的重

要掣肘；国际开放程度、包容度和国际影

响力有待大力提升，对外资企业的营商氛

围和政策支持也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等。

在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和借

鉴世界其他湾区、尤其是最为瞩目的纽

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成功经

验，可以为应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诸多

挑战提供诸多应对路径和灵感启发。

一、互动背景：城市群成为引领
世界发展的核心力量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正式签

署。协议明确提出，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打造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

倡议计划，显然具备了极为宝贵而有利的

国际国内双重机遇。从国家层面来看，粤

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一开始就被提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的高度，有待成为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经济发展侧翼，以及策力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引擎。从国际上来

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处于世界各地

城市群建设加速度发展、城市群之间互通

联动不断有力推进的全新时代语境之中。

著名的美国“外交政策”网早在2000年就

发文指出：“国家作为主要竞争单元的时

代已然过去，全球城市时代已经开启。”

时间、技术和人口增长将大力推进这个全

新时代的到来，让城市代替国家成为塑造

和引领世界秩序的核心行为体。② “美国

湾区经济研究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 of 

Economy institute）曾在2016年的一份调研

报告中大胆预言，全球特大城市群的成长

以及彼此的联动发展，将会成为塑造乃至

主导世界未来发展轨迹的核心动力。更值

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还强调这种全新趋势

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

有多个城市群的王国”（empire of mega-

cities）。③

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有54%的全球

总人口居住在城市，这种趋势依然会持

续。到2045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会达

到60亿人左右。全球范围内城镇化的持续

发展，将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住房产

生持续性需求；联结更为便利的城市交

通网络；就业机会等基础服务等。全球城

市群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军，因为它

们消耗了世界上近2/3的能源，温室气体

排放量占据全球总额的高达70%。因此，

各国需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安全、有强

劲增长力和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城市群。④

中国城市群目前的整体表现良好，但发展

不均衡不充分；城市发展已经从“中心聚

集”进入了“扩散外溢”的新阶段。粤港

澳大湾区的建设同时肩负着一方面成为中

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引擎，一方面又与世界

其他湾区和城市群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双重使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吸引国际

高度关注的同时，其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

的互动，也是与全球化各种矛盾与问题纷

纷涌现、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冲击并行

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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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学习与借鉴中获取湾区发
展新生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最知名的三大

湾区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

都业已具备一定成熟度且各具特色。如纽

约湾区被誉为“金融湾区”，旧金山湾区

被誉为“科研先锋湾区”，东京湾区则被

冠以“产业湾区”称号。研究和探寻其核

心竞争力的培育模式，借鉴其应对历史与

现实挑战的宝贵经验，是进一步挖掘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新生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纽约湾区：建立起效力持久和
拥有高度针对性的城市规划部署机制

纽约湾区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世纪80

年代。它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

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面积达33484平方

公里。该湾区通过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集

聚逐步发展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是花

旗银行等多家世界知名银行的总部所在，

纽交所、纳斯达克、美交所、高盛、摩根

斯坦利等数千家金融、证券、期货、保险

和外贸机构均设于此。纽约业已成为美

国的“经济中枢”，而曼哈顿则被誉为世

界级的“金融心脏”。⑤而纽约湾区的成

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颇有长期战略眼

光的数次城市规划部署。纽约作为大都市

地带的核心城市，其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

纽约市甚至纽约州的政府管辖范围。随着

纽约湾区所覆盖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张，所

产生的管辖盲区问题和治理低效问题将会

严重阻碍纽约湾区的进一步发展。纽约区

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简

称RPA）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创立并运转。

1929年，RPA协会发表了“世界上第一

个关于大都市区的全面规划”，即《纽约及

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划》，及时地为纽约

湾区应对城市爆炸式增长、物质空间建设

落后于经济增速等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

其对纽约地区交通、管理和社区系统产生

的积极影响长达70年。该协会的第二次规

划在1968年完成，致力于通过“再集中”的

手段，集中就业机会至卫星城，以解决郊

区蔓延和城区衰落问题。该协会在1996年

完成的第三次规划是在纽约都市圈遭受外

部全球化竞争、内部的社会环境问题恶化

和区域发展停滞的多重挑战下展开的，提

出应通过重建公平环境、优化人文和自然

生态环境等方式应对各类危机。⑥2017年，

该协会宣布进行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圈的

城市规划布局。RPA协会主席汤姆·赖特

（Tom Wright）提出：“纽约从第五大道看

去非常繁荣而宏伟，但是在五大街区，以

及帕特森、亨普斯特德和布里奇波特的某

些地方却不是这样。”该次规划委员会负

责人也认为：“纽约都市圈的人们正在忍

受着高消费、低效服务、响应速度迟缓的

政府机构等。”为了应对全新问题和挑战，

该次规划战略提出了要推行一系列措施：

要改革都市交通委员会和港口局等机构运

作制度以降低新交通项目的运营成本；让

地区地铁系统实现高度一体化；实现社区

居民能够享受价格合理的房屋居住条件；

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都建立地区

海岸委员会等。⑦

历史证明，建立步步为营、效力持久

的城市规划机制是让纽约湾区成功克服不

同挑战、取得与时俱进的城市竞争力的砝

码。从经济实力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经

济规模上在2015年虽然也达到了1.24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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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纽约湾区同期为1.4亿美元差距并

不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近年来

也加速度发展，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银行

中有多达70多家落户于此，深交所IPO总

额在2015年也飙升到了2603.48亿港元，⑧

但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即香港、深圳

和广州等，在城市规划方面还处于效力短

促、部署不够全面、针对性不够的阶段，

城市间进行规划工作的协调力度也有待挖

掘。

（二）旧金山大湾区：推动内部协调
合作与培育对外的创新吸引力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

部西海岸，占地1.8万平方公里，主要由旧

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三大城市组成。虽

然该湾区的主要产业囊括了房地产业、金

融保险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但最为

令人瞩目的还是其高超的科研创新能力。

作为一个坐拥20多所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

著名都市圈，旧金山湾区在硅谷作为创新

核心的带领下，依托人才、科技和创业资

本的共同发力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

美国旧金山湾区作为世界知名的科技

创新先锋，同时兼顾培育自身科技创新力

和提升对境外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从而得

以在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优势地

位。首先，为了不断提升科技进步与经济

发展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旧金山湾区以开

放模式积极借鉴和学习美国各个地区或

城市的成功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如洛杉

矶市于2009年推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以

及芝加哥2012年的增加就业发展战略规划

等。其次，旧金山湾区还注重提炼和推广

旧金山大湾区囊括的次级区域和城市的成

功规划经验。例如，宣传推广成功创造大

量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操作模式，如湾区南

部的圣何塞市（San Jose）创立的环境创

新中心的成功实践，它为清洁能源企业提

供了多种可靠服务以及新工作机会；湾区

东部的三谷地区（Tri-Valley）成立了两个

国家级实验室，即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

验室（LLNL）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产

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而在科

技教育和培训方面，则有湾区北部索诺玛

县（Sonoma）创立职业技术教育基金的模

式；在推进湾区所辖的城市间合作面，旧

金山湾区北部建立了北部湾生命科技联盟

（NBLSA），将索诺玛县、帕那市、索拉

诺市和马林县的公立与私有生命科技企业

全部囊括进来。⑨将这些各个领域的“亮

点”纷纷进行串联和集中学习，让旧金山

湾区的活力不断地得到有效的挖掘。

另外，为了集中解决湾区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公共治理问题，让科技创新避

开治理问题的牵绊而顺利前行，旧金山湾

区采取了“专业化”分类治理模式。该模

式由四大支柱组成：湾区交通问题方面，

由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进行统一管

理；湾区土地使用问题则由湾区政府联合

会（ABAG）统一规划；湾区空气质量问

题由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BAAQMD）负

责；湾区海滨事务由湾区保护和发展委员

会（BCDC）来处理。该模式有效地打破

了湾区内城市行政边界，提高了湾区内部

公共事务处理的专业性和透明度。同时，

不断开发政府过剩资源或尚未开发资源，

也为旧金山湾区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坚实的

后盾。旧金山湾区近年来积极搭建与政府

合作的机构平台，如设在各个城市的多个

经济开发公司（EDCs）等。在这些公司

中，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洛杉矶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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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司，它非常高效地将尚未得到充分开

发的公共资源进行开发和重新配置，并用

商业化运作方式进行推广。⑩

在多方有效措施的助力之下，旧金山

湾区在吸引全球科技创新企业方面处于

遥遥领先的位置，吸引了大量境外科技企

业和机构前来研发创业或投资。从图1我

们不难看出，旧金山湾区对世界各地和诸

多国家的科技吸引力呈现出逐年强劲上升

的趋势，是世界科技创新领域名副其实的

“巨型磁石”。

（三）东京大湾区：实现产业错位发
展和合理规划人口分布

东京湾位于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

纵深80余公里，东西两侧分别有房总半

岛（千叶县）和三浦半岛（神奈川县），

面积约1320平方公里。它拥有向西京滨工

业带和向东京叶工业带两个产业地带，囊

括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

机械、电子、汽车、造船和现代物流等产

业，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也是世

界知名的金融、研发、娱乐和消费中心。

依托东京湾发展起来的东京大都市圈，

包括了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

县等一都三县，总面积为13562万平方公

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5%。东京大湾区所

管辖的大都市圈，一度成为世界城市发展

史上的奇迹。在1950年世界上仅出现了两

个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一个是纽约，

另外一个就是东京。东京湾作为第一个

主要倚靠人工规划、填海造田而缔造的湾

区，其发展轨迹可谓世界湾区建设中的奇

迹。

这种奇迹的铸就，很大程度得益于

其产业空间规划所采取的集群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强调专业分工和错位发展，

为其最大化利用各个城市优势、突破地

域面积狭小和人地关系紧张等障碍铺垫

了基础。所谓错位发展，从地区经济发展

来看，就是各个地区扬长避短，培育各自

的比较优势，认准优势产业和领域做大做

强。一是实现宏观上的错位，避开周边发

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强势，形成独具特色的

产业群体；二是实现与其他县区的错位，

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与重构。一体化并不意

味着一同化。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是在区域

间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把

区域合作上升到产业协同调整的高度，实

现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实施错位发展旨

在加强优势整合，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特而

强。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东京湾开始

执行“工业分散”战略，即将机械电器工

业向周边地带疏散，将东京都转型为高端

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的聚集地。到20世

纪80年代后，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区开始

成为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地带。在

图1  旧金山湾区的全球关联度（1999-2012）：
外资企业和机构在湾区签署的专利和
联合研发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专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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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理引导与市场充分发挥主体调节功

能的双重作用下，在京滨和京叶这两个仅

100公里长和6公里宽的工业地带上，所产

生的工业产值占据了日本全国的40%。 而

港口职能分工也早在1967年制定《东京湾

港湾极化的基本构想》时就逐步建成，东

京港、千叶港和川崎港等7个港口被成功

整合为“广域港湾”。

东京湾对临海人口进行优化分布管

理，无疑也是其迅速发展的支撑力之一。

东京湾人口从江户时代以来，就开始向西

北发展。目前，东京湾有大规模高密度的

人口紧邻海湾地区居住和工作，且逐步向

内陆扩散和延伸。而粤港澳大湾区地带的

人口，大多还集聚在与海岸线较遥远的地

带，临海人口比例还远远不足，无法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基

础。日本政府常用DID指标（Densely In-

habited District），即每平方公里4000人以

上连片的密集人口地带，来衡量城市人口

的分布情况和城镇化水平。从下图的对比

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的DID

人口比率远远低于东京湾区和大都市圈的

水平，还有大量开发和调整的空间。

另外，日本的港口整合能力也是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值得借鉴的地方。日本为了

保住其枢纽港地位，果断采取港口合并

策略，以改善港口基础设施不足和缓解恶

性竞争；同时，日本通过实施港口特区政

策，增强沿海港口群建设规模，扩大港口

周边腹地，并最终建立起具有全球竞争

能力的超级大型港口。2003年，日本政府

就合并大阪与神户两大港口为一个“超级

港口”，以整合两个港口优势应对韩国釜

山港的竞争。大阪神户两港口合并后成立

了单一的港务机构，船舶申请进港手续和

缴纳进港费时只需办理一次，有效降低了

港务行政开支，也降低了港航企业的运营

成本，因而提高了“阪神港”的整体竞争

力。 2014年10月1日，阪神港（大阪港、

神户港）成立“阪神国际港口”（KOBE-

OSAKA International Port Corporation）公

司，一元化运营模式正式开启。 由此，

东京湾区的港群整合跃入全新阶段。

图2  东京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DI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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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资源

整合水平尚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湾区各

个港口之间的“竞”远远大于“合”。由

于香港、澳门、广州等重要城市受不同行

政制度和港务规则的管辖，进行一元化管

理较其他世界湾区显得困难许多。正如上

海交通大学的赵一飞副教授所指出，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各个港群之间的优势整合，

需要建立一个有力的协调机构，但是这个

机构绝不仅仅是行政化的港口协调机构，

而是一个融规划、投资、运营和管理为一

体的机构，不仅仅涉及港口的码头泊位，

同时涉及后方的集疏运、临港产业发展、

航运市场的培育、人力资源的供给、资本

市场的运筹等多个方面。2017年年初，招

商局港口在深圳有投资参股的六家码头

公司签署了六方全面合作协议，为湾区东

岸港口资源整合奠定了基础。而在西岸，

广州港此前已经与佛山和中山签署了合

作协议。2016年，珠海港也主动和广州港

牵手，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规划建

设、业务交流、资本合作和建设海上战略

支点组合港口群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实现抱团发展。 显然，实现大湾区内部

港口的有效合作，业已超越港口企业合作

和资本融合的范畴，需要整齐划一的体制

规划和政府、企业和民众三方贡献群体智

慧才能得以完成。

三、在互通与合作中提升湾区的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全球城市治理体系实际

上已经跨入了相互合作的共生时代。在新

的全球化条件下，合作共赢才是全球政治

的常态。开启有效的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

合作，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

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在审视和思考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关系

时，我们需要努力摒弃传统地缘政治观的

权力竞争观。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也担

负着全新的国际使命：在适应传统国际贸

易的新规则的同时，能够具备创新国际政

治经济交往新规则的能力，以期成为规则

的制定者和引领者。而粤港澳大湾区在与

国际知名湾区进行合作时，还需要进行多

方面探索：

（一）凸显先锋：发挥特色城市在国
际湾区合作中的“火车头”作用，实现“从
点到面”的合作效应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经济一体化水

平不尽如人意，产业错位发展不到位和城

市规划尚处于不断完善阶段的现实，凸显

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城市的鲜明特色，通

过以某个城市作为“点”和世界其他湾区

的特色合作，最终逐步带动整个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面”的对外合作，是一个既能

规避现有发展不均，又成功凸显湾区个体

城市特色优势的有效方式。

首先是在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科

技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知名

湾区的科技合作，可充分倚靠中国政府和

知名企业曾在这些地区的合作经验。多年

以前，中国与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合作就已

经开启。2000年中国在旧金山湾区开启了

绿地投资项目，华为和中国电信等最早在

此地开设办公机构。到2008年，投资步伐

明显加快。中国众多企业纷纷开始在旧金

山湾区进行并购和收购行动，如“完美世

界”娱乐集团收购了“神秘工作室”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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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公司等。2012年至2014年期间的投资

步伐进一步加快，联想公司在此期间成

功收购了摩托罗拉公司等。同时，随着全

球范围各大高新技术区之间不断相互地

开放孵化器和加速器，中国与旧金山湾区

之间也不断互设类似企业。与清华有着

合作关系的上海新微创源（Innospring）

成为首个落地硅谷的中国创业孵化器，随

后又有瀚海硅谷科技园和深圳硅谷风投

公司（Shenzhen Valley Venture）等加入。

而旧金山湾区也有多家企业先后来到中

国运营，如旧金山市的读写创业加速器

（Readwrite Labs）和火箭空间创业加速器

(RocketSpace)等。

在借助北京和上海等重要城市此前与

旧金山科技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与其他湾区的合作，需凸显先锋

城市作为推进合作的新支撑力的角色。例

如，作为近年来吸引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的深圳，其科技创新潜力就不容小觑，著

名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将其

誉为“珠三角最有活力的城市” 。因此，

深圳可以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湾区

进行科技合作的优先爆破点。目前，该市

每年投入GDP总值4%的经费进行研发，

是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代表中国最高研

发水平的众多科技企业，如被《自然》杂

志誉为“DNA巨头”的华大基因科技公司

（BGI）等纷纷迁往深圳；深圳注册高质

量国际专利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法国

和英国的全国专利数总和。 近年来，以

深圳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先锋城市加快了与

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合作，成为带动两个湾

区之间的高校科技研发合作的成功案例。

继北京大学的斯坦福中心成立之后，以清

华大学、深圳市政府和伯克利大学三方

合作为基础的清华-UC伯克利深圳研究所

（TBSI）在2014年也正式宣告建立。

其次是在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国

际金融合作方面。尽管全球金融市场近年

来动荡不断，香港证券和银行业却运行平

稳。多年来，香港一直保持其全球重要金

融城市的地位，可以将其定位为粤港澳大

湾区与其他知名湾区进行经验交流、业务

合作的先行者角色。据英国智库Z/Yen集

团在2017年9月发布的第22期“全球金融

中心指数”显示，香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

成为排名第三的金融城市。 在推动香港

充分发挥国际金融合作“领头羊”角色的

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与

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金融合作交流，是未

来粤港澳大湾区提升总体国际金融竞争力

的有效手段。2016年3月21日，香港金融

管理局成立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为割裂

传统金融服务提供技术支持。随着香港维

护世界金融稳定的职能日益增强，其他湾

区也越发重视与之进行合作。同年10月，

香港金融管理局、伦敦银行与纽约联储银

行在纽约召开的“金融服务文化与行为改

革”会议上，共商提升金融业道德水平的

新措施以抵御全球金融风险。

（二）协调与避险：推动加强内部协
调和规避对外合作风险的“双管齐下”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知名

湾区存在着巨大差异，即香港、澳门与湾

区的其他城市执行的是“一国两制”管辖

下的三套不同行政制度，加强湾区内部协

调，淡化城市间在某些领域的长年恶性竞

争，是推进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合作的重

大前提。以湾区内部的港口群合作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所囊括的香港港、广州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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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港之间长期存在着争夺货源的竞争，

且长期各行其是。如香港港群奉行自由市

场运作模式，政府管理的痕迹非常淡薄；

而广东港群内部各港口之间则存在由于恶

性压价而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

这些因素都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难以提升

整体港群合作的重要障碍。

如表1所示，粤港澳大湾区港群之

间、各个港群内部各港口的互相博弈，以

及管理机制上的各行其道，如得不到有效

协调，湾区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港群合

作就会大打折扣，且极易受到其他湾区在

国际港运事业方面带来的冲击。

而从外部竞争风险来看，近年来，虽

然深圳、香港和广州等核心城市对旧金山

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互动开始变

得日益频繁起来，但这些城市与这些湾区

的合作互动也存在着摩擦或者风险；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湾区的企业

在世界其他湾区的投资也会持续加速，各

类风险也会更加复杂而频发。因此，在湾

区重要城市或城市之间建立各种“去风

险”机制和机构，显得尤为迫切。2016年

7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基建融资促进办公

室（简称为IFFO）成立，日本的瑞穗银行

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纷纷成为该机构的合

作成员。IFFO不仅能够协助提升湾区企业

在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投资效益，还会通

过管理投资目的国的公司治理、采购流程

和反腐措施， 成为规避湾区企业投资风

险和失误的有力屏障。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日本都与

我国存在着浓厚的“争夺高端人才”的心

理。例如，美国知名报刊《华盛顿邮报》

曾发文指出：“在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为

总统并推出严厉移民政策后，中国可能会

趁此机会将硅谷的大量亚洲籍人才吸引

走，从而打击硅谷的人力资源基础。” 这

将直接影响粤港澳湾区城市或企业与这些

知名湾区的合作。随着华为等知名中国企

业的不断发展和强大，美国政界和商界人

士甚至开始疑虑。早在2012年，美国知名

报刊《今日美国》就发文指出：“中国最

强科技企业即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运转，

很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同

时，也应注意到印度已日益成长为中国在

硅谷进行科技合作的强劲对手。

针对这些阻碍国际湾区合作的消极

心理和战略隐患，中美日需要三方推进交

流合作予以解决。2017年4月11日，中国

贸促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共同主办

“2017中日产业合作论坛”。日方表示，

中日可以通过联合培养高层次的物流人才

实现人才共享；工信部中国智造与工业4.0

研究所所长则提出，日资企业来中国投资

需要转变思维，从“在中国生产制造”向

“和中国一起研发制造”转变。 这种中

日国际产业合作的深入推进，为粤港澳大

表1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港群管理体制

名称 香港港 广州港 深圳港 珠海港

管理
体制

港口的经营业务全部
由民间企业负责，即
码头的融资、建造、
生产、定价及管理实
行公司制管理

实行政府管理与企业
管理有时分开、有时
结合的原则

执行自筹资金、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滚
动发展的经营模式

实行企业统一经营的
原则，成立了珠海港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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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与东京湾区实现进一步产业结构互补

和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在日益

友好的合作氛围支持下，广州与东京就国

际产业合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沟通。2017

年，广州开启了财富论坛“全球路演”模

式，成功在纽约、华盛顿和东京等城市举

行推介会。尤其是2017年4月25日的东京

推介会上，《财富论坛》的世界500强穗

企和500强日企代表进行了深入沟通，就

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互补、充实双方

产业多样性等，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

（三）改善生态：做好政策的沟通释
疑工作，缔造友善透明的营商和政策环境

近年来，世界其他知名大湾区在和中

国大都市群或重大城市进行科技、金融和

港口运营等方面的合作时，呈现出了复杂

的“两面心态”。一方面，世界其他知名湾

区均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金融影响力

和地区一体化合作等领域内取得了不可小

觑的成绩，因而极其渴望与之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的

大城市进行科技、金融或产业合作存在犹

疑情绪。另外，本身的发展程度不够成熟

也是导致对外吸引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

因。如香港作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第三

大世界金融城市，却长期受到金融多元化

发展不足的羁绊；而国际湾区科技研发合

作方面也存在着各种障碍因素。如下图所

示，境外科技企业认为，中国重要创业目

的地的数据信息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信

息准入限制、税收和补贴政策是他们感受

最深刻的障碍因素。

而从中国科研企业尤其是粤港澳湾区

企业前往其他国际湾区进行创业和运营情

况来看，尚未在创业目的地建立起充分、

专业而高效的政府机构，是导致与国际湾

区进行科技、金融和产业合作不够充分的

因素之一。而欧洲各国如法国、瑞士、英

国等则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操

作经验。在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其他湾区

企业合作的同时，还应十分注意金融风险

和信息泄漏风险等问题。201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法》通过，明确规定要在网

络尤其是核心信息技术领域，建立起“安

全而可控”的信息数据交流体系。对此，

一些境外科技企业存有一定的疑虑和排斥

心理，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应在该问

题上与其他湾区企业进行有效沟通和释疑

工作。

四、余论 

当然，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

我们可以向世界三大知名湾区借鉴的远远

不止上述经验，它们的发展在各具特色的

同时，却又具备诸多成功的共性。如东京

湾区和纽约湾区都具备卓越的港口群管理

水平。如东京湾区的6大港口做到首尾相

连，且具有连接腹地的高度发达的交通网

图3  国外科技公司参与中国信息产业发
展时的障碍因素：1985年-2016年
中国对国外企业的相关措施和政策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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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系统。纽约湾区的金融多元化发展背后，

也有着高水平的科技技术交流作为主要

支撑；东京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同样也具备

国家金融核心城市的城市群职能等。同时

还应意识到，这三大知名湾区在建设过程

中也出现过一些决策失误和规划失灵的现

象。如东京湾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严重

污染问题。1973年日本钢铁产业排出的高炉

废渣多达2700多万吨，其中相当一部分来

自东京湾区；大规模填海造地也曾导致东

京湾纳潮量锐减和海水自净力下降等。 纽

约湾区近年来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地

方政府机构的职能重叠等挑战。 这也可以

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教训和警示。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在借鉴、学习以及

与其他湾区进行合作互动过程中，也无法

避开自身特殊性带来的诸多问题。与上述

三大湾区的国家内部合作不同，粤港澳所

涉及的合作是在两种制度可能发生碰撞和

摩擦的前提下开展的。它所囊括的三个独

立的市场体系在经济管理、行政和财政体

系、货币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方面有着完全

独立的操作模式和惯例，湾区内部的公民

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和法治观念也都差异

巨大。这都是亟须通过粤港澳由广泛合作

向深度合作转变才能有效解决的挑战。

可喜的是，近年来全球城市群的发

展，呈现出对中国城市群和湾区建设极为

有利的态势。美国布鲁金斯协会在2014年

发布的报告《全球大都市——一种不确

定的复苏》显示，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群

大多集聚在发展中国家。而多达83%的发

展缓慢的城市群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亚太

地区的一些发达国家；各国大都市圈依然

是所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人均

GDP均超过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平。 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使用了履

责、融入、壮大、共享和展望共五个关键

词，表达了对香港和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推动下，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殷切期望。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有力

政策支撑下，通过虚心学习借鉴、审慎规

避失败教训以及积极主动沟通合作，粤港

澳大湾区有望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并有力引领“全球城市群时代”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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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大湾区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中，

制造业是大湾区的关键产业。2017年底，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颇受争议的《减

税和就业法案》，期望通过一系列的减税

措施，刺激美国整体经济的颓势。该法案

一出，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减税潮，使得

2018年被西方学者誉为“减税年”。减税

不仅可以扩大供给，同时也可以刺激需求

（于雯杰，2016）[1]。美国政府的减税将打

破当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循环，并对正在

规划的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济的发展路向

美国政府减税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影响
◎ 吴天青 梁宇红 全玲艳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

庆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形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

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形成的世

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

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

摘  要：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颇受争议

的《减税和就业法案》。该法案一出，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减税潮，使得2018年被西方

学者誉为“减税年”。美国政府的减税将打破当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循环，并对粤港澳

大湾区对外经济的发展路向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大湾区应着力发展“自主可控，进口

替代”，建设有底气的IC产业，以提升当前消费性电子产品出口的兴旺势头；同时，对

于能耗较大及对美产业依赖度较大的产业，应积极谋求集体赴美投资。此外，大湾区还

应借助港澳对外窗口和结算渠道，积极介入东南亚地区的电商销售网络，理顺企业参与

东南亚电商销售的路径，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市场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美国政府  减税政策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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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产生影响。

一、美国减税计划出台的原因及
内容

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在美国

各地巡回演说，亲眼看到工厂迁走后留下

的大片废墟，感到极大震惊，恶化的情况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看到，当一间工厂

搬到海外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工作流

失，还有周边服务业就业减少，整个社会

便陷入了贫困，甚至荒废。特朗普认为制

造业的大量外流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他发誓要重振美国制造业。

美国制造业的整体衰退，开始于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

机。危机过后，华尔街财阀们成了奥巴马

政府政治游说中财大气粗的团体，他们希

望美国政府大力推行世界范围的服务贸易

自由化，打开所有国家的资本市场和保险

市场的大门，推行离岸美元，以获得巨大

的商机。在这种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奥巴

马政府实行“大印钞、零利率和高税收”

的经济政策。美国的股市蓬勃发展，楼市

迅速回升，实体经济外移，制造业竞争力

严重衰竭，被美国学者们形容为“美国逐

渐从制造业退位，才发现中国已经为世界

做了这么多事”。低利率、低税率、美元

贬值，这都将带来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下

降，将大大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钮

文新，2017）[4]。

美国之所以实施减税政策，是因为

美国的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停滞不前，

并且税率一直处于高居不下的状态（向

园园，2017）[5]。原有过高的边际税率抑

制了劳动的积极性，限制了私人储蓄和投

资的增加，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庞凤喜和

张丽微，2015）[6]。制造业的衰退在美国

东北部传统制造业产业区表现得十分突

出。2013年“汽车城”底特律宣布破产；

之后“钢城”芝加哥也因饱受偿还债务和

支付养老金的困扰，被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之一的穆迪机构下调债务评级为“垃圾”

级。随之而来的休斯敦、亚特兰大和洛杉

矶等多个大城市也传出债务缠身、难以自

拔的消息。美国联邦的财政开支连连亮红

灯，公务员冻薪、罢工；派驻海外的军队

连连出现失误状况，等等，严重影响到美

国的全球霸权。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才

以“经济总统”的形象使竞选态势反弱为

强，奇迹般当选。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颇受争议的

《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份长达千余页的

法案，主要聚焦在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跨境所得税等三大税种为核心的改

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王宇，2017）[2]。其主要内容表述如下：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按2016年的纳

税标准，新税法的个人所得税整体减税率

4.15%。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最大税种，2016

年占总税收的比例高达40.20%。这次税

改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征税

的“门槛”，调整了减免优惠的结构，提

高了个人替代性最低税负制（AMT）“门

槛”。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6350美元升至

12700美元，使得美国总税收每年减少900

亿～1000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詹国枢，

2017）[3]。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免收的

税赋，每年将唤醒4000亿美元左右的消费

能力，为美国的GDP增长提供动力。

二是降低企业所得税。按2016年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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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标准，税改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整体减

税率11.69%。其中，股份有限公司的税率

由35%降为21%；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

小型企业，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

边际税率37%。按2016年的纳税水平，美

国联邦金库每年减少企业所得税800亿～

900亿美元。

三是提高跨境所得税。即提高美国公

司从海外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超额利

润的税收以及知识产权收益的税率等，按

2016年的纳税标准计算，美国联邦金库每

年新增海外资产税280亿～300亿美元。这

也说明了美国政府计划将以往不纳税的国

际交易纳入美国纳税范围，利用税收杠杆

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留在美国境内。

这项税改法案是继1986年以来美国税

收制度最大的一次变化，将重塑美国现行

税收制度。外界认为，特朗普此举将全面

颠覆民主党实行20多年的“大印钞、零利

率和高税收”的经济政策。这给全球税收

体制的协调，以及国际产业链，特别是亚

太地区的产业链的稳定带来挑战。

二、美国减税政策对美国国内及
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应该说，在股市和楼市双双趋于泡沫

化的今天，特朗普从振兴美国中端制造产

业入手，来实现“美国制造”的设想，是

一步妙棋。

减税的发令枪刚响，便有亚太跨国资

本积极跟进。2017年11月12日，郭台铭与

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华克签署了一项投资

规模达100亿美元的“飞鹰计划”，在财

政已经十分困难的威斯康星州创建首座亚

洲以外的自动化生产的LCD面板厂。特朗

普总统亲自主持投资协议的签字仪式，列

席的宾客还有副总统、威斯康星州议长、

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一整套人马，特朗普给

了郭台铭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国宾

礼遇。

特朗普减税政策的目的在于推行“美

国制造”。近期的目标直接指向吸引亚太

地区的中端制造产业回流美国，以实现进

口替代的“美国优先”梦。中端制造产业

包括中高档纺织品、家用电器、移动通讯

设备、中高价建材、中高端机电零配件、

中低端汽车、特种冶金和船舶等，是当今

世界制造业经济中，销量与单价乘数最

大的一部分，整体利润较为丰厚。在过去

10多年里，美国的中端制造产业遭到成本

上升的沉重打击，纷纷搬迁到墨西哥、中

国和东南亚等地，使得美国逐渐丧失竞争

力。郭台铭的富士康就是依靠美国企业的

外包代工而迅速壮大，雇佣工人最多时超

过100万人。2015年以后，富士康应用机

械手的数量增加，形成了机器与人共线生

产的新业态，富士康便从劳动密集型的低

端代工，蜕变为典型的中端制造产业。

中端制造产业所带来的不断壮大的中

端市场是质量与价格折中的竞争体。过去

几年，美国产品与中国或东南亚地区的产

品相比，虽然质量好，但价格过高，没有

市场竞争力。随着机器成本的占比越来越

高，人工成本在产品整体成本所占份额不

断减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人工成本优

势日益缩小，美国产品的价格劣势也已不

明显。如果美国制造商能够因减税而降低

1/4的加工成本，美国在产品的成本和售

价竞争力反而高于中国或东南亚地区的产

品。这也难怪特朗普减税政策一出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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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引起了连锁反应。

（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18年是全球的“减税年”，虽然目

前美国税改后世界资本流向尚无法确定，

但美国减税肯定会对全球制造业、知识产

权和高科技人才走向产生影响，进而对各

国竞争力秩序产生重塑作用。为避免竞争

力下滑，全球主要经济体必将积极修改经

济政策，2018年将迎来全球性减税潮。

欧洲的减税潮开始了。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表示，英国财政部在研究加快步伐

削减企业税，计划到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

至17%。英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成为在

G20集团中企业税率最低国家，还在于重

塑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税务体系。欧盟学者

怀疑，英国在脱离欧洲共同体之后，为了

吸引欧洲的资金，将不择手段地成为欧洲

资金的“避税天堂”。法国的马克龙政府

也准备从2018年起逐步削减企业所得税税

率，到2020年以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

25%。

亚太地区的减税潮也开始了。亚太区

最积极响应特朗普减税号召的是日本和印

度。日本的安倍政府面对美国政府大刀阔

斧的减税政策，喊出了“减税加薪”的口

号，已经出台了2018年度法人税的减税方

案。即对员工平均涨薪3%的大企业，及

对员工平均涨薪1.5%的中小企业，将最多

减免20%的法人税。同时，未来促进电商

平台的发展，对与物联网有关的投资，给

予进一步的抵扣法人税抵扣优惠。这些减

税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日本企业的竞

争力不会因为美国减税而受到削弱。印度

希望在2018年借助降低税率，简化税制，

建立统一的国家税制。例如，在个人所得

税上，年收入在25万～50万卢比的个人所

得税税率将从10%下调到5%；印度3700万

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中，有1950万人可以享

受到这次减税的优惠，占比高达52.7%。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也不得不承诺，

将在2019年联邦大选前推出削减个人所

得税政策，并推动政府削减公司税税率至

25%，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7年9月发

表的年度税收政策回顾报告指出，2016年

参与OECD的35个国家平均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24.7%，而当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下调到21%，便低于OECD平均水平3.7个

百分点，各国出于维系本国经济竞争力的

需要，也不得不推行相关的减税政策。

三、美国减税政策对粤港澳大湾
区投资环境的影响

在环太平洋经济循环中，广东的制

造业与美国、日韩台之间形成了一个国际

市场循环。以消费性电子产品为例，产品

的核心知识产权常常由美国公司所有，IC

器件在日本（或韩国、台湾）产生，广东

提供外包代工，然后成品再销往美国市

场。在这个国际经济循环中，广东充当着

“世界工厂”的角色，是美国大企业的外

包代工者。2008年以来，为实现“腾笼换

鸟”，广东把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外

移至东南亚地区，目前，广东的制造业又

与东南亚的新兴加工业形成了上下游分

工的经济循环。在这个国际经济循环中，

广东承担着最终的对美出口外贸结汇的角

色，这就使得广东与美国的进出口出现巨

额的贸易顺差，而广东与日韩台之间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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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政府是希望通过

减税，促进中端制造产业回流，推行“美

国制造”，从而打破这个国际经济大循

环。是否能够打破这个经济循环，则要分

析美国减税政策对涉及广东投资环境的主

要因素产生的影响，这些要素包括税收水

平、土地价格、工资成本、进口元器件成

本和产业优惠政策等要素。

一是税收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的统计口径，广东的宏观税负（包

括税收支出和政府性收费、基金等非税

收支出）大致在30%左右，这与东南亚各

国宏观税负约为35%的水平相差不大。但

是美国大刀阔斧减税后，企业的所得税从

35%降为21%，宏观税负约为26%左右。

广东便从税负“洼地”蜕变为税负“高

地”，税收水平失去了竞争力。

二是土地价格。2017年12月下发的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中反映，广东土地出让底价可以按

所在地土地等别对应全国工业用地最低价

标准的70%确定，也就是说，为了提高招商

引资的力度，在土地使用费方面，广东可以

提供较大幅度的让利。但相对于美国、东

南亚主要地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广东的土

地使用费还是偏高，还是没有竞争力。

三是工资成本。珠江三角洲地区熟

练员工的工资成本大约是美国中南部等同

水平员工工资成本的30%～50%；对于中

端制造产业来说，珠三角地区仍然具有一

定的竞争力。但是，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

的制造业，广东的贷款利率高出美国近一

倍，且油、电和交通成本也高于美国。综

合上述因素，以出口美国为主要市场目标

的加工业，劳动力依赖较高的则在广东还

有优势，而新增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则在

广东设厂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四是进口元器件成本。在美国新的税

务条例中，提高了跨境所得税税率，尤其

是知识产权收益的税率，广东进口元器件

的涨价是可以预见的。在这种环境下，广

东推行进口替代的IC产业便有了较大的价

差诱因，也为外商在广东投资设厂，发展

LCD面板和IC产业提供了机遇。我们应该

好好抓住这个机遇，通过与美国、日本高

端IC产业之间的迭代差距发展，争取短时

间内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同等产业的发

展水平。

五是产业优惠政策。美国政府减税

政策的指向是带动中端制造产业回流，以

及挽救美国的能源、化工、钢铁、装备等

基础产业。这些产业也是珠三角“腾笼

换鸟”后，希望引进和快速发展的产业，

这便与美国的政策形成了“争项目”的局

面，对我们引进外资不利。但是如果广东

能够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使得我们新兴

的中端制造产业与美国同样也在中兴中的

中端制造产业形成迭代差距发展的格局，

那么广东的中端制造产业就可以凭借配套

齐全的优势，获得发展的机会。

通过上述涉及广东投资环境要素的

分析，便可以很清晰地解释以下的现象：

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四部委在2017年8月

发出公告，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

投资，对境外投资者以分配的利润直接投

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暂不征收预提所得

税。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11月全国实际

利用外资增幅跃升至90.7%，使得2017年

头11个月的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率达到

9.8%。

同时，也可以解释美国减税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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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亚太地区的美资迅速“回调潮”。因

为，美资的海外固定资产投入必须折现

后，才有可能撤回本土；而折现后撤回本

土的中端制造产业必须与在亚太地区现

有投资存在迭代竞争优势，才可以生存。

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利用外资，保留了一个

“时间差”。

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济
新格局，应对美国减税政策

2017年8月18日发布的《广东省加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出重

点推进新一代信息网络、新型显示、智能

制造、生物医药、智能交通装备、高端制

造材料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

期夯实广东的中端制造产业根基，并相机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制造产业。

在特朗普税改落地后，叠加美联储持续的

加息和缩表，以及为推行“美国优先”而

出台的惩罚性关税，及钢铁、能源加价等

一系列政策变动，广东应更坚定对发展新

兴产业的决心。

1.发展“自主可控，进口替代”，建

设有底气的IC产业。近年来，以深圳为核

心的广东IC产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

于IC设计与市场应用的紧密结合，另一方

面也离不开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

化基地的强大支撑。成立于2001年的国家

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是八个国

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之一，基地通过公

共服务平台服务了包括华为海思、中兴微

电子、汇顶科技、敦泰科技等百余家IC设

计企业。通过构建自由知识产权的IC设计

与应用产业链，实现代替从日、韩进口元

器件的“进口替代”策略，IC设计产业有

了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当然，广东与

美国、日本的IC设计产业还有较明显的代

差，这个代差使得我们的电子、电器产品

出口，还要支付给美、日企业高昂的知识

产权费用。

因此，广东应鼓励有关的科研院所在

美国的硅谷设立相关科研机构，紧跟世界

潮流，创建与维护自有知识产权，建立品

牌信誉。有一个很好案例给广东IC企业以

示范，联想集团是目前国内电脑品牌在美

国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美国很多政

府机构的指定电脑都是使用联想的Think-

Pad。联想的成功秘诀就是在美国建立研

发机构，每年都为投放美国市场设计出年

度序列换代产业，使得美国消费者对联想

“不离不弃”。

2.鼓励出口配套企业组团，不在本乡

本土“拼价格”，要到美国设厂“拼品

牌”。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外移，

使得广东许许多多民营企业成为美资大厂

的原部件配套企业。例如，通用和福特汽

车在中国设厂，并在广东大量采购汽车零

部件，使得广东建立起了庞大的汽车零部

件配套产业链，广东的零部件不仅供应在

国内的合资车厂，而且大量出口，配套美

国本土的汽车产业。虽然美国政府给予有

利的税务优惠，美国制造商也不可能立即

放弃现有的海外配套产业链，在美国重新

搞一个成本不合算的配套产业链。不过，

中、高端的配套产业链正从墨西哥回调美

国本土已经成为事实。为此，广东应鼓励

汽车工业集群到美国俄亥俄州中、东部汽

车配套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建立研发和

配套销售基地，通过就地接单，绕过中间

商，直接享受美国政府鼓励发展中低端汽

车工业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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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尽快升级换代的是广东具

有竞争力的建材产业。广东建材产业年耗

标准煤达3000万吨以上，约占全省能源消

耗的1/5。面对着碳交易价格上升，广东建

材产业，尤其是佛山的建筑陶瓷业，已遇

到了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降低生产

成本等问题。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美

国的能源工业，尤其是煤炭工业留下发展

的空间，使得美国成为碳交易的“法外之

地”。广东的建材产业是否抓住这个机遇

在美国投资设厂，是考验能否抓住美国政

府即将实施的“千亿美元”基建工程的机

遇。2016年广东唯美集团在美国田纳西州

的莱巴嫩市（Lebanon）投资1.5亿美元建

成一座占地4.6万平方米的工厂，这是广东

建筑陶瓷品牌进军美国的第一家。

3.借助电子商务的力量，在“一带一

路”迅速形成广东产业的市场占有优势。

广东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东

南亚国家，已经成为替代日本、韩国品牌

的“名牌”货，例如广东的格力空调、美

的电器、OPPO手机等等，已经成为当地

具有市场占有率的品牌。近年来，东南亚

地区的电子商务市场发展得如火如荼，消

费者正从传统的零售商平台一窝蜂地涌向

电子商务网站。新加坡的电商平台Lazada

风生水起，仅用三年时间便成为东南亚最

大的电商平台，2017年营业额已达10亿美

元。而以销售时尚与美妆产品特色的电商

平台Zalora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国也设立了仓储中心，以方便就近配送。

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仅仅在东南亚的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和越

南，网络零售总额在2018年将达到345亿

美元。

要实现广东产品借助“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电商平台打开销售市场，需

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交易结算、产品出口信

贷、售后维修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一是交

易结算。东南亚地区的电商平台结算周期

较长，结算银行通常在新加坡，广东是否

可以与东南亚地区的主流电商平台签署

备忘录，将广东的一间银行纳入电商平台

的结算银行，使得广东企业在电商交易中

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尽快回笼，用于再生

产。二是出口信贷。电商交易不存在出口

订单问题，企业通常是将产品运送到电商

提供的海外保税仓，然后依据电商平台订

货单实现本地发货。目前广东企业在海外

进行电商销售的惯常做法是，寻找一间海

外销售商订货，获得出口贷款，生产出产

品后，出口给这家海外销售商；然后由海

外销售商再在电商平台上架销售，销售获

益为海外经销商所得。如果要剔除海外经

销商这个中间环节，则广东要在出口信贷

方面制订一定的优惠政策，使得企业有足

够的资金应付产品在海外保税仓储存的时

间差。三是售后维修服务问题。日本、韩

国企业对售后维修服务常常采取“召回”

机制，他们通过设立地区维修中心，消费

者将有问题的商品通过快递邮寄到维修

中心维修，然后再由维修中心免费寄回给

消费者。享受这种“召回”机制的商品，

在香港和新加坡称为“行货”。而广东产

品通常是委托海外经销商进行维修，这种

委托经销商进行维修的商品在香港和新

加坡被称为“水货”。“水货”的定价通

常低于“行货”，市场的信誉度也较低，

因此，广东产品要进入“一带一路”的电

商平台，便应更多地采取“行货”的“召

回”机制，建立起品牌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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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S Tax Cu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u Tianqing, Liang Yuhong, Quan Lingyan

Abstract: The controversial Tax Cuts and Jobs Act was sign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the Oval Office of White House in December 22nd, 2017, causing tax cut movements 

worldwide in 2018 which some Western economists called “the Year of Tax Cut”. The Trump 

Tax Cut will break the big economic cycle in Asia-Pacific, and influence the recently propose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focus on solid IC industry with independent R&D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to improve the 

exporting trend of customer electronic products. Energy consuming or overseas depending in-

dustries should invest abroad together.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also utilize the settlement 

advantag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o penetrate into the e-commerce businesses of South East 

Asia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market acces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US government; tax cut polic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57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动发展战略提供强大支撑。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科技创新
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科技创新已走过40

年的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1978年到1990年，广州科技创新

工作得以全面恢复；第二阶段是1991年到

2004年，广州确立了“科技兴市”目标；

第三阶段是2005年到2011年，广州正式提

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第四阶段是2012年以

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广州围绕国家

创新中心城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

改革开放以来
广州科技创新成就与经验研究
◎ 王可达 王云峰 吴兆春 康达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科技创

新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地

位日益突显，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有力支

撑。当前，广州正围绕国家创新中心城市

的目标，通过实施国际人才战略、突出企

业创新主体、完善优势转化机制、建设知

识产权枢纽、完善创新驱动制度，积极探

索推动科技创新的具体路径。未来，广州

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为广州迈向引领型全

球城市提供动力源泉，为全国实施创新驱

摘  要：文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科技创新的基本历程和基本成就的基础上,

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在科技创新的顶层制度设计、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成果转化

和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根据广州科技创新的战

略布局、广州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组织结构,从实施国际人才战

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完善优势转化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枢纽、完善创新驱动制度等

方面提出了广州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广州  改革开放  科技创新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G32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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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幕就此拉开。

（一）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开启科技
工作新局面（1978-1990）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

启了科技创新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广州对

科技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和探索，1987年

制定了《广州市科技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广州市科学技术拨款管理暂行办法》，

1988年形成了《广州市1988年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意见》。“星期六工程师”名闻

遐迩，建立了技术市场，实施了“火炬”

“星火”等科技计划，开启了科技工作新

局面。

（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确立科技
兴市目标（1991-2004）

1991年中共广州市委五届八次会议

通过《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广州市国

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

议》，正式把“科技兴市”列入十年规划

和“八五”计划。1992年9月广州市人民

政府颁布《广州“科技兴市”规划（1990

年—2005年）》，提出要全面贯彻“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经济建设必须依

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阶段，在“科

技兴市”目标指引下，以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政策、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知识产

权保护与技术市场管理政策为重点，广州

科技创新政策建设全面推进，形成了一个

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政策体系。

（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城市（2005-2011）

2005年12月广州市召开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走自主创新之

路，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

新型城市，为加快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不断

增添新的动力。自主创新成为广州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核心，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拉开了经济增长

模式转型的大幕。广州围绕建设创新型城

市的要求，加大重点支柱产业和领域的关

键技术攻关，拖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不断取得

新突破。自2004年起，广州已经迈进了工

业产值年增1000亿元，年总量超过5700亿

元的工业化新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广州

市的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推动阶段进入了

创新推动阶段，技术创新也相应地从技术

引进、改良创新进入自主创新阶段，自主

创新能力成为科技竞争力的核心。

（四）坚持新发展理念，打造国际科
技创新枢纽（2012-）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在国家、广东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背景下，广州围绕建

设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加快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核心区

建设，嵌入全球创新链条、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在当前阶

段，广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经济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和十九大精神，

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城市发展核心战

略和总抓手，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

家创新中心城市为总目标，发挥建设国家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龙头作用，努力把广

州建设成为珠三角地区创新发展主引擎、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排头兵、国际创新人

才基地、国际创新创业新高地，推动创新

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7年12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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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规划》，推动沿广深轴线形成高度发达的

创新经济带，广州将在其中承担“创新大

脑”的重要角色，并且发挥“主引擎”的

带动引领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科技创新
的基本成就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广州的科

技创新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实现了从依靠

技术引进到坚持自主创新的凤凰涅槃。尤

其是十八大以来，广州将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创新型城市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创新体系逐步完

善，创新文化环境不断优化。

（一）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地位凸显

广州市委、市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核心战

略，并提出打造国家国家创新中心城市，

这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坚持市场导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下，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

创新资源不断集聚、科技创新平台不断提

升、科技创新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环

境不断优化，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地位日益

凸显。

1.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6年全

年全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经费达112.87亿

元，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的5.81%，提前完

成在2013年基础上实现倍增的发展目标，

使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是高

新技术企业呈现爆发式增长。2016年广州

市净增高新技术企2820家，居全国第二，

是2015年净增数263家的10倍多，增速居

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目前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累计达到4740家。2017年全市预

计净增高新技术企业4000家以上，总数超

过8700家，已经连续两年实现高企数量的

突破性增长。二是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

广州入选中国最佳创新公司50强企业数量

连续三年居全国各大城市前三(2014年、

2015年分别为8家、13家，均居全国第二；

2016年9家，居全国第三)。亿航智能、芬

尼克兹、巨杉数据等一大批模式创新、业

态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三是专

利申请量质齐升。2016年全市专利受理量

达99070件，同比增长56.35%，增速在全

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7669件，同比增长

15.8%。PTC国际专利申请量1642件，同比

增长163.6%，为2012年的5倍增速在全国

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二位。

2.科技创新资源不断集聚。随着枢纽

型网络型城市的建设逐步深化，广州的科

技创新资源不断集聚。一是高端创新要素

加速集聚。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中国

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广州国际城市创新

奖、小蛮腰科技大会等大型会议和活动

陆续举办，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二是实

施羊城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目

前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6人、“两

院”院士77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81人、“万人计划”专家95人。在全国

率先实施人才绿卡制度，累计颁发人才绿

卡3300张，遴选珠江科技新星904人。三

是科技创新走廊和珠江创新带空间集聚效

应初显，广州高新区、中新广州知识城、

科学城、智慧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

区、生物岛、大学城、国际创新城、民营

科技园、南沙明珠科技城和南沙湾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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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聚区等创新板块紧密联系。

3.科技创新平台不断提升。以广州为

核心的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国务

院批准建设，标志着广州的科技创新平台

不断提升。一是广州拥有的省级新型研发

机构已达44家（截至2016年），占广东省

总量的25.9%，处于全省领先地位。拥有

重点实验室357家，国家级19家、省级191

家、市级147家。二是科技企业孵化能力

位居全国前列，广州在全国率先制定孵化

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优秀数量连续两年居全国前列，2016

年新增孵化器73家，累计192家，孵化总

面积840万平方米；新增众创空间80家，

累计115家。三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组

建运作，产学研一体化机制不断完善。中

乌巴顿焊接研究院、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广州中科院工业技术研究

院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发展。

4.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一是构建

了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形成了以

《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为主

体，含金量较高、处于国内前列的科技创

新政策体系(“1+9”系列政策)。二是科

技金融效益逐步显现。2016年新增新三

板挂牌企业203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小巨人企业占比达80%，新增挂牌企业净

资产均值在4个一线城市中居首位。截至

2017年底，全市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

资、私募基金机构达4500多家，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企业8098家，包括为全国青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

“中国青创板”，实现融资和流转交易额

近2000亿元。三是公民科学素质快速提

升。通过开展有效的科普活动，广州公民

科学素质达标率明显提升。按中国科协

发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

（2015-2016）》显示，广州公民科学素质

达标率已达到25.59%，排名全国第三，仅

次于北京（30.69%）、上海（28.8%）。

（二）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支撑

科技创新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强大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引领广州经济增

长动力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途

径。同时，科技创新在广州的城市建设、

改善民生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广州全面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把创新作为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添经济发展新动

能的强大支撑。根据2016年广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664.55亿元，增长

7.5%，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

广州陆续引入了多个IAB（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NEM（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领域的重大工程，全

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提高

到64%，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

提高到66%，全市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长10%。按照《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第

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到2020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4000亿元规模，占

GDP 比重超过15%，形成5个超两千亿级

产业集群等目标。

2.科技创新服务城市建设。广州市

“十三五”规划提出，广州将打造三大战

略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是其中之一，

“创新”将成为广州新的城市名片。2018

年1月市委第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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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型全球城市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完成，

都是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一方面，科学

技术被应用于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另一

方面，依靠科技创新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现

代产业新体系，提升城市整体实力。国家

外国专家局发布“2016魅力中国——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结

果，广州连续五年获评“外籍人才眼中最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3.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福祉。广州的科

技创新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领域

取得了成绩，而且在民生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通过在一系列民生工程中应用科学技

术，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获得感得到

提升。例如，通过在环境领域推广新型科

学技术，发展环保产业，广州的环境质量

得到提升。2017年广州市PM2.5(细颗粒物

)年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广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地区

生产总值超万亿、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省会

城市中率先实现PM2.5达标的城市，全面

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终

期考核目标任务。

（三）科技枢纽作用逐步显现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要求广州

在创新驱动发展中走在前列，在服务全省

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中担负更大责任。广

州不负嘱托，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成为

科技创新区域龙头。广州的科技创新枢纽

功能日益增强，带动辐射区域经济发展，

并逐渐走向国际。

1.广州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区域龙头。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规划的“1+1+7”珠三角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广州市被赋予“创

新发展的龙头”定位。在珠三角甚至粤港

澳大湾区整体空间布局中，广州与周边城

市产业互补性强，能够为周边制造业城市

提供科技服务，承担着向创新驱动转型和

带动全省创新发展的重任。素有“千年商

都”之称的广州，已然成为全国创新资源

最密集、产业发展最先进、创业孵化最活

跃的发展高地之一。从载体、平台的建设

到产业、项目的加速崛起，广州正在担起国

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龙头的重任，全速发

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

2.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初显成效。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重要的是强化枢纽功

能，推动开放式创新，这是建设引领型全

球城市的关键。经过几年的积累，广州国

际科技创新枢纽战略建设已初显成效。广

州在美国硅谷、波士顿和以色列特拉维夫

办事处均设立办事处，与国际创新平台交

流合作深化，创新创业环境与国际接轨。

国际创新论坛在广州连续举办，不仅成为

科技信息交流的平台，更成为科技要素

流动的窗口。此外，随着广州城市环境改

善、城市实力提升，不断集聚着国际科技

创新人才资源。

三、改革开放40年广州科技创新
发展的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在科技创新的

顶层制度设计、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成果

转化和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取得了

成功经验。

（一）全力构建科技创新制度

1.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创新制度。改

革开放40年来，广州的科技创新也是牢牢

依托市场建立起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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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取得了三点经验。一是突出企业在科

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二是科技创新发展

资金由国家独揽转向“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的机制。三是科技创新奖项更加符合

市场需求，惠及民生，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大幅提升。

2.健全激发科技创新的人才制度。科

技创新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创新，加强科技

人才引进和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广

州市不断健全激励科技创新的人才体制。

一是创新人才流通机制，构建人才吸引体

制。二是创新广州市科技人才培育机制。

广州市在发挥人才培训中心、广州软件人

才培训基地等人才培训基地的基础上，发

挥企业第三方人力资源企业的优势，加强

人才培训。同时，通过“订单教育”等多种

形式，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政府+企业”“企业+科研院所+政府”“国

内高校+国际高效+政府+企业”等多种培养

人才模式，培育出一大批高尖端人才。

3.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奖励制度。

1978年广州组织成立市科技奖励办公室，

逐步形成广州科技奖励体系的雏形，设立

奖项超过20多项。1986年广州市人民政府

颁布《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并于1992进行修改。1996年广州市人民政

府又颁布《广州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金鼎

奖奖励办法》。200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颁

布《广州市科技奖励办法》，设立突出贡

献类、科技进步类。同时，此次改革将原

有的大小奖20多项予以撤销，只保留广州

科学技术奖，每年评选一次。2014年广州

市人民政府制定《科技创新奖励项目申报

办法》《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制度》

等一批奖励规定，逐步实现奖励项目、

奖励范围、奖励对象、奖励方式、奖励标

准、奖励成果应用的精准，保障奖励政策

能够发挥成效，迅速落地。

4.强化科技创新的财税金融制度。广

州始终探索科技创新与财税金融融合发展

的路径，积极推进财税金融与科技合作，

围绕科技财税金融风险管理、科技担保体

系建设、贷款服务等金融创新推动科技

创新发展。2014年广州市创新科技金融服

务品牌，组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不

断联合金融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为科技

发展提供财税金融服务，构建全市科技金

融服务网络，成立以来授信资金超过60亿

元，打造出科创众创空间、科技企业新三

板发展促进会等服务。2015年广州市人民

政府印发《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意见》，

通过设立风投基金、科技信贷水平提升、

科技信贷产品研发、信贷专营试点、融资

担保服务、证券市场融资等方式推进科技

金融融合。截止2017年6月底，广州市科

技金融授信稳居全国第一，并设立了财政

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资金，财政资金

投入50亿元，带动社会资金。

（二）着力完善科技管理体制

1. 以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标准统领科技

管理。广州市在 2015 年出台了“1 ＋ 9”

创新政策，涵盖企业创新主体、科技成果

转化、财政科技经费和科技孵化器双倍增

计划、科技金融发展等多方面，为国家创

新中心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正

形成创新创业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出台

《广州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三年行动

计划（2016—2018）》，强化中心城市的示

范带动辐射引领作用。力争每年培育新增

1500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和 10 家以上上市

科技企业。到 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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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超过 47%，推动全市现有超过 50%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60%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

2.建立容错补偿机制破除发展瓶颈。

容错机制对于科技创新尤为重要。“勇于

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是构建广州

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城市的必要之举。改

革开放以来，广州市通过建立科技创新容

错机制，促使科技企业和科技人员不会因

为创新失败而蒙受难以承受的损失或社

会压力，从而激发企业或个人的再创新行

为。一是广州市政府构建创新失败补偿的

评估机制。二是创建广州市科技创新失

败补偿的运作机制。广州市政府是科技补

偿的组织实施者，制定补偿标准和相关政

策，明确了补偿时序与方法。三是构建广

州市科技创新容错补偿的保障机制。广州

市政府联合国家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

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建立了银行补偿机

制。四是构建广州市容错补偿监督机制。

广州市按照系统、公平、分级监督、多元

主体参与等四大原则，构建广州特色的科

技补偿监督体系，有效地抑制了欺骗性创

新行为的存在。

3.创新运营管理方式促进科学管理。

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包括了

科技创新观念、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

成果推广、科技再创新等环节，其间设计

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科技开发人员、

市场消费者等多元主体，要想保障科技

创新后劲强，必须创新运营管理方式，促

进科学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做了

如下努力：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

定位，发挥多元主体积极性，实现共治共

赢。二是鼓励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

度，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科学化，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三是改革科研管理体系，完善

科研管理方式，激发科研队伍活力。

4.健全中介服务组织促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组织是技术研发与扩

散、技术资源配置与成果转化、技术创新

评估与决策的专业组织。改革开放后，于

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广州，为广州市科技

成果转化、科技资源整合和科技创新市

场秩序维护做出巨大贡献。一是完善科技

中介服务体系。从业人员超过1万，还有

相当数量的科技咨询、知识产权服务。据

统计，全国80%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在广

州为核心的珠三角。二是科技中介服务组

织自助创新链完备。科技创新孵化机构数

量增加，截至目前孵化器超过百家，达到

全国先进水平；科技融资机构增加，数量

较90年代初期相比增长了80%。三是积极

加强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科技人

才培育，科技经济复合型人才数量急剧增

长，有力促进了科技中介服务的发展。

（三）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1.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随着广州

科技发展前沿地位越来越凸显，广州市政

府开始重视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

2015年12月，广州市政府发布了最新的

《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

规定：将科技成果转化初值、收益等权力

下放给科技创新单位或者个体，鼓励高校

科研院校科技成果在广州就地转化，增大

科技创新企业补助金额，最高可补助500

万，科技转化成果首先采购使用单位可获

得最高200万元的补助。科技成果转化制

度的不断完善，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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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确的方向，促进了科技成果应用到民

生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2.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广州科技

转化服务平台源于2002年，与科技部通过

“共建共享”形式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平台。2004年广州市贯彻落实《国家科学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2005-2010）》

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国家科技基础平

台建设实施意见，加强自身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2006年广州科技创新能力

发展会议将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作为广州

“十一五”要建设的“三大平台”之一，

广州市在“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进一

步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立了广州

科技网，而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州市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201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

法》，要求进一步利用现有平台，充分发

挥企业创新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平台，构

建广州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体系。

3.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科技

成果转化依托于科技转化制度和科技转化

平台，还需要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体

系：第一，重大专项拉动成果转化。2009

年印发《广州市科技计划与项目管理办

法》(穗科函字〔2009〕256号)，在2012年

又通过《广州市科技促进条例》，2014年

又印发《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2015年进行了系统修改。第二，

加强国外科技成果转化。在科技创新领

域，我国是后来者，科技创新发展很多属

于“舶来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我国必须在引进

来的同时，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先后引进了韩国LG、美国思科等先进科

技项目。第三，加强金融财税支撑成果转

化。2014年广州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品

牌，组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2015年

印发《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意见》，2017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广州科

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逐步形成科技

创新金融财税支撑平台。

（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1.打造区域创新文化系统。区域创新

文化体系是指一个地域内支撑科技创新

的文化生态系统。一是按照科技部《关于

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调

动和组织广州地区全社会的科技力量，投

入区域创新的文化支撑体系建设。二是建

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是构建企业创新文化体系。改革开放

以来，广州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文化建

设，截止2017年，广州中小企业突破700

多万家，企业增加值接近4万亿，占GDP

的比重超过50%。目前，广州企业文化发

展呈现欣欣向荣发展态势。四是构建多

元文化“大熔炉”的市民文化体系。广州

市积极推进文化融合建设，构建开放、共

建、共赢文化体系，让各种文化互相促

进，优势互补，形成新的文化格局。

2.完善科技基础设施系统。完善的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是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

础。一是加强科技园区建设。园区建设是

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

初期，园区建设是广州的空白，改革开放

后，逐步建立农业、企业、工业、科技、

软件产业园。广州科学城的奠基、广州软

件园（包括天河软件园、广东软件园和南

沙资讯园）的成立，留学人员创业园、国

际企业孵化器及其网络的建设，国际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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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启动，广州数码港建设规划的实施，

广州市科技信息网市、区两级子系统及科

技资源库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广州市对

科技基础建设长期投入的结果。支持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60余项，

支持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类科研项目30余

项，对支撑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初显。

3.疏通整体创新全产业链。广州市为

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动力，不断疏通创新全

产业链，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形成全产业

链科技研发子系统、科技衔接子系统和科

技应用子系统，实现上游、中游、下游全

产业链发展。一是实现多元主体大联合。

制定《广州市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和《关

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

见》相关制度。二是建立科技推广队伍。

广州市建立了形成了层次分明、责任明

确、自成系统的政府科技队伍；在广州市

科技协会的领导下，形成了非政府组织的

科技队伍推广体系；建立了以高校科研院

所为核心，乡镇企业、大中型企业为主体

的技术推广体系。三是完善科技转化对接

系统。政府、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成果，

难以通过自身直接投入生产并加以推广应

用，需要发挥企业作用，实现“研发—应

用—推广”的有效对接。四是加强科技产

业转移。

四、广州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和
发展展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

异，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当前各界关注

的热点。因此，在总结广州科技创新的主

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21世纪

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明确广州

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积极探索广州加快

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特别是加快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枢纽的具体路径，对广州为全国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大支撑具有

重要意义。

（一）广州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和挑战

1.广州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从全球

层面来看，广州作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

功能定位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成为

世界创新产品的生产源地。集聚大量世界

级的科技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风险投资

公司，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产生大量新技

术、新产品，并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创新

和管理创新带动世界产业变革。掌握一批

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涌现

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在众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二是

成为新兴产业的世界战略高地。企业成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培育形成并集聚一批行

业创新“引擎”企业和跨国公司，科技创

业活跃，新的企业、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

不断涌现；科技成果与商业模式创新融合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研发服务、科技服

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充分发展。三是成

为世界创新文化的传播中心。全社会创新

创业意识强烈、文化氛围浓郁，有利于创

新的社会制度健全；跨国性的重大科技创

新活动频繁，经常举办全球性科技创新论

坛；拥有国际一流的科技期刊；具有引领

全球的科学理念、产业文化和商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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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新的生产理念、商业文化和消费

观念的发源地。四是成为全球创新资源的

配置中枢。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国内外

高端研发机构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集

聚，拥有国际一流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

平台；全球创新资本汇聚、科技金融有机

融合。国际技术交易发达，形成多层次、

多渠道、多方式的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格局，具有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综合

能力和多元渠道载体。

2.广州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经过40

年的发展广州科技创新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能力

不强仍然是广州的“阿喀琉斯之踵”。

（1）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研发投入

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根本保障。多

年来，广州R&D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徘徊在

2%左右。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2.1%和

2.3%，远低于2016年北京的5.94%、上海

的3.80%、深圳的4.10%、天津的3%。 广

州“十三五”时期拟定到2020年R&D经费

投入强度目标仅为3%，远低于北京、上

海、深圳等城市2015年的水平。

（2）主体作用不够突出。深圳企业

是真正的创新主体，出现“六个90%”：

90%以上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

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

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

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重大

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自龙头企业。广州大

部分企业并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根据2014年科技部国家级高新区评价结

果，广州高新区综合排名仅为第11位，比

2007年排名下降了3位。对比国家创新型

科技园区2020年的目标要求，广州高新区

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占企业总数比例、服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国家级研发机构数

和从业人员中硕博占比这4个指标均尚未

达到目标值的一半。

（3）高层人才资源缺乏。广州的国

际开放程度和对外科技合作水平仍然需

要提高。从国际人才集聚看，外籍人口占

广州常住人口比重约为2.5%，与世界公认

的国际大都市外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达

5%以上的标准有较大差距。广州高层次

人才总量偏少，领军人才和复合型高端人

才明显不足。2017年上半年，中国各大城

市纷纷出台政策，吸引人才。人才净流入

率方面，杭州、深圳、成都三个城市位列

全国三甲，恰好分别位于中国的东部、南

部和西部。杭州以11.21%的人才净流入率

位居榜首。深圳、成都人才净流入率依次

为5.65%、5.53%。北京人才净流入率为

4.38%，排名第五；广州人才净流入率为

1.42%，排名倒数第二。

（4）创新产出质量不高。发明专利最

能够代表创新的质量和水平。但根据2011

年到2016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

位排名，深圳有多家企业位列其中并且名

列前茅，而广州没有一家企业能晋级2011

年-2016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前十位。

广州授权专利结构不合理，呈现应该多的

发明专利实际授权量不多、应该少的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实际授权量不少的状况。

连续九年，广州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量的

比例没有超过20%。从专利类型来看，深

圳主导产业专利申请的量和质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绝大部分是发明专利，较多涉

及主导产业的核心技术。广州汽车企业的

申请专利以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为主。

（5）体制机制尚需完善。资源配置

制度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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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被严重扭

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资源配置的环

境和效率。核算制度需要完善，长期以来

形成的以“GDP”论英雄的制度安排尚未

得到彻底改观。知识产权制度需要完善，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水平有限。对企业

经营者和研发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

充分调动研发创新的积极性，需要不断完

善。面对创新人才的全球流动成为常态、

人才流动将更加频繁的趋势，人才流动机

制不完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影响国际科

技创新枢纽的辐射能力。

（二）广州加快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

1.规划广州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

“十三五”时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创新面临突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势

在重塑，一批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将形成

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

济增长点。国际科技创新呈现的新特征、

新趋势和新方向，与我国确立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形

成历史性交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核心

战略。在新的历史时代，国家赋予广州新

的发展定位和历史使命。广州作为国家重

要中心城市，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实力和竞

争力，着力提升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

战略地位和国际创新新格局中的影响力。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把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作为城市发展核心战略和总

抓手，发挥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

龙头作用，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生态，顺应科技创新

区域集聚规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建设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区，促进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和发展模式，把广州建设成为珠三角地区

创新发展主引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排头

兵、国际创新人才基地、国际创新创业新

高地。要坚持战略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提升的科技需求为

导向，强化规划统筹，发挥市场配置创新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要坚持重点突破。聚焦科

技创新重大目标，在若干原始创新、重大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有所作为，瞄准

科技创新关键共性难题和重大短板，整合

和统筹各方创新资源，在创新驱动重点任

务、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

2.认清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主要功

能。其一是科学研究功能：科学研究是科

研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特

定科研手段和装备，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

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的过程。其二是技术

创新功能：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主要是

企业）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产生大量新技

术，并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

新带动产业变革的过程。国际科技创新枢

纽是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

增长极。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产生的新知

识、新技术能够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其三

是产业驱动功能：新技术、新工艺能够改

造传统产业，驱动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转

型。其四是文化引领功能：国际科技创新

枢纽对世界文化的形成产生引领和塑造

作用。科学技术不断塑造人类新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实践的变革必然重构时代

的主流价值观，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

思想体系的演进。其五是辐射引领功能：

辐射引领功能是对全球创新网络产生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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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辐射引领作用。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

市的大小和能级取决于地域化和国际流两

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两种力量以不同的方

式影响着创新要素的积聚和扩散。五大功

能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升华的内在逻辑关

系。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技术创

新促进产业升级，辐射引领是科技进步的

必然结果。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驱

动是三大基本功能，文化引领和辐射引领

是两大派生功能。产业驱动是国际科技创

新枢纽发展的目的，文化引领和辐射引领

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国际

科技创新枢纽发展的最高境界。

3.明确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组织结

构。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本质上是多要素组

成的区域创新系统，它是多个因子共同作

用、多层面相互叠置形成的结果，具体可

归纳为三个要素层次八种要素。核心要素

是人才。高素质创新人才是国际科技创新

枢纽形成的核心与关键。国际科技创新枢

纽的人才呈现人才类型的科技化、人才发

展的国际化和人才队伍的年轻化等三大

特征。科技化即科技创新人才在人才类型

中占主体地位，是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人才

的最基本特征。国际化包括人口构成的国

际化和科技创新人才的国际化。年轻化包

括总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和创业人才的年轻

化。主体要素是企业、大学与政府。企业

是科技创新的主导者，其中的“引擎”企

业对整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发挥带动

和组织作用。一流大学具有知识输出、人

才培养和创新实践等三大功能。如果说企

业是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成长的发动机，大

学就是发动机燃料的供应者和城市创新

氛围的塑造者。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

定者、创新环境的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环境要素是文

化、资本、设施及服务。创新环境涉及保

证创新顺利运行的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市

场、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专业服务等各个

方面。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与科技创新

是“鱼水关系”。健全的风险资本市场是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创新基础设施包含一切服务于科技创新活

动的基础设施。环境要素还包括规范的制

度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怡人的生活环

境等。

4.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路径。

（1）实施国际人才战略。一是更新

人才新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树

立以用为本、用好用活人才的理念。树立

人才配置的全球理念。树立人才发现的潜

在理念。树立人才评价的类别理念。树立

用当其时的用才理念。树立不拘一格的选

才理念。二是全球人才配置战略。必须从

全球人才网络的视角来谋划发展，从“集

聚全球人才”向“配置全球人才”的战略

转变，实现从建设国际人才高地向建设全

球人才枢纽的战略跃迁。着眼于全球城

市建设，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惟

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

一格用好人才。建立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

人才制度和建构符合全球城市特点的现

代人才治理体系。要围绕人才关心的实际

问题，进一步强化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

完善人才考评机制。以广州主导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载体，突出重点培

育人才竞争优势。三是率先建立适应国

际化的人才管理制度。在人才管理上，应

建立适应国际化的人才管理制度。重点要

建立两大“机制”:建立人才开发的“宏

观调控”机制，重点在党管人才的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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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现代化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发挥

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加快建设“对接国际、衔接区域、贯

通全国”的广州人才市场体系，在广州率

先形成“市场化”的人才服务新机制。四

是大力提升本土人才国际化素质。结合广

州教育改革试点，率先推进教育培训的国

际化。加大教育向全球开放的力度。鼓励

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拿出重点学科、专业与

国外高校同类强项学科、专业进行国际化

合作办学;引进国际知名学校到上海来办

学;师资队伍向国际化靠拢;学校管理向国

际化接轨。加大人才国际培训活动的参与

度。继续选送优秀干部、人才出国进行中

长期培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

和技术。

（2）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从20世纪

50年代到目前为止，硅谷地区经历了数次

大的技术变革，而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

导致该地区新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在一次

的变革过程中，都会孕育新的“引擎”企

业，成为新的产业和创新集群发展的引领

者。广州的主要对策包括：一是培育企业

家精神。现代企业家精神，首先表现为创

新常态，不做别人已经在做的事，一定要

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其次表现为对潜在

的市场机会敏感，敏锐把握移动互联网时

代和新一代工业革命的趋势走向；其三表

现为企业家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驾驭，具有

引领创造市场需求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企

业家作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的驱动

力的主要形式是对科技创新价值链微笑

曲线优态的贡献，从技术研发端到市场品

牌端，构成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驱动

力的可能要件，能直接影响科技创新的价

值链曲线的现实形态，摆脱向下（过分依

赖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的形态，避免平坡

形态（研发、制造、品牌没能突出的附加

值），促使科技创新价值链曲线的微笑向

上形态（品牌端向上或研发端向上，或研

发与品牌同时向上。企业家的本质是以市

场的成功与否作为其事业成功评判依据，

决不能是以行政级别的提升作为其追求

的目标。要构建衡量企业家对技术创新贡

献、企业发展、企业品牌资产价值增值的

人力资本贡献的科学评价机制，充分调动

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二是完善企业创新

动力机制。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的演化

一般经历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协同创

新等三个过程以及变异、复制、选择等三

个阶段。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创新动

力驱动企业家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企

业外部创新动力是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

运行的“启动电源”，保证企业自主创新

机制启动并运转。企业的技术创新倒逼企

业在内部进行制度变革，企业技术创新行

为作为一种动力潜能激发了企业内部创

新动力，企业内部创新动力通过驱动企业

完成制度创新行为。企业内部创新动力是

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运行的“马达”，

为其提供稳定的推动力，保证机制持续运

转。企业制度创新行为作为一种动力潜能

激发了企业协同创新动力，驱动产学研合

作共同体进行协同创新。企业协同创新动

力是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运行的“变速

箱”，控制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的运行

节奏，保证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稳定、

高效运行。在三个阶段的层级递进过程

中，伴随着企业外部创新动力要素、企业

内部创新动力要素、企业协同创新动力要

素与企业自主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转换。

三是实施国有企业创新工程。要完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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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导向的经营者选拔任用与激励考

核机制。建议有关部门要把国有企业科技

创新投入和产出绩效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

经营者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把经营管

理者和研发人员对企业、行业、国家的自

主创新贡献与其长远利益和荣誉相挂钩，

建立奖优罚劣的长效机制。要营造国有企

业优胜劣汰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打

破国有企业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地位，

引入竞争机制，让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

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有机会展

开充分的竞争，使自主创新成为国有企业

的必然选择。四是实施民营企业创新工

程，着力培育本土创新“引擎”企业。要

完善科技中小企业创新扶持政策。良好并

能真正落到实处的扶持政策是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的重要催化剂。要加快制定相关的

配套实施政策，明确落实责任主体，建立

部门协同机制，促进配套政策落到实处。   

（3）完善优势转化机制。拥有较多

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广州创新驱动发展

的优势。通过一流大学的知识辐射带动科

技创新中心发展是国际创新中心的成功经

验。一是集聚全球顶尖科学家，产生引领

科技发展方向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型大学

是全球顶尖人才集聚的场所。广州要吸引

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广泛开展科技与学术

交流，协作开展科研攻关，共享重大研究

成果，引领科技创新思潮，不断提高面向

世界的科技影响力。二是发挥大学优势，

对接新兴产业。《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提出重点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

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精准

医疗、高端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前

沿产业。建议建立广州与广州地区的研究

型大学的对接机制，促进广州地区的研究

型大学围绕广州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面向

科技前沿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建立世界

级的研究中心。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催生大批新兴高科技企业。建议广州

地区研究型大学应设置独立的、商业化运

作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连接企业需求和大

学科研产出，设计科研成果市场化路径，

保障科研成果转化的信息畅通。四是培养

创新型人才，输送高质量毕业生。世界一

流大学为硅谷创新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

才。要增强广州吸引本地大学生毕业后的

留在广州的能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不仅

有助于提高经济系统的产出，而且有助于

催生高技术产业，引导一般性资源流向高

技术产业。同时要提高广州知识产权的运

营水平。强化知识产权运营意识，科学掌

握知识产权的传统运营模式，灵活应用新

兴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推动知识产权运

营的科学化、制度化发展。

（4）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一是实施

知识产权强市战略。知识产权制度决定了

知识产权战略的实质内容和性质，是知识

产权战略的基础。要制定知识产权强市战

略。建议适应新的发展形势需要，在市委

市政府层面出台知识产权强市战略，将知

识产权强市战略作为广州加快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枢纽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完善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

广州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的基础和重点，主

要包括商标战略、专利战略和商业秘密战

略等。二是建立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建议

广州梳理不同类型活动的知识产权评议

需求、内容和方法，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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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围绕“十三五”时期广州重大产业规

划、高技术领域重大投资项目等开展知识

产权评议，防控重大知识产权风险。建议

建立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开

展重大科技活动评议试点，围绕创新成果

优化知识产权布局。建立重点领域知识产

权评议报告发布制度，推动知识产权评议

成果运用，扩大评议的社会影响力。建议

广州尽快制定相关文件，对评议主体、评

议对象、评议内容和评议程序等给予规

范。三是建立服务于创新驱动的知识产权

评价制度。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

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是大势所趋。要与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对接，完善发

展评价体系，将知识产权产品逐步纳入经

济核算，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在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时，要注重鼓励发明创

造、保护知识产权、加强转化运用、营造

良好环境等情况和成效。要积极探索应用

知识产权驱动广州产业发展的路径。四是

探索建立自贸区南沙片区知识产权制度。

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政策。抓紧研究相关

知识产权政策，尽快制定南沙片区知识产

权体制建设和工作计划方案，发布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权责清单。完善综合行政管理

协调机制。借鉴上海经验，成立集专利、

商标、版权“三合一”的自贸区知识产权

综合行政部门，履行专利、商标、版权等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保护、进口产品知识

产权纠纷和滥用行为的调查处理等职责。

（5）完善创新驱动制度。一是完善

科学的核算制度。2009年，联合国等机构

联合发布了新的国民经济统计国际标准。

广州应当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新的GDP指

标体系，将知识产权、研发支出等纳入考

核内容，并进一步引入能反映生产与能源

消耗、技术创新相联系的更具科学性的评

价指标，引领科技创新。二是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制度。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把政府

职能真正转变到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公

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

良好的机制条件和法治环境上来。三是完

善协同创新制度。广州大力推进产学研协

同创新，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

为导向，政产学研用互动。必须以企业为

主体。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只要通过企业的

运作，才能最终实现产业化，成为有竞争

力的产品。建议完善广州科技创新决策机

制，增加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决策中和话语

权；建议改革科技项目的生成机制和决策

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项目，主

要由企业提出并牵头;促进企业从事基础

性前沿性创新研究，进行原始创新和技术

创新。必须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议

依托企业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能够更有效地组织和配置

联盟内各成员单位的优势资源，克服过去

产学研合作存在的合作短期化、任务单一

化等问题，因此更具有战略性、长期性、

稳定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深化科

技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

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新型研发机构是一种

与传统的体制内科研院所不同的研发组

织。四是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形成

机制。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形成分为自发

演进模式、政府规划模式、市场和政府相

结合三种模式。要坚持市场和政府相结合

的原则，根据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

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完善体现地

方特点与地方政策框架相糅合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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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科技创新的发展展望

1.科技创新是城市竞争能力的关键要

素。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不同的历史时期城

市的功能不同，科技进步推动城市功能转

型升级。科技创新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动

力源泉。以科技创新推动全球城市发展

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尽管，不

同的权威机构认定的全球城市排名有所

不同，但是，在GaWC（全称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美国

杂志Foreign Policy以及日本森纪念财团等

机构发布的全球城市排名中，伦敦和纽约

都位于前两位。将GaWC全球城市排名和

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排名对比发现，综合实力靠前的城市一般

都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科技

创新引领全球城市发展，在全球城市体系

中，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标

志性功能。2018年1月，广州市委十一届

四次全会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因此，

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

强大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是广州

“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国家重要中

心城市的实质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

建设引领型全球城市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发展的必然结果。

2.人才驱动是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的实

质。人才是全球城市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或共同所有者，知识产权和枢纽城市的经

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的互

动传导机制，通过人才掌握的知识产权的

保护及其应用，推动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

形成和发展。要积极顺应人才流动和集聚

的发展趋势。未来30年全球城市人才的流

动集聚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全球人才一

体化趋势增强。全球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扩

大。全球人才流动速度持续提高。全球人

才流动范围不断扩大。人才的跨国流动，

既有人员流动，又有智力流动。二是全球

人才双向化趋势明显。全球人才将持续流

向发达国家城市。全球城市人才向发展中

国家城市回流的态势将不断增强。人才回

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全球城市人才从

发达国家城市向发展中国家城市流动的趋

势正在显现。全球人才向中国流动以及中

国海外人才回流态势将不断增强。三是人

才引力多元化趋势演变。经济收入对人才

的吸引效应递减，经济收入不再成为人才

流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四是全球人才虚

拟化趋势显现。人才的工作地与居住地发

生分离，人才虚拟流动将通过信息通讯网

络来解决。广州要真正实现人才驱动，必

须顺应人才流动和集聚的发展趋势，不断

完善创新人才流动机制，既吸引国内外科

技创新人才向广州流动，又促进技术人才

从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转移。同时，根据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完善竞业限制制度。

3.产业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

节。近现代以来，先后在英国、法国、德

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形成了科技创新中

心，究其首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抓住了每一

次重大技术革命及相应的产业革命所带

来的历史性机遇，进而占据了世界经济主

导地位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广州必须牢

牢扭住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个核心定

位不动摇。产业技术创新是广州提升全球

城市创新地位的关键。产业技术创新是广

州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支撑，具体表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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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市场导向。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要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要加快构建企业主导的协

同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成果转

移转化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二是产业技术创

新要强化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集聚和配

置。全球城市产业体系的构建必然会带来

产业发展所需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的

集聚，全球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必然

会带来与之相匹配的产业要素结构的变

动。因而，产业技术创新将保持城市产业

的持续更新升级，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

力。三是产业创新生态构建要营造“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产业创新

生态要以产业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推进与

国际接轨的市场创新制度环境建设，破除

制约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

产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支撑，营造“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充分激

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四是产业创新价

值链跨区域布局将增强科创中心的辐射力

和服务力。全球城市产业创新价值链布局

往往突破全球城市市域，向全球城市区域

或全球城市轴线布局。广州科技创新中心

产业创新价值链的跨区域布局，将带动粤

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区域创新发

展，进一步增强广州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

力和服务力。

4.无形资产运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标

志。科技创新是无形资产的重要来源。自

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

化关系密切。作为反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

的诸多因素的综合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需求因素

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供给因素是

产业结构变动的物质基础；体制因素是产

业结构变动的必要保障；技术因素是产业

结构变动的核心动力。在上述因素的综合

作用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将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不断转变。反之，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也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影响上述四

大因素，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

方面，自主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始动

力。一个产业能在现有相对稳定的产业结

构系统中异军突起并迅速成长，关键在于

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从新产品、新

技术、新市场、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组织

等五个方面直接推动和影响产业的升级。

无形资产是城市科技创新的重要标志。无

形资产是衡量城市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在当代，衡量城市的经济实力，既要看其

他经济指标，更主要的是考量经济主体拥

有无形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结构。无形

资产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标

志。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不同的经济

资源。不同的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方式不

同，依赖不同的经济资源。正如阿尔温·

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中预示的那样：

农业经济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工业经济

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是机器；而知识经济时

代最重要的财产是知识和信息。农业经济

和工业经济均以开发稀缺资源为主旨，知

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要素是无形资产。

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整个

资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作用日趋重要是

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必然要求。

5.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

障。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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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广州引领型全球城市经济的持续增

长源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创

新激励功能的发挥，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活

动，提升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产权安排驱动资源配置状态改变或

影响资源配置的调节，通过定义和保护产

权，降低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对资源配

置产生根本性影响。知识产权制度中独占

使用、授权使用、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

制度，协调创造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之间

的利益关系，并通过权利交易、权利限制

等形式，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辐射的重要支撑。全

球城市不仅自身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

力，还拥有较强的科技要素及产品的对外

输出能力。通过辐射、渗透和扩散，全球

城市将其自身开发和研制的专利技术等向

其他地区推广和扩散，使整个区域在科技

协作、生产配套等方面不断提升。技术创

新成果的价值只有通过成果转化，融入市

场，才能得到体现和实现增值。知识产权

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它同样关注创新技术

的应用和传播，鼓励和促进权利人和其他

社会公众，在法定范围内使用和传播创新

成果，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如

果不对创新技术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将会

损害创新主体的经济利益，影响它们继续

创新的积极性。这就需要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延缓技术扩散

的时间。但是，知识产权法不仅保护专利

权人的利益而且还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这就要求实行专利公开并规定合理的使

用方式。通过专利公开和合理使用逐步实

现技术扩散。知识产权制度是规范秩序的

重要支撑。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形

成公开、公平、规范和透明的市场经济秩

序。知识产权市场规范功能是保障知识产

权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能够有效促进城

市竞争力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制度通过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和滥用行为，发挥市场

竞争秩序规制功能，促进全球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提升。城市层面的知识产权行政管

理体现在：制定实施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运营营造良

好的环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等。所有这

些，都为规范知识产权竞争秩序创造良好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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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Guangzhou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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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s of Guangzhou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summarized that Guangzhou has achieved 

success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top level deign, management system, commercialization 

and R&D nurture. The author proposes way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b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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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识（陈岩松，王巍，2004；马武定，

文超祥，2006；李晓江等，2011）。但现

有研究多从当下时点出发对总规存在问题

和改进对策进行论述。部分学者将总规放

到更长的时间跨度，分析总规的地位、作

用和演变趋势（杨保军，陈鹏，2012；易

晓峰，2015），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尚不

多见。本文以广州市总规为例，对其从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时序的

分析对比，试图总结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发展特征。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客观评价

广州总规的历史地位和存在问题，从而对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回顾与展望
◎ 韩文超 刘云亚 刘松龄

一、引言

长期以来，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

总规）一直是规划实践和规划理论研究

领域的热门话题。实践层面，各城市政府

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要求，组织总规的

编制和实施。理论层面，学者们对总规编

制和实施机制进行了持续的研究（邹兵，

2003；赵民，郝晋伟，2012；郑德高，葛

春晖，2014）。尽管对于总规的作用一直

存在争论，但总规必须改革似乎已成为各

摘  要：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历程，并根据

不同时期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策略的不同，将城市总体规划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

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

济发展背景、规划编制和实施等情况进行了总结。指出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政府

在不同时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主要问题或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对城市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后，面对快速变化且日益复杂的城市发

展问题，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机制逐渐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认为未来城市总

体规划的编制应重塑空间规划体系，重回总规战略性，重构“总控联动”机制。

关键词：广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  规划编制  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9.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6



77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未来总规编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广州总规发展历程

广州总规正式的编制工作可追溯到民

国时期。1932年，广州市政府颁布了《广

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成为广州历史

上首部正式的城市总体层面的规划设计文

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政治、经济

和社会背景下，广州市编制了17版总规。

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和

发展策略的不同将广州总规划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并从发展背景、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特点等方面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广州总

规的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从消费到生产”战略下的规划探索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广

州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工作跟其他城市类

似，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方针政策和

历次运动的影响，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

点。这一时期先后制定了1～13版总规。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制度逐步建立，成为

城市建设的龙头，对社会经济、城市物质

建设起到了控制引导作用。根据社会经济

背景的不同，又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规

划探索阶段、大跃进发展阶段和停滞与恢

复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划探索：第1～9

版方案

（1）发展背景。1949年3月，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将城市生产恢复和发

展起来，将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方

针，这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发

展的基调。1954年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

大会提出了“逐步使广州由消费城市基本

上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的建设方

针。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

划与建设方面也受到苏联的较大影响。

（2）规划编制过程。1954年上半年，

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

建委）在“由消费城市向社会主义生产城

市”的方针指引下，学习前苏联经验编制

了第1～3个方案。同年下半年，在综合比

较分析前3个方案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

第4版方案。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广

州编制了第5、6、7版总规方案。1956年，

市城建委根据中央提出“增产节约，勤俭

建国”的方针，编制了以“压缩规模”为

导向的第8版总规方案。同年年底又根据

《广州市国民经济七年规划》为依据开始

编制第9版方案。

（3）方案特点。一是广州总规初期

探索阶段的不稳定性。该时期，广州在

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了9版方案的编制工

作，一方面显示出广州总规发展初期的多

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总规受当时政

治、经济背景的影响较大，表现出明显的

不稳定性。例如第9版方案与第8版方案同

为1956年编制，但城市用地规模扩大了约

80%，人口增加了40万。二是工业发展导

向下的规模控制性。虽然这一时期，总规

方案不断更迭，但在中央“建设社会主义

生产城市”的方针下，产业用地尤其是工

业用地的布局成为规划的重中之重，对于

市民生活和商业发展重视不足，导致城市

规模受到明显的压缩和控制。这一特征集

中反应在总规第5版至8版方案之中。三是

规划内容表现出极强的战略性。这一时期

总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发展总体目标的

确定、城市总体空间布局、道路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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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枢纽布局等。其中空间布局主要包

括城市中心和新区中心的布局、大型工业

区布局、建设用地扩展方向以及机场、铁

路枢纽、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

等。总体而言，规划内容主要关注于城市

框架性和整体性内容，体现出极强的战略

性。

2.大跃进发展阶段：第10～11版方案

（1）发展背景。“大跃进”时期，

城市规划成为盲目扩大工业建设和城市规

模的工具，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服务设

施的短缺和城市环境的恶化。

（2）规划编制过程。在“大跃进”

的浪潮中，以往广州总规难以适应当时的

发展要求。1958年，按照人民公社发展要

求，广州各行政区和公社纷纷开展了分区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对各区近期建设用地

安排、区内工业调整和迁出计划等。分区

规划由于功能分区过细而缺乏城市总体层

面的统筹，加之急于求成，指标浮夸，未

能得到有效实施。1959年，在整合各分区

规划的基础上，广州编制了第10版总规方

案。1961年，为响应中央提出的“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广州修订完成

了第11版总规。

（3）方案特点。一是规划城市规模

过大。1958年广州各行政区和公社编制的

分区规划，指标盲目扩大，脱离实际，未

得到有效实施。1959年的总规第10方案在

为整合分区规划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

同样存在城市规模过大的问题。例如第

10方案对比第9方案的工业用地扩大了约

55%。二是提出组团式空间结构。与以往

历版方案相比，这一时期总规在城市空间

布局上，逐步打破连续成片布局形式，形

成了组团式空间结构。第11方案明确提出

图1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第4、5、8、9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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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团两线”组合，其中“四团”指旧

城区、员村地区、黄埔地区和芳村四大组

团；“两线”指广花公路、广从公路两条

发展轴线。

 3.停滞与恢复阶段：第12～13版方案

（1）发展背景。1966年“文化大革

命”的开展，造成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一

度停滞。 多年的无规划、无管理状态给城

市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住宅短缺、市政公

用设施不足、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

出，严重影响了城市生产和生活。

（2）规划编制过程。距离第11版总

规编制完成10年之后的1971年，广州重新

编制了总规，即第12版方案。为了配合广

州市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编制，广州市

开展了工业、道路、港区、仓区、生活配

套、绿化和农田保护区等6个专项规划，

以此为基础于1976年编制第13方案。

（3）方案特点。第12、13版方案加

深了对城市的认识，规划方案逐步理性。

集中体现在规划城市性质的“综合性”

上。从第12方案开始，总规在以往重视工

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对外贸易”

职能。第13方案进一步明确广州城市性质

为：以轻、重工业相协调的综合性城市和

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二）改革开放至 2000 年：“从生
产到生活”战略下的空间拓展阶段

1.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第14版方案

（1）发展背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出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认真抓好

城市规划工作”“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

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城市规划制度

逐步进入恢复时期，各级规划管理部门陆

续恢复和设置。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和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颁

布，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制度的日趋完善。

（2）规划编制过程。1978年，广州

开始编制第14版总规方案。1979年广州提

出“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

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

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这直接指

导了总规方案的编制工作。1980年，第14

版总规方案编制完成，并于1984年9月获

得国务院批准。

（3）方案特点。第14版规划与之前历

版总规比较，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变生产城市为生活城市。本轮总规将

图2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第10～11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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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性质确定为“广东省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心之一”，

改变了以往历次方案中“社会主义生产城

市”的定位。二是城市结构逐渐从“以旧城

为基础的单中心扩展”转变为“带状组团格

局”。规划确定了城市主要沿珠江北岸向东

至黄埔的发展战略，采用沿珠江分布三个

组团的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见图3）。

（4）规划实施情况。作为广州第一

个由国务院审批通过的总规，第14版方案

充分发挥城市规划龙头作用。实践证明，

通过总规的实施，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功能得到进一

步增强，城市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城市面貌得

到较大改观（徐晓梅，2006）。 

在总规指导下，1987年全国第六届运

动会场馆选址在天河组团（见图4），由

此带动了天河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广州新

的城市中心的基础。黄埔港与经济开发区

的建设，带动广州先进制造业在东部的集

聚。天河和黄埔两个组团，带动广州城市

逐步脱离“云山”，沿“珠水”往东发展。

2.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深化调整：第

15版方案

（1）发展背景。进入1990年代，广

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诸

多挑战。一方面区域产业地位下降（图

6），亟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另一

方面，1978年以来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以

年均约20%的增长速度迅速提升，市域人

口规模以年均增长约1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

长，亟须寻找新的城市发展空间。

（2）规划编制过程。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

广州总规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广州市

于1989年开始修编总规，于1992年底完成

第15版方案初稿，后经市、省政府多次审

议，数易其稿。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

和2000年先后将修编的广州总规成果报送

国务院。

（3）方案特点。第15版方案与之前

方案相比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城市

性质方面，改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提法，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为华

南地区的中心城市，突出了城市区域综合

服务职能。在城市建设用地发展方向上，

以向东、南方向发展为主。但由于行政区

划的局限，仍有大量城市建设被迫布局在

图4  1978-199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及GDP
情况（根据广州统计年鉴整理）

图3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第14版
方案-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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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州水源所在地的北部白云区。规划

形成了三大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中

心大组团、东翼大组团和北翼大组团（见

图7）。其中北翼大组团的开发强化了以

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格局。

（三）2000 年以来：“从拓展到优化
提升”战略下的综合发展阶段

1.开创“战略规划-总体规划”模

式：第16方案

（1）发展背景。2000年广州行政区

划调整，将花都、番禺两个县级市撤县设

区，使得市区面积由原来的1443.6平方公

里增加到3718.5平方公里。这次行政区划

调整一方面对于解决原广州老八区发展

空间的局限具有重大的意义，为广州城市

空间的拓展与城市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另一方面，也打乱了总规上报的步骤，

1996年开始上报的第15版总规方案无法应

对变化。为了明确21世纪广州城市发展的

战略思路和发展框架，广州市于2000年开

展了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工作。

（2）规划编制过程。为了快速应对

行政区划调整对广州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图5  天河体育中心建设前后对比（左图为1986年实景，右图为2010年实景）

图7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第15版
方案-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6  相关年份广州市占珠三角工业总产
值比重（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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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广州市开国内城市先河，开展了

一轮战略规划研究。战略规划提出了“适

宜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住的山水型生态

城市”的“两个适宜”的发展目标，研究

内容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重点集中在土地利

用、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三个方面，提出

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拓

展战略。2001年4月，战略规划通过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成为指导广州城市空间

发展的总纲领。

2002年1月开始，将战略规划确定的

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思路转译

为法定规划，广州对《广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1996—2010）》（第15版方案）进行

调整，并于2003年3月编制完成《广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初稿（第

16方案）。2005年12月，《广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2001—2010）》获得国务院批

复。至此，广州开创了“战略规划——城

市总规”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模式。2000

年战略规划成为总规快速应对城市发展条

件剧变下的成功尝试，也可以说是总规的

前期综合研究。

（3）方案特点。本轮广州总规以落

实2000年战略规划为主要内容，其城市性

质、空间结构、城市发展战略方向及交通

战略等核心内容均落实了战略规划的要

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战略规划共

识的“条文化”（易晓峰，2015）。其中

城市空间发展方面确定了南部和东部为城

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实施“南拓、北优、

东进、西联”的空间发展策略，构建以

图8 《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
纲要》——土地利用结构解析图

图9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年）》
（第16版方案）——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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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城、田、海的自然格局为基础，

主要沿珠江水系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城市结构。

（4）实施情况。战略规划指导下的

第16版总规的实施，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2000-2010年广州市GDP翻

了两番多，位居全国前列。

汽车、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制造成为

新支柱产业，商贸物流、会展、信息等高

端服务业成为稳固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地

位大幅提升。以机场、港口、铁路为龙头，

以“双快”交通体系为骨干的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基本构建。珠江新城、琶洲国际会

展中心等一批重点新区相继建成，城市综

合竞争力不断增强。2010年，亚运会的胜

利召开，确立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

2.实施导向下的总规新探索：第17方案

（1）发展背景。随着城市快速发

展，广州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规划的控

制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增强，规划的可实施

性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

“依法治国”被提到新的高度，影响到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面对以往不

同规划间相互脱节甚至矛盾带来的种种问

题，总规作为城市规划领域地位的上层次

法定规划，自然被寄予了高度的期望。同

时，面对多年来总规编制和审批机制存在

的问题，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住建部

也多次要求广州、成都等相关城市开展总

规改革创新工作。

（2）规划编制过程。由于第16版方

案于2005年才获得批复，实施周期仅剩5

年时间。2006年广州市便启动了新一轮广

州总规——第17版方案的修编工作。先后

经历了前期研究、现状调查、专题研究、

战略规划、纲要编制、成果编制等阶段。

2012年3月广州总规纲要获得住建部同

意，广州正式开始了总规成果编制。2012

年5月完成成果编制工作。2012年底完成

了广州市内报批程序，2013年5月通过广

东省政府常务会审议、12月通过住建部常

务会审查。2014年3月，住建部正式发文

将广州总规成果正式报入国务院办公厅。

（3）规划特点。新一轮总规编制工

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重视战

略规划研究。本轮总规编制延续上一轮总

规编制过程中先进行战略规划的经验，于

2007年开展了新一轮战略规划工作，2012

年又开展了《广州市城市功能布局规划》

的研究工作。这两轮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均在新一轮总规中适当进行了落实。二是

同步开展“三规合一”和重点地区规划工

作，增强相关规划的协调性，提升总规的

可操作性。

  

三、各阶段总规发展的特征总结

（一）深受不同时期政治、经济背景
的影响

从广州总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时期

的政治、经济背景深刻影响了不同阶段总

规编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总规是
图10  2000-2010年广州市GDP情况

（根据广州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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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一体化的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成

为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广州总规因

应行政区划的调整，实施“南拓、北优、

东进、西联”的空间发展策略，打造以

山、水、城、田、海的自然格局为基础，

主要沿珠江水系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城市结构，拉开了城市发展框架，

奠定了“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结构，提升

了区域综合服务职能。

近年来，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积

累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土地资源日益紧

张，广州总规在空间拓展的同时将建成区

的“优化提升”作为发展的重点之一。

总体而言，广州总规成为不同历史发

展阶段解决城市问题的整体谋划和重要抓

手。实践证明，广州总规对于解决不同时

期城市发展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传统编制与审批机制难以适应
未来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面

对快速变化且日益复杂的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传统城市总规编制和审批机制逐

图11  广州珠江新城

在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发展

起来的，因此受到苏联专家的影响巨大，

总规方案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控制发

展特征，在第5～7版方案中体现得最为明

显。而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直

接导致了总规指标和规模的盲目提高。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

的日益多元，总规也向着更加多元、综合

的方向发展。

（二）对解决不同时期城市发展问题
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在国家

“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方针影

响下，历版总规中工业发展成为规划的重

点工作。虽然规划的城市性质经历了多次

调整，但“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思想始终

没变。广州总规对广州市工业区布局发挥

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改革开放至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从生产性城市向生活性城市转

变”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的

生活性得到更多的重视。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城市规模也迅速增大。广州总规提

出的三大组团结构，较好地应对了城市空

间快速拓展的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图12  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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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州市历次总规编制情况一览表

方案
编号

编制时间 发展背景 规划要点
规划人口
规模（万
人）

规划建设
用地规模
（km2）

1

1954

由消费城市基本上改
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
城市；学习前苏联规
划设计理论和经验

保留原有市中心；城市向东成片
发展

220 177

2
把市中心向东移至天河机场；城
市向东成片发展

220 177

3
保 留 原 有 市 中 心 ； 城 市 向 东 、
南、西、北均匀发展

220 177

4
保留原有市中心，设立芳村、河
南 、 黄 埔 新 的 区 中 心 ； 城 市 向
东、向南发展

200 210

5

1955
以生产城市为导向；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
成规划方案

压缩城市规模及建设规划指标；
城 市 向 东 发 展 ； 设 立 棠 下 、 石
溪、赤岗工业区

160 121

6 140 99

7 145 131

8 1956
中 央 提 出 “ 增 产 节
约，勤俭建国”的方
针

压缩城市发展规模 145 99

9 1956-1957
适当增加城市规模；保留原有市
中心；确定方格路网系统，适当
结合环形和放射形路网

185 180

10 1959

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浪
潮；大办工业

由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变；打
破连续成片发展的布局形式，提
出组团式的空间结构

250 201

11 1961-1965
中央提出“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

进 一 步 确 定 “ 分 散 组 团 式 ” 布
局，提出“四团两线”空间结构

200 117

12 1971-1972
文化大革命后期重启
城市规划工作

强调“对外贸易”的职能 250 150

13 1976-1977

控制大城市、积极建
设 小 城 市 ； “ 大 分
散，小集中，靠山近
水扎大营”“市区抓
改造，郊区抓配套，
新建迁建到远郊”

强调综合性城市和对外贸易、港
口的功能；规划搬迁白云机场；

- 185

14 1978-1983
改革开放，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三 组 团 ： 旧 城 组 团 ， 天 河 （ 五
山）组团，黄埔组团

280 251

15 1991-1996
经济快速发展，人口
增长迅速且均衡化趋
势越来越明显

取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提法，突出了城市区域
综合服务职能；三大组团：中心
大组团，东翼大组团和北翼大组
团

46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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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

一方面，各专业部门不同的空间规划

体系尚未完善，总规的地位有待明确，与国

土、发改等其他部门相关规划间的协调难

度大。除了城市规划系统的空间规划外，国

土系统的土地利用规划、发改委系统的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环保部门的环保规划、

交通部门的交通规划等均与城市空间息息

相关。尽管《城乡规划法》确定了总规再

城市规划系统无可争议的龙头地位，但在

城市层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均从各自部门

出发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总规时常需要

与其他部门的空间规划相协调。相关专业

部门编制的空间规划与总规编制时间、内

容和深度往往存在差异，协调难度大。

另一方面，总规编制内容大而全，审

批程序环节多、耗时长，使得总规的实效

性大打折扣。总规规划内容涉及用地布

局、建设规模、公共服务、市政设施等各

专项规划近30项规划内容，涵盖了从战略

性到策略性甚至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所有问

题，具有编制内容涉及面广、“大而全”

的特点。

四、对未来总规编制的建议

（一）重塑空间规划体系

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

题，已不是某一个规划或某一类规划能完

全解决的。总规存在的问题也并非仅仅

是总规自身的问题。理顺空间规划体系，

明确各级、各类空间规划的地位和相互关

系，形成主次清晰、分工明确、相互协调

的规划体系，从而进一步明确总规在空间

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可能是解决总

规问题的重要前提。

（二）重回总规战略性

从广州总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2000

年以前历版总规规划重点为确定城市发展

目标、发展战略、空间布局和重大基础设

施等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问

题。随着改革开放后超预期的快速发展，

方案
编号

编制时间 发展背景 规划要点
规划人口
规模（万
人）

规划建设
用地规模
（km2）

16 2002-2003
经济快速发展；中心
城区发展受限；行政
区划调整；

实 施 “ 东 进 、 西 联 、 南 拓 、 北
优”八字方针，拉开城市框架，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1035 785

17 2006至今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
规模迅速扩张；大城
市病突出

实 施 “ 东 进 、 西 联 、 南 拓 、 北
优、中调”战略，从拓展转向优
化提升；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
络型城市空间结构

1800 1772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历本总体规划资料整理。
注：第1～15方案为广州市市辖“老八区”（原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
芳村区、白云区、黄埔区）范围；第16方案为广州市市辖“十区”（原越秀区、荔湾区、天河
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萝岗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范围；第17方案为广州市
域“十一区”范围。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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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面临的

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引领城市发展和解

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规划被寄予

越来越高的期望。在此背景之下，总规作

为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上层次规划和总体性

规划，各职能部门均希望借助总规解决自

身发展中的问题，总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

“大百科全书”。

然而规划并非万能，总规更是无法承

受各类规划之重。重回总规的战略性，具

体战术性内容由其他专项规划及下层次

规划落实，这也许是加快总规编制审批周

期、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必由之路。总规核

心内容可包括“明确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定位、发展规模；明确空间结构布局与空

间容量，划定生态控制线、城市增长边界

线，明确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布局”

等。其中空间规划应为宏观的结构引导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战略性布局，而非

细化到“十大类用地”的精细的土地利用

规划图；定位、定量的各类设施和控制线

应在专项规划及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三）重构“总控联动”机制

对于总规市域空间管制、生态水系与

环境保育、历史文化保护、市政配套与综

合防灾、公共服务设施等核心管控内容须

强化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下层次规划中的

落实，并根据各级政府管理事权，提出分

级管控要求，不得随意调整。对于下层次

规划中确须完善或修改总规内容的应视情

形和各级政府管理权限制定明确的优化调

整程序。从而构建“总控联动”机制，确

保总规内容兼具刚性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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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Guangzhou
Han Wenchao, Liu Yunya, Liu Songli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Guang-

zhou, whi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1949-1977, 1978-1999 andsince 2000.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planning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each stage. Urban 

master planning had been an important tool for solving urban problem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urban master planning system can not adapt to the fast-

growing ci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kinds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reform the system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Keywords: Guangzhou; urban master planning; planning formulatio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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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城市蔓延治理的进程中，城市蔓延

治理的相关理念和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治理

模式逐渐完善以及我国城市蔓延问题不断

凸显的大环境下，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国

家的城市蔓延治理案例进行了分析比较，

积极寻找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出路，提出

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对策。

李强等（2006）对美国、英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城市蔓延治理的路径和变迁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1]。刘建芳（2014）基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蔓延的成本—收益评估与治理模式

构建研究”（批准号：12BJY048）成果。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我国城市蔓延的治理模式构建
◎ 王家庭 李艳旭 蔡思远 张邓斓     

一、引 言

在我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城

市蔓延的现象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建成

区面积的增速快于人口增速，城市呈现出

低密度无序扩张的特征。城市蔓延带来

了诸如交通拥堵、土地非合理利用等城

市病，制约着我国城市的发展。与我国类

似，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在城市化进

程中也曾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蔓延，这些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蔓延现象日益显性化，造成了土地的非

合理利用和城市污染等问题，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治理城市

蔓延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蔓延治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然后对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理念、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进行了较系统分析，在

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不同城市规模的差异，选择相匹配的城市蔓延的治理工具和治理理

念，尝试构建了适合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差异化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  城市蔓延  治理模式  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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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都市区区域治理的成功与失败的

案例，提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策略——新

区域主义在相关主体之间建立区域协调

机制[2]。何玉宏（2014）在借鉴美国城郊

化进程中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城郊化发展的进程，提出中国城市蔓延的

治理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划作用[3]。杨红平

（2007）比较分析了美国马里兰州的增长

管理策略、英国的绿环政策、荷兰紧凑城

市与北京的限建区模式的异同，提出了适

用于不同地区城市蔓延治理的对策[4]。范

建红（2014）基于对美国不同阶段土地政

策演进的研究以及与我国相应政策的比较

分析，从我国土地制度的视角，提出了我

国土地利用管制的治理路径[5]。

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城市蔓延的治理策

略集中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的研究。

张波等（2008）对城市增长管理中新经济

地理学方法的实际应用进行了研究，具体

包括三个部分：城市边缘开敞空间保护的

绩效分析、城市空间“蛙跳”式成长的区

域影响、不同区域城市空间成长模式差异

的分析[6]。姚尚建（2012）指出，要想实现

城市发展和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在城市

蔓延治理的进程中，需要采取措施同时解

决城市发展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政府治理

中的一系列城市问题[7]。孙萍等（2013）

认为，地方政府在城市蔓延治理过程中，

需要针对网络化治理与新公共服务调整自

身角色与职能[8]。另外，部分学者则结合

我国具体城市的城市蔓延情况，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治理之策。李一曼、张晓东、刘

卫东、张景奇等分别针对长春、成都、杭

州以及美国的城市蔓延情况，探讨分析了

相适应的治理策略[9-12]。

国内学者对城市蔓延治理进行了较为

清晰条理的研究，但大部分是集中在我国

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的差异化比较，

以及借鉴国外的经验治理我国城市蔓延的

方案选择，缺少对我国不同城市规模的蔓

延治理模式的构建，难以真正有效地解决

我国日益严重的城市蔓延问题。因此，本

文基于当前我国城市蔓延治理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适当借鉴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的成

功经验，结合我国不同城市规模，构建了

适合我国不同城市规模的蔓延多样化治理

模式。

二、当前我国城市蔓延治理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蔓延问题的逐渐凸显，

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治理城市蔓延。十八届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特大城市边

界划定和管控，同时国土资源部、农业部

于2014年11月联合下发通知要求14个城市

先行展开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但是，

我国城市蔓延的治理工作依旧存在一些问

题，城市蔓延治理未见成效，并未改善城

市低效率无序扩张的情形。

（一）城市蔓延的治理主体、客体较
为模糊

我国城市蔓延缺乏较为明确的治理主

体，从中央到地方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空

间规划，分别是由国土资源部主管的国土

规划、规划建设管理部主管的城市规划、

发改委主管的区域规划。各个治理主体

的发展程度不同，治理的客体侧重点也不

同。为了自我完善各自的治理体系，规划

之间存在大量交叉与重复，并且责任划分

也较为模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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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蔓延治理的运行机制不
够健全

由于缺乏综合与系统的城市整体结

构布局，新项目的建设往往仅满足局部利

益，造成了城市整体空间布局分散，运行

秩序混乱[14]。再加上自上而下的土地审批

制度，即使强化监督也很难解决问题。对

于非法建设项目，未赋予治理机构强大的

法律制裁力，因此我国城市蔓延的治理模

式还有待完善。

（三）城市蔓延的治理理念与工具不
够明确

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控制蔓延的政

策主张与系统的工具包，只有一些零散的

政策措施来应对城市蔓延，例如基本农田

保护制度、空间管制分区等手段。而对于

日益严峻的城市蔓延形式，不够全面与系

统的政策难以支撑治理的体系，城市增长

管理仍然任重道远[15]。

三、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的理念、
工具与模式分析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的类型和

程度不同，不同的城市在选择蔓延治理的

理念和工具时也存在着差异。虽然理念和

工具不同，但大多数城市在城市蔓延治理

的实践中，都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这为

我国城市蔓延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宝贵

的借鉴经验。

（一）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的主要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蔓延治理的实践

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派别的蔓延治理

理念，它们为城市蔓延治理提供了理论支

持，其中被实践验证最具有效性的治理理

念有三种：“紧凑城市”“新城市主义”

“精明增长”[16]。

1. 紧凑城市理念

紧凑城市并不是特指一种绝对固定

的城市形态，它具有多角度和多方面的定

义。目前关于紧凑城市的内涵与定义，学

者们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种定义被学者广

泛认可：紧凑城市是一种功能混用的高密

度的城市形态，是一种可持续的高效的城

市发展策略[17]。紧凑城市理念主要在欧洲

国家可持续城市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其

最重要的特质是“分散化的集中”[18]。另

外，“紧凑”不仅指字面意思上的建筑物

与城市密度紧密，更多的是代表城市用地

功能的一种高效方式。

2. 新城市主义理念

新城市主义理念提倡从三个层次来

建设城市，分别为区域层次、街区层次和

邻里层次，并且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贯穿生

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

思想。新城市主义理念的构建者将居民的

生活空间作为最重要的要素，通过合理构

建城市空间单元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支持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学者倡导以公交

导向的交通模式（TOD）或传统邻里开发

（TND)①来替代蔓延式的增长。新城市主

义侧重于对城市空间的规划和设计，综合

利用土地的各项功能。

3. 精明增长理念

精明增长理念则是对紧凑城市与新城

市主义两种城市规划理念系统的归纳总结

（马强等，2004）[19]，它在美国进行城市

蔓延治理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政府

机构与寻求解决城市蔓延解决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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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有效对接，使政府能够及时接受研究

团队的理念，进而运用到蔓延治理的实践

中[1]。精明增长理念从区域层面看待城市

的发展，要求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提出“城市有边界的增长原则”，即城市

的土地需求应当以所在地区整体的生态环

境为制约[20]。

（二）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的主要工具

1. 环城绿带

环城绿带是抑制城市蔓延的一种有

效工具，是由农田或其他绿色空间构成的

环绕在城市周边的开敞空间[15]。作用机制

表现为：一方面可以控制城市总体的用地

面积，限制城市用地面积的无序扩张，促

进城市土地的有序开发，引导城市由内涵

式增长替代外延式扩张；另一方面，建设

的环城绿带具有成为城市增长边界线的

功能，有效避免相邻城镇的连片发展，限

制城市边界的无止境扩张，成为一个生态

屏障，对城市边缘地带的土地起到保护作

用[18] [21]。

2. 公交导向型社区开发

公交导向型社区开发（TOD）的重点

是整合公共交通与土地使用之间的联系，

实质上是实现土地的混合利用。其由五个

典型元素构成：公交站点、中心商业区、

居住区、办公区以及开敞空间，商业区位

于TOD的中心区，周围具有相匹配的公共

服务设施，而学校与社区服务位于居住

区的边缘。TOD主张减少对私人汽车的依

赖，增加步行、自行车和公交等出行方式

的选择机会，因此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具

有较高的要求，政府需要在社区内提供良

好的步行、骑行道路，使各种公共设施、

公共活动空间和住宅区中心点能够保持在

公交站点的步行距离之内 [22]。

3. 城市增长边界

城市增长边界（UGB）即城乡交界地

带，是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分界，其在

城市增长过程中显示出极强的活跃性。城

市增长边界是城市规划的关键，边界以内

的土地可以开发为城市用地，而边界以外

的土地则禁止开发，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在

增长边界范围内，监督土地规划情况并实

行相应的处罚机制，保证城市增长边界的

严格界定，以限制土地面积的无序扩张[23]。

另外，政府需针对城市增长边界建立以道

路系统、基础管网、开敞空间为骨架的发展

框架，积极引导建成区有序发展，改变边

缘扩展四处蔓延的情形。

4. 空间管制分区

空间管制分区是基于对空间资源的分

析，秉承经济、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总

体目标，对城市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建立

空间准入机制，优化空间布局，将城市土

地分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

农业用地以及城市道路，引导区域各类空

间的开发建设，实现城市经济发展净利益

的最大化。空间管制分区要求政府在进行

规划时需根据各产业用地的就业以及资本

密度合理分配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比

例，同时，居住用地的比例要高于工业用

地，而道路与农业用地则根据城市规模具

体确定。

5. 区域城市规划

区域城市是指基于区域兴起、旧城改

造以及郊区发展三种形态构建的一种大

都市模式，是体现新城市主义理念的一种

蔓延治理工具。区域城市规划由4种要素

构成：中心、片区、走廊、保护地与中心

作为社区和城市的节点，是连接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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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片区则是一种功能区，集中体现

某一活动的区域。保护地具有保护各种开

放性的元素的功能，如农地、动植物资源

等。走廊是连接城市或是更大区域之间的

连线，可以是自然地理要素也可以是交通

线[20]。

6. 土地开发权转让

土地开发权转让的含义是某一地区

（发送区）将土地的开发权转让给另一地

区（接受区）。如果“发送区”的土地开

发权已经被买走，则这片土地将被禁止开

发。土地开发权转让的实行实质上是一种

自愿的遵循市场规则的土地管理机制。基

于保存历史遗迹、农田和临界区域或保护

生态脆弱地带的目的，土地开发权转让能

够有效限制土地的开发，同时向更适合土

地发展的区域中进行引导[24]。

（三）国外城市蔓延治理的主要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蔓延治理的过

程中，对城市蔓延的了解不断加深，应对

城市蔓延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反思与升

级，不同的城市根据自身蔓延的特点，有

针对性地选择了城市蔓延治理的理念与工

具，进而逐渐形成各国蔓延治理的模式。

1. 美国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精明增

长与新城市主义理念共同主导

美国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是精明增长

与新城市主义理念共同主导的，大部分城

市运用精明增长的理念应对蔓延问题，其

中以马里兰州、奥斯汀市以及拉玛珀镇的

成果较为突出；而美国的大都市区则是采

取新城市主义的理念，典型案例包括盐湖

城以及波特兰。

（1）精明增长理念主导的蔓延治理

模式

精明增长理念在美国蔓延治理实践

中应用较为广泛，在州、市和镇三个层面

都得到了典型实践，也不断完善了精明增

长理念的相关理论。美国马里兰州利用土

地开发权转让等蔓延治理工具，尝试避开

对农业土地的开发而向城市街区的投资转

移[24]。在市级层面，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市基于精明增长理念，采取具体的土地分

区规划工具治理城市蔓延。该市在城市规

划中，将城市分为精明增长地区、水源保

护区、精明增长的交通节点等不同区域，

优化城市布局[25]。纽约州的拉玛珀镇是最

先试点增长管理的社区之一，利用一系列

增长管理改革确定了中低密度开发综合规

划，明确了居住区开发建设的前提条件，

削减了住宅建设数量与热度[26]。

从美国采取精明增长理念的三个代表

地区来看，精明增长理念更适合于城市发

展管理层次的需求，地方政府逐渐转向提

供公共设施，并且投身于减缓和管理开发

中；同时，该模式需要城市的规划决策过

程具有较高的市民参与度，城市的形象是

拥有高品质的城市生活质量[27]。

（2）新城市主义理念主导的蔓延治

理模式

新城市主义理念在美国城市蔓延治

理的实践中主要应用于大都市区，美国地

方政府通过大都市区规划、区域联盟以及

社区规划成功构建了网络化的地方合作

模式，使得各个城市在蔓延治理的过程中

形成了明确且作为的治理主体。盐湖城市

在蔓延治理中，市民、政府官员与决策者

拥有共同对话的平台，其治理主体是民间

组织“犹他未来联盟”，在该组织的引领

下，学者们纷纷为城市规划方案献计献

策，最终选择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质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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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案 [28-29]。  

波特兰市蔓延治理的主体则是区域管

理机构，最重要的特点是此机构的权力高

于地方政府，在城市蔓延治理的实践中拥

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更加专业地应对城

市蔓延等一系列问题。该市的区域管理机

构将发展集中于城市边界的内部，边界外

部禁止开发，构建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以实

现城市内部不同区域联系，同时在开放空

间内保留农地、绿带与河流以保护生态。

随着蔓延治理的深入，该市逐渐发生了变

化：环保的公共交通系统极大减轻了城市

交通拥堵程度，城市边界得到有效保护，

城市内部空白区域得到填补，城市内部得

以更加充分快速地发展[30-31]。

美国的盐湖城和波特兰两个城市具有

共同特征：城市都位于美国西部，城市空

间能够容纳人口规模的增长；区域内部各

个城市经济实力较为相似，经济水平发展

较为均衡；政府管理者更愿意从大区域的

角度考虑与协商问题。所以在采用区域城

市规划模式治理城市蔓延时，需注意协调

区域内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

的联系与合作，避免出现“巴干尔化”②

现象[2]。

2. 欧洲和日本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

紧凑城市理念主导

欧洲和日本城市蔓延治理模式都是紧

凑城市理念主导的，倡导多功能高效的土

地利用方式，也成功完成了对城市蔓延的

治理。

欧洲最具代表的案例为英国的伦敦。

伦敦在1935年就开始建设环城绿带，在伦

敦的郊外设置环状绿带以完善城市规划建

设，同时在规划中提前预留用于休闲娱乐

和未来开发建设的土地；2004年的《伦敦

规划》对住宅区的开发模式目标为高密度

与复合功能；采用多种方式抑制私人汽车

的交通政策，包括交通拥挤附加费、减少

停车场建设等[25]。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

城市布局由环状的城市带与绿心构成，将

城市分散引导至有限的绿心中；在总体上

限制城市分散，而是在已有环状城区的周

边进行新城的开发建设[16]。

日本在2006年确定了以紧凑城市理念

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并在政府和学者的

一致努力下，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实现中

心市区的多功能化，坚决抑制城市向外无

序蔓延。其中名古屋市的城市规划明确表

现紧凑城市的理念特征，具体包括空间管

制分区、将公共轨道交通与物流系统的建

设作为城市规划的重点、改良城市绿化和

生态景观等内容[32]。

欧洲和日本虽然都是采取紧凑城市

理念，但紧凑城市规划在城市形态上存在

差异，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城市规划时

应该以高密度、网络状的开发模式为主，

体现城市空间形态方面的紧凑。而像荷兰

和日本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则应该延续传

统的绿色开发建设，实现城市土地的高效

利用，因此，我国在城市蔓延治理的实践

中，不能统一采取相同的城市规划，而应

该结合城市规模的大小，制定与规模相适

应的城市规划。

通过对以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治

理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精明增长

理念关注城市规划中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

过程中的有效引导；新城市主义理念注重

社区与城市的规划形式；紧凑城市理念则

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环境的保护作为关键

因素。可以用表格概括各国城市蔓延的治

理模式，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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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的治理的主体是成立专门的区域治理

机构，以负责城市圈的蔓延治理。治理的

主要对象是城市群内部的交通规划与土地

使用方式。在大都市区，交通是联系各区

域与城市发展的基础，规划的核心工作是

交通与空间规划[33]。当然也应重点关注城

市群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对于还未成熟的都市群，但是其中一

些已经初具发展规模的特大城市，例如成

都、沈阳、武汉、西安等省会城市，城市

排名依据2015年仲量联行的综合研究报告

《中国城市60强》，可以借鉴精明增长的

理念来治理城市蔓延。治理的主体是地方

政府与规划学者、市民组成的智囊团，治

理的核心内容是如何优化城市的土地利用

结构，控制增长边界。

2.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蔓延治理的主

要工具

治理超大、特大城市的主要工具包括

设计城市交通网络、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严格控制城市在

限定范围内扩张，使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

由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9]。

可以借鉴区域城市规划与TOD的核心

思想，依靠强大的空间交通网络，缩短城

市间的距离，并且保障城市公共交通的

四、我国城市蔓延治理模式构建
的初步设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蔓延治理的实

践过程中，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效，因此，

我国在城市蔓延治理中可以借鉴其成功经

验，并结合我国蔓延现实情况，构建适合

我国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基于我国城市

规模的差异，合理搭配城市蔓延的治理工

具，初步构建适合我国4类城市规模的城

市蔓延治理的基本模式。

（一）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蔓延的治
理模式构建

通过前文分析，我国超大、特大城市

的蔓延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政府行为与经

济水平起到主要推动力，当下可以借鉴新

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的治理工具。在城市

发展中明确规划部门的主体地位，并且给

予相应的法律保障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1.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蔓延治理的主

体和客体

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群，如京津

冀、珠三角与长三角都市群可以借鉴区域

城市的规划思路以及大都市的治理。大城

表1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的治理模式

国家 治理理念 主要治理工具 辅助治理工具 成功案例

美国
精明增长

城市增长边界公交导
向型社区开发

土地开发权转让
马里兰州、奥斯汀市、拉
玛珀镇

新城市主义
区域城市规划公交导
向型社区开发

区域联盟合作 盐湖城、波特兰

欧洲
紧凑城市

环城绿带公交导向型
社区开发

土地分区利用
英国伦敦市、荷兰兰斯塔
德地区、日本名古屋市日本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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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大型、中等城市蔓延的治
理模式构建

逐渐发展起步的大型、中等城市，需

要在城市规划中尽早体现绿色、紧凑城市

的理念，在开发建设中突出对生态环境以

及开放空间的保护。

1. 我国大型、中等城市蔓延治理的主

体和客体

大型、中等城市的地方政府应该是

治理城市蔓延的主体，在城市规划中地方

政府应该突出引导与监控作用，配合城市

规划部门并提供法律保障。主要针对的客

体是城市的发展与预防城市进一步蔓延。

大型、中等城市的蔓延程度不及超大与特

大城市，但应从长期与动态的角度规划城

市，控制城市的无序扩张。

2. 我国大型、中等城市蔓延治理的主

要工具

大型、中等城市的蔓延治理可以避免

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而选择科学合理的引

导措施。建设绿带不仅可以有效抑制城市

蔓延，还为城市增添了优美景观，这是城市

治理蔓延的首选工具。此外，还可以辅助结

合土地分区利用的手段，增强开发区的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城市的紧凑发展。

3. 我国大型、中等城市蔓延治理的运

行机制

地方政府作为治理城市蔓延的主体，

肩负着促进城市有序运行的重任。而城市

规划部门作为次级治理主体，需要及时对

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做出政策调整，将时间

因素作为一个变量[12]。大型、中等城市以

建设城市绿带与基础设施为规划重点。通

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城市的紧凑程

度，预防城市无序蔓延。在城市规划中明

发展空间，实现对小汽车的替代出行。此

外，现行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也需要继续

扩大使用范围，以保护我国的粮食安全与

耕地资源。辅助工具可以选择城市增长边

界、土地开发权转让的强制性手段，实现

城市土地的高效与集约开发。

3.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蔓延治理的运

行机制

在治理主体层面，超大、特大城市急

需成立专业化的组织以应对城市蔓延。在

法律保障层面，城市规划一经制定，需要

强制性的法律支撑与严格监督，出现违法

建设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处罚。在土地开

发层面，应在明确城市增长边界的前提下

针对城市的经济结构确定用地比例与建设

强度。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流向公共交通

建设而并非频繁修路，以快速公交系统辅

助城市土地规划，确保城市以高效的模式

发展[34]。超大、特大城市蔓延治理的运行

机制如图1。

图1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蔓延治理的
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法律监管
保障机制

违
法
开
发
项
目

客体：城市土地高效利用 公共交通网络

工具箱2：
区域城市规划

TOD

工具箱1：
UGB

土地开发权转让

主体：区域治理机构与智囊团

地方政府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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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护区与可开发区的界限并用绿带相连

接。此外，发展公共交通事业也可以辅助

城市土地的合理规划。大型、中等城市蔓

延治理运行机制见图2 。

五、结论及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市蔓延

后果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城市蔓延的治理

成为国内外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普遍问

题，也是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重要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的产生

以及治理都要早于我国，在城市蔓延治理

实践中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理念和工具，构

建城市蔓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城

市蔓延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抑制和治理，这

些都为我国的城市蔓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借鉴。

因此，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及目前

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在借鉴城

市蔓延治理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

不同城市规模，构建适合我国多元化、差

异化的城市蔓延治理模式。并且，在我国

城市未来较长一段发展时期内，需要进一

步探索不同规模城市蔓延治理模式的具

体实施细则和运行效果评价机制，从而有

助于推动我国城市蔓延治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保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得

到充分落实。

图2  我国大型、中等城市蔓延治理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注释：
①主张街区、邻里之间紧凑式格局，有相互联系的道路以及方便的步行路程。

②欧洲巴尔干半岛上小国林立的状况：政府的规模小，互不隶属，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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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Sprawl Governance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Wang Jiating, Li Yanxu, Cai Siyuan, Zhang Dengla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sprawl is increasingly dominant,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s of irrational land 

use and urban pollutio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sprawl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main problems of urban sprawl governance in China. It 

th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oreign concepts, tools and modes of urban sprawl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combining with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city size, this paper selects appropriate 

urban sprawl governance tools and governance concept and try to build the urban sprawl gover-

nance modes for the different sizes of Chinese cities.

Keywords: rapid urbanization; urban sprawl; governance mod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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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担的功能是紧密相关的，不同等级的

城市在城镇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也是有差

别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南京作为长三角

城市群中唯一的一座特大城市，势必显示

出独特的地位，进而承担起其他城市无法

替代的特殊功能。从规划内容上看，在国

家层面，南京作为特大城市的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带动南京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从规划来看，通过都市圈的同城化来

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已得到国

以功能提升推进南京特大城市建设的
思路研究
◎ 沈宏婷

一、长三角城市群中特大城市的
规划意义

在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南京被定

位为长三角城市群26个成员城市中唯一的

“特大城市”。其实，这一定位更多的是

基于城区的常住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并

不完全挂钩，而且只是针对城市规模的现

状作出的评价，不能凭此过分夸大南京在

长三角城市群的地位。但城市规模与城市

摘  要：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南京被定

位为长三角唯一的特大城市，赋予了南京独特的地位。从规划内容来看，南京被赋予了

带动南京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辐射带动淮安等苏北地区的发展、促进南京都市圈与合

肥都市圈的融合发展等多重含义。但从南京自身来看，其发展中存在经济集聚效应不显

著、空间辐射能力不足、国际化功能不全、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生态保护压力较大

等问题阻碍了南京城市功能的提升。南京必须在原有的城市功能基础上，不断强化其创

新型、枢纽型、开放型、服务型、生态型的新功能，从而真正肩负起国家所赋予的东部

重要中心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南京  特大城市  功能提升  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F293.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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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层面的认可。在五大都市圈中，南京都

市圈是成立最早，同城化效果最好的都市

圈之一。在此次规划之前，南京都市圈的

范围虽然经历过几次调整，但始终地跨苏

皖两省，成员数量也有8个之多。由于南

京都市圈中其他城市的规模等级与南京相

差较大，作为单中心的都市圈，相较于多

中心都市圈而言，更容易发挥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南京

都市圈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一体化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行政区域的影

响，跨省协调的难度较大，在制定同城化

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方面并未取得实质

性进展。此次规划将南京都市圈的范围缩

小到宁镇扬三市，与以往对南京都市圈的

认定有显著不同，但这样的划分将更有利

于南京都市圈在同城化协调联动机制方面

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且在五大都市圈中，

规划只对南京都市圈提出了“进一步提升

南京中心城市功能”的要求，说明南京中

心城市功能的提升不仅关系到南京都市圈

同城化的效果，也关系到南京都市圈建设

成果在长三角的放大效应。

（二）辐射带动淮安等苏北地区的发展

此次规划中，江苏苏北地区除盐城

外没有一个城市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而

这些区域与长三角城市群尤其是南京长

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淮安作为传

统南京都市圈的八大成员之一，因与南京

距离较近，是接受南京辐射最多的腹地之

一。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优化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不仅关系到长三角城市群自

身的发展，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

途径。辐射带动淮安等苏北地区的发展也

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与上海相比，南京在辐射带动苏北地区发

展上更具有地缘、交通和文化优势。只是

南京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现有的辐射

带动作用仍然不足。所以，本次规划明确

提出要加快建设南京江北新区，加快产业

和人口集聚，以辐射带动淮安等市发展。

淮安到江北距离不足200公里，南面的盱

眙、金湖两县更是在100公里之内。随着

连淮扬镇、徐宿淮盐等城际高铁的建设，

苏北与江北之间的时空距离将大为缩短。

借助南京江北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的契

机，进一步加大南京北扩的力度，加快推

进宁淮同城化，将成为南京增强对苏北地

区辐射能力的重要手段。

（三）促进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
的融合发展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南京具有连南接

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综合交通枢纽

优势，是长三角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

要传导区域。安徽省的芜湖、马鞍山等城

市因为与南京素来关系密切长期被纳入南

京都市圈的辐射范围。此番规划虽然将他

们调整为合肥都市圈的成员，并不意味着

要减弱南京对这些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而是旨在促进两大都市圈的融合发展。因

为，无论从地理位置和经济联系来看，南

京对这两个城市的向心力更强。而合肥的

经济体量与南京悬殊较大，无法独自承担

辐射带动合肥都市圈的重任，需要在与南

京都市圈的融合发展中发展壮大，进而增

强对皖北、皖西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而

南京的江北新区作为对接合肥和皖北的重

要区域，必须加快发展，才能使南京在两

大都市圈融合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并共同增强对长江中游和中西部地区的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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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带动作用。这种跨越省份的不同发展水

平地区之间的联动协调发展对于统筹长三

角的区域协调发展将具有先行示范和引导

性作用。

二、南京建设特大城市面临的主
要障碍

（一）经济集聚效应不显著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其城市

功能的关键因素之一。南京在长三角的地

位一直很尴尬，作为江苏省省会，经济总

量既落后于长三角南翼的浙江省会杭州，

也落后于省内的苏州，人均GDP方面，不

仅落后于苏州，还落后于无锡，经济地

位与其政治地位和城市功能并不匹配。

《江苏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年

南京GDP总量10503.02亿元，与苏州相差

4972.07亿元，与杭州相差810.7亿元；人

均GDP127264元，与苏州、无锡分别相差

18292元和13994元。

在创新方面，南京虽然科教资源丰

富，高校、科研院所、大学生数量以及高

级专家数量众多，但是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及其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还相对较低，科

技成果也相对较少，低于苏州和无锡，高

新技术产业的整体规模以及在工业总产值

中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苏州、无锡等市。

（二）空间辐射能力不足

南京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限

制，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苏中、苏北和安

徽等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由于这些腹地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南京相差较大，相

互关系处于极化效应占主导的阶段，表现

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受收益

差异影响由落后地区流向南京，区域差距

不断扩大，也无法进一步支撑南京作为中

心城市的发展。

从产业结构来看，尽管南京已经形

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与国内外

发达城市相比，第三产业发展仍不充分，

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较

低，发展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2016年南

京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8.4%，而发达国家

大多超过60%，部分超过70%，上海三产

比重为70.5%，杭州也达到了60.9%。在二

产方面，南京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同构较为

严重，产生了争夺市场、重复建设、过度

竞争等负面效应。可见， 生产功能较强、

服务功能不足、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同构等

因素均限制了南京的空间辐射能力。

（三）国际化功能不全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网络化的大背景

下，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它在全球城

市网络中的地位。城市的国际化功能决定

了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南京在

国际化功能方面却较为欠缺。一是外向型

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由于开放意识不强，

南京未能抓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向型

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多年来在合同外资

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均落后于苏州、

无锡，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善。二是缺乏

国家级开放平台，例如上海有中国第一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有中国第一个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三是旅游资源特色

彰显不足，未能体现国际品牌效应。全球

最大的旅游网站Trip Advisor 公布的2013—

2015三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中国榜名单

中，南京均未进入前十。同时，南京市的入

境游客人数与上海和杭州的差距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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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管理服务水平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

内容。只有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才能对

多方面的城市需求作出响应。而南京与同

城化区域的镇江、扬州在交通衔接以及教

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存

在较大的协调难度，未能实现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的同城布局，影响了南京作为中

心城市服务功能的拓展。南京的外资金融

机构集聚程度不够，国际化水平不高，民

营机构数量有限，未能在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参与区域和国际分工合作，未能满足

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全面渗透对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南京政府部门对大

数据管理能力不足，使得信息化对城市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南京

市每个机关部门和单位都建有自己的信息

平台，但有些部门信息系统基础设施仍不

完善，各类信息化系统融合度、集成度不

足，底层数据和界面功能不能统一，资源

难以共享，大大降低了政府管理和服务的

效能。

（五）生态保护压力较大

由于历史原因，较长时间以来，南京

产业结构偏重，以石化、钢铁、电力和水

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

的比重偏高。重化工业产能居高，煤炭消

耗总量较大，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强度处于较高水平。2016年南京市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产值达到1755.4亿

元，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产

值为632.4亿元、钢铁产业的产值为585.8

亿元，第二产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占比为

77.1%。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和企业所

占比重偏高，给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带来

了重重压力。尽管近几年来南京加大转型

升级力度和污染整治力度，使高耗能产业

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历史累计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南京仍存在水

环境质量达标率偏低、黑臭河道较为普

遍、空气质量指数（AQI）偏高等一系列

环境问题，与南京自身国际性人文绿都的

战略定位，以及作为特大城市挑起引领城

市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重担的要求还有

较大差距。

三、南京建设特大城市的发展思路

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地位取决于它在

城市群中所承担的城市功能。而多样化城

市功能的形成需要一个不断累积、叠加、

优化的过程。南京要想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必须在原有

的城市功能基础上，不断强化其创新型、

枢纽型、开放型、服务型、生态型的新功

能，从而真正肩负起国家所赋予的东部重

要中心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

大城市”的功能定位。

（一）增强创新型功能

南京要想增强对长三角北翼区域的辐

射带动作用，关键在于将南京建设成具有

带动创新作用的“孵化器”功能城市。应

借助科教资源禀赋优势，结合国际软件名

城的建设，打造国家级创新中心；借助国

家级江北新区的平台优势，优先引导各类

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创新政策集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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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创新高地，使江

北新区成为长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现代

产业集聚区。

以宜居宜业为宗旨，借鉴深圳“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围绕创新功能的提

升进一步完善南京的公共服务能力、人

才汇聚能力、资金融通能力，形成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城市氛围。这就要求地方

政府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创

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服务手

段，提高服务效能，以政府的自身创新引

领城市各方面的创新。同时，把完善市场

经济体制作为提升服务水平和环境营造

的着力点，在资金筹备、成果转化和行政

审批等方面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充分释

放蕴藏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中的创新

潜力。在集聚创新要素方面，应该强调以

政策和平台吸引要素，以交通枢纽汇聚要

素，以丰富的科教资源培育要素，以全方

位的优质服务留住要素。

（二）优化枢纽型功能

交通干线的交汇所形成的枢纽可以

带来要素集聚和经济活动集聚。反过来，

构建要素集聚的平台也可以推动枢纽的形

成。南京要想在长三角北翼城市群中发挥

中心城市的高地作用，必须围绕建设具有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枢纽”

功能中心城市，进一步完善支撑区域发展

的基础设施，提升枢纽设施功能，打造枢

纽经济平台， 大力推进枢纽设施、枢纽产

业和城市功能融合发展。

一方面要加快对外交通建设，充分利

用空港、海港、铁路港和信息港等四港优

势，着力构建多式联运体系， 以空港枢纽

经济区、海港枢纽经济区、高铁枢纽经济

区的建设为抓手，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

融、信息服务、旅游会展等枢纽经济，全

面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促进枢纽功能持续强化、枢纽产业全面

升级、枢纽经济跨越发展、枢纽地位整体

提升。另一方面，除构建区域对外大交通

外，还要加快地铁、高铁、轻轨、高速路

交通体系等建设，构建畅连内外的综合交

通网络，提高与周边城市的连接效率，增

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三）提升开放型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

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内外开放格局将进

一步得到拓展。南京要抓住机会，以南京

江北新区、综合保税区以及空港经济开发

区等一批开放平台为载体，深入融入国家

战略，大力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全面提升

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流合作紧密度，增强

国际资源要素的吸附力，同时借助深厚的

历史文化资源引领长三角北翼城市群的对

外人文合作与文化发展， 提升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凸显南京在长三角北翼城

市群乃至全国文化中心的影响力。

文化产业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工

具。应对全球城市竞争对文化吸引力的诉

求，南京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丰厚的文化资

源、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建设文化教育创

新中心，将科技创新与文化深度融合，提

升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对传统文化产业进

行改造及价值链重构，积极主动地参与全

球文化产业分工，加强跨越行政边界和国

界的文化资源整合，争取进入全球文化产

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提升南京作为区域

中心城市文化首位度。同时，按照共享经

济的思维，立足区域内优异的文化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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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强化南京与周边地区教育资源共享，

共建科教基地，全面发挥中心城市的知识

溢出效应。

（四）完善服务型功能

城市的内在吸引力与城市的综合服

务功能紧密相关。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可

以从便捷的出行条件、优良的城市生态环

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大力提升

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营造宜居、宜

业、宜学、宜游环境。

一方面提升生产性服务功能、生活性

服务功能和创新性服务功能等城市服务

功能，从形态完善向功能完善转变，形成

信息渠道多、投资发展环境优、服务效率

高、创新创业活力大的服务体系。

另一方面，增强对外服务供给。在增

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为

长三角北翼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提供各类

优质科技创新服务；推动跨行政区的公共

文化服务协同发展，建设全面覆盖、互联

互通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围绕长三

角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 引进区域

性总部金融机构，提高金融业的集聚度，

支持财富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信托、基

金、产权交易中心等金融机构的发展，满

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金融服务需求；充

分利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推广在线医疗

卫生新模式，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智慧

医疗健康服务。

（五）推进生态型功能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实现跨区域的绿

色协同发展是推动长三角北翼城市群合

作的重要议题。南京要充分发挥拥有丰富

多样山水林湖生态资源的优势，强化对区

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加强南京与长

三角城市群和宁镇扬丘陵地区生态系统贯

通，提升生态保育、修复和服务能力，为

南京城市东进西延、南展北拓空间布局提

供生态保障。

通过生态导向的区域发展政策实现

对整体生态环境的调控、保证可持续发展

能力，率先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全

面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建

立环保绿色技术共享机制，在生态补偿机

制、跨区域联合防治机制等方面发挥南京

作为“生态统筹调控极”的极化功能。

充分利用沿江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

铁环线建设的机遇，将生态保护与旅游开

发相结合，塑造长江国际生态旅游带和秦

淮河生态旅游带，加强沿江地区旅游资源

的共同开发和营销，以区域协作的方式打

造长三角北翼城市群整体旅游线路，提升

南京生态旅游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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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Mega-c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Function Upgrade
Shen Hongting

Abstract: Nanjing was named the only mega-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y NDRC in 

2016. With such a unique position, Nanjing is planned to become the leader and driver of re-

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hindering Nanjing to achieve 

those goals. It should,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functions, exploit new ones such as innovation, 

hub, openness, service and ecology in order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 key central city in east China 

and the only mega-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words: Nanjing; mega-city; functional uplift; develop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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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世界上已有20个左右世界公认

的创新型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

英国等，这些国家因其强大的创新能力而

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能够于各个领域保持其独有的

竞争优势与资源优势，使整个国家的发展

处于稳定的领先地位。2017年10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

我国中部地区中小型城市
建设创新城市的路径探索
——以芜湖市为例

◎ 吴翠萍 范佳妮

一、研究背景

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曾宣布，中国

未来15年科技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建成

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有力支撑。这是“建设成为创新型国

家”首次成为我国发展的具体目标之一。

摘  要：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实力成为全球各国国际竞争

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否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能否在世界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并

持续稳定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早在十年前就将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创新型国家的建成势必离不开创新型城市的

支撑，因此，创新城市建设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方向。本文总结了四类创新城

市建设类型，并以芜湖市为例，重点探讨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梯队的中部地区中小

城市在创新建设方面的特点与优势所在，并就其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发挥所长建设创新

型城市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创新城市  中部地区  中小城市  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0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09

【基金项目】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 + 社区’的城镇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路径研究”

（17BSH12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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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

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1]。

而创新型国家的建成，离不开创新型

城市的强力支撑。自步入21世纪以来，我

国就一直把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党

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2008年，深

圳市就以领先姿态，成为国家首个创新型

城市试点，这也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工

作打响了“第一枪”。2009年，第二批创新

型城市试点名单公布，大连、青岛、厦门、

沈阳、西安、广州、合肥等14个城市名列

其中。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在意见中进一步具体阐述并强调

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意义以及开展创

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则与具体要求，为

我国接下来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

的指导与参考。2013年，中国城市发展研

究会城市研究所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评

价课题研究成果——《中国城市创新报告

（2013）》在京发布，报告评出了中国综合

创新能力前十位的城市。在这份报告中，

除了一直以来占据发展优势的东部沿海城

市依旧保持领先之外，也开始出现中部城

市进入排名并且占据较高位置的现象。

我国中部地区为山西、河南、安徽、

湖北、江西、湖南六省，其中包括合肥

市、武汉市、西安市在内的多座城市已经

成为创新城市试点，并且在《中国城市创

新报告（2015）》中，长沙市在中国城市

创新能力综合测评前十名（地级市）中排

名第三[2]。这样看来，在创新城市建设工

作中，中部地区城市似乎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实际上，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尤其是

中小城市想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依旧存

在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因其地理位置本

就不属沿海，地理环境较封闭，发展步伐

与速度也落后于我国其他区位尤其是东部

沿海地区的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的积累

也相应较慢、较少。但需要明确的是，这

些困难并不意味着我国中小城市尤其是中

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就没有发展创新型城市

的潜力与资本。实际上，如果能够充分利

用好城市自身的专属优势与独特资源，中

小城市不仅能够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甚

至可以独具特色，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本文认为中部城市发展创新城市路径之

所以值得探讨，除了城市各具特色之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取决于其独特的区位条

件，尽管中部城市的地理位置从某种意义

上来看并不算十分优越，但实际上也有自

身的优势，尤其是各城市地属多个国家级

城市群，有独特的城市资源网络，城市之

间辐射、拉动效应明显，在建设创新城市

方面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而目前学界对于中部地区城市，尤其

是中小城市建设创新城市的路径问题并没

有进行过深入讨论与研究，主要议题多集

中在西方创新城市建设经验、我国发达地

区大城市创新建设经验以及互联网、信息

技术等技术型手段在建设创新城市领域的

应用等方面。

可以说，我国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发展

创新城市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与障碍，使得该议

题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也使得中部地区

中小城市在建设创新城市方面依然拥有非

常大的探讨空间与更多样的可能性。鉴于

此，本文将以中部地区中小城市——芜湖

市为例，就中小型城市如何建设成为创新

型城市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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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芜湖市创新城市建设的实践
经验

芜湖市作为我国中部中小城市的典型

代表之一，其所处的区位优势以及拥有的

资源，都使其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对象。

根据创新城市建设的分类，并结合芜湖市

自身特点，归纳了芜湖在创新城市建设探

索中的经验。

（一）区位优势不可忽视

芜湖市地处我国中部，安徽省中部

偏南，临长江，其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

路交通都处枢纽位置，四通八达，有利于

芜湖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商品流通、人口

流动、开放交流；此外，芜湖市处长三角

西南部，省内可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优势互补，省外可与长三角城市群交

流帮扶，地区之间互相联动，先进带动后

进，与其他中小城市伙伴同行，地理位置

可谓得天独厚，这些都为城市的创新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见图1）。

2015年吴志强和陆天赞发表的《引力

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

特征分析》中，研究了芜湖市在长三角城

市群中的创新引力分布（见表1），研究

表明芜湖市的创新引力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主要吸引南京，其次是合肥、铜陵、马鞍

山、镇江、苏州和杭州[3]，其中，南京、苏

州、杭州、合肥四个城市都已经是我国创

新城市名单上的正式成员。在此区域辐射

的带动下，芜湖市同时也能吸取大量成功

经验，并获得相关创新资源支持。

据统计，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芜湖市

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城市，近年来招

商引资的内资项目中，长三角投资占70%

以上 [4]，还引进了一大批优质企业与集

团，为芜湖市经济与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此外，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芜湖市

先后组织企业与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合

肥工业大学等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对接，

促进人才、技术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强

化本市科技人才数量与质量，增强企业创

新能力，为创新城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图1  长三角城市群对芜湖市发展的正功能

表1  芜湖市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引力
分布表

引力层级 城市 创新引力指数

四级 南京 0.012

五级

苏州

0.001～0.01

镇江

杭州

合肥

马鞍山

铜陵

六级

上海

0.0005～0.001
无锡

常州

宣城

数据来源：基于《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
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吴志强、
陆天赞）整理而成。

产业转移 人才引进

商贸往来 产学研协
同合作

政策支持 经验分享芜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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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力量重点培养

注重科研力量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是

建设创新城市的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

同属中部城市且与芜湖市相毗邻的合肥市

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

首先，合肥市成为国家最早获得创新

型城市试点资格的城市之一，主要得益于

其强大的科研力量与雄厚的人才队伍。据

统计，截止2016年，合肥市有包括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在

内的各类高等院校60所，在校学生达62.86

万人，全市有包括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

究院在内的151个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实验室，其中国家级（含分中心）7

个；132个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

个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其中国家级12

个；256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其中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9个。全年有8项科技

成果获国家科技奖[5]。由此而衍生的科研

成果以及人才队伍培养力量可见一斑。而

合肥市在近年的创新城市建设过程中，也

充分利用了这些科技创新力量，让合肥市

的科技创新能力始终处于全国前列，不断

攻坚克难，科技硕果颇丰，这也是合肥市

的创新城市建设能够走向科技创新型发展

道路的最根本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合肥

市属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员，

其创新示范区的资源支持、政策优惠以及

与芜湖、蚌埠两市的优势互补也都为合肥

市建设创新城市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相比之下，芜湖市高校科研机构建设

虽未达领先水平，但其力量也不至薄弱，

尤其近年来，芜湖市一直将高校科研机构

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截止2016

年末，芜湖市拥有以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工程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10所，在校学

生16.51万人，全市拥有省级及以上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96个，其中国家级6个；

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55个，其中国家

级11个，省级及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15

个；省级及以上质检中心2个，其中国家级2

个[6]。这些资源，都是芜湖市科技创新力量

的重要资源，足够形成一批具有一定科研

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即使不足以支撑城

市走向科技创新型的创新城市建设方向，

仍然可以提供坚实的科技创新基础力量，

为城市其他方面的科研与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与支持。此外，与合肥市一样，芜湖

市同为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分

子，也能够依靠示范区的资源、政策等方

面的支撑获得发展创新城市的良好基础。

（三）企业创新引领发展

能够很好利用企业资源，也是进行城

市创新建设工作的关键之一。正如之前提

到的合肥市的案例，其创新城市的成功建

设，也在于其注重孵化、培养、扶持科技

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与壮大，并建成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在全国146个高新区发展

综合排名中，合肥列第7位，并拥有不少品

牌企业。汽车产业以江淮汽车为领衔，电

子信息产业以科大讯飞为龙头，家电产业

以荣事达为名片等等，这些企业与合肥市

强大的科研创新力量形成了良好的结合与

互动，使其技术与产品质量在全国均处于

领先地位，从而推动了创新城市的发展。

芜湖市的企业创新力量更是该市的

一大亮点。以汽车制造业的奇瑞公司为代

表，2016年之前，奇瑞的发展还处于平缓

上升的阶段，但经过多年坚持研发与创



111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新，不断学习世界先进经验，不断顺应国

家发展趋势，在2016年厚积薄发，成功迎

来战略转型，焕然一新的奇瑞“2.0产品

家族”陆续上市，推出了三款新车，集团

累计销量达70.5万辆，同比增长28%，其

中出口达88081辆，占中国品牌乘用车出

口总量的28%[7]。此外，奇瑞旗下两家合

资企业拥有观致、捷豹、路虎等国际汽车

品牌，通过人才协同研发，奇瑞在业内掌

握了多项关键技术与自主创新的“独门绝

技”，并紧跟新能源趋势，倡导绿色低碳

出行方式，推出多款新能源汽车，这些都

使得奇瑞公司能够在全国乃至世界汽车市

场站稳脚跟、发光发热。

以奇瑞公司为典型，芜湖市还有在各

自行业具有领先技术水平与品牌声望的众

多企业，如三只松鼠等。这些企业所拥有

的关键技术以及人才队伍，是芜湖市在城

市创新建设过程中深化利用的结果，尤其

是与芜湖市高校与科研机构力量共创产学

研协同的合作创新模式，形成自己的产业

集群与产业链，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科研

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从而强力刺

激城市经济发展，成为城市创新建设的根

基力量。

（四）文化创新扛起大旗

芜湖市除了以上三方力量，最不可忽

视的就是其独具一格的文化优势，尤其是

旅游文化资源优势。

芜湖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战略

目标是坚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以欢乐体

验为特色，以高水平主题公园集群为重

点，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城

市和文化科技产业集聚区，采取“旅游+”

模式，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带动芜

湖市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龙头主要是方特

四大主题乐园。“十三五”期间，芜湖市

还将继续打造方特五期复兴之路、方特六

期明日中国，四大主题公园配合芜湖市本

身所拥有的悠久历史与半山半水的独特美

景，让全国各地尤其是周边省市地区来芜

湖市旅游的游客量越来越多。截至2015年

8月，芜湖共有A级景区27家，其中5A级景

区1家，4A级景区6家，3A级景区9家，旅

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效

益，更有利于芜湖市的对外开放，与其他

地区互相交流学习。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

之一，芜湖市动漫产业的成功发展得益于

其方特主题乐园的开发，由于主题乐园多

融合科技与动漫元素，这使得大受欢迎的

方特也带动了芜湖市居民对于动漫产业和

科技产业的高度热情。动漫产业的发展促

进了高校动漫专业的成长，其中安徽工程

大学是安徽省最早开设动漫专业的高校，

这使得芜湖市的动漫人才质量始终处于

地区前列，芜湖市的动漫产业也因此进入

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2015年芜湖市成功

承办了第四届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

会，吸引了更多地区的目光，从而拉动招

商投资，让动漫产业成为芜湖市经济发展

的一股中坚力量。

芜湖市在“十三五”期间的战略目标

是在2020年之前，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培育发展新媒体、新文化业态，推动文

化产业优化升级，建设在国内外具有影响

的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国家数字出版基

地和国家广告产业园区，着力培育打造一

批知名文化产业品牌和各具特色的文化创

意产业园，使文化产业成为其支柱产业。[8]

因此，综合以上三方力量，再结合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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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身文化优势特点，在创新城市建设上，

芜湖市尝试文化创新型为主要发展方向，

以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创新城市建设路径。

四、中部地区中小型城市建设创
新城市的路径探索

总的来说，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在城市

发展方面之所以相较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沿

海地区处于较不发达的状态，主要原因在

于地理位置处内陆，环境相对封闭，中小

城市土地面积也不算大，人口不算多。因

此，想要将创新城市发展起来，不管从经

济发展条件，还是从社会资源方面都很难

占到优势。但这并不代表这类城市无法发

展创新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有

一座叫大田的城市，该市地处偏僻，人口

与土地面积都十分稀少，城市定位与特点

都和我国中部地区中小城市有很多相似之

处，这样的区位以及资源使其在当时难以

获得很好的发展，但由于当时韩国政府将

国家科学中心城市选址于此，大田市从此

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逐渐汇集了全国

各所高等院校与科技企业，培养了一大批

科技人才，成功变身为“韩国硅谷”。

从其发展轨迹可见，大田市首先是依

靠政府选址投资，获得了强力的经济支撑

与政策支持，使得高校及科研机构得以在

市内安家落户，并通过稳定的人才输出，

在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制造一

系列拉动效应，使得越来越多与科技创新

产业挂钩的企业、高校、研究院等创新平

台不断进驻，在此基础上，使产学研三方

紧密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不可

替代的技术地位，并获取源源不断的经济

效益。因此，地理位置与社会资源不占传

统优势的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并不是没有

创新发展的道路，只是需要找到真正合适

自己的路径，以及在优势范围内发挥所长，

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从劣势中转化视

角，找到独有优势，再去规划发展路径。

上文对芜湖市建设创新城市实践经验

的分析，其他城市虽不可照搬，但由于芜

湖市在中部地区中小城市中具有一定典型

性，因此对于其他中部中小城市创新建设

依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一）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1.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虽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中部城市地

处内陆地区，开放较晚，环境相对沿海地

区也比较封闭，但实际上我国中部地区城

市的地理位置是有自身特性的。它们之间

也具有较多共通点，如陆路交通便利、自

然资源丰富、城市历史悠久等，许多城市

虽不沿海，但依山傍水，或临长江黄河，江

河交通便利，或处轨道枢纽，铁路四通八

达，不论是从促进人才流动还是发展经济

贸易角度来看，都拥有十分便利的条件。

2. 城市群落互相帮扶

中部地区身处中部崛起战略重要位

置，获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尤其是其中多

省多市均处在国家各大城市群辐射范围内

（见表2），能够在周边多座先进城市的辐

射与拉动下，整合城市资源，建立城市网

络，在承接优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获益，

在高校企业的相互合作中成长。由此可

见，中部中小城市不管是先进地区学习经

验，还是与相对落后地区互相帮扶，可谓

独具便利。因此，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过

程中，能否利用好城市区位优势是能否成

功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具体举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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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靠政策支持、多与其他城市开展经贸

往来以外，还需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拉

动投资，引进优质企业入驻，带动经济、

科技实力双向发展。此外还要注重人才培

养，引进发达地区先进人才队伍，加强区

域人才之间的交流学习，内外联动，从而

带动城市人才队伍建设良性发展。同时，

还要加强产学研协同合作，密切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发挥优

势、共同合作、整合资源，促进城市创新

建设全面进步。最后，各个国家级城市群

中都有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发

达城市在内的创新城市试点，中部地区中

小城市各个单位都要积极学习周边城市群

中先进地区的宝贵经验，少走弯路，使创

新城市建设工作更高效、更科学。

（二）首要壮大科研力量

建设创新城市，不管是以哪种类型为

发展方向，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都是必要

条件。因此，高校、科研机构、领先企业

三方力量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小城市在这

三个方面大多不会有非常突出的成果，但

表2  中部城市所属国家级城市群列举

城市群 核心城市 中部地区成员城市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
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

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中原城市群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
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
鹤壁、商丘、周口、晋城、亳州

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安徽省的
宿州、淮北、阜阳、亳州、蚌埠

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长沙、南昌、合肥

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
感、咸宁、仙桃、襄阳、宜昌、荆州、
荆门；湖南省的长沙、岳阳、益阳、株
洲 、 湘 潭 、 娄 底 ； 江 西 省 的 南 昌 、 九
江、景德镇、鹰潭、抚州；安徽省的合
肥 、 六 安 、 芜 湖 、 安 庆 、 马 鞍 山 、 池

州、铜陵、滁州

海峡西岸城市群 福州、泉州、厦门、温州、汕头 江西省的上饶、鹰潭、抚州、赣州

一定也不至于薄弱，因此，找到城市相对

欠缺的方面并大加扶持，形成能够支撑城

市自主创新发展的基础力量，是推动城市

创新建设向前发展的根本要素。在高校方

面重点要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在科研

机构方面重点要促成一系列有突破的科研

成果，在领先企业方面重点要形成自己的

关键技术与市场竞争力，三方互相带动，

形成产学研协同的前进模式，才是创新型

城市最应该具备的发展氛围。

（三）立足城市独特优势

中小型城市由于创新资本、资金支

持等力量有限，不适合多管齐下，综合发

展，因此找到工作的重点就成了关键所

在，找对了适合城市发展的路子，投入资

金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旦路子走

偏，那么原本就有限的资金与力量，就必

定要面临浪费，反而拖缓了整个城市的发

展进程。要找准适合城市发展的道路，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理性分析城市的独特优

势、独有资源，先以一点为引领，发展取

得成效后自然会带动其他方面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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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是最具性价比的

发展模式。因此，中小城市想推进创新建

设，切不可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而应该逐

渐摸索城市发展的合适方向，再集中力量

投入支持，主攻该领域的技术创新，使其

开花结果，从而带动整座城市百花齐放。

（四）积极顺应政策号召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

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9]

并倡导在各个领域推动创新建设，由此可

见创新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

置。在宏观指导层面有国家政策支持，使

得创新城市建设也完全符合国家发展的方

向与需求，这让建设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

的支持，拥有强大后盾。

在这样的基调下，国家各城市群也务

必响应号召，制定一系列与创新建设有关

的政策且积极落实，并将创新城市建设作

为新一轮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壮大城市群

内创新力量，从而能够带动区域内创新资

源流动，辐射城市群范围内创新能力的增

强。

中部地区各城市需要在响应国家创

新号召的基础上，在自己所属城市群中关

注政策惠及范围，通过社会、城市资源网

络，增强自我创新能力，并制定符合自我

城市特点与发展阶段的创新城市建设政

策，将其自上而下、由内到外落实到位，

支撑创新城市建设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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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mall Innovative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Fuhu
Wu Cuiping, Fan Jiani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ndexes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made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its goal of development about a decade 

ago to maintain i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ility. An innovative country 

certainly will need supports from innovative cities. It therefore become a trend for cities to be-

come innovative.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Fuhu in central China.

Keywords: innovative city; central China; small cities;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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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ity）的概念以来，全球城市的内

涵不断丰富，从起初强调全球城市对全球

资源配置和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和管理功

能，以及掌控经济、文化、科技等软硬实力

的国际影响力，到加入幸福感、生态绿色和

创新创意等理念。而金融危机的发生，促

使全球竞争从资本竞争转向创新竞争，各

国不约而同地通过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与

结构调整、业态模式创新等方式寻求新的

增长驱动力，“全球城市”的竞争也从原来

以争夺经济流量枢纽功能为取向，转向将

创新创意作为同等重要的高端功能予以重

视，并开展新一轮的竞争。一批以创新见长

的城市进一步脱颖而出呈现出引领发展的

能力，撼动了原有的“全球城市”格局。同

时，先进制造业成为支撑此轮全球城市发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
上海经济结构优化与全球城市建设
◎ 蒋媛媛 黄 敏

在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

的城市定位已经发生变化：在2020年基本

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基础上，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与此前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定位相比，全球城市要求上海在

全球城市格局中成为类似于纽约、伦敦、

东京等的重要“全球性节点”，形成与之

相匹配经济结构，进而主宰全球经济命

脉，在全球经济协调与组织中扮演超越国

家界限的关键角色。

一、全球城市内涵与功能演变

自20世纪90年代萨森提出全球城市

摘  要：在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发生变化：在2020年

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围绕瞄准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结合上海优势和国家战略功能导向，实现以新供给引领

新需求，促进上海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软硬实力。

关键词：上海  全球城市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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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动力。随着近年来新技术革命、新

产业革命兴起，全球创新网络（GIN）正在

超越全球生产网络（GPN）成为全球资源要

素分布的新路径。全球创新网络和全球生

产网络的叠加效应正在重塑城市与产业关

系，促进城市的相互连接和产业发展的集

群效应，进而发挥城市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使城市成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载

体①。此外，服务经济化仍是全球城市发展

的共同趋势，呈现二三产业融合特征。

二、上海供给侧改革沿革与经济
结构演化趋势

（一）上海推进供给侧调整的历史
沿革

上海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

一直得益于不间断的各种形式的供给侧改

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海经济结构演变

表现出不同特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提出发展利

用沿海工业的指导方针，上海被定位为工

业城市，至1965年，已拥有除采掘和采伐

业外的几乎全国所有的工业门类；到1978

年，上海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4∶77.4∶

18.6，当时的上海制造风光无限，引领全国

消费，畅销全国的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

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上海羊毛衫等均在

国民心目中打下深深的上海印记。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进入全面工业化

阶段。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引领下，上海启

动轻重工业调整，开启“四个中心”建设，

通过“退二进三”，百万产业工人下岗和

纺织业压锭，促进产业结构向“三二一”

转变，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已形成

信息、金融、贸易、汽车、成套设备和房

地产六大支柱产业，制造业基础进一步夯

实，服务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近年来，上海与北京、深圳齐头迈入

后工业化阶段，不约而同地通过多渠道的

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北

京侧重于首都功能优化和发展“高精尖”

的产业结构，通过财税政策创新降低企业

成本。深圳则率先创新供给和服务方式，

激活疲软的外部需求，同时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规模，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

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上海大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出台上海工

业供给侧改革27条措施，以“四新经济”

和总部经济发展推进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以改善要素结构；发挥“营

改增”的结构性减税效应，帮助高附加值

制造业降低成本；积极培育本土跨国公

司，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市场结构。

在历史梳理和比较中不难看出，供需

配合是上海以往经济结构形成的重要力

量；当下北上深三地的供给侧改革偏重供

给结构调整，对需求结构优化调整局限在

消费需求这一单一层面，难以产生经济结

构优化的整体效应。同时，上海在结构优

化过程中仍有很大潜力可挖，如上海服务

业比重还有很大上升空间，服务业外向度

有待提高，人力资本优势尚未得到完全发

挥，现行体制制约了创新主体的市场化过

程。此外，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有效互动

不足，如海外投资对制造业升级和国际竞

争力培育的带动作用不显著等问题的存

在，阻碍了上海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二）上海经济结构演化趋势

在追求全球城市发展目标过程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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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经济结构演化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特

征：

第一，上海目前进入全球城市体系

的第二集团。根据GaWC测度的“世界城

市”等级位序，上海已经从2000年的第

4档、全球第 30位，提升至2012年的第2

档、全球第6位。上海在全球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网络中已经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全

球链接度位序赶超东京，仅次于伦敦、纽

约、香港、巴黎和新加坡。上海在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的全球综合排名则分列第

六、第九和第七位。

第二，双向的国际化进程提速。随着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上海不仅成为国际

资本的集聚场所，也是中国资本对外辐

射的基地。2015年，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

资合同项目6007项，比上年增长27.9%；

合同金额589.43亿美元，增长86.5%；全

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84.59亿美

元，增长1.6%。至2015年末，在上海投资

的国家和地区达165个；在上海落户的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535家，投资性公司

312家，外资研发中心396家；新增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45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5家；

投资性公司15家；外资研发中心15家。而

同年，上海备案和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1338项，比上年增长1.3倍；对外直接投资

中方投资额398.97亿美元，增长2.8倍。

第三，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上海产

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目前，上海正处于

经济转型时期，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速一直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步伐逐步加快。一方面，上海主动对

接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聚焦大飞机、高端装备、高

端医疗器械、新型显示等重点领域，布局

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和重大

科技专项，开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

展、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重大应用、物联网

重大应用等示范试点，在C919大型客机、

AP1000核电设备等一批重大装备上取得突

破，联影高端医疗设备等打破国际垄断，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深化促进制造

业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深入推进；大力扶

持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四

新”企业发展，建立“产业联盟、产业基

地、产业基金、产业人才”四位一体推进

机制；大力发展服务业，形成服务经济为

主的产业结构。近年来，上海一般贸易增

速快于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

贸易，先进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第

三产业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

引领效应持续增强，金融业、商贸业占服

务业增加值比重稳定在50％左右，转型升

级效应进一步显现（肖林、钱智，2016）。

另一方面，上海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

染、高风险企业，压减低技术劳动密集

型、低效用地型等一般制造业企业，为产

业转型和新兴产业腾出发展空间。

三、上海在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
所面临的瓶颈问题

（一）过度“去制造业化”制约上海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上海产业服务化趋势加快和要素成本

的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海的过

度“去制造业化”。一方面，上海的企业

集团纷纷将制造环节向外转移，无形中切

断了“产学研”联系。新研发的产品找不

到本地厂家试制生产，新研制的专利技术

难以付诸实施，这种创新活动下游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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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不利于上海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

升。另一方面，腾笼换鸟引起的产业“空

心化”与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之

间形成的断层，也成为上海产业升级的主

要障碍。此外，内部运营效率偏低，品牌

意识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长期以来成

为制约上海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以上

海装备制造业为例，由于科研投入少、科

研成果转化率低和转化周期长，上海装备

企业无法为客户提供基于核心技术的系

统集成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在国际市场

上往往陷入“低价格竞争”陷阱，往往招

致目标市场的客户及政府的反倾销行为，

其结果往往是丧失海外市场（邵安菊，

2015）。 

（二）区域影响力不足，对内对外联
动与带动作用发挥不充分

上海在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

路”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建设全球城

市创造了良好机遇。自浦东开发之日起，

国家就期盼上海这个长江龙头带动长江

中游和龙尾发展，然而，上海刚刚理顺与

长三角地区的区域联动机制，始具备向中

上游推广的现实可能性。相比之下，上海

辐射带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则难度更

高，其中的传导机制仍需要在不断摸索中

逐步建立和完善。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约

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表明上

海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

多互动发展的空间。

（三）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支配能力亟
待加强

目前，虽然上海拥有一批世界500强

企业总部，但数量和规模均较小。2014

年，上海有8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少于

东京的43家，纽约、巴黎的18家，伦敦的

17家，更是低于北京的52家。但上海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以及研发中

心数量增长较快。此外，上海仍缺乏足够

数量影响世界的本土企业。根据《中国企

业国际化报告(2014)》，在中国企业国际

化50强中，28家总部在北京，仅3家在上

海。

（四）相关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在全球城市硬实力形成方面，上海资

金与产业“走出去”趋势正在形成，上海

本地相关支持政策和措施的细化和落实

有待加强，进而形成一揽子人才、金融、

商务、物流、法律咨询服务体系，帮助提

高海外投资和产业项目落地的效率及成功

率。在全球城市软实力形成方面，上海在

科技、教育、文化等软实力方面与主要全

球城市差距明显，亟须在这些领域进行政

策创新和突破。根据美国专利局公布的以

发明人所在城市登记的1976年以来的专利

数量统计，上海为6591件，在深圳、北京

之后居于中国大陆第3位，与东京、纽约

等全球城市差距更甚。在高等学校方面，

虽然上海拥有4所985大学，10所211大

学，但相比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城

市所拥有的著名大学，上海高校的国际化

程度低、学术影响力弱。

（五）创新领域短板犹存

当前，全球城市间的竞争正从过去以

争夺经济流量枢纽功能为主，转向将开展

构造创新创意等高端功能的竞赛。上海的

产业基础基本来自进口替代，因此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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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上以“引进+消化”为主，长期高度

依赖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对“吸

收再创新”的主动性差，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近期国家委以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创中心的重任，上海建设的积极性

很高，政策制定十分缜密，但在执行和落

地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以国资国企

占主导的创新主体缺位，尚未形成与北京

中关村模式、深圳模式比肩的上海模式；

二是科研体制亟待理顺，尤其体现在产学

研合作体系不畅，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往

往凭借资金强势独占知识产权和专利归属

权，现有体制难以保障科研院所与高校分

享研发成果产业化的合理利益诉求；三是

上海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企

业，上海的高科技高成长企业数量仅为北

京的1/5，后者的数量占到全国的40%；四

是制造业创新中心发展滞后，北京已经成

功申报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而深圳正在积极申报国家

石墨烯创新中心。

四、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上海经济
结构优化的思路

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围绕建设全

球城市这一目标，打开思路，清醒分析上

海所面临的需求侧变化的新特点，巧妙结

合上海优势和国家战略功能导向，精准发

力，实现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促进上海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

配的经济结构和软硬实力。

（一）理清经济结构优化的内涵及内
部关系

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普遍现象，通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

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成为经济社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必由之

路。习总书记精辟地指出，结构优化与增

速变化、动力转换构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的特点。李克强总理亦反复强调，在中

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过程中，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是新常态最核心的变化，是经济

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

特征之一。上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

应将经济结构优化摆在显著而重要的位

置。

一般而言，狭义的结构优化指产业结

构优化，即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美国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美国社会发展划

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三个发展阶段。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

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

换，还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统治力量、

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著名学者

钱纳里提出著名的标准产业结构，根据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

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

时期。钱纳里认为，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

向更高一个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

转化来推动完成的。

广义的结构优化则涉及供给结构、需

求结构、区域结构三个方面。供给结构包

括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供给

结构优化意味着要素结构由传统的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为主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

技术创新、空间集聚等新型要素，第三产

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形

成大中小企业和谐发展的格局。需求结构

优化表现为在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

中，消费需求比重不断上升。区域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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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则体现在城乡发展差异缩小、区域间一

体化协调发展等方面。

实际上，经济结构优化是一个复杂

的动态化过程，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密切互

动、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剖析供给侧与

需求侧的互动反馈作用机理，有助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避免走弯路。

在供给侧，服务业部门TFP增速低于

工业部门，凭借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优势

而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扩张；以创新驱动

引领的要素结构优化，为传统产业转型和

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有利于产业结

构优化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刺激

拉动新需求，带动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需求侧，单位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对

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增加超过对农业和工

业品需求的增加，促进服务业扩长；在经

济转型、高附加值工业品尚未获得国际竞

争力的阶段，收入增长引起生产成本提高

迫使低附加值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并退出市

场，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需求

层次的提升，激发了以新技术支撑的新业

态、新模式等新供给的产生；投资层次升

级可以为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输血，新

兴产业发展间接扩大了对过剩产业的需

求，大大改善了供给结构。

由此可见，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综

合运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手段，需从两

侧同时发力，突出市场化基调，通过供给

侧改革解决产能过剩以及供给结构与需求

结构不匹配等深层次问题，并配合需求管

理，优化需求结构，缓解短期内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过程中淘汰落后产能等举措所产

生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压力，进而在供

需匹配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二）未来上海经济结构优化方向

在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

的城市定位已经发生变化，全球城市的建

设目标迫切要求上海在新一轮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充分发挥科创中心、“四个

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形成足以匹配和支撑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全球生产网络控制力和全球影响力等全球

城市功能的经济结构和软硬实力。

在供给结构优化方面。首先，优化要

素结构。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以创新

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把创新摆

在上海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同时大力建

设国际金融中心，充分发挥资本流动支持

实体经济的“输血”功能。

第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在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影响下，

先进制造业成为支撑全球城市发展的新动

力，经济结构服务化仍是全球城市发展的

共同趋势，网络经济的繁荣正促进二三产

业加速融合。上海尤其要重视保持适当制

造业规模对持续经济增长的“造血”支撑

作用，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以新模式、新

业态应对新挑战，同时以国际航运中心和

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完善和提升现代服务

业体系。

第三，优化市场结构，加快培育本土

跨国公司，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跨

国公司是全球城市掌控全球生产网络和

实现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主体。上海在继

续吸引跨国公司功能性总部集聚的同时，

应谋划上海产业海外发展蓝图，总结以往

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成功和失败经验，

大力支持优势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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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同时，继续支持“双创”，扶持创

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以弥补上海创新主体

缺位和活力不足的制约。

而在需求结构优化方面，一是打造国

际化消费之都，逐步提升消费在三驾马车

中的比重。二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新

兴产业领域投资力度，探索发展海外投资

服务体系，为上海企业“走出去”保驾护

航。三是改善出口结构，结合“去产能”

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出口市场，巩固发达国

家出口市场份额，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倒逼上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以供需协调促进上海经济结构
优化

上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全球城

市建设和“三去一降一补”两个长短期目

标结合起来，以供需并济为主要手段，同

时注重供需协调，最终形成供需匹配、有

利于全球城市功能形成的新型经济结构。

1. 供需并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强化创新引领，抢占科技进步和

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当前，全球创新

网络正在超越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全球资

源要素分布的新路径。上海应探索构建以

国资国企为创新主体，可与北京中关村模

式、深圳模式比肩的上海模式，加快建设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二是进一步扩大制造业高端供给，

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通过创

新驱动上海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扩大服务业对外

开放，促进教育、医疗产业化和高级化发

展，完善和提升现代服务业体系；发挥互

联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作用，重视

信息网络技术运用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加

强相关产业配套，积极建设各种类型互联

网平台，发展“互联网+”模式，促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在需求结构优化方面，将国际市

场萎缩和低迷转化为战略契机，加快国际

贸易中心和自贸区建设，补齐短板，加强

国际市场制度建设，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

定，提高贸易服务能力，畅通货物和服务

出口通道，为下一个繁荣经济周期做好准

备；发挥品牌引领的作用，努力开拓国内

国际消费市场，引导本地消费品制造企业

加强品牌建设，深入挖掘海派文化，在传

承上海制造遗产的基础上提升“新上海制

造”的文化内涵，扩大上海品牌的国内国

际影响力。

2. 供需协调，促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

构有效互动

一方面，要以新供给促进需求结构优

化，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增强供给结构

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扩大对新

兴需求市场的新型供给，充分发挥供给结

构优化对需求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

方面，引导需求结构向更好地服务供给结

构升级的方向。建立完善供需市场信息传

导反馈机制，以新需求刺激新供给；继续

扩大对新兴产业、人力资本等领域投资，

发展科创风险投资，为战略性产业成长和

关键要素积累输血，同时以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为契机，积极发展海外投资服务

系，带动外向型服务业发展，促进上海制

造业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完善全球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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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世界银行对于中国大城市的研究特别强调保持适当的制造业规模对于持续高速增长的支撑价值，

提出复杂资本产品制造业在生产率提升方面高于服务业，在能耗与污染控制和空间占用等方面又不

比现代服务业逊色，完全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项功能而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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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敏感影响，一方面，行政主体是激

活城市群区域的主要执行组织，另一方面，

政策设计的主导方向对城市群区域规划将

造成直接影响。更需要厘清的是，促进经

济增长的机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机

器下形成的，行政体系才是真正的增长机

器[1]。荷兰兰斯塔德（Randstad）是区域协调

规划的典范，该区域以多中心网络化的空

间组织和大面积的绿心格局而得名。分析

兰斯塔德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剖析其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301175、4127116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特色创新类项目（编号：2014WTSCX030）与广东省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2015A020219007）联合资助。

公共行政视角下兰斯塔德区域规划及启示
◎ 范建红 刘雅熙

一、前言 

区域规划是国家政府进行区域管理和

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新型城

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尺度。在面对日益突

出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和增强区域国际

竞争力等方面，创新城市群区域规划已成

为不可回避且亟待研究的命题。城市群区

域规划根植于特殊的制度环境且受到政策

摘  要：荷兰兰斯塔德地区是国际多中心城镇群的典范，拥有着丰富的区域协调规

划经验。鉴于兰斯塔德的区域规划顶层设计基本架构特征，从公共行政视角分析兰斯

塔德的区域规划特征，了解兰斯塔德在区域协调中的现状障碍。文章重点介绍兰斯塔德

在面临区域问题中公共行政所进行的改革策略，展现政府为实现区域规划在配置空间

资源与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等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择与尝试，最后总结了该区域的经验教训

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与建议。

关键词：兰斯塔德  区域规划  公共行政  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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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行政障碍，并从公共行政角度剖析

其解决措施及效果，以期对我国城市群区

域规划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二、区域概况

兰斯塔德是荷兰乃至欧洲的一个重要

都市区域，它包括荷兰最大的四座城市阿

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市，

以及这4个城市分属的南荷兰省、北荷兰

省、乌特勒支省和弗莱福兰省中的一部分

地区[2-4]，一起形成了称之为“兰斯塔德”

的都市区（图1）。由于地处欧洲大陆多

条大河的交界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日

趋完善的运河基础设施，使兰斯塔德成为

欧洲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中心。

历史上兰斯塔德是一个沼泽地区，土

地不易利用，只有少量居民从事捕鱼和狩

猎。从11世纪开始，兰斯塔德进行了堤坎

建造和土地开垦，居民随之大增，伴随经

济的发展，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城市

间出现了定期航班，促使了商业和贸易的

进一步繁荣[5]。1665年，兰斯塔德地区各

城市间的运河体系基本完工。随着欧洲工

业化时代的到来，作为欧洲大陆门户和商

贸枢纽的兰斯塔德经济实力和地位得到

巩固和提升，其中位于莱茵河口的鹿特丹

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港口城市，1975年其

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73亿吨。阿姆斯特

丹通过围海造地变成了内陆海城市，虽然

其港口城市地位下降，但是其金融中心的

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从19世纪下半叶开

始，新的基础设施包括水路、公路和铁路

等相继完善，使得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成

为新的连接北海和德国鲁尔地区的枢纽。

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大量农村人口迁移

到城市，到2005年大约有670万人居住在

此，成为继伦敦、鲁尔莱茵河、巴黎、米

兰后西欧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地区。

兰斯塔德区域的突出特点，是由功

能上互补的多个专业化中心构成的互补

型空间结构[6,7]。其“多中心”马蹄形环状

布局，同时将一个大城市点所具有的多种

职能，分散到大、中、小城市，形成既分

散、又联系，并有明确职能分工的有机结

构[8-10]。历史上，它曾是荷兰共和国的中

心，现在依然是荷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该地区的发展一直呈现着多点集聚态势，

一方面见证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竞争力

提升，另一方面又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城市

之间围绕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人才、基

础设施等的白热化竞争[11]。由于兰斯塔德

地区不是法律上的实体，导致地区的发展

没有统一的政府机构来直接解决他们所共

同面临的区域缺口。鉴于兰斯塔德开拓的

复杂性及其对于荷兰整个国家的重要性，

公共行政机制对于该区域的发展起着不可

 
图1  兰斯塔德区域空间布局图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Rand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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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作用。

三、分离与制衡：区域规划背后
的行政逻辑

（一）纵向协调的零和博弈

荷兰的公共行政被描述为“分权的

单一制国家”，即公共权力在中央、省、

市等三个层级政府间进行分配，每一层级

政府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三个层级的

政府不会采取与其他两个层级的政府相

矛盾的行动[12]，但各自都不可避免更加热

衷于各自的权力扩张和功能的强化，增大

了非合作的决策概率[13]。三层制虽存在固

有的纵向协调规则，即国家政府通常决定

空间规划政策，省政府在各自辖区内实践

规划政策，市镇政府则进一步具体落实

规则政策。但荷兰权力下放的程度却总能

打破这一规则，中央、省、市政府在财政

支出比较时，往往会以市政府的权利为主

导。相比省政府，各市的责任更重大且更

广泛，市政府负责范围广泛的政策领域包

括公路、公共交通、住房、环境、社会事

务、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直到2008

年新的《空间规划法》出台，一直被挫败

的层级制纵向协调规则得到了主动纠正，

中央再次固化了严格的层级体系，空间规

划中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央强制性要求

所有的省份都设置一个“省级空间规划委

员会”（荷兰语：Provinciale Planologische 

Commissie，简称PPC，由《空间规划法》

的第9.1条建立），并以主动磋商与被动强

制的双重手段，使得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协

商成为空间制度并内化为纵向规划的典型

特征[14]。但各方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仍

难以轻易放弃空间开发的主动权。

（二）横向合作的缝隙制衡

横向协调规划的复杂性在于空间规划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许多其他部门的利益，

同时又涉及不同空间范围的权限设定，合

作的基础极其薄弱，只能在各部门各自能

接受的最大范围内寻求缝隙，展开区域制

衡设想。在市镇层面，兰斯塔德区划内各

市之间的合作相对频繁，据统计，平均每

个市有涉及27个合作安排[16]。合作可以通

过公私法下的协议进行，大约40%的私法

协议以合同形式存在，一旦订立，法律上

可强制执行。市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他们分析各种合作的

最终成本效益[17]。在省级层面，虽然省空

间规划委员会并不直接对许多政策地区负

责，但它是所有协调规划问题的最终汇集

点，因此省空间规划委员会常用于解决横

向协调的难题。而国家政府层面的横向协

调是难度最大的，因为总是存在着一些强

势、富有且雄心勃勃的大部门，如经济事

务部想要更多的商业用地、交通部想让住

宅邻近商业区建设、农业部门不希望耕地

变成自然景观等等，使得国家政府层面的

横向协调规划面临困境。

四、资金与市场：行政协调的现
实障碍

（一）资金的融通互斥

 融通互斥是指规划资金不论是融资还

是流通都存在互相抵触的情境。据统计，

市政府70%的资金来自中央政府补贴，但

融资一定是市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一，且区

域内的空间开发是受财政利益所驱动。绿

心的开发则充斥着政府进退两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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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为绿而红”，其实质表现为，规

划部门希望改善乡村地区的质量，但也不

希望用公共资金来资助这项工作，于是少

量的城市开发被加入这一地区的规划[18]。

同时，当区域内的资金和责任必须协调

时，各区域尺度之间则存在显著的利益冲

突。如阿姆斯特丹城市区域（ROA）和北

荷兰省之间的公共交通系统运行冲突，本

可互相依赖，但最终因为双方夙愿的差异

而导致缺乏合作，使得在整个北翼很难建

立一个协调的公共交通网络，交通的碎片

化和不通达问题较为严重[19]。

（二）市场的规则冲击

荷兰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给了市场经

济无限的可能，政府主动的向开发商下放

空间开发的权利，这一政策带来了许多不

可预见性的问题。如为了财政盈余，政府

和开发商往往冲突严重，这是各国规划都

会遇到的尴尬。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来自阿

姆斯特丹市政府与ABP公司，两者于1998年

签署协议，该协议包含以下条款：“双方承

诺，直到所有建筑都已出售完毕，否则不会

在其境内进行办公楼和酒店的开发，这与

现有项目会产生竞争”。这种避免竞争的

方式，使得主观影响了市镇政府的土地利

用规划政策和对市场规则产生冲击。由于

市场与政府这两大团体各有不同的利益追

求，两者的关系平衡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扩省并市与区域建构：行政
干预的两条脉络

（一）纵向激进变革：扩省并市

兰斯塔德的区域合作通常集中于城市

地区以及市级层面之间，权力的下放使得

地区间的合作与市级本身的权益处于矛盾

状态。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央各级政府

对这一治理问题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主

要包括增加区域一级，增设省份和创造大

城市的建议。70年代初期，提出增设区域

一级建立44个地区。在1975年至1983年期

间，提出了增设省份的建议，并从最初的

26个最终修改增设为17个。在20世纪90年

代，由于增设省级的建议一直被搁置，改

革重点转向增加大城市的作用，提出除现

有省份外再造7个大城市[20]。这一改革主要

集中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目标是创建

一个大阿姆斯特丹和一个大鹿特丹，以便

将周边市镇分别并入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市。1995年，随着国家空间战略对兰斯塔

德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要求将兰斯塔德

提高到全球竞争体系中，建议将兰斯塔德

地区合并成一个新的区域，类似于大伦敦

空间形式，这种独立行政框架的建立意味

着巨大的经济社会活动集中。

这些空间调控策略不仅是荷兰政府

对区域发展边界进行的强制重构，也与荷

兰国家追求区域平等主义和可持续发展

的传统格格不入。相较于建立一个兰斯塔

德省，荷兰人民更希望建立与之抗衡的区

域，维持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同样

强行整合必然会触动地方自治与文化认

同，反对势力会压倒推动改革的动力。虽

然建立区域纵向治理框架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和有力的保障，但改革该结构需要大量

的精力和时间，在短期内不能解决许多实

际问题，因此纵向层面上激进的改变结构

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21]。

（二）横向温和调整：区域建构

当1983年增加省份数量的建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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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区域横向合作的机会得到加强。相比

于纵向协调试图硬性改变权利网络，横向

合作的尝试则是相对温和的一种选择。一

是不触犯更多的权利组织；二是可以多方

合作，跨界范围灵活；三是以预设目标合

作，约束性能弱化。

兰斯塔德区域规划中的水平合作模

式，最多能达到七个层级：国家政府、兰

斯塔德、翼、省、城市区域、市政区、市

辖区（如表1）。在传统体制内，基本认

可了这种合作会使预设目标变得更加具

有特定任务性。2002年的“双重地方政府

法”加强了市议会控制其执行委员会的权

力和增加了合作的民主合法性，并且多半

市政府认可这种横向合作模式，认为促进

合作安排和改进民主控制是有效的手段。

自2003年以来，城市地区基于联合安排法

案（“WGR加强”区域，荷兰目前有8个

“WGR①加强”区域），这些城市区域包

括一个大城市和其周围的城市，形成城市

系统的一部分。2010年，“WGR加强②”

区域的强制属性被废除，市际间的合作不

再被要求强制执行，但可以自愿持续，并

形成了兰斯塔德地区、WGR加强区域③、

北翼地区和南翼地区。

横向合作使兰斯塔德区域规划发展中

面临的治理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由

于组织构建上的一些障碍，使得兰德斯塔

德在这个阶段的区域决策作用相对有限[28]。

其次引发的次生效应中呈负面属性的影响

还无法控制，例如行政拥挤问题，从表2中

可以看到，形成的机构很少被废除，使得

城市集群区域不能很好地处理空间关系。

兰斯塔德横向的区域建构，其产生的效果

与预设目标的达成之间基本呈正相关，能

够辨别实质效力情况，这样也能更好地估

计协调效果与进行进一步改进，这是横向

合作相比纵向改革一个更明显的优势。 

六、结论与启示

当今国家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相当

程度上是取决于制度的竞争。荷兰政府早

已关注到如何提升兰斯塔德的国际竞争

力，促成内涵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

良性溢出趋向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导

向加上规划实践的雄心，让荷兰区域规划

获得了一份双重保险，正如法罗迪和范德

沃克所强调的，“规划和秩序”是荷兰空

间规划的显著特点[29,30]。相较而言，中国在

区域规划的主导方向上还缺乏一定的着力

点和前瞻性，近年来，随着市场化与私有

化引发城市社会空间改变加剧，固有尺度

正在分化，不同空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

与复杂，更加容易引发对规划空间的变向

争夺。因此，提出以下行政改革的建议与

启示。

（一）行政理念：从区域兼并到区域
管治

行政区划调整对于解决区域问题的作

用多次证明是非常有限的，兰斯塔德地区

的核心城市周边的行政兼并，不论是兼并

核心城市之内的还是外部的区域，都是暂

时回避地方政府之间冲突的深层体制性问

题，为巩固集权体制的一个变向途径，对

于行政体制的进步并没有太大意义。区域

整体发展中的矛盾，已经不可能再寄希望

于通过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来解决了。转

型的城市区域，由于城市空间或社会空间

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全媒体”

时代的到来，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融合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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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兰斯塔德公共行政横向合作平台

层级 平台
成立
时间

组成 主要职责

国家
层面

空间规划和水管理总局
(DGRW)

2010
国家一级对于空间规划进行专
项事务安排协调的部门，主要
由决策、审议、实施、监督机
构组成

承担规范各部门市场秩
序的责任，推进各部门
内的科技进步基础设施与环境部(I en M) 2010

经济发展投资部委员会
(ICES)

2010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
（PBL）[22、23] 2012

兰斯
塔德
层面

兰斯塔德区域 2000

一个政府代表的审议机构，由
12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
任命一个由5人组成的执行委
员会

加强兰斯塔德建设成为
一个有吸引力的大都市
区，并提高其在欧洲和
国际水平的竞争力

兰斯塔德行政委员会
（BCR）

1998

中央政府与Randstad地区政府
之间协调的政治平台

促进不同政府级别之间
的协调以及Regio  Rand-
stad成员与中央政府代
表之间的协商，

三角洲大都市协会 1998
由代尔夫特大学的教授和负责
兰斯塔德内四大城市的规划人
员创建的游说团体

作 为 一 个 地 方 交 流 想
法，以改善大都市系统
的协同作用

两翼
层面

兰斯塔德北翼的管理平台 /
阿姆斯特丹参与为主，结合周
边城镇组成的区域协调平台

负责荷兰北部地区的发
展协调

兰斯塔德南翼的管理平台 /
海牙和鹿特丹为主，结合周边
城镇组成的区域协调平台

负责荷兰南部地区的发
展协调

省层
面

省协会（IPO） /
个别省份与中央政府有联系，
但与市政府一样，服务于务省
政府

协调荷兰各别省份与中
央的关系

地区
层面

阿姆斯特丹区

2006

以取代“联合规定法”的WGr
加强法案为支撑，自发形成的
各大城镇群区域，其中4个在
兰斯塔德地区

形成的区域主要是形成
结构稳固的城市网络，
提示区域竞争力

鹿特丹区

海牙区

乌得勒支区

市政
层面

市政协会（VNG） /
各 市 政 部 长 定 期 举 行 正 式 会
议，拥有约400人的员工[24、25]

代表荷兰城市的利益，
处理各市利益协调问题

市辖
层面

绿心行政平台 1996

由国家相关部委、省政府、环
绕“绿心”的4个主要城市及
其市政部门与相关团体共同组
成的绿心管理职能部门[26、27]

平台的重点主要是保护
绿色心脏，关注农业和
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了传统科层式的等级空间，多元文化使得

空间异质性增强。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

时更需要考虑整体的公众利益并且增进

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利用管治的

理念处理不同尺度的区域问题是解决问题

的思想前提。各层级找准在体制内外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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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造良好的制度—社会—生态环境，

才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前提。

（二）合作基础：从多层级区域协调
到全国空间和基础设施建构

从兰斯塔德经验中可以看出，纵向行

政合作的基础是薄弱的，这与我国的情况

较为相似。但是荷兰政府在横向合作的基

础构架上做出了积极转型，挣脱多层级区

域协调的种种壁垒，建立全国空间和基础

设施框架。从空间整体性集中管理出发，

例如农业片区、河流沿线、堤岸防护以及

道路管线等基础空间规划。也正是因为对

农业片区的保护，才形成了城镇形态突出

的兰斯塔德地区。同样为了保护河流沿线

水质与生态景观，才有了荷兰特色高质的

乡村景观。荷兰的区域规划协作基础不仅

仅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而是注重于培养空

间增长点的方式，通过自然联系塑造的空

间网络，使得以“生命线”为媒介的区域

协作变得更持久和可靠。到目前为止，中

国各城市之间并没有攻破各自建立的行

政区经济壁垒，且生态整体性规划框架尚

未建立。中国式区域规划如何找到合适的

切入点，使得区域间的矛盾能得到有效解

决，将是未来区域发展与规划的重点。

（三）行政管控：从行政壁垒到沟通
协调

荷兰的规划体系以沟通、协商、共

赢为最大特点，为了打破行政区壁垒的出

现，专门在中间层级设置了纵向三级政府

沟通平台——省空间规划委员会，以及国

家部委横向层面协调机构——国家空间

规划委员会，同时还在层级内设置了横向

的省协会（IPO）和市政协会（VNG）。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和情

况错综复杂，决非某一组织所能独立解决

的。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建立少量

的协调组织进行协调，明确运行主体的责

任和义务以及相关部门或配合行动部门的

责任和义务。因此，建议设立区域联席会

议制度和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区域联席会

议制度主要针对发展中不同尺度的空间链

体，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则是针对部门间的

协作，这样既不会让还没有形成固定尺度

的区域进行组织整合，又不会增添新的管

理对象，以增加行政的弹性，有利于集中

解决实质问题。

注释：
①WGR（荷兰语：Wet Gemeenschappelijkeregelingen）：联合规定法，用以促进邻近市镇之间的合

作。

②WGR加强：联合规定法的进一步加强。

③WGR加强区域：海牙城市区域（Haaglanden），阿姆斯特丹区域(Regionaal Orgaan Amsterdam)，

乌特勒支管理区(Beatuur Regio Utrecht)，鹿特丹城市区域(Stadsregio Rotterd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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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ndstad Regional Planning and Revel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n Jianhong Liu Yaxi

Abstract: The Randstad region of the Netherlands is an example of an international multi-

center town group with extensive regional plann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Randst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and  the basic struc-

ture of the regional design of the Dutch regional planning, and understands the status-quo of 

Randstad in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form tactics carried out by Rand-

stad in the face of regional issu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hows the choices and attempts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ng spatial resources and allocating socio-

economic resources. Lessons is learned and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Randstad; regional plann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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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为一种交通方式）、作为一种体育

活动、所有的步行（不管何种目的）[1]。

前两种步行具有同时提升经济、社会与

环境可持续性的潜力，不仅可以减少交通

拥堵、空气污染、废气排放，而且可以改

城市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
 ——以开封市为例

◎ 张丽君 孙莹莹 郑智成 张 超

摘  要：社区可步行性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社区日常服务设

施可步行性评价有助于科学评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程度。本研究借鉴国际通用

的在线可步行性评价平台walk  score的算法，构建适合中国城市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

评价的步行指数，以开封市4147栋建筑为基本研究对象，以453个社区为研究单元，分

析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以及各项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研究发现：开封市社

区日常设施可步行水平整体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社区破碎度高、土地利用混合

度高的老城区可步行性水平较高。城中村以及居住和工业交错分布的社区可步行性较

差。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空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均匀分布、圈层分布、梯度分布等

模式并存。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呈现组团分异，不同的功能导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

区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空间格局。城中村、回迁社区、居住-工业混合利用的社区

以及城东南组团是日常服务设施亟待优化调整的重点。

关键词：社区可步行性  步行指数  日常服务设施  开封市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12

一、引言

步行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步行有三种类型：有目的的步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01588、416715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0 批面上资助项

目（2016M600575），2017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7A170006），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项目（2014CJJ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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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公众与私人健康、社区关系和地方的

正面印象，提高经济绩效、提升房地产价

值[2-7]。近十多年来，可步行性成为城市、

地理、环境、社会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问题。不同学科具有各自的概念界定视

角，如到目的地的可达性、街道连接性、

轻交通与适当的行人设施、美学、更高的

住宅密度、土地混合利用、安全的步行环

境[1]。新城市主义浪潮下，城市地理学者

更关注步行到目的地的可达性，如零售商

店、公园，以及社区设计特色，街道连接

性与人行道可达性[4]。

社区可步行性的评价方法差异较大，

最基本的包括采用系统的实地调查，收集

自我报告信息，也称之为环境审查[8]。但是

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问题，调查结果的可靠

性、有效性以及调查对象自身的偏差都给

研究结果带来不确定性。另外，实地调查

非常费时、费力，且成本较高。第二种方

法为GIS派生的可步行性指标，如采用网

络分析、缓冲区分析等。这种方法的最大

限制为某些区域的空间信息不完备，但是

随着时空大数据的不断发展，这一方法的

制约逐渐变弱。第三种方法主要采用步行

指数（WalkScore）。步行指数（详见www.

walkscore.com）是美国研究人员2007年提

出的一种基于日常设施种类和空间布局的

国际性量化测度步行可达性的方法[9]。因其

国际性、易获取性和数据的实时性，越来

越多地被用于研究可步行性。并且，众多

学者对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如

Duncan、Carr发现GIS派生的可步行指标与

步行指数之间存在相关性，能够较好地反

映人们的步行出行情况[4,10]。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可以

通过网站计算步行指数，但是该在线平

台尚无中国城市的相关数据，因而国内学

者通常采用步行指数的算法，结合国内不

同城市的空间数据测算可步行性。如吴健

生、王德、卢银桃、黄建中、黄萌等学者研

究了深圳、上海、北京的日常服务设施步

行可达性[11-15]。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国外

可步行性测度方法进行改良，如董世永等

人采用德尔菲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改进实地调查方法[17]。龙瀛等人整合街道

环境进一步完善步行指数的评价体系[18]。

可步行性评价有利于合理评估日常服

务设施合理配置度，优化其空间布局。然

而，已有研究对社区可步行评价的空间分

异研究相对薄弱，对基数庞大的中小城市

可步行性关注不够。实际上，众多中小城

市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空间

结构变动剧烈，估测其日常设施可步行性

对塑造步行友好型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因

而，本研究以古城开封为例，采用GIS手

段，运用步行指数算法，评估建筑尺度日

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采用空间分析方法

研究其空间分异，以期为步行友好型城市

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开封市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河南省

新兴副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

城市，郑州大都市区核心城市。开封市空

间城市化推进较快，据统计，1985年、2000

年和2015年开封市建成区的面积分别为

39、67和129平方公里，30年来城区面积扩

大了两倍多。开封市因为历史、社会、经济

等因素，老城区空间结构变化相对较小，

而随着城市蔓延与新城区扩张的推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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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态变化较大。千年历史与现代城镇化

相互作用下，开封市的社区类型多样，涵

盖胡同社区、新建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

政策性住房社区等。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开

封市主城区：北起东京大道，南到陇海铁

路，西起集英街，东至东郊沟。根据中心城

区用地类型和主体功能的不同，可将其分

为老城区、东城区、西城区与南城区。老城

区主要为城墙围合的区域，该区域内建筑

多为1985年以来的老建筑以及仿古建筑，

居住区相对破碎。东城区主要为开封的老

工业区，居民用地与工业工地交错分布。

西城区是开封市2000年以来发展的重点方

向，特别是在郑汴一体化带动下，该区域

的居住区多为现代高层建筑，居住区规模

相对较大。南城区主要是依托陇海铁路而

发展，单位社区与新建商品房社区共存。

除了有明确边界的大型居住小区单独划为

一个社区外，本研究认为社区均为城市支

路围合成的区域。因为开封市主城区社区

的破碎度比较高，所以本研究直接研究建

筑尺度的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

本文所采用的空间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5年的谷歌遥感影像（级数为20级，空

间分辨率为0.27米）与百度POI数据。主

城区各类日常服务设施的坐标信息来自于

百度POI数据，道路数据、建筑与社区边

界数据均由谷歌遥感影像解译而得。总体

而言，开封市主城区共有4147栋建筑物，

453个居住小区（社区），3202条路网，日

常服务设施6838个（图1）。根据日常服

务设施使用的频率可将其分为高频率使用

设施，包括餐饮与教育设施；中频率使用

设施，包括休闲与购物设施；低频率使用

设施，包括医疗、生活服务、公共服务与

个人护理设施。各居住小区日常服务设施

密度为16个，就各类日常服务设施而言，

购物设施最多，平均每个居住小区有4

个，餐饮设施位居其次，平均每个居住小

区分布3个，休闲娱乐设施、生活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平均每个居住分布2个，医

疗、个人护理、教育设施平均每个居住小

    
图1  研究区域概况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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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布1个。

（二）数据处理

步行指数的计算包括单点步行指数和

面域步行指数两个方面。单点步行指数计

算过程有以下三步：构建设施分类表，基

于设施类别和步行距离计算基础指数，考

虑步行环境进行修正[9]。

1.设施分类

本文的设施分类（表1）根据开封市

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与国外的设施分

类有一定差异，日常设施的选取尽可能

多地覆盖人们日常出行的需求，设施类

别共分为餐饮、购物、休闲、教育、公共

服务、个人护理、医疗、生活服务七个大

类。各类设施的权重也作了相应调整，根

据设施的相对重要性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

表1  设施分类表及权重

设施分类 分类权重 权重

餐饮
餐馆 0.36 0.3 0.24 0.24 0.18 0.18 1.5

小吃 0.42 0.36 0.23 0.23 1.24

购物

便利店 1.6 1.6

商场百货 0.93 0.93

鞋服店 0.25 0.175 0.175 0.6

休闲

书报阅读场所 0.58 0.58

娱乐场所 0.5 0.2 0.2 0.9

公园绿地 1.05 1.05

教育 学校 1.2 1.2

公共服务
 

银行 0.77 0.77

邮局 0.45 0.45

公交站① 0.85 0.85

个人护理 护理店 0.73 0.73

医疗
医院 0.94 0.94

药店 0.7 0.7

生活设施 家政服务 0.96 0.96

总计 15

权重，权重和是15，由于同类设施中不同

设施个体之间提供的服务具有明显的差异

性，从而引起居民对某类设施的选择具有

多样性的需求。餐馆、鞋服店、小吃、娱

乐这四类设施的多样性需求较强，所以本

文对这四类设施考虑多个设施，并分别赋

予权重。

2.基础步行指数

计算从某一点出发到达一定范围内的

不同目的地的基础步行指数是在以上设施

分类表基础上考虑距离衰减规律所得[19]。

设施的权重随着与出发点距离的增加而呈

现出有规律的递减。按照基础步行速度每

小时4.8公里，5分钟可到达的范围约合400

米，20分钟可达到的范围约合1600米，30

分钟可以到达的范围约合2400米。在5分

钟的出行距离以内，人们的步行出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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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并不会发生衰减；当大于5分钟时，快

速衰减，当步行时间为20分钟时，衰减率

达到12%，之后缓慢衰减，直至30分钟时

原值全部被衰减[19]。寻找样本点周围2400

米内的设施并赋予相应权重，基于距离衰

减规律对权重进行衰减，最后累加各类设

施的衰减后权重，即得到样本点的基础步

行指数。

3.指数修正

步行环境对人们的步行出行意愿也会

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交叉口密度和街

区长度这两个步行环境因素对基础步行指

数进行修正，这两个测度指标是经过众多

学者研究和多国实践得到的[19]。统计每平

方公里交叉口个数和所在街区长度，通过

数量等分法将两者的衰减率各分5级，两

者最大可衰减率为10%[12]（表2）。经过步

行环境修正以后，步行指数最高为15，为

了便于比较，将其标准化为0~100。

点的评价只是了解一个点的步行可达

性情况，当需要了解一个面（如街道、区

县、城市等）的步行可达性时，就需要计

算面域步行指数。现在大多数面域步行指

数分布情况，主要是通过构建格网，计算

每个格网的单点步行指数，通过求取单点

步行指数均值来了解面域步行指数。但是

这种算法却忽视了水体等人口稀少地区的

影响，所以本文基于单个建筑物来计算单

点步行指数，通过统计居住小区内单点步

行指数均值，来了解每个居住小区的步行

指数，最后通过空间插值了解居住小区尺

度上开封市步行指数面状分布情况。

三、步行可达性评价

（一）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总体特征

为了更直观有效地分析居住小区到

周围日常服务设施的步行指数的整体特征

和内部差异，将步行指数分为五个等级：

0~20，可步行性差，日常出行依赖汽车；

20~40，步行性较差；40~70，可步行性处

于中等水平，有一部分设施在步行范围之

外；70~90，可步行性较高，日常出行可

以通过步行达到；90~100，步行性高，日

常出行完全可以通过步行解决[19]。据此分

类标准评估开封市4147个居住单元各类日

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水平（图2）。总

体而言，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指数平均

为81，步行性较好。各类服务设施平均可

步行水平差异较大，餐饮、教育、医疗、

生活、个人护理设施平均步行指数均在90

之上，而休闲、公共服务设施的平均步行

指数均略高于70。各类服务设施不同等级

水平的可步行差异亦较大。如，餐饮、生

活设施可步行性高的社区占80%以上，社

区各类设施总体可步行性以及休闲、公共

服务设施可步行性高的社区所占比重均在

20%之下，而其可步行性较高的社区占据

一定比重，在35%~55%之间。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进一步提升休闲、公共服务设

施等的可步行性有助于快速提升社区总体

的可步行性水平。教育、个人护理设施可

表2  道路交叉口和街区长度衰减

交叉口密
度（个/平

方公里)

衰减率
（%）

街区长度
（米)

衰减率
（%）

>147 0 <210 0

90~147 1 210~325 1

60~90 2 325~426 2

45~60 3 426~580 3

15~45 4 580~767 4

<14 5 >7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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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性差的社区所占比重均在10%之上，

这是开封市城市规划中应当重点优化调整

的设施种类。

为了分析开封市步行可达性的空间

分布特征及其差异，利用ArcGIS10.3对开

封市主城区各个居住小区的步行指数进

行空间插值分析（图3）。开封市主城区

可步行性呈现步行可达性高的区域集中

连片分布，步行可达性低的区域零星分

布。可步行性等级最高的区域主要位于

老城区（52%），南城区也有部分分布

（28%），以1985—2000年间建成的老旧

小区为主。这类小区土地利用混合度高、

社区规模相对较小，路网密度大，因而可

步行性最高。如老城区可步行性高的社区

环鼓楼商业广场分布、南城区可步行性高

的社区环中大义乌商贸城分布。可步行性

较高的社区主要分布于绅士化封闭小区，

这类小区起建于2005年左右，社区规模较

大、功能相对单一，是当前城市社区发展

的主要类型，在四个城区均有分布。老城

市、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该类社区所

占比重分别为43%、44%、43%、70%。

可步行性一般的社区主要为城中村、回迁

社区、老旧单位福利社区，以及清明上河

园、万岁山等景点附近的社区，其周边日

常服务设施分布较少，所以可步行性一

般。可步行性差与较差的社区主要分布于

南城区、东城区与西城区，这些社区与工

业用地交错分布，居住环境较差。

（二）高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步
行性空间分异

开封市餐饮设施可步行性整体较好，

老城区、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餐饮设

施步行指数的中位数均在90之上。可步行

性差的社区零星分布在西城区、东城区、

南城区（图4a）。这些社区主要为回迁社

区与城中村，餐饮配套设施相对较差，如

西城区的龙城香榭里、东城区沙岗寺后街

一带的城中村、南城区的文庄村。由于开

封市为优秀旅游卫生城市，餐饮业相对

比较发达，除东城区外，其他城区可步行

性高，步行可达性高的社区所占比重高达

90%以上（表3）。

开封市教育设施可步行性空间差异

较大（图4b），老城区、南城区、西城区

教育设施步行指数的中位数均在90之上，

而东城区该指数仅为76。老城区教育设施

可步行性整体较好，近90%的处于高和较

高的可步行等级。南城区教育可步行性

两极分化严重，超过50%的社区可步行性

等级高，但该城区可步行差的社区所占比

重也比较大，高达13%，主要位于文庄村

 
图3  日常服务设施步行指数总体特征

 
图2  各类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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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西城区处于中等及偏上等级的社区

比重较高，主要因为该城区一些中高档社

区正在建设，教育设施正在陆续配备中。

另外，一些城中村的教育设施供给相对较

少。东城区教育可步行性最差，只有37%

的社区教育可步行性高，近50%的社区可

步行指数低于70。该城区在2000年以前曾

是开封市重点开发的区域，2000年后发展

相对缓慢，所以造成城中村、工业用地、

居住用地交错并存，教育设施供给落后。

（三）中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步
行性空间分异

开封市购物设施可步行性呈现中部

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特点（图

5a）。老城区、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

步行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91、65、86、

88。老城区与西城区购物设施可步行性高

与较高的社区分别为92%和83%（表4），

表3  高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比性性分区统计（%）

可步行
性等级

老城区（%） 东城区（%） 南城区（%） 西城区（%）

餐饮设施 教育设施 餐饮设施 教育设施 餐饮设施 教育设施 餐饮设施 教育设施

高 99 69 75 37 89 52 90 50

较高 0 20 0 17 1 11 1 22

中等 0 9 4 20 1 17 0 17

较差 1 1 4 3 0 7 0 2

差 1 1 16 23 9 13 8 9

这两个城区分别以开封市老商业中心鼓

楼广场与新商业中心开元广场为中心，形

成了两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体系，购物的步

行可达性较好。南城区围绕义务商贸城也

形成一定体系的商业体系，但东南部工业

组团的居住功能较差，因而购物可步行性

相对较差。东城区没有形成明确的商业中

心，购物设施可步行性整体较差。

开封市休闲设施可步行性呈现中部隆

起、两边塌陷的特点（图5b）。老城区、

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步行指数的中位

数分别为90、64、71、68，可以看出只有

老城区的休闲设施步行可达性一枝独秀，

而其他城区的休闲设施可步行性较差（表

4）。这主要与开封市休闲设施的布局有

关，该市主要大型休闲设施布局在城墙以

内，如清明上河园、包公湖等景点。而其

他城区休闲设施供给量有限，因而造成其

步行可达性较差的局面。

 
图4  高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步行空间特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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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5、73。四城区公共设施可步行性高

的社区均不足40%，条件最差的东城区，

该比重仅有4%（表5），说明开封市的公

共设施配备情况，特别是公交供给情况比

较糟糕。在空间上，该设施呈现多核心的

空间外围分布模式。老城区、南城区、西

城区分别形成了以鼓楼广场、集英花园、

中大义乌商贸城为中心的高公共服务设施

可步行性社区。

开封市生活设施与个人护理设施可步

行性高（图5c、5d），老城区、东城区、

南城区、西城区这两项设施步行指数的中

位数均在90之上。生活设施可步行性高与

较高的社区所占比重均超过90%，除南城

区外，其他三个城区可步行性差的社区比

重均在5%之下（表5）。个人护理设施可

步行性水平较高的城区依次为老城区、西

城区、南城区与东城区，可步行性高与较

高的的社区所占比重分别为91%、85%、

表4  中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比性性分区统计（%）

可步行性
等级

老城区（%） 东城区（%） 南城区（%） 西城区（%）

购物设施 休闲设施 购物设施 休闲设施 购物设施 休闲设施 购物设施 休闲设施

高 56 48 18 3 40 26 42 7

较高 36 43 26 39 33 27 41 37

中等 6 7 31 35 4 36 10 44

较差 0 0 8 18 5 2 3 4

差 1 1 16 5 17 9 5 7

（四）低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步
行性空间分异

开封市医疗设施可步行性较高（图

5a），老城区、东城区、南城区、西城区

该设施步行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95、84、

91、92。四个城区医疗设施可步行性空间

差异较大，老城区整体可步行性高，可步

行性差的社区零星分布在清明上河园西北

部区域。东城区中等以上可步行性社区均

匀分布，所占比重均为37%（表5）。南

城区医疗可步行性处于高等级的社区高达

62%，处于差与较差等级的社区仅占4%。

西城区虽然处于高与较高等级的社区高达

80%，但仍有9%的社区可步行性不高，主

要分布在回迁社区龙成香榭里。

开封市公共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较差

（图5b），城区、东城区、南城区、西城

区该设施步行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85、

图5  中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步行空间特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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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和62%。其中东城区个人护理设施可

步行性差的社区所占比重较高为19%，这

些社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东南部，属于居

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交错分布的地带。

表5  低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可比性性分区统计（%）

可步行性
等级

老城区（%） 东城区（%） 南城区（%） 西城区（%）

医疗设施
公共服务

设施
医疗设施

公共服务
设施

医疗设施
公共服务

设施
医疗设施

公共服务
设施

高 73 35 37 4 62 26 56 11

较高 19 54 37 45 26 42 24 46

中等 6 9 21 28 8 22 11 32

较差 0 0 1 11 0 1 2 6

差 1 1 4 12 4 9 7 6

可步行性
等级

老城区（%） 东城区（%） 南城区（%） 西城区（%）

生活设施
个人护理

设施
生活设施

个人护理
设施

生活设施
个人护理

设施
生活设施

个人护理
设施

高 93 79 75 52 85 61 84 72

较高 3 12 20 10 7 13 8 13

中等 2 7 1 12 0 5 2 5

较差 0 1 0 6 0 8 0 2

差 1 2 4 19 9 12 5 7

四、结论与启示

社区可步行性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

   
图6  低使用频率日常服务设施步行空间特征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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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标之一，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

行性评价有助于科学评估城市基础设施合

理配置程度。本研究借鉴国际通用的在线

可步行性评价平台walk score的算法，构建

适合中国城市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

的步行指数，以开封市4147栋建筑为基本

研究对象，以453个社区为研究单元，分

析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以及各项日常

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研究结果发现：

（1）开封市社区日常设施可步行水

平整体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老城区

可步行性高，西城区与南城区可步行性较

高，东城区可步行性相对较差。以鼓楼广

场为中心的旧城区，社区破碎度高，土地

利用混合度高，可步行性水平较高。城中

村以及居住和工业交错分布的社区可步行

性较差。

（2）开封市社区各项日常设施可步

行性空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餐饮、生

活设施、个人护理设施具有一定空间均

质性，整体可步行性水平较高。教育、医

疗、休闲与购物设施沿中心区向东西递

减，呈现一定梯度变化。公共服务设施呈

现多中心的圈层分布变化。

（3）开封市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

行性具有组团化分异特点。城西北组团为

行政科研中心，中、高使用频率日常服务

设施可步行性相对较差。城西组团为绅

士型居住小区，各项设施的可步行性相对

较好。城西南组团为先进制造业与居住混

合的用地组合，各项设施的可步行性对较

差。城北为休闲旅游型组团，虽然各项设

施可步行性不高，但是从建成区环境来

看，宜居性较好。城市中心组团土地利用

混合度较高，各项设施可步行性最高。城

南为新建商品房社区与单位制社区混合

的组团，各项设施可步行性也相对较高。

城东为城中村与新建商品房社区混合的组

团，内部各项设施可步行性参差不齐。城

东南组团为重工业与居住用地混合的用地

组合，各项设施的可步行性最差。

通过本研究，可以初步确立城中村、

回迁社区的日常服务设施优化重点，可以

为可步行较差的城东南组团指明日常服务

设施优化方向。然而，日常服务设施的可

步行性是设施等级、质量以及城市居民出

行意愿的综合结果，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

于没有考虑不同设施的供给状况，忽视了

居民的出行意愿，这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

问题。

注释：
①公交站为高使用频率服务设施，但根据分类该类设施为公共服务设施，综合考虑其他设施特性，

将其归并为低使用频率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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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Assessment of Daily Service Facilities: A Case 
Study of Kaifeng
Zhang Lijun, Sun Yingying, Zheng Zhicheng, Zhang Chao

Abstract: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lied in studies of ur-

ban sustainability.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assessment of daily service facilit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evaluate the rational configuration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The article constructed a 

walk score to assess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of Kaifeng, including 4,147 dwelling districts 

and 453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is high in Kaifeng 

and distributes unevenly in various dwelling districts. And the more fragile and mixed com-

munity tend to have higher walkability. The “urban village” and the dwelling districts located 

in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mixed communities have low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The dining, 

daily lives and personal care facilities demonstrate uniform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educational, 

medical shopping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have a gradient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communal 

facilities is multi-core distribution.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of daily service facilities are 

clustered, and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land use to some extend shap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Urban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rban villages”, the resi-

dential and industrial mixed communities and the southwest cluster of Kaifeng.

Keywords: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walk score; daily service facilities; Kaifeng

（下接123页）

Econom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Cultivation in Shang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Reform 
Jiang Yuanyuan, Huang Min

Abstract: In the new master city plan of Shanghai, the orientation of this city has changed: 

by 2020 it is to be shaped as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conomy,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as 

well as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by 2040 it is expected to be turned into a “global city” 

that has the capabilit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t a global level, and is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and influential. In Shanghai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be aimed at global city. 

It is expected to flexibly combine both its advantages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s to 

achieves “new supply leads new demand”, which in turn continuously promotes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Shanghai and generates both hard and soft power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tus of this global city.

Keywords: Shanghai; global city; sup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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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必然载体，存在着大量的“异质性”

人口，居民之间缺乏原先“大院”、邻里

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与情感联系。在此

背景下，如何重构“异质性”居民间的情

感联接，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使

社区真正成为人们“共同栖居的家园”，

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②。典型的

“异质性”人口高度集中使得上海D社区

的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存在

着社区治理资源有限，社区建设缺乏专业

性队伍，系统性、回应性、协同性不足的

问题；另一方面，社区自治机制不健全、

生活、关系、空间：
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三维逻辑
——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案例研究

◎ 杨秀菊 刘中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①。中国的社区是在政府

机构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双重背景下

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打破了

“单位制”的居住结构，城镇规模的扩大

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了城市空间的

变化和大量新城镇人口的涌入，这使得原

先的城市中的“大院”“胡同”“里弄”

等成了历史，社区成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

元。当前的社区是承接新转移来的城镇居

 摘  要：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上海市D社区基于生活、关系、空间三维向度的城市

社区融合共建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当前社区建设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动回归，通过社区

动员培育居民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营造社区文化，深化关系联结，从而有效提升社区

社会资本，推动社区多元主体整合，形成以基层情感治理为主线、以专业工作介入为手

段、以社区文化建设为目标的城市社区整合共建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区  社区融合  社区营造

【中图分类号】C91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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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不足、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社区居民缺乏归属感，社区共建共治的局

面尚未形成，尤其是外来人口较多、流动

性较大和社区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影响

着社区和谐稳定。2014年，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的意见》提出，用3到5年的努力，进一步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

社会治理能力。在此背景下，上海市D社

区提出以“睦邻家园”建设为目标，促进

社会治理转型的再提升，探索构建城市社

区融合共建的模式，着力改善社区治理提

升社区温度，使社区体现“友善、互助、

信任、共享”，让社区显得更有温度、更

有活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

自治良性互动。

一、问题的提出：从社会融合到
社区融合

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 概念起源于

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的研

究，局限在贫困问题或者经济排斥领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排斥概念逐渐被

引入到不同的领域。1995年欧盟基金会将

社会排斥一词定义为“它(社会排斥) 意味

着这样一个过程: 个人或群体被全部或部

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③布

尔查特(Burchardt) 等学者也认为，社会排

斥是指个人生活和居住于某个社会，但他

（她）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社会公民的正常

活动中去，那么，这个人就是被社会排斥

者，而且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

社会互动中参与不足或不参与都可能被认

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④理查森(Richard-

son)和格兰德(Grand) 认为，如果一个人被

社会排斥，他必须在地域上居住在那个排

斥他的社会；他没有参加作为这个社会的

一个公民可以参加的正常活动，他愿意参

加这些活动，但是被他不能控制的因素阻

碍了。⑤沿着社会排斥的概念，如何来界

定社会排斥的类型成为新的问题。史密斯

(Smith) 将社会排斥分为经济排斥、社会排

斥、政治排斥、邻居排斥、个人排斥(生理

和心理不健康，受教育的机会少)、空间排

斥(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和集中化) 和群体排

斥(特殊群体如残疾人、老人和少数民族

) 这7个领域。⑥吉登斯( Giddens)认为，社

会排斥有很多种形式，主要有经济排斥、

政治排斥和社会排斥。经济排斥表现为

两个方面，在生产上即为被排斥在劳动力

市场之外，在消费上即为个人在日常生活

中购买和消费受到限制；政治排斥是指个

人无法实现政治活动的参与；社会排斥则

发生在社会生活和社群生活中，表现为个

人不能经常使用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事

务参与程度低，家庭中和家庭外的闲暇机

会少，以及弱社会网络导致的孤独。⑦随

着社会排斥研究的深入，反社会排斥的社

会实践逐渐引起不同国家的重视，在社会

排斥研究的基础上，社会融合开始得到广

泛的运用。在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中

存在着两种理论范式：一是同化论（As-

similation）。帕克指出， 距离是存在于集

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是一种可以测

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

密的程度和等级，而同化是弱势群体不断

抛弃自己原有文化和行为模式逐渐地适应

主流社会的文化和行为并最终获取与主流

人群一样的机会和权利的一个自然而然发

生的过程，该过程一旦发生，便具有不可

逆性。⑧近些年来，Massey 提出的空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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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patialAssimilation）的概念，从居住

空间的角度为移民的融合过程提供了另一

研究维度。⑨同化论认为弱势的一方通过

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逐渐抛弃自己原

有的文化特征，最终消融在主流社会的熔

炉中，从这个角度讲，社会融合可能意味

着人们对主流或强势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的被迫接受。另外一种就是多元论。

这一理论对同化论的观念进行了驳斥。在

多元理论视角下，一般认为各种文化和价

值观会相互适应，即不同社会群体相互作

用，相互适应，不以文化多样性的牺牲为

代价，最终使得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享有

平等的权利。⑩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表明

社会融合本身存在着较大的难度，秉承哪

种理论就代表着社会融合政策制定的方

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的迁移成为一种常

态，因此如何重新审视流动人口带来的社

会变化以及关注流动人口、家庭融入迁

入地成为社会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当下中

国，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从社会排斥到社

会融合并不仅仅是词语的转换，更多的是

一种理念的转变，当一个地区存在一定比

例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问题就不只是

住房、卫生和治安等问题，更会给当地的

社区治理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当前社

区治理的现实压力下，仅仅从社会融合去

强调外来人口的融合是远远不够的，而应

从社会融合转变到社区融合。从社会融合

到社区融合的设想是为了更聚焦外来人

口本土化的命题，从行政管理角度和微观

服务层次上做好制度设计和安排，尤其是

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背景下，

重新考虑通过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和权力

下放构筑新型的社区治理关系，在街道、

社区层面做好“最后一公里”管理服务工

作。Castel提出社会孤立 (Social disaffilia-

tion) 的假设，他认为非社会聚合是社会结

合(social bon )中社会联系失散(dissociation)

的特殊形式。在社会整合和非社会整合的

轴线，工作是达到社会整合的手段，个人

的经济水平上标明他们的生存状态。另外

一方面，社会整合和非社会整合的轴线也

可以透过社会和家庭网络来表示，在这个

视野中，个人可以在社会和感情的水平上

标明他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在社会关

系中讨论社会整合到社会孤立的连续谱。

在整合(integration)的情况下，意味着一个

人有稳定的工作保障，可以从社会关系中

得到有力的支持；在脆弱(vulenaribhty) 的

情况下，个人工作没有保障，社会关系也

是脆弱的，因而个人不容易得到社会资

源；在孤立 (idsafifliaiton)的状况中，个人

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关系资源，陷入了

被社会排斥的孤立的状态。 这一假设也

同样适用于社区的外来人口，要做好外来

人口的社区融合要以社区为阵地，从社区

生活出发，以工作、家庭和个人情感为抓

手，借用集体行动和公共生活来改变外来

人口的心态，重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

关系，使其逐步认同本地的文化，确保社

区的每个居民都能享受到社区的服务，建

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有凝聚力的

社区，最终实现外来人口与本地社群的双

向融合。值得注意的是，社区融合不是要

求外来人口单向的融入，而是通过社区与

居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对接来达致双向的

融合。具体来说，社区融合的现实逻辑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活逻辑，社区是居民生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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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场所，这意味着社区里的生活逻辑的主

要内容指向家庭的维持和熟人关系的再生

产。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的和睦，家庭关

系如何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和

生活状况。俗语说的“过日子”很大一部

分指的就是家庭关系的维持，而这需要家

庭里的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尤其是家

庭的女性居民在家庭关系维持上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家庭维持的难点在于家庭成

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

有理”的“斗争”局面往往会让家庭关系

陷入僵局和误解。这时候就需要邻里等熟

人关系的介入，往往很多家庭矛盾纠纷都

能在邻里熟人的调解下得到解决。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良好的熟人关系能满

足个体的情感需要、生活互助以及日常交

往的需要。当然，社区对于生活逻辑的理

解是要拓宽居民对家范围的设定，不仅要

关注自己的“小家”，更要重视“社区”

这个大家庭，重视个体与社区、个体与邻

里、家庭与社区的建设。

二是关系逻辑。不同于农村地区，城

市社区充满着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再加

上相对封闭、隔离的居住模式，人与人之

间更多的时候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也较

难建立相熟的人际关系。对于外来人口而

言，他们从外地来到社区，面对陌生的环

境，如果不能有效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

网络，那么个体就难以融入社区，促成自

我的发展。这里的关系逻辑不仅仅是指前

面讲的静态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和社区

关系，更包含一种动态的因果关系。这种

因果关系指的是行动层面的因果关系。这

表明社区要注重动员居民参与公共生活，

而居民要建立私人的社区关系就要积极参

与社区的公共生活，一方面在参与过程中

得到生活的乐趣，满足生活娱乐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展示自

己的性格、特长等，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认

识自己，从而找到自己在社区大家庭中的

位置。

三是空间逻辑。城市社区无可争议地

是居民生活的空间，这里的空间主要指社

区公共空间。事实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

直接关系着居民能否持续、有效地参与社

区公共生活。社区难以在一个没有公共空

间的社区中践行社区融合，也难以向外来

人口展现社区开展社区融合工作的诚意。

空间逻辑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利用

公共空间营造社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强

化社区居民对社区整体的认知，通过自己

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将自己视作社区大家庭

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空间的社会化

形塑，这一形塑旨在利用社区公共空间来

调整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社区生

活的理念和人的良好品质注入其中，让公

共生活形成一种改变社区的力量，具体而

实际地改变不合理的社区关系。

二、项目案例：上海市D社区的
城市社区融合行动

D社区下辖40个居民小组，现有居民

1779户、6333人。辖区内为棚户简屋。近

年来，D社区的外来媳妇占比越来越高，

由于户口迁入、房产分割等问题而引发的

家庭矛盾日渐增多；由于居住空间有限、

地区及生活习惯的差异引发的邻里纠纷也

日渐增多。同时由于求学、求医、就业等

方面的困难使得“外来媳妇”对上海充满

疏离感。因此，D社区于2015年开始推行

“大都市里的小村庄”自治项目，希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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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一项目发挥“外来媳妇”在家庭和社

区管理中的作用，缓解、改善家庭矛盾和

邻里纠纷，并给其他面临同样情况的小区

带来示范作用。D社区将项目的重点定位

于家庭女性居民，以参与促成长，以点带

面地活跃社区气氛，凝聚社区力量，构建

和谐、温馨、群众满意的社区。D社区在

推进该项目过程中，逐渐呈现“融”的特

色，形成了四项融合：融家庭、融内外、

融空间、融文化。这“四融”意在构筑以

社区为阵地、家庭为单元、活动为红线、

参与为动力，密切社区和社会联动，强化

文化纽带作用的社区治理格局。

（一）文化融合：温馨打造“大都市
里的小村庄”社区品牌

D社区根据社区的人口构成和棚户区

的特点，立足社区实际，以构建睦邻社区

为目标，以凝聚人心为途径，以加强社区

参与为手段，以“弘扬社区文化，共建幸

福家园”为载体，致力于打造“大都市里

的小村庄”的社区文化品牌。D社区通过

“社区搭台群众唱戏”的思路继续深化社

区建设从“家庭”到“社区”的转变，打

破外来家庭与社区的界限，积极发动本

地社区居民与非沪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在

这一过程中，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社区活动，满足了社区居民，尤其

是非沪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进一步

促进了邻里和谐、社区和谐。在这一过程

中，D社区通过“互帮互助服务沙龙”让

居民“活”起来、通过法律进社区活动让

居民思想“醒”起来、通过文艺活动让居

民“乐”起来、通过社区志愿者活动让居

民“连”起来。从2015年开始，D社区定

期组织居民开展“我们的家园”新春联欢

会、浓情端午活动、法律知识讲座、关爱

老人公益活动、老年人文艺汇演等丰富多

彩的社区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和赞

誉，逐渐为社区注入了“家”的元素，让

群众感受到在大都市里仍然充满着“乡村

·家”的温暖，“大都市里的小村庄”的

文化品牌开始得到社区居民群众的认可。

（二）情感治理：着力做好社区特殊
群体工作

D社区作为棚户区，外来人口较多，

社区情况较为复杂，如何找到社区建设

的切入点是亟须解决的事情。所谓外来

媳，即户口不在上海却远嫁而至的女人。

户籍制度的存在，落后的排外观念，使得

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都恍若

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有人鄙夷地

称自己的妻子是“乡下人”。“外来媳”

带来的家庭纠纷、房产纠纷等成为社区

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社区建设新的

要求下，D社区抓住“外来媳妇”这个社

区群体，将其作为切入社区建设的“牛

鼻子”，以点带面地开展和谐社区、睦邻

社区建设。D社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好

“外来媳妇”社区融合工作：一是做好基

本信息登记，做到心中有数。通过前期工

作的摸排，D社区辖区内共有50户外来媳

妇，分布在不同的居民小组内，居住也较

为分散；二是因地制宜制订工作方案，做

到工作有谱。根据社区外来媳妇的基本情

况，D社区自治项目主要围绕如何让“外

来媳”更好更快地融进社区来制订工作

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主动参与社区配

合”的工作思路，借助创新社区活动吸引

居民参与，在本地居民与外来媳的互动中

加深彼此认识，也让外来媳感受社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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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尽快地融进社区；三是扩大群体参

与面，做到工作提速。社区居委会挨家挨

户动员，前期共动员25户“外来媳”参与

自治项目，同时鼓励婆媳共同参与，在后

期的项目开展中，参与的人数累积有150

人，超出了原来的预期。通过“外来媳”

的自治项目，让整个社区居民群众感受到

了这个群体的存在，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在

与外来媳的接触中开始认识、了解和熟悉

这一群体，也融洽了社区邻里和不同居民

小组间的关系。

（三）关系构建：有效推进城市社区
融合共治格局

D社区立足社区实际，创新“三位一

体”工作机制，构建社区党组织、居委

会、物业公司同治共管格局。具体来说，

D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根本，立足群众关心

的实事，延伸管理触角，着重协调解决居

民生活问题，尤其是在社区融合上做文

章，以外来媳妇社区融合为抓手，专门开

辟“好邻居”睦邻弄堂，推进居民、家庭

和社区三者的有效融合，同时加强与社区

外的法律工作者、养老服务团队等治理

元素的融合，由此理顺小区家庭矛盾、绿

化、美化、文体活动等多个项目，提升了

社区精细化管理的成效，做到“小事不出

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街道”。

值得一提的是，D社区还在放大“社区融

合”效应上下工夫。2017年6月，他们在

所辖社区创办了自己的社区报刊《大情

小事》。这份报刊由社区居民自己编写，

主要反映社区的民生、民情和民意，旨在

打造社区居民、家庭、社区和社会四者之

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图文并茂地展示社

区的风貌，也让社区外的居民以此了解

D社区，了解D社区居民的生活。《大情

小事》的出刊成为D社区的一面镜子，正

在慢慢地扩大D社区的社区知名度和影响

力，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

三、生活、关系、空间：城市社
区融合共建的理论之维

从社会融合到社区融合，其都是将

焦点放在对排斥群体的融合，相对于社会

排斥来说更具有建构性，不仅为未来构筑

了一个社会目标，而且描述了一个持续发

生并且任何人都介入的过程，因而融合为

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城市社区融合是

社区中的居民希望以社区居民的合法身份

参与社区生活，被社区接纳为其中的一分

子。虽然当下城市社区排斥并没有过激的

行为，但是隐性的阻碍仍然影响着如外来

媳等群体的融入。因此社区融合就是要通

过居民、家庭和社区的融合为非沪居民融

进社区打造平台，通过街道、社区和居民

的力量来创造条件，共建一个和谐、温馨

的社区。事实上，D社区的城市社区融合

共建表明了社区建设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

动方向的回归。这一价值的回归既是对社

区本质精神的诉求，又是要超越狭隘的亲

情、人情关系，走向更大的人际互助，这

对于社区关系被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

破坏的都市而言尤为重要。 因此，D社区

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实践正是契合了当前

社区变化的现实，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和家

庭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来培育社区居民自治

能力，营造社区文化，深化社区居民之间

的关系联结，丰富社区“家”的情结，从

而推动社区多元主体间的有效整合，从陌

生的居住关系转向熟悉的睦邻关系，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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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都市里的每个居民都能回归家庭、回

归社区，为社区共享奠定群众基础。

（一）生活之维：立足社区生活，社
区行动由单向灌输转向柔性互动

过去社区开展社区活动都是按照上

级的指示和要求，自上而下地开展，并没

有考虑到居民群众的意见和想法，如宣教

型的活动总是采取“填鸭式”的硬性单向

灌输，这种做法使得很多活动的效果并没

有达到预期目的。D社区在开展自治项目

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社区建设不能再按老路

子来走，要转变理念和工作方法。无论是

“互帮互助服务沙龙”、法律知识讲座还

是才艺交流展示，都浓浓地体现着居民自

主、自愿的元素，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居

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另外，在整个项目

过程中，D社区重视与居民的柔性互动，

千方百计创造居民相互之间交流的平台，

尤其是创办《大情小事》社区报刊。在做

好“外来媳”的工作中，其一改过去“一

厢情愿”的工作思路，不再单向性地要求

外来媳融入本地社区，而是充分考虑和理

解外来媳本人的生活习惯、家乡礼俗等，

在项目过程中尽量弥合本地人和外地人之

间的裂缝，将基本信息收集等工作做在前

面，“慢嚼细磨”地致力于在柔和的社区

工作中加强与外来媳的双向融合。

（二）关系之维：立足社区关系，基
于“精细化”目标推进城市社区融合共建

D社区在城市社区融合共建工作中，

并不是做个口号，做个形式，而是扎扎实

实地为民办好事、为民办实事，他们立足

调整社区中居民、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

系，将社区工作的实践融合成自己的工

作特色，即“五精五细五结合”。①精深

“学”，细化社区工作内容，坚持与社区

建设相结合。D社区致力于加强社区建设

长效机制的建立，学习社区建设新理念、

新思路、新方法，努力细化社区工作，尤

其是将“外来媳”作为社区单独的“细”

工作来抓，将其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

容；②精勤“做”，细化动作，坚持与中

心工作相结合。D社区在推进“大都市里

的小村庄”工作时，将预案细分为前期信

息收集、中期深入行动和后期总结宣传三

步，比如在前期工作中，居委会挨家挨户

做好基本信息登记和修改，做到心中有

数。同时坚持与“睦邻家园”建设同步，

保证D社区建设不掉队、不脱离中心；③

精准“改”，细化措施，坚持与社区整合

相结合。D社区在做好社区建设工作时，

居委会要经常性地根据社区所辖居民小

组变化的情况调整工作方案，每次活动都

要精心设计，充分准备，做到每个步骤都

有人，每个安排都有意，不做无用功，不

做表面功夫，并充分利用社区才艺达人、

社区宣传栏等资源和空间，有效整合社区

人、财和物；④精确“导”，细化指导，

坚持与内外意见相结合。D社区在社区项

目开展过程中，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

不够的，他们每次活动都会积极动员社区

每个居民参加，并根据居民的要求来同步

设计和修改活动的机会，并定期邀请社

会的法律专家、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

来指导社区开展项目活动，将社区与社会

的意见结合起来，增强活动的效果；⑤精

炼“宣”，细化认识，坚持与舆论引导、

营造氛围相结合。D社区居委会考虑到并

不是每个居民都能参加活动，而活动也不

能仅仅止于活动本身，而应让社区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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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分享社区活动的成果。因此，居委会

非常重视活动宣传，他们在每次活动结束

后都会在小区宣传栏、楼道和微信群发

布关于活动的文字和照片，并借助《大情

小事》社区报刊反映社区的民情民意，宣

传社区文化，以此消融社区居民之间的隔

阂，营造社区良好的氛围。

（三）空间之维：立足社区空间，利
用社区微行动、微更新来营造社区情怀

D社区深知在城市社区融合共建中居

民的参与支持和理解程度是决定成果能否

持续保持的关键。通过“大都市里的小村

庄”的项目，D社区专注于社区空间的改

造，这种改造不同于整体式的修建，而是

通过由社区提倡居民的集体参与来提升小

区居民对社区的认知，主动配合社区对小

区实施管理和服务，促进居民、家庭和社

区的和谐相处。在整个项目过程中，D社

区成立了“外来媳”环保志愿者队伍，每

月定期组织居民对社区内的停车区、弄堂

等公共空间进行环境清洁，并开展环保文

化宣传。通过“外来媳”对社区环境的微

更新和微行动展示了自身的存在和价值，

这使得更多的社区居民开始关注这一群

体，开始了解和接纳这一特殊群体，也让

“外来媳”在志愿者活动中感受到社区和

社区居民的善意，体会到自己是“社区·

家”的一分子，逐渐形成一种“家”的情

怀，主动与社区融合。由此，微更新既改

善了社区环境，又营造了社区接纳“外来

媳”的社会环境，而微行动则实实在在地

帮助“外来媳”融进社区，帮助社区居民

认可这一外来群体，两者在社区空间中改

造、调整着外来媳与社区、与本地居民的

关系，夯实了两者融洽的基础。

四、从情感治理到文化融合：推
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趋向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

乡”，这样一句话生动而中肯地描绘了外

来人口迁居它地的心态，这是一种深藏对

祖籍故地的眷念，对居住地的依赖。当乡

村的居民迁移到城市，总会寻找一个过渡

性的、暂时落脚的地方。城市社区如何帮

助这些外来人口在城市“落脚”，将社区

建成他们的聚居之地、生存之地和希望之

地，是一个要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作为

外来人口聚居落脚的移民村，一方面与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有着较大的差别，另

一方面又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有着很大距

离。 关注这样的社区，并且采取实际行

动来协助或促进其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转

型，无论对于城市的管理，还是对于居住

者的社区生活，或者是对城中村的改造转

型和全国的城镇化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对于类似D

社区这样的社区，要转向真正意义上的社

区就要继续沿着“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

思路来创新基层社区治理，要以家庭为单

元，推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社区、

社会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介入，切实强

调服务、参与、互助以及共存的理念，注

重社区文化建设，以此增进社区整合，将

居民、家庭和社区以及社区理念、政策和

实务进行有效融合，促进社区发展。

（一）以基层情感治理为主线推进城
市社区融合共建

社会情感是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构

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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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凝聚机制。在社区中社会情感的元素

无处不在，其构成社区运行的基础，具有

社区信号、行为调节和团结社区等功能。

因此要注重将社会层面的情绪、情感的引

导纳入到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的社区治

理才能得以构建有效的路径。在社区中实

现多元主体的双向融合就要着眼于基层情

感治理，用“情结”搭建起一座“人心之

桥”，让更多的社区居民感受到“社区·

家”的温暖，主动地融进社区的大家庭。

由此，基层情感治理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

要路径，可以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1）

要关注社区情绪信号，从中找出社区核心

问题。社区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每天

围绕着日常生活会让居民们积累起一定的

情绪，这种情绪是社区运行状况的表征，

是晴雨表。作为多数人共享的社区情绪会

直接感染着身边的人，社区居委会要注意

在日常聊天、办事过程中把握和收集社区

居民情绪的变化，以此判断社区的最新状

况，并了解居民的心态和需求的变化，避免

这些社区情绪的进一步感染和发酵；（2）

社区治理在关注社区情绪的同时，更要关

注情绪气氛，营造积极的社区情绪氛围。

社区居委会要搭建社区参与的平台和机

制，唤醒和发扬社区中开朗、乐观、向上等

积极的社区情绪，用好的情绪去感染社区

的每个居民，积累社区的情感基础，以此推

进社区治理。同时营造社区情绪气氛能让

居民感受到社区发展的图景，消弭社区不

同居民间因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形成的情

感裂痕，真正打造好社区这艘“家”的大

船。总之，在社区治理中要发挥社会情感

的团结功能，把社会情感作为联结社区多

元主体成员的“黏合剂”。特纳认为，“情

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情

感不仅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可

能，经验、行为、互动、组织与情感的运动

和表达联系起来就是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

复杂社会结构的情感依赖”。 就此而言，

社区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在社区治理

要巧妙利用情感来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

结，实现以社区情感为基础的社区凝聚。

（二）以专业性社工介入为手段推进
城市社区融合共建

作为一个具有完善运作体系的社区，

其独有的社区文化、规范、体制等不仅打

上了独有的社区标识，而且凝聚着整个社

区的力量，朝着共融、共建、共享的目标前

进。因此，在社区中开展专业性的工作介

入，即通过强调服务、参与、互助以及共

存来实现专业性的社区工作介入社区以实

现社区不同主体的融合。作为一个社区，

社区居委会当仁不让地成为社区治理的重

要主体，想要开展专业性的社区工作，就

要立足社区具体实际，采用一种社会工作

的方式专业性地介入社区，接纳不同生活

背景和不同需求的居民，即在社区中探索

由“居住者→亲人→主人”的“搭车”介入

模式。在这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分

为三个步骤：（1）“进入社区门要做社区

人”，在进入社区之前居委会就要先打心

里把自己当做社区的人，这一阶段主要的

任务就是：了解社区资源、文化、发展等

概况，做好社区的日常事务，调研分析总

结归纳社区的需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要学会用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看待社区治

理，找出开展社区治理的重点难点，分清

专业性工作介入的主次矛盾，有针对性地

融入社区，做好社区居民的服务工作。在

这个过程中，社区居委会先由“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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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依托社区已有的资源、服务、互助

观念等，在较长时间的摸索、探索之中逐

渐把自己演化为社区居民的“亲人”角色，

为接下来专业性工作介入和居民的参与、

互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2）社区居

委会要注意调和为社区不同居民的服务，

首先明确的是不同服务的侧重点，比如民

生服务为居民缴费、垃圾减量等，提供的

是一系列的事务性服务，而微行动，如家

庭纠纷调解、志愿者服务等服务是为社区

居民提供“增量”的服务，注重的是文化、

精神方面的共存。为此，社区居委会要在

了解、调研、分析的融合基础之上，搭接

不同居民的需求来对接、融合服务与工作

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样的介入，一方面使

得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服务的项目、内容

更加明确，另一方面使得社区居委会专业

性的工作逐步地进入社区并初步形成了特

有的社区服务模式；（3）立足社区居民来

链接社会资源，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始终

把居民放在第一位，形成社区参与、互助

和共存的氛围。城市社区融合共建要紧紧

围绕居民的生活、兴趣及由此形成的不同

需求、产生的困难等等。这一阶段的主要

任务是：搭接相关社会资源、提升社区应

对需求杂而变的能力、提供合意合宜的社

区服务。同时，在社区内构建不同的社区

服务平台，挖掘社区居民自身的优势，让

更多的居民在社区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提

升他们在社区的存在感，让他们在参与城

市社区融合共建中找到一种获得感，让他

们时刻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

（三）以社区文化融合为目标助力城
市社区融合共建

如何让城市社区中的“生人社会”变

为“熟人社区”，是近年来我国社区治理

能力提升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实践中，

社区因其异质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尤

其是社区居住空间上的隔离为社区治理带

来了极大的困扰。而社区文化作为团结社

区组织和居民的精神纽带，是减少社区居

民差异，消除居民隔阂，凝聚社区人心，

提升居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法宝。因

此，未来的城市社区融合共建同样离不开

社区文化建设。城市社区融合共建可以

文化为核心，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升城市

社区融合共建的水平：（1）要挖掘社区

文化内容，释放社区中不同领域和资源的

协同作用。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治理

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知识经济及体验

经济的关系颇受关注。在城市社区融合共

建中，社区要通过资源整合，借力打力，

尤其是注重社区与社会资源的整合、衔

接，尝试以“传统记忆”来唤醒社区居民

特别是老居民的“文化印象”，尤其是利

用节庆活动、公共空间的布置和文艺演出

等帮助社区居民构建整体的社区文化印

象；（2）要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抓好社

区文化队伍。要采取新建、扩建、改建等

办法，加快推进以社区文化中心、社区文

化广场、社区文化活动室等为主体的社区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

健全、实用高效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并

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设施

资源共享。社区要建设一支以业余骨干为

主、专业人员为辅的社区文化队伍，深入

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居民群众，要培育

具有社区特色、业务精、素质高的社区文

化骨干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为开展

社区文化活动服务；（3）要丰富社区文

化活动内容，完善社区文化宣传网络。要



155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坚持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社区居民生活，

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区文化活

动，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

文化与外来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

结合，想社区居民之所想，应社区居民之

所需，解社区居民之所盼，引导社区居民

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保持社区文化活

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不同层次社区居民

的文化需求。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微

信群等媒体，设立社区文化建设专题栏

目，及时报道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反映

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心声，

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追求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在全社区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

社区文化建设的氛围。

因此，城市社区融合共建是社区治

理的重要方向和选择，特别是在外地人口

聚居的城市社区，更是要将“融合共建”

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方针。社区通过围

绕生活、关系和空间的逻辑重新审视社

区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重新整合社区

内外的资源，正确看待社区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将重点放在如何营造“社区·家”

的工作上，并注重居民、家庭和社区的强

力融合，把社区工作做到“像绣花一样精

细”，真正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

（特别感谢上海市D社区提供的调研

材料及河海大学郑晓茹博士提供的报告初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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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Xiuju, Liu Zhongqi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

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that is shared by all parties under 

common governance, and promote socialization, rule of law,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iz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integ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ife, relationship and space in Shanghai’s D community shows to some extend a 

kind of value orientation and action regression in toady’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com-

munity mobilization, it cultivates residents' self-governance awareness and autonomy, culture, 

and deepen the connection of rela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

teg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community, and form a realistic path of integration and co-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with the grass-roots emotional governance as the main line, 

professional work intervention as the means and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goal.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integr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157

《城市观察》2018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No. 1, 2018

代，非洲城市平均人口增长率已居世界

第一（见表1）。非洲知名智库南非安全

研究所发布的《非洲城市的未来》研究

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16年底，接近4.88

亿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大陆城镇人口增

长率为3.9%，人口增长率居全球之首。

1990-2016年的26年间，非洲城市人口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研究专项项目（17VZL021）；广

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项目（GD14CZZ01）；2014 年广东省教育厅省级特色

创新项目（2014WTSCX058）。

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化：
特征、弊端及其反思
◎ 王枫云 陈亚楠 林志聪

20世纪50年代，非洲大陆在经历了

漫长的殖民统治后，许多国家通过民族

解放运动获得了民族独立，与此同时，

非洲大陆的城市化进程也呈现出逐渐加

速发展的态势。1950年，非洲的城市化

率为14.7%，仅为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

（28.4%）的一半。[1]20世纪60年代到80年

摘  要：随着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但部分非洲国家忽视生产力水平的现状水平和社会软环境建设、不重视公共服务的改

善，一味地追求造城运动，缺乏有效政府宏观调控和城市总体规划，使得城市在全境

内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负面效果日趋凸显。这种非均衡

型城市化模式体现出如下特征：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

强、城市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等。这些矛盾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城市拥挤、疾病流行、

高犯罪率、滞后的交通条件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剖析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化

的特征和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对解决非均衡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反思，对合理引导我国

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非洲  非均衡型城市化  特征  弊端  反思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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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亿人增加到将近5亿人，按照这样的速

度发展下去，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会攀

升至14亿，城市人口会达到非洲大陆人口

总数的58%。

城市化发展将人们聚集在城市，“聚

集”为多种活动创造了积极的价值和效

率，从而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城市

越大，交通通讯越发达，规模经济生产成

本就越低，专业性越强。因此，城市不以

实体的方式去发展繁荣，而是通过与其

他城市和地区的产品、知识和资源的交换

去实现。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依赖于一种

高效率的城市中心系统，这些城市中心生

产制造的商品和高价值的服务相互联系，

并与国际市场相连，让这个世界上城市化

起步最晚的非洲，跻身为世界上城市化发

展速度最快的大洲（见表2）。快速的城

市化进程，促进科技、工业、交通高速发

展，人口、资金、技术也随之向城市及周

围地区聚集，导致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大量

人口都向几个少数的较大的城市移动，甚

至有些国家大量人口集中在一个城市的中

心，形成了非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所谓非

均衡型的城市化主要是指，不顾及生产力

的现状水平、不在乎社会软环境的构建、

不重视公共服务的改善，疯狂地去追求造

城运动，缺乏有效政府宏观调控和城市规

划，使得城市在全境内分布不均衡，城乡

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负面效

果层出不穷。

 一、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
化特征

1.人口分布非均衡性

非洲的大城市因其拥有较为完善的城

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导致规模集聚效

应明显，从其他较为落后的城市吸引了大

量的人口迁移到较为发达的城市。随着城

表1  20世纪50~80年代世界各大洲城市
人口平均增长率[2]（单位：%）

时间
增长率

地区

20世纪
60～70年代

20世纪
70～80年代

亚洲 3.5 3.6

非洲 4.9 5

拉丁美洲 4.2 3.9

北美洲 1.8 1.4

欧洲 1.8 1.5

大洋洲 2.8 1.6

表2  世界各大洲或地区大城市化水平发展速度（1950-2050年）（单位：%）

时间
增长率

地区
1950-1970 1970-2011 2011-2030 2030-2050

非洲 2.47 1.27 0.98 0.96

亚洲 1.52 1.57 1.10 0.74

欧洲 1.02 0.36 0.31 0.3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1.61 0.80 0.28 0.19

北美 0.72 0.26 0.22 0.16

大洋洲 0.66 -0.02 0.05 0.12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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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这种集聚效应愈发明

显，人口分布非均衡性也愈发突出。肯尼

亚1948年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共有17个

城市中心，总人口达到2.85万人。城市人口

比例相对较小（占总数的5.0％），但不均匀

地集中在内罗毕和蒙巴萨（分别占城市总

人口的41.0％和32.0％）。到1962年，城市中

心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34个，城市人口增

加到67.7万人，内罗毕占34％。城市总体增

长率每年为6.3％，内罗毕的增长率为4.6％

（见表3）。2009年人口普查，肯尼亚的城市

人口总数约为1200万，内罗毕人口约为420

万，占肯尼亚城市总人口的30％以上（见

表4）。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城镇居

民（52％）的自然人口增长以及农村人口向

城市的迁移（48％）。因此，内罗毕的城市

表3  1948-2009年肯尼亚城市中心人口分布情况表

1948年 1862年 1969年 1979年 1989年 1999年 2009年

城市中心总数（个） 17 34 47 91 139 194 230

城市人口总数（百万） 0.28 0.75 1.06 2.31 3.88 5.4 12.0

全国人口总数（百万） 5.4 8.6 10.9 15.3 21.4 28.2 38.4

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百分比（%）

5.1 7.8 9.9 15.1 18.1 19.3 31.3

数据来源于肯尼亚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优势指数在1979年至2010年期间呈上升趋

势，表明大多数肯尼亚城市人口居住在内

罗毕，通过土地使用/覆盖的变化趋势可以

看到内罗毕人口的增长情况（如图1）。

约翰内斯堡在20世纪90年代时人口增

加了33%，而人口密集地扩张了14%，而在

2015年的调查中，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人口

密集区总体人口从1996年每平方公里5258

人增加到2001年的每平方公里6646人，再

到2011年的每平方公里8140人（如图2）。

2.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明显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曾指出，城市化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粗略的

线性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

市化水平也相应越高。经济发展推动了城

市化的步伐，城市化进程反过来促进经济

表4  1948-2009年内罗毕市的人口增长和密度

年份 面积（公顷） 人口（人） 增加百分比（%） 密度（%）

1948年 8,315 118,976 9.3 14

1963年 68,945 342,764 28.5 5

1969年 68,945 509,286 48.6 7

1979年 68,945 827,755 62.5 12

1989年 68,945 1,324,570 62.6 19

1999年 68,945 2,143,254 55.2 31

2009年 68,945 3,138,369 68.3 45.52

数据来源于www.citypopulati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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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61-2011年，非洲的人均GDP增

长率一直处于震荡起伏状态，最高增长

率仅为1963年的5.97%，最低的为1992年

的-2.48%，并且在1961年至2011年的50年

间，有12年的人均GDP处于负增长状态。[5]

从生活指数上看，蒂贝琼卡夫人曾指

出，在沙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能够用

上自来水的家庭只有48%，而在非正规住

区只有19%；整个地区连接到市政排水系

统的只有31%，7%的是在非正规住区；能

用上电的家庭只占了整个地区的54%，而

那些非正规住区只有20%，在非洲地区仍

然没能用上电的人口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大

陆，其城市电气化率低于任何其他大陆。

2010年的数据显示，非洲的城市电气化率

为69％，而中国和东亚的城市电气化率为

96％，南亚为89％；安装家庭电话的在整

个地区只有15.5%，这种奢侈品在非正规

住区只占3%[6]。

从就业率上来看，形势也不容乐观。

1991-2011年的20年间，非洲15岁（含15

岁）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仅从58.86%上

升到60.07%，增长疲弱。非洲的城市化不

但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促进城市经

济发展，相反由于资金的欠缺和高科技

人才的缺乏，非洲的交通业、信息产业等

服务业发展十分缓慢。以肯尼亚为例，在

1960-2016年间，肯尼亚的城市化进程与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分化较大，没有呈现

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如图3）。

3.地区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

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城镇发展历史和

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地区之间的城市化进

程存在较大差异。就整个非洲地区城市化

发展而言，速度最慢的地区是东非，1960

年城市化水平只有7.27%，而1970年至1980

的进一步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

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以及现

代化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而在

非洲发展进程中，三者之间却没有明显的

相关关系。

从非洲人均GDP增长率来看，1961

年以来并没有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图1  内罗毕大都会区的城市土地利用/
覆盖地图[3]

图2  约翰内斯堡大都会区的城市土地
使用/覆盖地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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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改善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城市化

对经济、社会、人文、自然环境等造成较

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缺乏对城市化的合

理引导，就会导致一系列“城市病”的产

生，如人口增长失控、贫民窟定居点的扩

散、失业率与犯罪率高企、水资源匮乏、

排水系统和卫生设施不足、公共交通缺乏

和环境退化等，这些挑战将制约着城市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在非

洲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

1.贫民窟泛滥，疾病横行

在某些城市化程度较高的非洲国家，

城市化造成了建筑业发展速度滞后于大量

移民涌向城市的速度，导致大量新移民的

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房价高企已经远远

超越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如阿尔及利

亚和摩洛哥的普遍房屋销售价格已达到一

个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8～9倍，埃及和突

尼斯为5倍。由于无力购买住房，大量民

众只能居住在成本较低的贫民窟里。按照

联合国人居署对贫民窟的界定，东非国家

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人口在50%以上。

亚的斯亚贝巴69%的城市家庭生活在贫民

窟，达累斯萨拉姆为65 %。[8]

贫民窟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称

为“城市贫民”。由于贫困，城市贫民缺

年、1980年至1990年、1990年至2000年的

三个10年中，城市人口增长占总人口增长

的比例都不足50%。到2010年，东非居住

在城市里的人口也只有23.3%，远低于2010

年非洲的城市化平均水平39.33%。[7]相关

数据来显示，非洲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增

长速度较为缓慢，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

（见表5）。

二、非洲国家的非均衡型城市化
弊端

城市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城市化

能极大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图3  1960～2016年肯尼亚的城市化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来源
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5  1960-2011年非洲区域城市化率（%）

地区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1年

东非 7.27 10.28 14.57 17.58 20.46 23.3 23.67

南部非洲 41.96 43.61 44.54 48.68 53.73 58.54 58.99

北非 30.24 35.95 39.68 44.24 47.16 49.59 49.83

中非 17.74 24.86 28.99 32.4 36.15 40.94 41.45

西非 15.06 21.27 27.13 32.96 38.51 44.31 44.88

非洲 18.69 23.62 27.89 32.01 35.64 39.33 39.37

统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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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医疗

保健资源奇缺，导致疾病肆虐。贫民窟内

高密度的人口，简陋的卫生条件和设施，

为病原体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条件。如东非

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它位于内罗毕西南

约5公里处，居住约25万人。基贝拉因贫

民窟使用公开排污系统和“飞行厕所”，

导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造成了登革热和

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内罗毕拥有超过102

个贫民窟，只占城市土地面积的5％的贫

民窟却居住着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

里患艾滋病、结核病等主要传染病人占所

有成年人死亡人数的73％。[9]

 2.犯罪率不断攀升

非洲非均衡城市化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是城市安全问题。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但由于非洲

城市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城市化带来的

人口增加，大量迁移到城市的人口无法获

得就业机会，而且住房、医疗保障等基本

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剧

增。近年来，非洲国家间冲突大大下降，

而城市动荡、暴力和犯罪活动猛增。

世界银行（2010）的报告，指出肯尼

亚的犯罪和暴力集中在内罗毕和其他大

型城市中心[10]。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市

化率较高的内罗毕城市面积只占肯尼亚

总面积的0.1％，但总人口占肯尼亚总人口

的8％，犯罪数量占肯尼亚当年总犯罪数

量的比例高居不下，2012年内罗毕犯罪人

数占肯尼亚犯罪人数的11.9%，2013年为

12.4%，2014年为10.5%，2013年为12.4％，

2014年为10.5％。

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非洲城市化发展普遍非城市规划滞

后，集中表现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缺乏合

理规划，导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和建

设混乱。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剧增，城

市交通的压力越来越大，交通拥堵成为常

态。交通拥堵加剧给城市经济、社会和环

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内罗毕，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和管理仍然滞后，主要表现在街道连通性

差，缺乏主要的连接道路，大部分城市的

交通通往中央商务区，再连接到不同的目

的地。城市交通基础建设及管理的滞后

性导致空气质量受到较大的影响。据2004

年KNBS的调查结果显示，内罗毕车辆的

混合比例是29％的乘用车、35％的轻型卡

车、7％的重型卡车、7％的小巴和其他类

型车辆为22％，但到2006年，卡车的数量

增加了60％。[11]车辆数量的大幅增加和低

品质燃料的使用，以及交通拥堵等原因，

加重了汽车颗粒物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对

城市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三、非洲国家非均衡型城市化发
展的反思

1.重点发展工业，促进经济与城市化

协调发展

非洲国家城市化的非均衡性最大的

特点就是“未富先进城”，即城市的经济

还未充分发展起来，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

城市，导致城市的压力陡增。城市化的健

康发展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大力促进工业的发展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

路。畸形的城市化影响着城市集聚效应和

规模效益的充分发挥，优质资源难以流向

城市，反过来阻碍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因

此，促进城市工业的发展，能带来数量巨

大的就业岗位，为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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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减少社会不稳

定的因素。

2.注重城市规划，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对城市化的理解

都较为片面，认为城市化就是把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以达到提高城市化的目的，

但很多非洲国家忽视了对城市的合理的规

划。由于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的指引，非洲

国家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缺乏中长期的发展

方案，当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一系列

的问题便突显出来，包括住房、医疗、交

通等。而为了解决拓展城市承载能力，许

多城市一味采取扩大城市面积的手段，最

终导致城市发展处于肆意蔓延和无序发展

的状态。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的宏观性、战略

性、基础性规划，是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

长远计划。对城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

首先必须了解该城市的资源禀赋，在现有

的资源条件下科学合理地为城市未来发展

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方案；其次，城市规划

应追求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城市建设与发

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能头痛治头、脚

痛治脚，必须统筹安排。对于非洲国家的

城市来说，统筹改善住房、城市用水、医

疗卫生、交通等公共物品尤为重要。

3.合理引导大城市发展，大力促进中

小城市发展

非洲国家的大城市过快发展导致积

累了许多矛盾，日益成为大城市持续发展

的瓶颈。因此，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把缓

解城市过快发展导致的矛盾上升到国家战

略目标，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笔者根据非

洲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部分非洲

国家在缓解大城市矛盾上的经验做法，为

其他非洲城市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首先，

通过国家政策对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进行

有条件地限制，以减轻日益拥挤的大城市

的压力，如埃及；其次，可以疏散大城市

的职能，尤其是首都大城市，可以把非首

都功能转移到其他城市。同时，逐步培育

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有效缓解单一中心城

市的压力。如贝宁的波多诺伏与科托努，

喀麦隆的雅温得与杜阿拉。最后，在大城

市周边发展卫星城镇，以缓解大城市的人

口、就业、住房、交通压力，如埃及的开

罗、苏丹的喀土穆。[12]

与此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小城市发

展，其积极作用在于：一方面可以平衡

地区发展，另一方面，有效减少人口向大

城市流动，减轻“城市病”对大城市的困

扰。非洲国家促进中小城市发展必须摒弃

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积极做好城市

规划，完善城市格局战略，优先基础设施

建设；利用非洲中小城市资源的优势，打

造自身特色，提升中小城市的竞争力；协

调中小城市间的区域发展，避免形成新的

非均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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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 of urbanizati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However,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neglected the status-quo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environment,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pursued the city-building blindly, lacked ef-

fective macro-control governance and overall city planning, distributed cities unevenly across 

the entire territory, been expanding constantly, bring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negative effects 

including high density urban population,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even urbanization level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These conflicts 

have brought African countries “urban diseases” such as urban congestion, epidemics, high 

crime rates, lagging traffic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dvantages of unbalanced urbaniz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and on this basis, reconsider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banization, will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reasonable 

guidance of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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