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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杨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新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明确上升为继“一带一路”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之后的又一重大国家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

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显然，当

前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作为重要

合作平台和载体，助推港澳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加快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其二，作为重大区域增长极，增强我国在全球国际竞争

体系中的创新优势，支撑我国抢占全球高端制造与科技产业发展

制高点。

在上述定位下，粤港澳三地如何联手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如何协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重大基础平台等方面，就成为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开展研究与推进实践的重要议题。虽然纽

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发展经验对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有重要镜鉴，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

区、四个主要城市”的格局就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在成就世界一

流湾区的建设之路上，必须要在中央的顶层协调与地方的自发探

索之间走出一条契合各方共识、需求与利益的独特道路。这条独

特道路在设计上的复杂性与过程性，决定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研究的长期性。这就是本专栏设置的主要意义与理论价值所

在。

本期五篇专栏文章，开始将研究视野从以往更多地开展与世

界其他湾区的比较研究，转向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发展条件的

本土性研究。《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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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思路与路线图》从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在不断进行重

构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提出，相较于破除经济社会制度、法律体

系和行政体系一体化融合的制度壁垒，确立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不仅可以成为打破当前粤港

澳协同不足局面的增量改革突破口，而且也符合我国进一步发展

崛起的战略需求，将为我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支

撑。在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聚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问题上，

文章进而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战略思路以及按照“创新走廊——创

新环带——创新群落”三步统筹推进的路线图。

除了推动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的发展思路之外，环境治理和交

通一体化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区域合作的重要需求。《粤港澳

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研究》认为打破内地与港澳协同治理困

境，可以环境监察体制为切入点，通过正确处理中央全面管治权

与自治权、环境监察权与港澳监察体制的关系，以生态经济共同

体规则统领跨法系环境监察立法冲突的解决，以治理格局的提升

强化不同法源背景下的跨界污染转移及规避行为的整治。《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的问题与对策》则详细分析了当

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而在

规划协同、完善交通结构、整合共建共享信息系统、推广TOD模

式、智能通关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在强调城市之

间保持竞争以激发发展活力的同时，更须加强穗深港三极的协

同引领。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应如何定位并能起到怎样

的作用？对此，《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城市发展战略》

提出广州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

该战略有“两个向度”和“四个维度”。两个向度是指广州要面

向两个客体和任务，即对内面向珠三角其他城市，实现珠三角一

体化；对外面向港澳，推进粤港澳深度融合。与其他城市的合作

必须要有实际内容支撑，这些内容可分为四个维度，包括产业

结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空间布局，以及交通基础设施。

“一体”的含义是，由广州做“催化剂”和“黏合剂”把大湾区

整合为一个要素自由流动、政府间合作无缝对接的发达经济体。

此外，如何在整体视角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发展现状进

行评价，从而为湾区建设提供方向上的更好指引？《基于“外部

对标——内部聚合”框架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评价探索性研究》

选取了湾区经济、人口、土地、资金和人力等指标，基于世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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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和粤港澳湾区2016年数据样本，采用多变量综合评价方法

方式探究了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水平竞争力，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考察湾区内部11个城市之间相关要素的协调发展基础，从

而对大湾区发展的整体水平以及内部聚合状况作出某种程度上的

系统性评价。研究表明，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规模上表现出

色，但在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和人才培养等其他方面仍与世界

三大湾区有较大差距。

当前，国家层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已基本

完成，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

在加快推进。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协调之下，只要社会各

方面被广泛动员起来，群策群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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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制框架下，如何让湾区城市融合发

展，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经济效益、释放

更强功能、承载更大使命，是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为对这一挑战性命题的回应，本文

主张如下观点：第一，以开展科技创新区

域合作为突破点，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

体系，聚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对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融合发展进行破

题的着力方向。第二，相较于破除经济社

会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一体化融合

的制度壁垒，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

球科技创新高地，是一项阻力较小且更为

务实的增量改革，它在创新型经济的共同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
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路与路线图
◎ 曾志敏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促进香港、澳门发

展与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的特别使命，这是

与我国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在定位上的显著

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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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

市”的格局，是其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

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在。在“一国两制”

摘  要：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不断进行重构，

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迎来了历史性机遇。这个战略目标不仅可

以增强我国在全球国家竞争体系中的创新优势，而且可以成为打破当前粤港澳协同不足

局面的增量改革突破口，并以此倒逼阻碍创新要素流动、创新资源整合的制度环境与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战略思

路以及按照“创新走廊——创新环带——创新群落”三步统筹推进的路线图。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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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上，不仅符合当前湾区城市的共同利

益，而且也符合我国进一步发展崛起的战

略需求，将为我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提供有力支撑。第三，以打造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构建创新型经济区域共同体为

核心目标的湾区城市融合路径，可以倒逼

阻碍创新要素流动、创新资源整合的制度

环境与体制机制改革，这一核心目标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指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制度、行

政管理等方面一体化改融合改革的方向。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

地可以按照“创新走廊——创新环带——

创新群落”三步统筹推进：第一步，全面

推进广深创新走廊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第二步，珠江

东岸与西岸创新联动一体化，打造环珠江

口科技创新环带；第三步，以环珠江口科

技创新环带进一步吸纳其他珠三角城市乃

至泛珠三角地区，推动形成一个有层次、

有梯度的湾区创新生态群落。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

当前中国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需

求；第三部分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

科技创新高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四部

分在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思路；第五部

分则聚焦于发展操作层面讨论粤港澳大湾

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路线图；最后

是结语部分。

二、当前中国孕育全球科技创新
高地的战略需求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活动并不是均

衡分布的，在那些越是知识密集型的部

门或区域内，创新集群的趋势就越显著

（Fagerberg et al., 2005）。比如在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金融服务等产

业的全球领先者大都密集地集中在少数

几个中心地区。从成因上看，创新的集聚

特性与知识类型及传播、技术复杂系统、

累积性学习、规模经济及社会网络机制等

紧密相关，也与地理邻近性使得促进创新

网络发展的文化认同、相互信任、教育体

系、制度环境、劳动市场等多种支撑因素

有关（熊鸿儒, 2015）。一个或多个创新

集群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极化”，且这

种“极化”效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辐

射力，在地理形态上就可以形成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

所谓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是指全球

范围内少数能级最高的科技创新城市或区

域集群，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和全

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是世界新知

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产生中

心之一，对全球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根据全球创新数

据机构2thinknow（澳大利亚智库）最新发

布的2016—2017年度城市创新指数报告，

在当前全球创新城市100强中，美国是拥

有创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多达34个，

相当于前十名中其他国家数量的总和，

可谓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的“超级大国”。

北美、欧洲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的两个核

心区，亚洲尚处于边缘位置，数量仅占

18%。亚洲及其他地区的科技创新城市的

数量和等级都处于弱势地位，亚洲支配型

科技创新城市（Nexus Class，共有53个，

北京排在全球第30位，上海排在第32位，

中国香港排在第35位）的数量有9个，约

为美国的一半。显然，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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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数量和等级是该国科技实力乃至经

济实力在空间上的直接反映。

从国际竞争层面看，打造全球科技创

新高地能够大为增强我国在全球国家竞

争体系中的创新优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全球创新空间和分

工体系处于一次“大洗牌”的前夜。在当

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

汽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

风起云涌之际，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

工业化国家均加强了在相关领域的部署和

争夺。由于创新驱动下的全球经济必定是

不均衡发展的，即谁在创新领域做得好，

谁就赢得了主动，谁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中赢得相对于别国的竞争优势，这就能

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更

快，或是经济增长率要更高。在全球化的

市场经济体系下，尽管新兴经济体在不断

崛起，但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仍然通过

政治和经济权力占据了供应来源和世界市

场的资源，并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和新组织

类型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

进一步崛起发展必然要求加快孕育形成

多个全球性的科技创新高地，强化战略科

技力量，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网

络体系中最终占领领导和支配地位。换言

之，中国在全球国家竞争体系中若不能占

据创新优势，长期将难以步入世界政治经

济权力格局的顶端。

从国内改革层面看，打造全球科技创

新高地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提供载体支撑。激发和利用

知识创造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引

擎，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实现关口跨越的必然要求。改

革开放以来，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

个支柱所发挥的效用日益疲软：第一，农

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大规模

转移已经结束。尽管仍有超过40%的人口

居住在农村，但是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是

因为年龄、健康和缺乏教育而未能转移的

人群。第二，一直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的高增长率已经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而且这一方式的收益率在不断降低。从这

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一直大力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意。深层次

看，科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因为支撑产业

和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

资本、土地资源和科技等，最难获得的和

最难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就是科技。

 
图1  2thinknow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100

强的空间分布

图2  2thinknow2017年全球创新城市100
强在主要大洲的分布比例

数据来源：2thinknow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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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这

样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

和产生中心提供空间载体的引领性驱动。

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天时、地利与人和

“天时”方面，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

地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

遇期。历史地看，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形

成与科技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继大伦敦

地区之后，以美国波士顿地区为核心的纽

约湾区，抓住了电力时代的第二次科技革

命所带来的重大机遇，成为全球科技创新

高地；20世纪中后期，以硅谷为核心的旧

金山湾区，领衔了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第三

次科技革命，而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与此同时，这个信息时代也成

就了日本东京湾区在创新高地中的世界性

地位。21世纪以来，在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

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与

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中国与美国、德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全球创新网络正不断被解构与重构，

新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在崛起。需要

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

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板块转移，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作

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已经具备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所

需的资源保障和市场深度。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引擎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

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它们可以一起

成为中国未来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抢占主导

地位的核心竞争区域。

“地利”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核心要素。在一

定程度上，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已经是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都市圈，世界上没有

哪个湾区如它一样同时具有世界级的金融

中心（香港）、高科技中心（深圳）、制造

业生产基地（东莞、惠州、佛山、中山、

深圳）、世界级的教育中心（香港有五所

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和世界级的物流

和运输枢纽（世界物流量最大的区域，并

有一个世界货运排名第一兼国际客运连

接度世界前三的机场、三个世界排名前十

的港口（深圳港第三、香港葵涌货运码头

第五、广州港第七）。截止2017年，仅广

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就接近15000家，拥有华为、中兴、腾

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广汽

集团、广药集团、金发科技等一大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龙头企业。根据2017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公布的全球创新活动群

落100强，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

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

名第二，仅次于具有综合创新优势的东京

—横滨地区，而圣何塞—旧金山（硅谷地

区）则以“计算机”领域的创新优势位列

第三；广州排名第63名（Cornell University 

et al., 2017）。上述情况表明粤港澳大湾区

在全球创新领域已经占据一席之地。

“人和”方面，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

地是一项符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共识的增

量改革。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

体系、四个支点城市”的格局，是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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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

在。这导致粤港澳三地在经贸、金融、产

业、基础设施等合作领域，仍然存在较为

严重的行政上各自为政、合作协调机制匮

乏、重复建设乃至恶性竞争加剧等问题。

以开展科技创新区域合作为突破点，加快

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聚力打造全球科

技创新高地，是当前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融合发展进行破题的着力方向，是一项

阻力较小且更为务实的增量改革。科技创

新区域合作之所以能成为打破粤港澳协同

不足局面的重要抓手，在于它主要是以企

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合作，可以避免意

识形态、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等因素过多

的影响。事实上，从利益需求看，科技创

新驱动下的创新型经济契合当前湾区主要

核心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随着《广深科

技创新走廊规划》加快实施，港深交界落

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

及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

台加快建设，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

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挑战：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体
制障碍

创新资源国际竞争白热化。2008年金

融危机以后，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国际

大都市充分学习德国经验，纷纷采取措施

从传统的“泛金融化”发展模式向科技创

新及经济“再实体化”进行转型。2010年

以后，伦敦大力实施“迷你硅谷”发展计

划，全力打造东伦敦科技城，仅2011年，

就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将总部设于东伦敦

科技城。伦敦已成为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

创新枢纽。纽约亦然，正在崛起为美国东

岸的科技重镇，并力图成为新的世界科技

之都（杜德斌、段德忠, 2015）。在当前

以科技创新推动全球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

下，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

均加强了在创新相关领域的部署和争夺，

资本、高科技人才（包括从事科研的科学

家）、科技企业等高端创新资源不断回流

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显著，国际交流与人

才流动障碍、跨国专利诉讼、高技术出口

限制等新形式的国际“封锁”日益频现。

稀缺资源地方争夺无序化。深层次

看，科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因为支撑产

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劳动

力、资本、土地资源和科技等，最难获得

的和最难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就是科

技。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吸引

稀缺的高素质人才、资本、企业家、高科

技企业等创新资源落地本地，各地政府在

财税、土地、产业、人才、研发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层层加码，财政投入持续加大，

目标预期不断攀高，各种名目的高科技孵

化器、众创集聚区、新兴产业园区遍地开

花。不断升级的地方争夺战可能滋生创新

发展“大跃进”的浮夸之风和科技产业的

“市场泡沫”，从而对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转型的社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湾区内部差异壁垒化。由于粤港澳

三地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

异，生产要素、人员、资金等各类要素仍

然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科创研发与产

业布局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

资源错配现象，穗、深、港三地“龙头之

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本位与制度壁

垒导致湾区城市资源整合的一体化进程

缓慢。此外，内地在经济、社会、科技管

理领域形成的“内外有别”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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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在国际人才(包括学生)来华学

习、就业、生活、发展等方面仍存在各种

各样的障碍，在国际组织、大学、科研机

构来华“落户”与开展业务等方面仍有着

种种限制，在国内人员、企业和各类机构

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乃至到境外、国外

活动与发展等方面，仍然受制于一些僵化

乃至过时的规定，不利于创新要素在全球

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都

亟须改变。

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的战略思路

（一）聚焦湾区一体化，强调坚持穗
深港三极引领的协同创新模式

推动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是

粤港澳大湾区走向世界级一流创新型湾区

的关键一步，而走好这一步，在强调城市

之间保持竞争以激发发展活力的同时，更

须在省级乃至国家层面加强广州、深圳、

香港三个“极”的协同创新合作体制机

制。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

高地首先要明确的基本战略模式，也是区

别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依赖于北京、

上海这样单一中心极引领发展路径的最重

要方面。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

上，从单区域独立创新向跨区域协同创新

转变愈发成为显著趋势，即科技创新越来

越不局限于单个城市和地区，而是更加注

重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协作，形成典型的创

新城市群。从国际经验上看，这种创新城

市群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核心城市

以较强的辐射力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通过

在国际大都市周边形成创新群落，推动了

区域整体创新。比如，伦敦依托生命科学

等领域较强的创新优势，与周边牛津、剑

桥地区紧密协作，形成了英格兰东南部生

命科学研究“金三角”。纽约则依托金融

业和专业服务业优势，与周边波士顿、华

盛顿等地区有机协同，形成了美国东海岸

创新集群。二是不同区域发挥各自优势错

位发展，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城市群。以德

国柏林地区为例，柏林市与周边的勃兰登

堡州实施了“联合创新”战略，建立了5

个两地共建的创新集群，涵盖生命科学、

创意经济、交通、新能源、光学等领域。

从中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创新集群的

可行路径就在于首先促成穗深港三极的创

新联盟，再以三极创新联盟带动澳门、东

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等其他城市

协同发展，从而推动大湾区整体创新。

（二）聚焦官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面
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体制机制

湾区拥有国家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教

育、科研资源，如何架起知识创新与商业

化之间的桥梁，让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成

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湾区区域创新动力

模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关键是要建立官产

学研一体化、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

制，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官产学研用

一体化体现为行政链（由区域或国家政府

及其机构组成，拥有政策支持、宏观调配

和资源供给功能）、生产链（由若干组织

化公司组成，拥有捕捉市场信息和资金运

作功能）和科技链（由学术和研究部门组

成，拥有知识生产及科技创新功能）“三

链”缠绕在一起通过契约合作关系形成一

个螺旋状的联动模式（Leydesdorff & Meye, 

2007）。为此，要加快构建企业主导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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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体系，从政府主导、高校和科研机

构为主、企业参与的模式，转变为企业主

导、院校协作、成果分享、政策保障的模

式，真正建立起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要健全创新服务金融支撑体系，完善多层

次资本市场，推进金融、科技、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研发、

孵化、专利和产品交易等各类平台建设，

加快专业化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提高科技

创新向产业化应用的转化效率。

（三）聚焦重大科技前瞻布局，统筹
建立一批匹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国家
实验室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必

然是原创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从美

国经验看，国家实验室始终是美国国家意

志和战略的坚定体现，是连接学术界和工

业界的重要桥梁，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地位。当前知识、

学科、技术、产业、金融相互融合已成趋

势，但我国较为封闭的国家实验室管理体

制以及较为传统的科研布局，愈发难以适

应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时代要求。按

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立足湾区有基础

有优势能突破的原则，粤港澳在区域协同

创新体系下，应聚焦于人工智能、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和技术、先进制

造和材料科学技术、南海科学研究等湾区

有基础、有优势、能突破的领域，向国家

积极争取支持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

平台型一体化的国家实验室，对标世界一

流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开

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型管理体制

机制，拓展国家实验室与学术界、工业界

的积极合作，引领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四）聚焦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业集群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趋势，把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依托广深港高铁、港珠

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等几条重要

的交通连接线，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扩展至“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通过穗

深港三极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吸纳佛山

（顺德）、中山、珠海、澳门等珠江西岸

城市，推动珠江东岸与西岸创新环带一体

联动，打造环珠江口科技创新产业高地，

在此基础上，将5G、工业互联网、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8K电视、装备制造业、

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重点布局在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

上。中央与地方合力培育与打造一批国际

 
图3  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理论

注：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在深入研究“斯坦福大学-硅谷科
技园”“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号公路高
技术园区”等创新奇迹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域
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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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

高科技产业集群，抢占全球高端制造与科

技产业发展制高点。

（五）聚焦引才用才育才机制，加快
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活跃、最重要

的因素。能否培育、集聚和用好一大批优

秀人才，事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的成败。当前各地正在开展异常

激烈的海内外人才争夺战，在创新人才高

度稀缺的现实条件下，必须“引才”“用

才”“育才”相并重，除了结合科技创新

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升级人才需求，下大力

气引进创新人才之外，也需要将如何培养

内生的、适应于智能时代变革需要的创新

人才放在更为重要的基础性重大工程予

以对待。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体系为中心，一方面，在人才管理的体

制机制上，要充分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人

才理念和人才制度设计，从人才的培养、

吸引、使用、服务等各个环节和人才评

价、流动、激励、管理等关键机制上通盘

考虑、系统设计，构建统一开放、公平竞

争的人才市场体系和快捷、高效、便利的

人才服务体系，促进人才链与技术链、产

业链、创新链的有机对接，促进人才发展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

在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要以创新型人

才培养为重点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探

索实施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多学科融合、

基于项目学习、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品位

的创新人才教育模式，考虑统筹设置一批

以STEAM①教育和创新精神培养为主的中

学，以及大力鼓励增设一批以科创教育为

主、服务大湾区的新型大学/学院。

（六）聚焦统一人才市场，加快推进
港澳居民在内地全面享有国民待遇改革
步伐

以粤港澳人才流通促进港澳与内地

民心相通。港澳居民在创办企业、就业许

可、社会保障、公务员考试录用和事业单

位聘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这种状

况必须迅速改变。此次，广东应向国家积

极争取更大的政策自主权，在港澳人才引

进、创业、就业、永居、税收、金融、社

会保障等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方面，先行

先试，大胆改革，大力推动形成粤港澳统

一的人才市场。

五、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
创新高地的路线图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

新高地的具体路线图，可按照“创新走廊

——创新环带——创新群落”三步进行统

筹推进。

（一）创新走廊（近期目标）：全面
推进广深创新走廊建设，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已于2017

年9月22日经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实施。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相当于一条创新

 
图4  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创建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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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是促进以广深为核心的珠江东岸

地区形成紧密联系的一体化区域。在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基础上，下一步可通

过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沿着广深港高铁这条极为重

要的连接线，将广州、东莞、深圳、香港

四个城市串联起来，从“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扩展至“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实

现广州、深圳和香港三大城市创新资源联

动，建立起穗深港三极协同的区域创新体

系。

其次，沿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

门二桥等几条重要的交通连接线，将已规

划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佛山

（顺德）、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澳

门与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联结起来。

简言之，从深港、广佛、珠澳的三个

同城化开始，扩大范围并形成相互交融，

以协同创新城市群的方式促进实现创新要

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最终形成“广州

—东莞/惠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

中山—江门—佛山/广州”的环珠江口科技

创新环带。

（三）创新群落（远期目标）：以环
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进一步吸纳其他珠
三角城市，打造一个有层次、有梯度的
湾区创新生态群落

环珠江口科技创新环带是一个共享、

开放的创新经济城市群，具有很强的吸附

和辐射带动作用，这样位于环带沿线周边

或延伸端开放度高、有产业配套和技术

吸纳能力、创新要素和产出密集的其他珠

三角城市、粤东西北城市乃至泛珠三角区

域，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下，

就可以逐步被吸纳进入环珠江口科技创新

“项链”，“项链”上的各式“珠宝”就

相当于在广州、东莞、深圳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大型科学基础设施、高新技术

企业、孵化器、科技金融机构、科技服务

机构等等的创新资源。

穗莞深合体串连成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可以产生很强的创新集聚优势，创新力

量就从原来的1+1+1变成了现在（1+1+1）

的N次方。广州、深圳和东莞，总面积约

1.18万平方公里，却以占全国约0.1%的土

地面积，创造了全国约6%的GDP；人均

GDP 13.6万元，超2万美元，达到高收入国

家和地区标准。特别是在创新经济方面已

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聚集了广东六成以上

的高新技术企业，三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维持在60%或以上。2016年，广州、深圳、

东莞三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14805

家，拥有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

大基因、大疆创新、广汽集团、广药集

团、金发科技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科技龙头企业；实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624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43.2%，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显示了广东

建设世界一流科创中心、比肩硅谷的雄心壮

志，也有助于广深双核消除门户之见，走向

融合发展。当前最为重要的则是根据规划

要求，加快“一廊十核多节点”空间格局的

建设，实现广州和深圳两大超级城市的创

新连接，从而竖起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

科技创新高地的第一道坚挺的创新脊梁。

（二）创新环带（中期目标）：珠江
东岸与西岸创新联动一体化，打造环珠
江口科技创新环带

目前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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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带，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

梯度的大湾区创新生态城市群落。

为此，要通过产业合作、“飞地经

济”、城市联盟等途径，将环珠江口创新

环带尤其是穗深港创新极的新技术研发优

势、高科技产业规模优势和科技创新的制

度性经验，向外围城市进行输出，全面提

升整个珠三角地区庞大的制造业集群对科

技创新成果的吸纳效应和反馈效应，从而

形成一个相互支持与依赖的区域创新生态

系统。

六、结语：广州拥有足够自信共
同引领大湾区创新发展

深圳、香港作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的创新极的实力与潜力有目共睹，质疑

者少。但在过去几年里，广州的一线城市

地位遭到了好几轮质疑，尤其在2017年10

月“北上杭深”纪念邮票推出以后，广州

被移除出一线城市的声音再度泛起。且不

论广州的城市GDP总量仍然位居前列，足

足相当于两个杭州的体量，也不论广州著

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科教资源丰富程

度全国少有，就论广州目前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最新发展成绩，就足

以让广州拥有足够自信，与深圳、香港等

创新极协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的科技创新高地，为我国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提供强劲支撑。

作为中国三大通信枢纽、互联网交换

中心和互联网国际出入口之一，广州互联

国际出口带宽超2000G，是中国内地最大

的互联网出口，国际局电路可直达70多个

国家和地区。这支撑了广州在互联网领域

的创新创业，2016年全年广州规模以上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近

100%。伴随着枢纽型网络城市格局的日

渐完善，全球创新产业、人才、资本、技

术等资源要素加速在广州汇聚。截止2017

年，广州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4742

家，是2015年总数的2.5倍，增速居全国副

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根据《中国城市科技

创新发展报告2017》（首都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院，2017），广州在2017中国城市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总排名第四；四个一级指

标中，创新资源排名第三、创新环境排名

第五、创新服务排名第六、创新绩效排名

第四。可见，广州完全有潜力，也有实力

跻身我国一流的创新型城市行列之中。

大湾区足够大，容得下广州、深圳、

香港三个“中心极”。大湾区的“龙头”

之争没有意义，穗深港的共同利益远大于

分歧。构建创新型经济区域共同体，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需要穗深港全面

开展积极合作，一道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的融合统一、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注：本文为第六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主题报告之一（有增删）。



18

SPECIAL ISSU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注释：
①STEAM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

（Mathematics）。STEAM教育就是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

STEAM教育理念最早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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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 Strategic Thoughts and Road 
Map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eng Zhimin

Abstract: Waves of the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re propellign the constant restruc-

turing of the order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has created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to a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 This strategic goal will not only enhance China's innovative advantages in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system in the globe, but also serve as a breakthrough for incremental re-

forms to alt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adequa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Furthermore, it could be utilized to promote reform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mechanisms that obstruct flows of the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

es and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ward this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six strategic thoughts and a three-step roa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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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corridor - innovation belt - innov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lobal technology and in-

novation hub;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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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示范区，还提议将落马洲河套地区升

级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战略平台，并更

名为“中国（港深）国际创新科技产业实

验区”。①珠海加快了横琴岛的开发建设，

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与澳门紧密合

作。佛山积极推进与广州的同城化战略，

2015年佛山南海、顺德、三水与广州荔

湾、番禺、花都分别结对签署广佛同城化

合作示范区共建协议。②东莞主动融入“一

廊十核多节点”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将

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
城市发展战略
◎ 谭 锐

一、引言

自2015年提出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正在从前期的概念讨论逐步进入政策

制定和落实的新阶段，并开始释放经济增

长红利。由于湾区建设能够给城市增长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湾内各城市无不积极

响应，为抢占发展先机竞相采取行动。深

圳表示要把前海自贸区打造成粤港澳深度

摘  要：基于继承既有重大规划的精神，同时又要解决大湾区融合所具有的新问

题的思路，提出广州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有

“两个向度”和“四个维度”。两个向度是指广州要面向两个客体和任务，即对内面向

珠三角其他城市，实现珠三角一体化；对外面向港澳，推进粤港澳深度融合。与其他城

市的合作必须要有实际内容支撑，这些内容可分为四个维度，包括产业结构、社会经济

体制改革、城市空间布局，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一体”的含义是，由广州做“催化剂”

“黏合剂”把大湾区整合为一个要素自由流动、政府间紧密合作的发达经济体。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2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2017GZZK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2016GZW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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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

地、国家级粤港澳台创新创业基地、华南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③而随着深中通道、

“一小时城轨交通圈”的建成运行，中山

也将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步伐。

各城市的积极行动无疑是大湾区建

设的一个良好开端，然而，如果没有得到

有效的整合，大湾区建设就会呈现出碎片

化、个体化的趋势，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大

湾区跻身世界发达城市群。广州作为大湾

区内的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华南对外开放

门户、广东省的行政中心，应该在大湾区

建设中起到引领、带动与整合的作用，推

动大湾区内部形成高效分工、紧密合作的

良好秩序，实现湾区城市间的协调发展。

参与大湾区建设，不仅是广州的责任担

当，同时也是广州的重大发展契机。广州

必须理清思路，形成特定的发展战略，使

城市发展层次实现质的飞跃。

二、湾区的本质与结构

（一）湾区的概念与特征

广州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有所作

为，首先必须对湾区的本质和内部结构有

一个明确的认识，因为湾区不同于国家、

区域、城市等其他尺度的经济地理层级，

它限定了作用对象、辐射范围、资源禀

赋、生产组织方式等因素，是广州发挥作

用的大背景和大前提。

业界和学界对湾区有多种定义（刘

艳霞，2014；鲁志国等，2015；王宏彬，

2014），张日新和谷卓桐（2017）在回顾

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湾区”是由一

个或若干个相连海港湾、岛屿组成，衔接

众多分布于港口或入海口城镇群的区域

发展系统。这个定义与已有定义一样，强

调了湾区的海湾、港口的区位属性。李立

勋（2017）认为，在谈及粤港澳大湾区时

应该把重点放在“粤港澳”上，而非“湾

区”，也就是说，城市群的特质比区位属

性更重要。集聚经济理论（Fujita et al.，

1999）认为，港口、区位、交通枢纽只是

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诱因而非全部，城市

经济最终会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超越

地理区位的限制，进而演化出更丰富的经

济形态。很显然，当今世界上一些高度发

达的沿海城市如纽约、东京、洛杉矶已不

再以航运作为其支柱产业，而是以金融、

科技研发、文化教育、商业服务为主。临

海临港可能是城市发展的充分条件，但

不是必要条件，像以伦敦、巴黎、法兰克

福等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并不位于沿海

湾区，但同样也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

体。因此，从城市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

湾区经济体的本质就是多个地理相邻、经

济联系密切的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这就意

味着，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协调城市

与城市之间的生产关系上，而非聚焦港口

和航运等具体产业。只有协调了湾区内城

市间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湾区整体生产

力的提升。申明浩和杨永聪（2017）对纽

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三大世界

级湾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生产

力高度发达的湾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

湾区内部基础设施高度一体化，城市间出

行便利，信息数据共享。二是湾区内部核

心与外围的城市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合

作关系，核心城市更多地承担生产性服务

功能，而外围城市则承担制造功能。三是

阻碍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的各种显

性和隐性壁垒较少，主要是市场力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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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在城市间的分

布。四是宽松包容的营商环境，即贸易和

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很高，创新创业氛围浓

厚，商事规则与国际接轨。

除了上述四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

是需要重视的，即湾区内部的城市等级结

构。湾区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

其内部有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城市。成

功的世界级湾区通常有一个居于核心地

位的城市，这个城市是规模最大、人口密

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辐射带动作用最

明显的城市，它扮演着湾区发展中枢的角

色，它对湾区整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核心城市聚集了金融、研发、管理

咨询、法律和教育、规划设计以及商业服

务等现代服务业，为负责制造业生产的外

围城市提供生产性支撑（Black & Hender-

son，2003）。核心城市还引领着湾区的

经济增长（Scott，2008）。新的企业、行

业、产品、商业模式、生产技术、管理方

法源源不断地从核心城市创造出来，并通

过城市间的人员、资金、信息、货物流等

纽带溢出到外围城市。可以说核心城市就

是整个湾区的领头羊和发动机，带领着其

他城市获得新的发展。湾区城市群内部的

这种“主导-跟随”结构保证了湾区内部

经济活动有序进行，从而形成较高的生产

率（Fujita et al.，2004）。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个城市群，它

由11个城市组成，包括珠三角九市——广

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

州、中山、肇庆，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

区。它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具

备建立世界级湾区经济体的良好条件。

尽管如此，大湾区内部尚未形成一个清晰

的“主导-跟随”结构。其中，广州、深

圳和香港是三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大城市，

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一个可以主导整个

大湾区的发展。尽管近年来GDP总量已被

广深赶超，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但

香港的经济发展质量还是很高的，人均收

入水平都在广深之上，早已跻身发达经

济体行列；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贸易自

由港；它还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

经济体。从这些指标来看，它的经济发展

水平、国际化水平、城市治理水平都相当

高，理应成为大湾区的主导型城市，但由

于“两制”的存在，香港对内地九市的引

领带动仅限于产业投资这一渠道，影响有

限。深圳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已经

成为改革开放的标杆性城市。长期作为各

项新政策的试点城市，深圳独享了许多政

策红利。它拥有副省级城市的行政权限，

其计划单列市身份使之享受省内其他城市

没有的财税分成特权。借助毗邻香港的地

理优势，自1970年代末以来发展迅速，近

年来更是被作为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而广

泛宣传。然而，深圳的经济特区性质、外

向型经济特征，以及服务于香港的定位，

使它的对外辐射带动面较为有限。广州是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承担着国家的许多重

大战略部署，如“一带一路”、自贸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广州还是全省的政

治中心，处于统筹和协调全省各地平衡发

展的中枢地位，凭借这些优势，广州较容

易获得各种政策上的倾斜，从而维持其核

心城市地位。但固有的行政、财税、金融

体制，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抑制了它对

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者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也较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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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

中，香港和广深并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香

港外向型经济特质保证了自身发展动力来

源的多元化，内地市场对它很重要，但不

是全部。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

治的权利，这也是内地城市无法企及的。

综合这些因素，香港和穗深更多的是合作

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由于地方官员存在

为晋升而竞争的激励，内地同等级城市之

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竞争大于合作，广州

和深圳也不例外，这两个近在咫尺的超大

城市在人才、资本、建设项目、特殊政策

上的争夺非常激烈，城市间的合作较少。

结果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要素自由流

动的制度规定比比皆是，合理的城市间产

业分工合作体系也难以形成，这些都极

大地降低了整个城市群的生产效率。至于

其他珠三角城市，它们的策略是根据地理

上的相近程度积极吸收三大城市的溢出

效应，加速自身发展。广佛同城、莞深同

城等实践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而一些离

三大城市较远的珠三角城市，如江门、肇

庆、惠州等则难以获得太多的惠泽。

三、广州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

大湾区主导者的缺失势必会导致城市

群内部的竞争大于合作，造成大湾区生产

率的耗散。如前所述，目前的许多体制障

碍限制了香港和深圳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广州亦困难重重。然而，广州有责任也有

条件担当这个角色。从责任上说，广州是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需要承担相应的国家

发展战略任务，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中

心，省政府驻地，肩负着统筹协调地区发

展的重任。从条件上说，广州人口规模超

过深圳和香港，2017年GDP总量达到2.15

万亿，2016年GDP排名全国第四，具备较

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基础；在地理位置上，

广州处于大湾区的中心，方便与湾内各个

城市的互动和沟通；广州是大湾区的交通

枢纽，也是南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户；在

交通基础设施上，广州已经建立了四通八

达的海港、空港、铁路网、城际轨道网、

高速公路网俱全的立体交通网络。更重要

的是，广州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开放的试验

田，能够获得国家赋予的制度创新、政策

先行先试的权力。因此，广州要努力破除

体制障碍，积极争取国家的重大政策，把

自己塑造成大湾区发展的主导者，利用贸

易、航运、物流、科技创新枢纽的地位，

把大湾区各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

辐射带动作用，引领整个大湾区的发展进

程。

广州要承担起在大湾区的主导作用，

需要五大定位予以支撑（图1），即广州

要成为（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

业转型的引领者，（2）粤港澳大湾区经

 
图1  广州在大湾区建设中的五个定位

创新驱动和
产业转型的
引领者

经济增长的
驱动者

城市群空间
形态的优化

者 广州在大湾
区的主导作

用

经济与社会
融合的推动

者

管理体制改
革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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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驱动者，（3）粤港澳大湾区管

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4）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推动者，（5）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优化者。

第一个定位是发挥广州的比较优势，

实现与港深错位发展的策略性选择。广州

聚集了广东省近70%的普通高校、科技人

才，97%的国家重点学科和全部国家重点

实验室。2015年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全面

部署组建新的省科学院、建设高水平大

学、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等16 项重

点项目也大多落地在广州。把广州打造成

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大脑”，将极大地提

升广州的产业结构素质，实现转型升级。

只有广州实现创新驱动之后，才能将其传

统产业向外转移，使周边城市的引进驱动

成为可能。

第二个定位是广州平衡区域增长，缩

小各地发展差异的重任所在。在大湾区三

大城市中，“一国两制”和独立关税区导

致香港对其他城市的辐射打了很多折扣。

深圳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超然

于广东省的许多协调政策。广州是全省的

政治中心，可以通过财政统筹调配，制定

重大规划，分配建设项目，向中央争取试

点政策的方式惠及全省，而不仅仅是珠三

角，因此要比港深更多地分担了核心城市

的辐射带动功能。广州的这种平衡功能有

助于广州在大湾区中树立威信，也有助于

争取大湾区的各种行政协调机构落户广

州，把广州打造成大湾区的“秘书处”。

第三个定位是为了保持广州锐意改

革、积极进取的精神不褪色，永远争当改

革开放的排头兵。广州应以南沙新区、南

沙自贸片区等国家级体制机制试验平台为

载体，以CEPA（2003）及其补充协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0），以及最

近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

框架协议》（2017）为制度创新依据，以

要素自由流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

“放管服”改革、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等

领域为改革的突破点和落脚点，在制度创

新上下工夫，真抓实干，让省和中央看出

广州改革的勇气和智慧，积极探索出一条

适应于新常态的发展之路，为其他大湾区

城市树立标杆，发挥示范效应。

第四个定位是要求广州以大湾区融合

为大局，充分发挥凝聚作用，将各城市的

力量整合到一起，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

世界级湾区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冲击了粤港澳大湾区原有的“前店后厂”

的融合模式，原有模式解体的负面效应已

经扩散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致使香港的地

区分裂势力崛起。内地与香港的隔阂给社

会的稳定与国家统一带来了挑战。因此，

广州要深化与港澳的全面合作关系，努力

让港澳与珠三角城市进一步强化在投资、

就业、金融、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文化

交流、教育合作等方面的纽带关系才能紧

密地融合在一起。

第五个定位是针对大湾区发展所需

要的物理空间设立的。空间是城市群发展

的物质基础，无序的空间状态会极大地降

低城市群的经济效率。世界级湾区城市群

无不有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便捷的交通

网络。为达到这个目的，广州一方面要优

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一个多功能、

高效率的空间整体。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

与湾内各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为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创造高

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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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的“双向四维一体”发
展战略

（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之源

确立广州在大湾区的定位之后，需要

进一步明确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路径，

亦即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广州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的发展战略（简称大湾区战

略）必然是对既有重要发展规划和战略的

传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与稳

定，才不会偏离原有的工作部署，否则新

的战略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

难以实施。在传承的基础上，大湾区战略

又是对既有重要发展规划的延伸，并形成

一个相对完整且具有自身逻辑的系统，也

就是说，大湾区战略源于既有重要发展规

划，又自成体系。

大湾区战略之源来自两大重要发展

规划，即《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2008—2020）》（简称《纲要》）

和《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简称《规划》）。这两

大规划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深思熟虑之后做

出的重大决定，具有提纲挈领，指明发展

方向，考核政策实施的重要作用。内容涵

盖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社

会事业、机制体制改革、港澳合作、区域

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具有方向性、综合

性、长期性的特点。

《纲要》以珠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规划布局，强调珠三角城市之间的分

工合作，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以地区的

经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

领域的一体化为终极目标。区域一体化同

样也是大湾区建设的精髓，与珠三角一体

化不同的是，大湾区建设要把港澳特区也

纳入到一体化的范围当中，因此，广州参

与大湾区建设，除了要凝聚珠三角城市之

外，还要推进与港澳的多领域合作，使港

澳深度融合到大湾区的发展进程当中。

《规划》出台的主要目的是明确2016

至2020年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

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广州谋求自

身发展的中期计划。《规划》提出的总目标

是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实现总目标的

导向是建设“三中心一体系”（国际航运中

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

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城市。相关重

大战略部署包括：建设三大战略枢纽（国

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

新枢纽）、一江两岸三带（珠江两岸经济

带、创新带、景观带）、大交通综合枢纽，

形成多点支撑格局，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现

代产业新体系和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

（二）“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的
结构

广州必须形成与自身地位、功能、条

件相符合的战略思路，才能在《纲要》和

《规划》的框架下实现面向大湾区建设的

五大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调的是

湾区城市通过互补分工、紧密合作，共同

构建一个高生产率的城市群。因此我们认

为，以广州的主体视角来看，这个战略有

“两个向度”和“四个维度”。两个向度是

指广州要面向两个客体和任务，即对内面

向珠三角其他城市，实现珠三角一体化；

对外面向港澳，推进粤港澳深度融合。与

其他城市的合作必须要有实际内容支撑，

这些内容可分为四个维度，包括产业结

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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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一体”的含义就

是，由广州做“催化剂”“黏合剂”把大湾

区整合为一个要素自由流动、政府间合作

无缝对接的发达经济体。我们把这个思路

称为“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图2）。

（三）“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的
内涵

“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强调“强

内”与“优外”的双重结合，即对内强化

自身经济结构素质和发展能力，对外优

化与湾区城市的各项联系。同时，在优先

顺序上，“强内”要先于“优外”。“强

内”战略包括四个方面：向创新驱动增长

模式转型，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以及构建立体交通基础设施

网络。“优外”战略则涵盖两个模块，即

带动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与促进粤港澳的

深度融合。广州只有首先提高自身的经济

集聚力才能释放出更强的辐射带动效应，

将自己与湾区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

产生优化外部联系的动力。当然，广州与

湾区城市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并不会自

然而然地顺畅，也需要积极主动地开拓合

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

1. “强内”战略：四个建设维度

在“强内”战略中，实现创新驱动增

长模式是首要任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延续至今，世界经济周期的深度下

行打破了短期内恢复增长的预期，同时也

让人们意识到依靠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拉

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推动新一轮的技

术革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是唯一出路。近

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计

划”，目的是在巩固已有产业高附加值环

节的控制权的基础上再催生一批新兴产

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新技术和

新产品的涌现会极大地改变消费结构，从

而深刻地改变世界的生产和贸易格局。素

有“千年商都”美誉的广州也同样面临着

这样的转型。当前，广州产业结构面临着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必须大力引导创新

型产业的集聚。创新驱动的本质就是要不

断涌现新产品、新技术、新行业、新的管

理方法和商业模式，以获得持续的增长动

力，而这些都有赖于创新活动。当广州具

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时，不仅自身能够获得

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同时，通过产业转

移、投资溢出、金融服务扩散、人员往来

等途径带动湾内其他城市发展。

 
图2 “双向四维一体”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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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既是市场主体逐利的自发

行为，同时也有赖于政府的作为，特别是

在城市政府掌控着大量经济资源、并手握

制定规制大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针

对创新活动的财税、金融、人才、知识产

权、投资等政策调节着创新活动收益的大

小，从而放大或者缩小市场主体进行创新

活动的积极性。广州市政府应该围绕着创

新驱动这一核心任务，及时发现和调整不

适宜的政策规制，满足创新行为的制度需

求；健全创新服务金融支撑体系，完善多

层次资本市场，推进金融、科技、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研发、

孵化、专利和产品交易等各类平台建设；

加快专业化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提高科技

创新向产业化应用的转化效率，最大限度

地释放创新活力。另外，相对于市场的分

散化决策而言，政府在协调各方力量，凝

聚创新合力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建立

官产学研相互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方面，

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未来市政府要以市

场为导向，加快构建“企业主导、院校协

作、成果分享、政策保障”的模式。

由于城市空间是相对有限的，不能脱

离空间维度来考虑城市发展问题。创新型

城市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形态，合理

利用城市空间关乎创新的效率。政府的城

市规划决策对城市空间形态优化至关重

要，政府必须根据产业创新活动特性及其

变化趋势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创新活动

具有集聚特性，地理上靠近高校和科研机

构，要求适宜的人口密度，对城市的自然

人文环境比较敏感等等，这些都需要政府

在做城市规划时有所考量。以创新驱动为

导向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在原有城市空间

格局下安排科技创新的空间需求，而是对

整个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无论是旧城改

造还是新区建设都将着重考虑科技创新

的空间需求，相应地，其他产业、居住、

商业、绿地、娱乐等用地需求都要随之调

整，最终城市面貌将焕然一新。当前，广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等建设方案陆续出台和落实，这将进一

步推进“一江两岸三带”的成型，重塑广

州的产业、人居、生态的空间布局。

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成功的关键，

是湾区内城市间的经济贸易关联、产业关

联和企业关联增强，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

动性提高。从物质条件上说，这些都依赖

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变革。通过一体化交通

设施和物流网建设，湾区内部城市体系和

产业结构布局能够被合理引导；通过不断

提升湾内的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安全可

靠、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服务体系能够使

“一小时经济圈”得以形成，加速城市化

进程。而当中心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又通过一体化的交通运输实施反向的扩散

作用，形成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和拉动，促

进周边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从而推

动整个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广州位于大

湾区的中心，连接着珠江东西两岸的城市

群，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通达性，借助这

个优势，广州正在进行的枢纽型网络城市

建设将是对湾区交通一体化的重大推进。

2. “优外”战略：两个合作向度

“优外”战略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带

动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广州有责任把自

己的经济辐射力覆盖到湾内其他从属型

城市，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后的肇

庆、清远、韶关等城市，分享经济增长成

果，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广州要把区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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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建立在合理的城市群分工基础之上，

依托投资、产业配套、政府间合作实现劳

动力、资金、信息、产权更频繁地在湾区

城市间自由流动，同时，在交通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上也要实现无缝对接。只有具

备带领湾区城市共同发展的能力，广州才

能获得它们对核心城市地位的认可。带动

其他城市发展不仅是广州的责任担当，同

时也是广州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当

今的城市经济已经从单个城市独立发展

转变为多个相邻的城市组团发展的模式，

大而全、小而全的单体城市生产系统已经

让位于大小城市各专其职、相互配合、密

切相连的城市群。广州要实现创新驱动模

式，就要配置更多的人力、空间、资金、

资源专注于科技创新活动，因而不可能保

留所有的产业及生产自身需要的所有产品

和服务，否则城市经济效率将大大降低，

也不可能成为创新型城市。唯一的出路就

是要与周边的城市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创新之处就在

于倡导珠三角与港澳的一体化，因而广州

与港澳深度融合是另一个重要的合作向

度。在过去近40年里，广州能够保持快速

增长无不得益于港澳的产业投资和贸易。

广州吸收的FDI中超过七成来自香港，同

时香港也是广州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港澳

在航运物流、商业服务、金融、教育、文

化、出版、创意设计、旅游等服务业领域

有着较强的优势，与之合作有利于广州的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港澳的紧密合作关

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广州重要的

增长来源之一。目前，广州已启动新一轮

的城市总体规划（2021—2030），目标定

位为全球城市。港澳是国际化的人才、资

金、技术、商品流通的大平台，广州想要

跻身顶级全球城市，借助港澳发力是必经

之路。成为全球城市不仅要有基础设施硬

环境，还要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香港连

续2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其优

良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世

人称道，这些方面非常值得广州借鉴和学

习。广州与港澳深度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

产业投资方面，以后要逐步扩展到社会、

法治、行政、文化、教育等领域，广州要

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探索出

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为内地与港澳开展

合作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案例。

注释：
①“建议将河套地区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平台”，2017年9月1日，《深圳商报》，A03版：http://szsb.sznews.

com/PC/content/201709/01/c162629.html。

②“广佛同城再结新‘对子’共建广佛同城化合作示范区”，2015年10月10日，金羊网：http://news.ycwb.

com/2015-10/10/content_20746804.htm。

③“积极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东莞向创新型一线城市挺进”，2017年10月13日，金羊网：http://news.

ycwb.com/2017-10/13/content_255861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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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s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an Rui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ives a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uangzhou to take part 

in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nomy. This strategy takes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existing important policies and resolving new problems into cou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alled “dual directions and four dimensions as a whole” strategy. “Dual 

directions” means Guangzhou faces two cooperation targets and two tasks. One is integration with 

other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and the other is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coope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socialeconomic regime reforma-

tion, urban space planning and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s. Through this strat-

egy Guangzhou will promot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 whole to 

become a developed metropolitan region where labor, capital, product and information etc. can 

flow freely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governments is efficient.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urban devel-

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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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有效机制。

一、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现状
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环境协同治理是国内外环境治理研究

和实践的重心。但是，在区域环保合作与

跨界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对生态治理利益

相关者的多元化等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区

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问题突出。[1]

这一问题在具有跨法系背景的粤港澳大湾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治理视角下环境监察法律问题研究”；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研究”(GD17YFX03) 阶段性

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研究
◎ 任 颖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建

设是粤港澳创新合作的重要探索。2017年

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

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需要从国

家监督体系建设和区域发展战略两个层

面，为“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

和行政执法职责”提供体制保障，形成粤

摘  要：作为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

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是国际经济版图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承载着推动内地与港

澳深度合作的重要使命，成为打破内地与港澳协同治理困境、真正提升民心融合度的重

要契机。以环境监察体制为切入点，对粤港澳环境治理中的预防、监督、救济一体化协

同机制进行研究，力求破解“一国两制”下跨法系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推动运动式环

境监察向规范化督责监察的转变，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

关键词：一国两制  粤港澳大湾区  环境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X32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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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治理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跨法系的环境监察协同面临的
立法及体制机制冲突明显

粤港澳三地分别以中华法系、英美法

系、大陆法系为渊源，分别适用不同的环

境保护法律规范，在三地环境监察的有效

对接方面难度较大。加之已有环保合作探

索多集中于单一制度背景下的区域协同，

“一国两制”下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及实

践存在不足。与此同时，世界大湾区环保

协同治理探索多集中于湾区经济开发与环

境恢复的关系，而并未从根本上探析有效

的环境治理体系及协同机制支持。其中，

最为核心的在于环境监察法律规范之间冲

突的解决。随着行政监察向国家监察的转

型，监察权的运行与行政执法权不再有隶

属关系；相应的，《环境监察办法》第二

条所规定的“环境监察，是指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依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

与《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第三条规

定“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环境行政处罚、行政

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机构负责

具体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出现根

本属性的冲突，前者为行政属性，后者为

国家监察属性。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

察领域，尚未形成体现地域环境治理类型

化与特殊性的规范支撑，不利于环境监察

协同度与实效性的全面提升。

（二）跨区域污染转移与规避行为的
有效治理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

从1990年的港粤环境合作到CEPA框

架下环境合作的深化，再到2005年《泛珠

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的签署，

“一国两制”下的跨区域环保合作与协同

创新已具备良好的基础。但从内地与港澳

环境监察层面切入的研究及实践探索十

分欠缺，其缺失会从根本上对（利用三地

法源及环保法律的不一致）所进行的跨区

域污染转移与规避行为的有效治理形成制

约。

同时，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的实效性、

可操作性问题突出，且未实现对企业的监

督与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察的结合，环境

监察治理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粤港澳大湾

区环境监察在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以及

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生态环境监察、环境

执法后督察和挂牌督办等方面协同性不

足。从内容上看，粤港澳环境监察需要覆

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企业履行

“环境保护方针、政策、规划、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标准”情况的监察；

二是“对政府及监管、执法部门存在行政

不作为、监管执法不到位、徇私枉法、权

钱交易等行为”的监察。在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背景下，原有以“上级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作出的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命

令等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的环境监察体

制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现状与
多层次多领域风险治理的客观要求不符

现有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治理

在面临诸多冲突的同时，亦未能系统实现

对于区域环境风险的事前规划（风险防

范）、事中监督（风险监管）、事后治理

（风险控制）。而“风险社会”对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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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的要求比传统农业或

工业社会更具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

因此，需要回应多层次多领域风险治理的

客观要求，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

监察职能配置；以既有法律规范的修改为

基础，推动监督、检查、督办、执行及责

任追究的衔接；以责任制度改革为脉络，

推动环境监察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协

调。一方面，并未形成环境监察与环境监

测一体化相结合下破解地方保护主义干预

的有效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在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背景下，环境监察体制与国家监

察体制之间，以及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

调性问题愈加突出，破解这一治理困境的

调查研究仍较滞后。与此同时，在实践中

出现了虚报数据、运动式的突击检查、部

门间合作的机制保障缺乏等多重问题；新

《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监察提出的更为严

格的要求，也未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落实。

二、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
治理的特殊性与法理基础

作为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承载了三个具有不同法源背景的地区的合

作，所要面临的法律问题、体制问题、文

化问题、民意问题十分复杂。基于环境问

题本身具有辐射性与扩散性，环境监察治

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放在协同治理的视域，

从“党统一领导”的国家监督体系建设高

度，推动相关法律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世界大湾区环境监察的比较分析

从监察体制的角度看，中国与国外的

环境监察相互区隔；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

察治理的立法需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

有特殊性，要求实现与立足具体地域环境

风险特殊性的治理结构的对接。并在此基

础上，通过环境监察能力建设、专项执法

检查及环境监察机制创新解决环境监察问

题。

1.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

区别于欧洲大陆的议会监察专员设

置，美国的监察体制局限于行政执法层

面。由联邦制政体所决定，美国没有形成

统一的国家监察体系，其环境监察亦仅局

限于行政监察层面的环境执法；并与诉讼

中心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环境诉讼为核

心的环境监察体制。

不 同 于 以 纽 约 港 为 基 点 的 纽 约 湾

区，[2]旧金山湾区位于内陆地区，其环境

治理的地域特征与港口地区存在差异。相

应的协同机制建设亦须体现作为环境监察

依据的地区差异，破解泛化的协同治理的

局限性。尽管这两个湾区分属不同的州，

在具体的法律条文及实施体系上存在差

异。但是，从属性上看，二者均属于同一

政治经济体制下的环境监察合作，其立法

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建立在根本层面具备一

致性基础。

2.日本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也属于单一制度下的环境

监察协同；从法律视角看，其又具有特

殊性。由于二战前日本对德国法的大量引

用，二战后判例法作用的日益增强，日本

的环境监察兼具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特

点。在地方议会中，设有专门的监察委员

会，对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公共事务进行

监督，议员与专业人士亦能够联合实施监

督；[3]与此同时，还建立了行政执法监察

属性的评价制度。[4]东京湾区环境监察治

理以湾区发展为立足点推动环境保护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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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发展。但与英美法系的分散化的环

境行政监察不同，日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

方的垂直管理体系，为集中化、系统化的

环境监察合力的形成奠定了体制基础。

3.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四大湾区中唯

一一个跨越三个不同法系的地域，并且在

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其区域环境

协同治理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在一定程

度上，其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亦无先例可

循。粤港澳三地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律层

面（分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英

美法系、大陆法系），而且贯穿到政治经

济制度、行政体系及具体的政策与标准层

面，甚至呈现出社会及民众意识等方面的

区隔。相应地，以环境监察为切入点，推

动立法协调、机制对接、案件移动及民心

融合，不仅是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统筹

协调的重要保障，更成为大湾区顺利运行

的基本前提。

（二）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
治理的法理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以尊

重港澳地区自治权、监察权为前提，是在

监察体制层面推动粤港澳深度合作转型升

级，推进地区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对跨区

域发展的战略对接和政策衔接具有重要意

义。

1.中央全面管治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的发

展以自治权保障为前提，其核心问题是正

确处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

践》白皮书明确了授权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及中央对于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力。从根

本层面看，全面管制权的设置是权力运行

规范化的重要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享有高

度自治权的规定与中央的全面管制权之间

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其实质上是人民群

众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更好

地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回归人

的全面发展，真正将全面管制权的行使与

港人治港有机统一起来。2017年5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北京召开的

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进一步强调制订和细化属于中央的权力，

落实中央对于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奠定

了以环境监察为切入点，解决粤港澳深度

合作问题的重要基础。

2.环境监察权与港澳监察体制的关系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内地的

环境监察体制从行政监察转向国家监察；

在推动对企业、执法人员监察全覆盖的同

时，也提出了环境监察权与港澳监察体制

的关系在国家监督层面的协调问题。粤港

澳环境监察协同治理不仅涉及广东省环境

监测中心、香港特区环保署、澳门环境保

护局等机构执法权的行使，而且关系到国

家监督体系建设高度的监察权运行（国家

监察委员会、廉政公署、澳门监察局）。

相应地，既有的衔接协调机制需要做出适

应性的改革。以环境监察为切入点，全面

提升粤港澳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保障，其

核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环境监察体制

（改革）的有效衔接，探索以环境监察为

切入点的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从有效防止

跨区域污染转移与规避出发，界定监察权

限、案件移交范围，确定具体的衔接督责

机制；(2)发展权与环境权保障的动态平

衡，通过监察权层面的人员机构对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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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湾区经济开发与环境恢复的再平衡。也

即从监察职能、监察程序、制度衔接、责

任追究出发，多管齐下，形成解决经济与

环境协调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单独从

执法层面的环保合作与管理创新，并不能

从“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

出发，形成保障发展权与环境权动态平衡

的监督合力。

3.跨法系背景下传统协同治理理论转型

(1)非单一制度下的环境监察协同论。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研究为不

同政治制度及法系背景的地区在“一国两

制”层面的深度融合开辟了道路，是非单

一制度下协同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将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

治理研究联系起来，抓住这一契机，厘定

中央全面管治权与自治权、环境监察权与

港澳监察体制存在的争议，为治理理论的

发展和完善奠定重要基础。

(2)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的整体观。作为

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核心，粤港

澳大湾区的环境监察治理，应从“构建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国家

监督体系高度（而非局限于行政执法系统

层面）出发，[5]落实“党政同责”，以“督

企”“督党”“督政”的有机结合，增强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监督合力的重要保

障。

(3)环境监察协同治理机制的互补效应

论。[6]环境监察协同创新需要放到全面提

升粤港澳深度合作的整体进程中推进，通

过治理结构的多层次调适，将立法及体制

机制冲突的困境，转变为制度的互补性优

势，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的比较优势，实

现错位发展，优化整体的环境监察协同效

应。

（三）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
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研究

的核心是破解“一国两制”下跨区域环境

协同治理的困境，有效防止污染转移与规

避行为。与已有的世界三大湾区不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关涉到具有不同经济社会

背景的区域协同治理，不论是建设规模，

还是所面临的问题都前无古人。由于粤港

澳大湾区的特殊性，环境治理的政治社会

路径依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环境监察协

同治理机制的适应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与实践意义。

1.“一国两制”下的环境监察协同

粤港澳环境监察协同是支持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环节；其核

心是破解“一国两制”下，分散化、松散

化、运动式的环境监察治理困境。在不同

的政治经济与法源背景下，这种治理困境

的存在会给跨界污染转移留下空间，甚至

反过来加剧内地与港澳在理念、机制、民

意方面的区隔。

非单一制度下的环境监察协同及其

在“一国两制”层面的深度融合问题的解

决，需紧密围绕“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既要使不同的社会制度（乃至意识形态）

“和谐地在统一的中国”共同发展，尊

重、承认差异化的规则发展路径，又要

提升协调性与认同度，以环境监察为切

入点，深化粤港澳三地深度合作，从而为

提升粤港澳在国家战略，尤其是“一带一

路”建设重要支撑区的地位和作用寻求突

破口。

2.不同法源背景下的跨界污染转移及

规避行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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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行政区域（省、特别行政区、

市、县等）的环境污染一旦发生，所形成

的跨界污染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将十分尖

锐，所涉及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

复杂。其中，既存在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

的民事纠纷，也存在相关区域的政府和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与污染者之间的行政监管

关系。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坚持绿色发

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尤为重要。

然而，通过制度体制层面的有机统一

来实现协同的路径在这里并不适用。粤港

澳三地分别以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

法系为渊源，分别适用不同的环境保护法

律；其与监察权、自治权问题相交织，跨

区域污染转移与规避问题错综复杂。有效

防止跨区域污染转移与规避行为，需要立

足粤港澳实际，采取环境监察与环境监测

一体化进路，探析破解跨界污染与地方保

护主义干预的有效管理方式。

3.打破内地与港澳协同治理困境

内地与港澳的协同治理困境不仅体

现在立案标准、案件移交、管辖及法律规

定上的矛盾和冲突（如香港地区的判例援

用），而且在所达成的合作框架协议下协

同机制实效性的提升有赖于民心融合度

的真正提升。环境监察协同治理即是将民

心凝聚于环境公益保障，开拓三地协同治

理新局面的重要契机。如何把握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契机，实现国家监察委员会、廉

政公署、澳门监察局协作基础上的综合治

理，形成三地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机制，成

为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要“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

推开”。这给培育试点推开的创新经验，

以及从国家监督体系高度打破内地与港澳

协同治理困境带来了重要机遇。推动粤港

澳环境监督、检查、督办、执行及责任追

究的有效衔接，形成三地环境监察协同治

理的新机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绿色发展、协

调发展、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撑。

三、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监察协同
治理创新的具体路径及建议

针对“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协

同治理所面临的立法、执法及配套机制问

题的特殊性，以破解环境监察治理困境为

目标，从规范冲突、治理格局、配套机制

三个方面，找到破解跨法系环境监察治理

困境的创新路径。并以生态经济共同体规

则、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格局、整

治“一国两制”下跨界污染转移与规避行

为配套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推动内地与港

澳协同治理的全面提升。

（一）以生态经济共同体规则统领跨
法系环境监察立法冲突的解决

不同于同一法系及政治经济制度下，

跨行政区划的京津冀、长三角的区域立法

协作，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立法协同并不

具备法源上的同一性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

体制一致性的支撑，反而在制度、惯例、

具体规约层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甚

至存在小到跨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的左设

与右设驾驶座的交通规则层面的冲突，都

使得协同治理无法向前推行。新《环境保

护法》颁布以来，在《环境监察办法》与

《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框架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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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监察，很难在跨法系的地域协同治

理层面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更勿论形成

跨区域协同的整体效应。

由上述特殊性所决定，跨法系环境监

察立法冲突的解决不能够简单的采用其他

区域的立法协作模式，而须从顶层设计角

度，以生态经济共同体规则统领粤港澳大

湾区环境治理规范化进程。

生态经济共同体规则构成了解决粤

港澳三地环保法律不一致问题的重要连

接点。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共

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原则。这是继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博鳌亚

洲论坛主旨演讲后，又一次对中国共同繁

荣发展方案的阐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东方智慧与伟大实践，也为生态经济

共同体规则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在

环境监察治理领域，生态经济共同体规则

有利于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一是从共同

发展出发，人类发展的环境制约下的污染

扩散问题；二是“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

能源秩序的消极影响。生态经济共同体规

则的确立，成为有效破解环境治理困境，

引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

此基础上，通过“包裹立法”，推动环境

监察法律规范的修改完善，提升规范体系

的内在协调性，有效破解跨法系环境监察

的规范冲突与矛盾。

（二）泛珠三角环保合作向粤港澳大
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升级

治理结构的优化对于跨区域环境监

察，尤其是具有不同制度与法源背景的地

区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7]泛珠三角

环保合作向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

格局的升级，全面覆盖政府治理、市场治

理、社会治理各个方面，形成环境监察与

国家监察、产业集群发展、社会监督相结

合的综合治理结构。

1.府际协同：环境监察与国家监察相

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政府合作与协同治

理兼具双重属性。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

景下，以法律规范修改为基础的环境监察

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以环境监察与国

家监察相协调为核心的府际协同具有其

特殊性。(1)权力属性与权利属性相结合。

在政府治理层面，港澳享有高度自治权，

内地与港澳的行政权分别有各自的运行机

理；以环境公益为主线的公共权力行使的

协同，以对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

障为连接范畴，呈现出权力属性与权利属

性相结合的特征。(2)整体性与地域性相统

一。在区域生态系统整体平衡协调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资本、效益、运行

过程都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与此

同时，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状况并不平

衡，需要立足三地实际，形成具有整体性

与地域性相结合的生态价值的供求结构，

并以之为基础，提升环境监察本身的协同

性。

2.市场协同：环境监察与产业集群发

展相结合

粤港澳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其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才能够为环境监察实效性的提升提供

现实的保障和支持。

从更为根本的层面看，由效益价值向

生态价值转变成为环境监察与产业集群

发展相结合的桥梁。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生

态负荷及代价不断增加，各国纷纷采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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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方式，推进本国的

发展方式转型。通过生态资本价值核算

（社会经济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评价）、

绿色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商品价值供

求关系向生态价值供求关系的进阶，①成

为实现区域内环境监察精准定位与要素自

由流动、错位发展的重要基础。

3.第三方环境监督社会组织协同：环

境监察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环境问题涉及面广，又往往具有隐蔽

性特征。因此，有效的环境保障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离不开监督社会化的支持。自

20世纪90年代始，港粤已经形成了覆盖经

贸、环境等合作领域的治理格局；2005年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的签

署更为区域环境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然

而，在实践中，内地与港澳的协同治理更

多地存在于高层次的框架协议层面，并未

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全面协同格局，尤其

是在民间组织乃至民心融合方面力度较

弱。通过环境监察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

形成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及民意的协同；

真正使环境协同治理构想有效落地，融入

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②

（三）“一国两制”下跨界污染转移
与法律规避预防的配套机制

与单一制度下的跨界污染治理机制不

同，“一国两制”下跨界污染转移与法律

规避问题预防的配套机制，不仅是一种具

有实施性、操作性的保障系统，更承载着

推动协同治理思路具体化、精细化，提升

三地环境监察协同的深度与广度的重要任

务。

1.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

制、公众参与机制、监察督责机制

“一国两制”下跨界污染转移与法律

规避预防配套机制建设的重点，是解决跨

行政区划环境监察治理网络宽度有余而

严密性不足的悖谬，推动从信息共享、公

众参与到环境监察、议事协调，再到案件

移交、深度合作的有效衔接。以政府、市

场、社会协同为基点，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包括议事协调与利益协调两个方面）、

信息共享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监察督责

机制，形成严密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利益协调机制、信息共

享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监察督责机制建

设的特殊性，在于立足三地以跨法系为标

志的环境监察类型化特征，以环境监察衔

接机制实建设为纽带，推动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主体间议事协调、利益调整、

纠纷调节机制支持与环境监察监测信息共

享及督责机制的无缝衔接；理清其间复杂

的利益关系，有效定位并处理风险隐患，

解决“监管层层失守”等诸多问题，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

2.推动环境治理领域检查、督办、执

行及责任追究的衔接

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实施至今

的两年多时间内，环境监察配套机制的建

设明显滞后；区域环境治理检查、督办、

执行及责任追究仍未突破各自为战的囹

圄，跨界污染整治力度亟待加强。

湾区的特殊环境使该区域环境污染

的代谢与扩散程度远高于陆港地区。相应

地，对于其环境治理协同度与衔接机制建

设的要求就更高，仅靠单兵突进或简单的

要素叠加是不足以破解治理困境的。要真

正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与环保督察巡视要

求，须以责任制度改革为脉络，从责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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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论、问责追责程序出发，推动更高层

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检查、督办、执行及责

任追究的衔接，实现环境监察与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协调。

3.形成跨法系的预防、监督、救济一

体化协同治理机制

由粤港澳大湾区跨法系的特殊性所决

定，在加大对于跨界污染与法律规避的惩

治及有效保障企业等主体合法权益的过程

中，都存在着规范及治理机制层面的挑战

与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不能够是

简单的协调与机构人员对接，而需要从预

防、监督、救济一体化入手，进一步规范

环境治理中各主体的关系，重塑治理主体

间的信任机制，真正将协同理念融入环境

公益保障的全过程。

粤港澳环境治理中的预防、监督、救

济一体化协同机制，不仅涉及珠三角地区

法治体系框架内的改革与升级，更存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英美法系、大

陆法系话语范式下污染治理、指标评价与

环境改善路径的差异化选择。“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

机，破解“一国两制”下跨法系环境协同

治理的困境，推动运动式环境监察向规范

化督责监察的转变，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环

境监察协同治理的适应性改革与创新性发

展。

注释：
①与商品价值供求关系突出个体私益特点相比，生态价值供求关系与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如

环境公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

②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监察具有公权力属性，其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的要求，不能将社会

化的监督盲目嵌入既有监察体制，而应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环境监察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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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n Ying

Abstract: As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bay area after New York, San Francisco and Tokyo,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not only crucial in international econ-

omy, but also significant for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It is the key to coordinated governance and civil fusion. The paper starts from environ-

mental surveillance and dig into the coordinating mechanism among preventive, surveillance and 

relief steps to solve the predicament in cross legal system coordinated governance. It attempts to 

normaliz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coor-

dinated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nvironmental coordinate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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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同时，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

辐射带动作用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也被视作

登顶世界级湾区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

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

济”。作为湾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

与城市发挥着纽带与辐射作用，湾区经济

可以说是滨海经济、港口经济、都市经济

与网络经济高度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Z02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3231）；

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YQ2015015）。

基于“外部对标——内部聚合”框架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评价探索性研究
◎ 喻 锋 甘 清 梁绮琪

一、引言

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

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

湾区是海滨城市特有的一种城市空间，

是城市群的重要形态，有着丰富的海洋、

生物、环境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生态、人

文、经济价值（刘艳霞，2014）。湾区的

共同特性是开放性、创新性、区域协同和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已经纳为国家发展战略，其所担负的战略使命

是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发展成为“一带一路”重要建设枢纽，对世界经

济具有主导作用的大湾区。以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数据为样本，选取湾

区经济、人口、土地、资金和人力等指标，采用多变量综合评价方法方式探究湾区整体

水平竞争力，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内部11个城市之间相关要素

的协调发展基础，以探讨大湾区的内部聚合状况，寻求实现兼顾大湾区发展的整体水平

以及内部聚合的系统性评价。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综合评价  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291.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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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是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湾区地理形

态聚合而成的一种特有经济格局（张锐，

2017）。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

一定区域内经济集聚实体和经济网络的枢

纽，只有城市实现协调发展，才会有区域

的协调发展，甚至国家的协调发展。城市

群作为一个区域间主义的重要载体，需要

兼顾城市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内部协调发

展，以及城市群整体的聚合机能。只有内部

协调和整体聚合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才

有利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深圳市在2014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湾区经济”，表示要

以“湾区经济”新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

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2017年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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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

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7年7月1 日在香港

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

设框架协议》，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建设已经启动。该协议强调，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要“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

领作用”。

作为以珠三角为基础，由内地九个市

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一带一路”“京津冀

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之外

的又一新的增长极，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

支点。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不仅将范围从陆地

扩展到了海洋，而且它承载了对外开放的

功能。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地和香港的进一

步融合，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

间和行政区域协同发展的概念，最重要的

是区域内跨制度合作与融合。粤港澳大湾

区11个城市分属不同关税区，拥有不同法

律制度和行政体系。这对“一国两制”框

架下的跨域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前提是消除影响

要素便利流动的因素，打破人口流动及产

业分工的制度性障碍和行政区域壁垒，这

对制度建设和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模型

（一）研究设计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成熟的湾区：纽约

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是中国唯一可以对标世界主

要城市群和大湾区的区域，具有成为世界

级城市群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本文将

选取经济、土地、人口、交通、人力等要

素，对数据进行多变量综合评价，以期实

现简约主义的KPI系统观的综合，把粤港

澳大湾区与三大湾区进行纵横比较，并对

内部各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数据挖掘、价值投射及可比性进

行指标遴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将粤港

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运用加权求和方

法与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三个世界级成

熟湾区相对比。

评价目的主要在于改善湾区内部主体

间的协调状态，实现湾区发展总体水平的

提升。评价设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

一，基于综合评价方法对湾区合作交流整

体效果进行评价。这包括两个方面，即湾

区发展现状和湾区发展潜力，前者是包括

对湾区经济现状、产业结构、引领作用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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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后者包括对湾区内人的流动和物的流通

情况进行评价。第二，基于耦合协调度对湾

区内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价。运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湾区内各主体单项

水平值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系数，探讨湾区

内各个城市在不同方面的协调状态。

（二）多变量综合评价模型

多属性效应理论是1976年由Keeney

和Raiffa两人致力发展的决策方法，由效

用理论发展而来，利用个人表达出主观

偏好，即为衡量决策者内心满足程度的函

数。而理性决策者其决策行为系以最大

效用为依归，理论基础上有完整的数学证

明，常见的整合方式是通过简单加权求和

的最终效用值，建构效用函数，考虑属性

之组合以进行方案评估。本文将借鉴多属

性效用理论，运用多变量总和模型，以加

权求和方式比较湾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作为一个物理学的概念，说的是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或是运动形

式相互作用而变化的现象。而耦合度是指

描述它们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它导

致了这个结构和系统的有序还是无序的趋

势。耦合协调度模型基本公示表达如下，

x、y分别为耦合的两个系统：

                         

在式子中，T为后文所选指标的综合发

展指数，反映了指标之间的总体水平，它

们的权重将运用变异系数法和归一化法求

出。C为各指标间的协调指数；k为协调系

数，本文取k=1/2，D（x1,y）为耦合协调度。

三、评价指标遴选

（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水平指数
指标遴选

为评价大湾区以及世界大湾区的经济

发展基础，本文将所采用的指标系统分为

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潜力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关注目前大湾区经济发展基础，后

者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1. 经济发展基础

（1）经济状况指标。社会经济的稳

健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大湾区经济增长不但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

展，也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显著

贡献。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

者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

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GDP是

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在本评价体系

中，选用GDP作为衡量大湾区经济总体状

况的指标，能简洁有效的反映大湾区的经

济发展现状。

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将一

个国家或地区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

表1  耦合度区间

耦合度区间 耦合程度

0＜D≤0.3 低度耦合协调

0.3＜D≤0.5 中度耦合协调

0.5＜D≤0.8 高度耦合协调

0.8＜D≤1 极度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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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主要提供服务产品的产业。第三产

业比重是指第三产业比重和GDP的比值。

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大其在整体经

济中份额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进经济更

好更快的发展，合理化产业结构，具有优

化国民经济，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

有利于扩大劳动人口就业，缓解地区就业

压力，提高社会稳定性；有利于提高人民

人均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最

终获得发展的福祉。

（3）引领作用指标。引领作用指标

主要衡量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带动性作用。

大湾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湾区经济形态将成为全球经济重要

增长极与技术变革领头羊。例如纽约、旧

金山、东京三大湾区通过其开放的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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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

人口、科技、产业等领域都体现出了无可

比拟的聚集优势，这无疑对周边地区经济

的发展会起到带动性作用，并对人力、物

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常

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而得出的值。在

GDP的基础上引入“人均”的概念，能够

更真实地衡量大湾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

GDP增速：在讨论经济发展基础时，

GDP和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规模的指

标，而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也是必不

可少的。所以在本评价中，笔者也引入了

GDP增速作为考量经济总体状况指标之一。

（2）产业结构指标。产业结构是指

经济总量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比例

结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提高，产

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表现为：第三产业在经

济总量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它对吸收就业

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强。

因此，该指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更加合

理，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反之，则表明存

在扭曲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因此，本部分选取第三产业比重来衡

量大湾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也称为服务

图1  水平指数指标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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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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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财力都会产生巨大吸引力。因此，为

衡量大湾区的引领作用，选取GDP占全国

比重和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量两个指标。

GDP占全国比重：GDP占全国比重相

较于单纯的地区GDP指标而言，侧重于和

其他地区GDP的比较概念，更好的体现大

湾区对于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更有效地

解释该地经济增长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

的贡献。

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量：2017中国

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60万

亿元，达到了64.0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我

国GDP总额的86%。由此可见，500强企业

对地区经济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带动作用

不容忽视，也应成为本文评价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指标。

2. 经济增长潜力

（1）人的要素流动。人才在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

经济要努力形成“引进一批人才、发展壮

大一个产业、推动一方经济发展”的链接

式效应，大量的人才在推动经济增长、社

会进步等方面是关键因素，因此，人力可

持续是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

100强大学数：为衡量人力可持续的

状况，选用100强大学数作为指标。100强

大学毕业生对于“人才”这个概念有最直

接的鉴定，一般而言，100强大学输出的

劳动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平均水平，自主创

新能力越强，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向内涵式

发展模式的方向前进。

（2）物的要素流通。一个区域的经

济发展往往带来交通量和物流量的巨大增

长，因此交通业和物流业的发展不但能侧

面说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更能为

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从而

促进经济的发展。

机场数：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航空运输

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机场尤其是主要

枢纽机场，能够提供城市和区域进入航空

运输系统的门户。机场所在的区域，已经

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商业区位，而且

影响力巨大，成为潜在的经济增长中心。因

此，选用机场数作为交通物流水平的一部

分，能侧面衡量大湾区经济增长的潜力。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吞吐量（按

标准集装箱TEU计，下同）是指一段时期

内经水运输出、输入港区并经过装卸作业

的货物总量，它是反映港口生产经营活动

成果的重要数量指标，港口吞吐量的流向

构成、数量构成和物理分类构成是港口在

国际、地区间水上交通链中的地位、作用

和影响的最直接体现，也是衡量国家、地

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量化参考依据。

（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聚合指数
指标遴选

评价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聚合发展基

础，本文主要运用KPI思维，从经济状况、人

力、资本、产业这四个要素方面进行评价。

1. 经济状况

GDP增量：在讨论经济发展基础时，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规模的指标，而衡量

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也是必不可少的。所

以在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础时，引入

了GDP增量作为考量经济总体状况指标之

一；考虑到城市群各主体城市的发展禀赋

基础差异，选用GDP增量的绝对值作为经

济状况的测量指标。

2. 人力

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是单位面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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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最具可持续性的拉动力量。美欧日等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消费拉

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多年来均保持

在70%左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

领头羊，在评价中对其第三产业占比的衡

量是必要的。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文章具体考察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潜力状况的相关指

标，同时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主要从文献、新闻报

道以及《广东省统计年鉴》中获取。

（二）世界三大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水平指数实证分析

四大湾区实证分析中所选取的指标，

方向一致，可直接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本文选用线性比例法对数据进行指标

无量纲化处理。

在指标体系中，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

一有4个指标：GDP增速、100强大学数、

机场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粤港澳排名

上居住的人口数。它是表示世界各地人口

的密集程度的指标。通常以每平方千米或

每公顷内的常住人口为计算单位。城市的

发展需要考量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匹

配。土地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所

有的经济建设都需要一定的空间来进行活

动，因此，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

紧密联系，相互影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的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必然使得建

设用地的需求持续增长。

3. 资本

资金总量：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任何经济建设活动必然要以投资为

起始点，而资金是原始投资和生产流程中

的重要连接点，资金链断裂往往会造成极

大的不良后果。本文选取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机构存款余额作为指标，用以衡量粤

港澳大湾区的资金资源，能够有效的体现

当地可利用的资金资源。

4. 产业

第三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是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而推动第

三产业的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内

容。第三产业和消费的关系最为直接，在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可

图2  聚合指数指标遴选

第三产业占比
资金总量：（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机

构存款余额）
人口密度GDP增量

经济状况 资金资源

粤港澳大湾区
指标体系

人力资源 土地资源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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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有3个指标：人均GDP、第三产业

比重和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量。粤港澳

大湾区以6520万TEU排名第一，远超第二

名东京大湾区766万TEU，该指标的数据

为粤港澳大湾区总分排名第一作出了巨

大贡献。纽约、旧金山、东京大湾区的第

三产业占比都在80%以上，纽约甚至接近

90%，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仅

为62.2%，远远落后于另外三大湾区。粤

港澳大湾区的GDP排名第二，而人均GDP

却排名最后，这主要是由于粤港澳地区

人口数量过多。粤港澳虽然人均GDP排名

最后，但GDP增速却远远高于其他三大湾

区，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潜力大、发

展势头猛。

接下来，运用变异系数法得到每个

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是当需要比较多组

数据离散程度大小的时候，如果多组数据

的测量尺度相差太大，或者数据量纲不同

直接使用标准差来进行比较不合适，则

应当消除测量尺度和量纲的影响，通过计

算各组数据的变异系数，运用归一化法

得到各组数据的权重。结果如表3所示。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最大，占全部指

标的24%，人口密度和GDP占全国比重分

列后两位，第三产业比重占比最低，仅占

2.39%，与其他指标权重有一定差距。

用各组权重表4中数值与标准化后数

据相乘，进行加权求和后可得到基于经

济发展和经济潜力指标体系的四大湾区

评分。从2016年的四大湾区综合得分情况

看，粤港澳排名第一，东京排名第二，旧

金山排名第三，纽约排名第四。粤港澳大

湾区排名第一得益于在权重占比较大的指

标中表现明显优于其他湾区，比如港口货

运集装箱吞吐量指标中，且该指标占评价

体系比重大，因此在本文的指标体系下排

名高于其他湾区。

（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聚合指数
实证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实证分析，将选

择GDP增量、人口密度、资金总量和第三

产业比重指标。所选指标方向一致，可直

接进行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到，深圳和广州

在GDP增量上排名前两位，说明其经济带

动作用最强；深港澳三地人口密度领先于

表2  四大湾区基本数据

水平指
数指标

发展基础 发展潜力

经济状况 产业结构 引领作用 人的流动 物的流通

GDP
人均
GDP

GDP
增速

第三产业
比重

GDP
占全国

比重

全球500
强企业总

部数量

100强
大学数

机场
港口集
装箱吞

吐量

粤港澳 14027 20627.9 7.90% 62.20% 12% 17 5 6 6520

纽约 13584 68502.3 3.50% 89.40% 8% 22 3 3 465

旧金山 7855 103355.3 2.70% 82.80% 4.30% 28 3 3 227

东京 19876 52305.3 3.60% 82.30% 26.40% 60 2 2 766

总和 55342 244790.8 0.177 3.167 0.507 127 13 14 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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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两年澳门GDP出现负增长，因

此澳门GDP增量呈现负值状态。为了确保

数据统一可比，便于后面计算粤港澳大湾

区耦合协调度，运用功效系数法进行处

理。

功效系数公式：

 

为了计算统一性，把c取为0.6，d取

为0.4，把无量纲后数据集中在0-1的区间

内，便于之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与上

文同理，运用变异系数法，求得四个指

标在指标体系中占比。GDP增量指标占比

25.39%，人口密度占比23.36%，资金总量

其他城市；在资金总量方面，香港处于绝

对领先地位，深圳和广州紧随其后；第三

产业占比方面，港澳领先于其他城市，广

州和深圳名列三四位，佛山和肇庆占比较

低，产业结构升级进度较慢，未来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

表3  水平指数指标权重

发展基础 发展潜力

经济状况 产业结构 引领作用 人的流动 物的流动

GDP 人均GDP GDP增速
第三产业

比重
GDP占

全国比重

全球500
强企业总

部数量

100强
大学数

机场
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

6.61% 10.48% 9.90% 2.77% 14.22% 11.36% 7.21% 9.22% 28.25%

表4  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评分
和排名表

世界级湾区 评分 排名

粤港澳大湾区 0.73 1

纽约湾区 0.34 3

旧金山湾区 0.32 4

东京湾区 0.48 2

表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聚合指数原始数据

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

GDP增量 人口密度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机构存款余额

第三产业占比

广州 1486.223475 0.187929881 4.16 0.6856

深圳 1609.480734 0.596324303 5.78 0.605

珠海 174.4184332 0.097884525 0.54 0.502

佛山 661.3942752 0.192593548 1.2 0.391

东莞 511.6037928 0.335131846 1 0.532

中山 231.7424861 0.181084263 0.44 0.455

江门 166.658473 0.047811951 0.38 0.448

肇庆 99.23809524 0.027233333 0.18 0.365

惠州 258.5955638 0.042085316 0.38 0.414

香港 41.31334642 0.667783412 9 0.928

澳门 -66.03309499 1.963414634 0.72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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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湾区排名情况与评价体系中所选择的指

标息息相关，由于在本文所选指标多为数

量型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规模上表

现出色，因此排名第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超

越世界三大湾区，湾区经济之间的比较，

不在于大，而在于强；不在于规模，而在

于质量；不在于单体城市，而在于城市群

和产业圈的集聚和扩散能力。粤港澳大湾

区在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仍与世界三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在

产业结构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

重不到60%，目前仍处于工业经济阶段。

而纽约、东京、旧金山三大湾区此项占比

分别达到89%、83%和82%；在经济开放

度方面，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在25岁至44

岁的主要就业年龄组中，67%来自国外。

一份美国独角兽公司的榜单中，半数以上

企业由出生在美国境外的移民所创办，其

中，总部在硅谷的有13家；在人才培养方

面，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世界100强大学均

位于香港。

此外，本文也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

内部各城市耦合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

2016年粤港澳各城市发展处于高度耦合

状态，协调发展状态良好。但也应该认识

到，在本文中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所选

指标数量较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继

续探索将截面数据扩展为具有连续性的面

板数据，构建更完善的指标体系，以期更

加真实地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内部

要素的协调状况。

占比25.85%，第三产业占比25.38%。可以

看出，四个指标占比差异不大，符合指标

遴选的要求，占比最高的是资金总量，最

低的是人口密度指标。

将指标权重与经过功效系数法处理的

标准化后数据与表8中数据相乘，再运用

归一化法求得11个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

所占比重。从表中可知，香港和深圳在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

广州和澳门，其余城市相差不大，基本符

合预期设想。

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求得粤港澳

大湾区在2016年在GDP增量、人口、资金

和产业结构指标体系下的耦合协调度。粤

港澳大湾区有11个城市，可把其看作11个

系统，把每个系统在四个指标下所得的功

效系数相乘，作为公式中的一个F（x），

把每个系统的F（x）带入耦合协调度公式

运算，得到耦合度C为0.75，耦合协调度D

为0.73，达到高度耦合，说明粤港澳大湾

区各城市相互间达到协调共生状态，在经

济发展、人口和土地、资金和产业结构方

面达到较为紧密的协调共生状况。

五、结语

本文构建了评价大湾区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从经济发展现状和潜力角度切入，

利用2016年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数据，通过加权求和方式得到四大湾区排

名：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东京湾区排

名第二，旧金山和纽约湾区分列后两位。

表6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占城市群整体份额比例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香港 澳门

10.30 10.72 8.28 8.58 8.82 8.26 8.10 7.83 8.10 10.72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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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in  the Framework of External 
Benchmarking and Internal Cohesion
Yu Feng, Gan Qing, Liang Qiq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trategic mission is, lik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and Tokyo, to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which 

can serve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2016 data from the above four bay areas, 

the paper selects indicators such as economy, population, land, capital and manpower, and uses 

weighted summa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rankings of these bay area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ities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explor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using coupling coordina-

tion model.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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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的
问题与对策
◎ 孔维宏

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交通一
体化的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者相连的若干

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1]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

庆九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包含了前海、横琴、南沙等自贸区，从地

图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呈A字形。

摘  要：交通一体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加速一体化的重要保障，目前主要存在交通

规划零散、过度依赖公路、轨道交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交通共建共享机制、收费交

通项目考虑“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理念尚未深入、“一国两制”下通勤效率低、

交通服务评价缺失等问题。解决对策包括：开展规划协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优化结

构、实施共建共享补偿机制、争取土地政策为在大湾区范围内局部突破TOD等模式的

推进创造条件、树立交通基建“转移支付”理念、实施更为智能港澳通关措施、建立评

价问责机制等。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交通一体化  对策

【中图分类号】F572.8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5 

经过分析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

的经济发展特点，并与其他类型区域经济

形态进行比较后，冼雪琳认为湾区经济的

主要共同特征有：高度开放性、创新引领

性、宜居宜业性、区域协同性。[3]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深化粤港澳合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对粤港

澳大湾区的定位是：更具活力的经济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内地与港澳

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发改委的这个定位即是粤湾澳

大湾区未来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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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一体化。

国家发改委《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

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指出，要推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

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

建设，便捷城际交通，打造便捷区域内交

通圈。[5]

毫无疑问，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成为

近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的重要工作任

务，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

环。它有利于提高交通运作整体效率，降

低运输成本，是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重

要基础以及先导条件，是大湾区加速一体

化的重要保障。

本文主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

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湾区内部的水

路交通、航空等相对来讲比较独立，互相

关联性稍弱，本文不深入探讨。

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
通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地图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笔者编辑

（二）交通一体化

张晓（2011）认为，交通一体化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不同交通

运输技术和运输模式上的一体化，即通过

技术创新实现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运

输的无缝对接；广义的交通一体化是指以

社会发展一体化为目标，强调交通政策与

社会福利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土地使用

政策的一体化。[4]

本文所探讨的交通一体化主要是指狭

义的交通一体化，个别地方也论及利用类

似“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助推交

表1  粤港澳湾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关指标对比[2]

 粤港澳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5.6 2.1 1.8 3.7

常住人口（万人） 6800 2340 760 4383

GDP（万亿美元） 1.4 1.4 0.8 1.8

人均GDP（美元） 20419 59829 105263 41068

第一产业占比（%） 0.10% 0.00% 0.29% 0.27%

第二产业占比（%） 44.30% 10.65% 16.95% 17.46%

第三产业占比（%） 55.60% 89.35% 82.76% 82.27%

资料来源：CEIC，兴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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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交通规划、交通结

构、交通共建共享、交通工程项目实施

过程、收费交通项目管理、一国两制下通

勤、交通服务评价等问题。

（一）交通规划存在的问题

珠三角交通规划起步较慢，直到2010

年，广东省发改委印发的《珠江三角洲

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2009-2020

年）》才意味着正式的规划文件发布。

关于珠三角交通规划存在的主要问

题，《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

划（2009—2020年）》指出：珠三角综合

性基础设施缺乏规划，部分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缺少有效统筹，规划综合性不强，且

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专

项规划衔接不够，造成基础设施布局不尽

完善，结构不尽合理。

珠三角各地级市全部在广东省的统筹

管辖之内，交通规划尚且存在这些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两个特别行政区、一个

经济大省，实行一国两制，不管是政治、

经济、社会等，还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模式、监管模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各

自的利益诉求存在许多分歧，交通规划复

杂程度更高。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的基础

脱胎于珠三角交通，珠三角交通规划存在

的问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存在问题的一部

分，但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规划存在的问题

比这个更严重。

目前的事实也印证了以上逻辑，截至

目前，粤港澳之间的交通规划比较零散，

港珠澳大桥推进的时间跨度就大致说明了

这样的问题。总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交

通规划缺乏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笔者相

信，在已经上报国务院的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规划中，应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并且

应该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二）交通结构存在的问题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交

通，主要依赖的是公路，轨道交通发展相

对滞后，轨道交通密度偏低，交通结构不

合理。

1. 交通结构不合理

从表2可以看出，2006—2015年十年

期间，广东省铁路公路单位客运量、货运

量比值分别为3.03、3.28，也就是说每公

里的铁路的运客量、运货量是公路的3倍

多，从数据上再次印证了铁路运输效率远

高于公路。这里的铁路是指各种类型的轨

道交通。珠三角的轨道交通建设已经走在

全省的前列，香港澳门的体量较小，对于

整体比例及相关数据的影响不大，因此以

上广东省的铁路数据，大致可以反映出粤

港澳大湾区中的广东省九个地级市的情

况，以下分析类同。

从表2可以看出，2015年底，广东省

铁路营业里程为4035公里，公路里程为

216023公里，单从营业里程上来看，铁路

营业里程不及公路里程的2%。

一方面，铁路的运输效率远高于公

路，另一方面，铁路的营业里程不到公路

的2%，这样的结构，对于提升整体效率

是不利的。

从表2第①行可以看出铁路营业里程

是趋于增长的，从第③行可看出铁路客运

量也是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的，但第⑤行

铁路货运量却没有显著上升，这大致可

以推测，新增的铁路里程主要是以客运为

主，而且客运轨道与货运轨道大致是分

离的，难以做到一轨多能。根据笔者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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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些城市的观察，例如巴黎的RER高速

铁路的部分路段，同时具备客运与货运两

种功能，客运时段大致是在白天的繁忙时

段（5:00-24:00），货运则大致是在深夜

(0:00-5:00)，当然这样的路段在设计时必

须充分考虑到客运与货运两种功能，以及

相应的客货运兼备的配套设施，以便更好

地利用运能。

以上分析从数据方面反映了交通结构

 
表3  世界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和人均长度

国家 城市
城市人均轨道交
通长度（毫米）

总长度
（千米）

站台数目
（个）

美国 三藩市 48.4 166.9 44

美国 纽约 19.3 368.0 468

美国 芝加哥 18.5 166.0 152

美国主要城市平均  28.7 233.6 221

英国 伦敦 46.9 402.0 270

德国 柏林 43.2 147.4 195

法国 巴黎 21.7 215.0 381

西班牙 马德里 51.4 286.3 282

欧洲主要城市平均  40.8 262.7 282

日本 东京 8.5 304.5 290

韩国 首尔 33.3 326.5 302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 24.3 175.0 95

东亚发达城市平均  22.0 268.7 229

俄罗斯 莫斯科 29.6 309.4 186

墨西哥 墨西哥城 9.5 180.0 195

印度 德里 12.1 193.2 143

印度 孟买 9.0 171.0 73

中国 北京 30.3 337.0 196

中国 上海 28.2 423.0 279

中国 广州 26.3 231.9 146

中国 深圳 23.5 178.4 131

新兴地区城市平均  21.1 253.0 169

世界发达地区平均  31.6 255.8 247.9

资料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2011年统计[6]

不合理。事实上，在一些政府官方规划文

件中，也承认了交通结构不合理的事实，

例如《深莞惠交通运输一体化规划》中指

出“深莞惠轨道交通发展相对滞后，交通

运输过度依赖公路”。

2.轨道交通密度偏低

从表3可以看出，广州、深圳两市人

均轨道交通长度分别为26.3和23.5毫米，

远低于欧洲主要城市平均水平，也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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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要城市平均水平，比起北京、上海

也要低出许多。当然，自2011年以来，广

州、深圳的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新增里程

不少，除去广州、深圳继续人口净流入之

后（图2），应该比目前的人均轨道长度

要高一些。

从另一个侧面看粤港澳大湾区九市的

轨道交通密度，根据《珠江三角洲基础设

施建设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中

关于综合轨道交通枢纽，仅有3个城际轨

道交通枢纽，数量非常少。

按照欧洲的经验，许多大城市都有重

要的轨道交通枢纽，例如日内瓦、柏林、

法兰克福等城市的中心城区都有城轨枢

纽，可以实现中心城区之间以及与其他城

市之间的快速联接。

国内城际轨道交通在设计时，对城市

未来发展考虑得多，有些地方试图通过在

一些很偏僻的地方设置站点来拉动郊区经

济发展，形成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是所

谓的“新城”，例如广珠城轨在佛山市顺德

区的北滘站就设置在两边都是工业园区的

偏僻处，当地政府规划时将这个站点附近

的大片土地开发成商业区，但许多年过去

了，这个规划到目前还没有实施的迹象。

当然中国与欧洲的现实情况是有差

异的。欧洲经济社会已发展成熟，城镇化

率高，基建比较完善，快速扩张的时代已

经过去。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满足已发展

成熟的当下”，因此很多城轨设在中心城

区，方便市民，提高出行效率。中国还处

在高速发展期，城镇化率还有相当大的

上升空间，基建也有大量的续建空间，因

此，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给未来留有余地，

同时部分城市对于将中心车站设置在中心

城区是有教训的，如广州火车总站曾经给

周围片区带来极大的交通拥堵，目前倾向

于以相对城郊的地方作为交通枢纽，再用

地铁等实现接驳。

中国与欧洲的不同方式，没有对错，

只有合适，要发挥更好的作用，最重要的

就是实现无缝对接，地铁与城轨之间的无

缝对接，或是公交与城轨之间的无缝对接

等等。

3.交通共建共享存在的问题

《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

划（2009—2020年）》指出：受现行许多

财政、税收、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和机制制

约，加上项目业主各异，利益诉求可能相

互矛盾，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布局建设难

以到位；省市虽已初步建立了沟通协调机

制，但由于没有相应配套政策和利益共享

机制，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协调管理难度较

大，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步履缓慢。

以上道出了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共建共

享存在的部分问题：共建共享心态缺乏、

推动共建共享执行主体的微观动力不足、

共享利益分配机制缺失、对资金使用效率

敏感性不强、未有共建共享不作为的惩罚

机制等。

 
图2  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变化

（2011年—2015年）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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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建共享心态缺乏

由于行政区块切割，“各扫门前雪”

心态严重，不同行政区域内与兄弟地级市

之间的合作共建共享心态缺乏，同一城市

不同部门的共建共享合作比较薄弱。有些

城市甚至为了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在

共建共享上存在认识上的问题，甚至具有

排他心态，合作共赢意识淡漠。

（2）推动共建共享执行主体的微观

动力不足

目前大部分共建共享主要由政府部门

主导，部门工作人员在共建共享方面大有

作为也未建立起相应的奖励机制。相反，

共建共享可能意味着增加一些部门的工作

量，导致微观执行人员推进共建共享的动

力不足。

（3）共享利益分配机制缺失

共享需要体现互惠互利，你来我往。

但在共享利益分配方面，目前尚未发现有

机制来保证分享者也能在其他方面得到好

处。

（4）对资金使用效率敏感性不强

共建共享可以提高效率，减少走弯

路，减少重复投资等。很多交通基建项目

是政府投资，投资建设管理方对于资金的

使用效率不是太敏感，特别是一些按实结

算的项目，最后由纳税人买单，建设管理

方对节约资金没有内在动力。

（5）未有共建共享不作为的惩罚机制

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有

许多断头路或路面已经破旧不堪却长期

失修，成为“三不管”地段。出现类似问

题，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共建共享不作为的

惩罚机制。

4. 收费交通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交通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与投资建设成本存在极大的相关性。这样

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投资总要回报。

但实际上，交通收费项目，带有很强的准

公益性质，除了发挥其在公益上的作用之

外，还应该适当考虑所谓的“转移支付”

问题。

从单位里程票价来看，武广高铁为每

公里0.43元，贵广高铁为每公里0.31元，

前者为后者的1.39倍。客户体验上，武广

高铁的票价远高于贵广高铁的票价。实际

上，贵广高铁的定价，在某种程度上蕴含

着对贵州的扶持，即所谓的转移支付。类

似这样的情况，在德国柏林也有，笔者观

察发现，相对于市中心地铁来讲，德国柏

林市中心到远郊的S线（类似于城轨）的

票价性价比高，这里面也是转移支付的理

表4  武广高铁与贵广高铁单位里程票价对比

对比项目 武广高铁 贵广高铁 备注

里程(公里) 1069 857 　

时速（公里/时) 300 250～300 　

投资额（亿元） 1166 918 　

二等座票价（元） 463 267
2017年8月29日中国铁

路客服中心网站报价

单位里程票价(以二等座为例） 0.43 0.31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客服中心、百度、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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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对郊区发展的间接支持。

5. 一国两制下通勤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陆居民前往香港、澳门，需过

关安检，进入香港、澳门安检时间长，通

勤效率低。实际上，目前持港澳通行卡的

大陆居民，已经可以通过“指纹+刷卡”

的方式，快速离开深圳出关；但到了香港

关口等待入关时，仍要进行人工安检。既

然出关深圳可以采用“指纹+刷卡”的方

式，那么入关香港能否也采用类似的方式

呢？若出于特殊人群出入境管制考虑，可

通过深圳的出关与港澳的入关数据的共享

来解决这一问题。

6. 交通服务评价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市民对于交通服务大体上是没

有太多评价入口的。个别城市例如佛山，市

民可对公交服务进行评价，但评价效果并

不明显。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后评价，也似

乎比较少开展，有开展可能也只是对其进

行经济上的评价，服务质量的外部评价，

似乎没有硬约束。市民通过市长热线等举

报的问题，也大多只是考核其解决率，但

并未就它本身出现的问题进行考核。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
通一体化存在问题的应对之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

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主要有：规划协同、

完善交通结构、实施共建共享补偿机制、

政府引领市场运作、实施“转移支付”、

香港澳门智能通关、建立评价问责机制。

（一）规划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

重要程度与重视程度与2010年出台珠三角

基础设施规划时不可同日而语。规划的协

调部门也由广东省发改委上升到国家层

面，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契机，发挥好交通

规划的综合效果，尽早开展规划工作。具

体工作包括成立高级别委员会（例如粤港

澳大湾区委员会）、开展规划硬约束与问

责、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辅助开展规划等。

1. 成立高层级的委员会

针对规划存在的问题，可借鉴美国和

日本的做法，筹划成立相关的政府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备局、都

市圈整备委员会，美国的纽约区域规划协

会、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高层级委员会

是推动规划协同的主要执行主体。

2. 规划硬约束与问责

在项目预可/工可中，增加与其他地

方对接的相关篇章，并使之大致标准化，

让工程从可研阶段就开始介入规划对接，

落实《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

划（2009—2020年）》中提出的“对未与

相邻城市进行衔接的跨地区规划建设项

目，原则上不予批准”；对未进行规划对

接的实施主体，开展相关的问责或进行相

关的信用评价（黑名单）等。

3. 技术大数据等技术辅助规划

利用大数据进行交通规划，解决交通

规划建模时存在的缺陷，用实际发生的数

据来引领规划。交通一体化重点任务在于

解决人流、物流问题等，可利用现有大量

的互联网平台的物流数据，或者物流公司

在大湾区的货物流转数据，进行货物路线

规划；可以借助移动手机的数据、高速公

路出入口车辆数据、滴滴等网约车平台、

港澳通关数据，进行人流规划，从而优化

人流、物流的线路需求。

用好已经开通的广珠城轨、广深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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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平台的订票需求甚至订票查询数据，

智能分析路线需求，做好班次、频次的调

整；利用好常用接驳线路的数据，开展必

要的支线建设。

（二）完善交通结构

轨道交通是专线，车厢容量更大、

可扩展性更强，有其天然的优点，例如高

效、准点、环保、节能。公路则存在行驶

过程中的堵车、准点率问题，运行过程中

交通事故产生的风险更高。表2也用数据

说明了轨道交通在客运与货运上具备优

势。而目前大湾区轨道交通的占比较低，

轨道交通密度偏低。

应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包括地铁、城

轨、轻轨、高铁等。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

市核心城区内部通勤以地铁为主，其他地

方通勤以轻轨之类为主，湾区内城市之间

的通勤以城轨为主，隔岸相对的深圳与中

山尽快推进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通车后

则可以实现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快速

连接。

可以考虑丰富轨道交通的功能。目前

大部分轨道交通的功能比较单一，多是以

客运为主。实际上，按照欧洲一些城市的

经验，可以探讨轨道交通功能丰富化，在

条件成熟的城轨或者轻轨，研究在白天的

繁忙时段（5:00-24:00）开展客运，在深

夜时段(0:00-5:00)开展货运，增加运能，

这样的路段在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客运

与货运两种功能。当然这可能会涉及客运

与货运的协调与维稳问题，而且目前铁路

运输体制管理上，管理单位可能存在内生

动力不足的问题。

推进广珠城轨支线等线路的建设。

目前珠江东岸轨道交通推进顺利，珠江西

岸的轨道交通有广珠城轨，现在的建设基

本停滞，可探讨利用现有的基础，进行延

伸，或者开支线，同时降低通勤成本，提

高发车频次，必要时政府进行适当补贴。

（三）实施共建共享补偿机制

由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或类似机

构）牵头建立共建共享补偿机制，建立共

建共享基金，整合共享信息系统，建立共

建共享黑名单制度。

对于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共建共享贡献

资金、建筑实体、信息、优秀建议的地方

政府/企业，进行加分；对于在共建共享

过程中淡漠的地方政府/企业，或者对共

建共享产生负面影响的地方政府/企业，

进行减分。每3至5年进行分值汇总，对低

分序列进入一定比例的，纳入黑名单。对

纳入黑名单的地方政府，需要缴纳一定数

额的资金充实共建共享基金；对优秀的地

方政府/企业纳入白名单，可以享受一定

数额的共建共享基金。

由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或类似机

构）牵头整合现在的信息系统或新建立更

高层面的信息系统，推进规划、立项、各

项报批手续、征拆难点、标准、规划对接

现状与需求等过程中的各类信息的共享。

对提供有效信息者给予表彰，对长期不提

供信息者给予通报批评。对共建共享较差

的地方政府，问责其地方行政负责人。

（四）政府引领，市场运作

目前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还是由

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主导去实施，资金来源

主要还是以财政投入为主。可以借鉴香港

地铁以及国际通用的TOD运作模式。大陆

一些城市也开始这样的探索，但是土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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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挂机制的限制，使得TOD模式的实施存

在相当的难度。

建议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有利契机，向国家争取政策红

利，在大湾区内实行比较灵活的土地制

度，同时为了不动摇国家土地招拍挂政

策，可以将土地政策的例外区域限制在大

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同时加强督

查、强化问责，使土地政策真正为推进基

础设施的建设开花结果。

土地政策若能得到局部突破，则可能

大面积盘活资源，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的

TOD等模式，大大提升项目综合开发，更

加快速推进一体化，同时可能也可以较好

地解决当下存在的征地拆迁问题。

（五）实施“转移支付”

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一体化建设过程

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先富带动后

富”的政策，对相对落后的地方，开展更

多类似于贵广高铁这样的“转移支付”，

降低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提升社会

效率，间接扶贫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精

准扶贫，这也是广义交通一体化应有之

义。对于采用PPP模式的项目，也可以通

过适当的可行性缺口补贴，降低交通一体

化的通勤成本。

（六）实施更为智能的香港澳门通关
措施

1. 转变理念

香港澳门通关难，主要的关卡还是在

香港以及澳门。目前这种通关模式来源于

十几年前开始实施港澳通行证的年代，香

港澳门也惯性地延续十几年前的做法。这

样的做法可能有控制入港澳客流荷载的考

量，但是通过降低通行效率的方式来提高

通行成本，从而控制人流，实在不是一个

好的策略。如果香港澳门真的有游客负荷

需求，可否参照一些景区，实施总客流管

制。它需要做的配套是及时在手机APP应

用等终端发布人流情况，并且最好可以预

约，预约时也可以对一些能提供证明的重

要商务活动、出境转机等提高优化级别，

确保其在预约人数满员时仍旧可以通关。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要先转变理念。

2. 技术辅助手段

采用指纹技术、脸部识别技术，辅助

开展通关检查，提高通关效率，确保通关

安全。

3. 通关信用评价机制

建立通关人员黑名单制度。对“水

客”等并非真正需要通关的人员或者有案

底的人员等，实施黑名单制度。

（七）建立评价问责机制

在交通工程规划、工程可行性研究

时，就加入衔接周边交通的要求；在工程

验收时，增加预留接口、标准统一、后续

所需对接说明等交通一体化所需的指标的

验收；对于工程开展后评价，特别是由公

众开展评价，由大湾区委员会（或类似机

构）牵头或委托民间机构开展，结合黑名

单制度，将经常差评的纳入黑名单，并开

展相应的惩罚与问责。

四、结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成为近阶段粤港澳大

湾区推进的重要工作任务。交通一体化对

于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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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交通运作整体效率，降低运输成

本，是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重要基础以

及先导条件，是大湾区加速一体化的重要

保障，是大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工作。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

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交通规划起步

慢、交通规划零散；交通结构上过度依赖

公路、轨道交通发展相对滞后、轨道交通

密度偏低；交通共建共享上缺乏共建共享

心态、推动共建共享执行主体的微观动力

不足、共享利益分配机制缺失、对资金使

用效率敏感性不强、未有共建共享不作为

的惩罚机制；交通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

由于国家土地政策约束，类似于国际上比

较通用的TOD综合开发模式，似乎很难有

发挥的空间，项目所需用地中征地拆迁协

调难度大等；收费交通项目管理中，适当

考虑所谓的“转移支付”支持相对欠发达

地区的理念尚未深入；一国两制下通勤中

入关效率低；交通服务评价缺失；等等。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

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主要有如下：一是开展规划协同，应

用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成立高级别

委员会（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提

升综合规划的层级，发挥交通规划的综合

效果，尽早开展规划工作，开展规划硬约

束与问责、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辅助开展

规划。二是完善交通结构，大力发展运能

效率更高的轨道交通，探索城轨、轻轨等

运输功能丰富化的问题。三是实施共建共

享补偿机制，由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或

类似机构）牵头建立共建共享补偿机制

与共享信息系统，对共建共享进行评分，

建立共建共享黑名单制度。四是争取土地

政策局部突破，为TOD等模式的推进创造

条件，实现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的基建模

式。五是树立“转移支付”的理念，适当

降低欠发达地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费

用。六是转变观念，实施更为智能的香港

澳门通关。七是建立评价问责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陆路交通一体化

的推进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推进会遇

到很多困难，应尽早做好整体规划，建立

协同机制，抓重点任务推进，尽早开花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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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Integration of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ong Weihong

Abstract: Traffic integ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sion of the Guang-

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e: scattered traffic plan-

ning, over-reliance on highway, lagging behind in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lack of traffic sharing 

mechanism, considering “transfer” to support underdeveloped areas, low commuting efficiency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rrangement, lack of traffic service evaluation, etc. Coun-

termeasures include: coordinated planning, optimizing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implementin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 create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local 

TOD mode, nurturing “transfer” concept, intelligent customs clearance measures, establishing 

accountabi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etc.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affic integration; counter-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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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开放型经
济格局不断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开放型经济格局

演进过程可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12年党的

十八大召开等重要历史节点，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弘扬开放发展的先行优势
构建广州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 董小麟 陈龙江 刘洪铎 王 玲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具有千年

国际商埠基础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

州，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优势，做

出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

此基础上，广州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

形成了新的开放格局，并为打造全球资源

配置中心即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而努力，

为广东发挥对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支撑作用而创造新的业绩。

摘  要：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自20世

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敢于先行先试，获得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与

领先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的开放型经济出现了空前跃升的态势。在中国深度介

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广州需要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走向全球城市的定位，依托粤港

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和基于全球枢纽型网络城市群的新优势，在提升国际创新资源

配置能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全省的前列。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  广州  全球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6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基金“广州改革开放 40 周年历史与基本经验研究系列课题”（2017）重

点委托项目之《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董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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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行开放创优势（1978—1991）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开始打破传统体

制桎梏，1979年起开始发展“三来一补”

和中外合资合作等企业形式。1984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州等14个城

市成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1984年12月，

经过6个月筹备，获国务院批复的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奠基。广州市所制订的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成为全

国首个开发区条例。

1986年广州市政府制订的《广州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中，明确强调“以对外经

贸为导向”，“为把广州建设成具有强大

内外辐射能力的、多功能的和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

基础。”①1987年12月，原黄埔港务局与广

州港务局合组为新的广州港务局，成为华

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枢港。1988年，全港

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已在全国主要

港口中分别居第四和第三位。从1988-1991

年，全港货物吞吐量由4375.5万吨增长到

4668.4万吨，国际集装箱进出口量由12.39

万标准箱增长至16.1万标准箱。②

1988年广州市出台《关于简政放权，

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若干规定》，

率先加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1985年

1月，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外经一条

街”，集中了广州市外经贸、工商行政、

税务、劳动、银行、保险、海关等有关管

理单位在此设立办事处，是投资者能“在

一个屋顶下就把事情办成”的对外经济贸

易实务总汇，198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

州外商投资管理事务中心。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广州不仅为外

资进入提供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利用外资

的方式也在调整。从1984年开始，逐步由

开放初期以“三来一补”为主转向以合作

经营和合资经营为主。③1978-1991年广州

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15193项，合同外

资金额约45.7亿元。④

（二）扩大开放促发展（1992—2011）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强调改

革开放的决心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

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

地闯。”之后，广州市出台了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政策，最主要的内容有：把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南沙经济区作为广州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启动点；创办新塘加工区、莲花山加

工区、黄埔大沙工业区等三个新的外向型

开发区；更加大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

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主要引导外商投

资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兴建一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项目；扩

大与港澳和国际间的经济、文化、科技、

教育合作交流，不断提高交流合作的层

次；办好境外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

海外投资设厂或与当地合办企业。⑤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为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带来

新机遇和新挑战，广州的商品进出口总值

在逐年增长，从2001年的130.37亿美元增

至2008年的819.52亿美元，并经受住国际

金融危机冲击，2012年的外贸额进一步升

至1171.31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出口贸易

中加工贸易占比长期高于50%，直至2012

年仍占50.76%，比全国的42.11%高出8.65

个百分点。

1992年后，在取消外汇留成、出口退

税等一系列新政策的支持下，穗港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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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随着1997年香港

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先后建立了“穗

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穗澳高层会晤

制度。⑥2003年6月和10月，中央政府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简称CEPA），穗港澳经贸合作

关系更为紧密，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广

州—香港CEPA入门网站”亦在同年9月启

动；2008年3月，广州市政府在香港举办

穗港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08年广州外经

贸白皮书》发布会。广州市成为与香港特

区政府在境外举办联合商会、开通CEPA

招商网站和到香港发布城市外经贸白皮书

的首个内地城市。同时，广州在全国率先

简化外商投资办事程序。2003年1月，广

州市政府制定《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审

批管理规定》，2004年1月，对外商投资

企业实行“六个放宽”和“六个取消”政

策⑦，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办事效率。

2011年8月，广州市政府又出台了《广州

外商投资商业及并购项目审批指引》，进

一步下放了外资审批权限，为外商投资优

化营商环境。

1993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广州南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11月，广州对

1991年成立的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1992

年成立的广州保税区以及2000年成立的广

州出口加工区实行“四区合一”，把广州

开发区建成东部制造业基地，使之成为全

市利用外资、出口创汇和经济增长的一个

亮点。⑧同时，为加快南沙开发区的建设和

发展，2001年8月广州成立了广州南沙开

发区建设指挥部；南沙开发区的国内生产

总值由创办之初1994年的42864万元增长

到2011年的5710615万元，增长约132倍。

（三）优化开放绘新图（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

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

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

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

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同年12月，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

份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就到达广东，

从深圳、珠海、佛山到广州，考察中明确

指出：“这次调研，是我在党的十八大之

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到广东

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

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

定决心。”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

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充分发

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

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

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并提出要加强

广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和强化上海、广

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的要求。随着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广州与沿线

各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关系不断

升级，连续多年保持增长态势。

2014年，中央宣布增设包括广东自贸

试验区在内的第二批自贸试验区。广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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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

圳前海蛇口等三个片区。广东自贸试验区

运作以来，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明显。通过

“智检口岸”平台，通关便利化水平大幅

提高，实现大多数货柜查验手续可在一分

钟内办结。2017年前三季度广东自贸试验

区南沙片区进出口总额达196.5亿美元，同

比增长19.9%，其中出口137.7亿美元，增长

38.5%，增幅领先全国。⑨此外，南沙自贸试

验片区的跨境电商产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

展，在跨境电商方面的多项经验在全省得

到推广，其中“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

被纳入商务部2015年的实践示范案例。⑩

二、广州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
创新

（一）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外贸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路径与主体

方面，其转型变革则主要反映在加工贸易

与一般贸易关系的演进以及相应形成的贸

易主体的变化上。广州的主要经验可以概

括为实事求是、抢抓机遇，依托市场、培

育主体，因势利导、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决定首先

在广东、福建、上海等沿海省市进行加工

贸易试点 。在广东被赋予“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的鼓励下，加上毗邻港澳地区

的地理优势，广州市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加

工贸易并持续领先的地区之一。最初的加

工贸易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作为利用外

资、扩大出口的启动模式；之后是以进料

加工为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广

州市加工贸易的直接动力；现在更多是与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相结合，分工更加明

确，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加工贸易发

展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

1987年），来料加工发展较快，并占主导

地位，进料加工开始起步，1987年广州加

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全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的57.14%； 第二阶段（1988—1995

年），广州主要仍然是承接港澳产业转

移，并通过香港实现转口，这一阶段的主

要特点是进料加工发展迅速，并从1990年

起在加工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标志着广州

加工贸易企业能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第三阶段（1996—2008年），欧美等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较多将成熟的制造工序和加

工技术直接转移到广州，加工贸易多元化

趋势更加明显，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

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加工贸易增值率显著

提升；第四阶段（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

危机发生后，在世界经济受挫后的缓慢复

苏和国际投资转移、我国外贸政策转变以

及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

与汇率因素等影响下，广州市的加工贸易

进出口规模虽在短暂下降后仍恢复上升，

但其占比已经明显下降，由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50%~70%下降至2017年的28.2%。

与此同时，在外贸体制改革、经济全

球化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等因素综合作

用下，广州市企业自主开展的一般贸易逐

渐发展起来，外贸政策开始倾向于减少加

工贸易比重而增加一般贸易比重 ，诸如

2007年我国出台调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退

税、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

台账实转管理等财税政策，以平衡贸易收

支；除政策调整因素外，也由于我国劳动

力、土地、资源成本上升及人民币汇率升

值，一些外资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周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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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受上述因素的影响，2013年之

后广州市一般贸易的占比和绝对规模超

越了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占比的提升，说

明广州市的自主出口能力在近年来有所加

强，说明广州的外贸结构正在由“外资企

业+加工贸易”向“民营企业+一般贸易”

转变。从1987年到2016年，广州一般贸易

出口额由3.13亿美元上升至1903.56亿美

元，进口额由454.13亿美元上升至1845.8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4.7%、

23.1%。2017年广州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4390.5亿元，已占同期广州市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45.2%，比加工贸易占比高出17个

百分点。

从产品结构看，广州市一般贸易出口

从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起步，现已转向

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为主；从经营主体看，广州市一般贸易出

口主体从最初以外贸公司为主逐步发展为

以生产企业为主，从以国有企业经营为主

逐步发展为三资企业迅速崛起、民营企业

高速发展的格局，从1987年至2017年的31

年间，广州市一般贸易出口年均增速领先

于广州市同期GDP的增速，有效促进了经

济增长。

（二）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

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

组织的过渡和重组，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

易强国的优势领域。近年来，广州加强服

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经验做法是注重产业集

聚，提升贸易比重，发展服务外包，优化

贸易结构。

2016年2月14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广州等10个城市成为了我国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近年来，广州市服务贸易

额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17年上半年增

幅24.6%，达到211.4亿美元。在规模不断扩

大的态势下，产业集聚程度也显著提高，

并呈现高端服务业比重加大的趋势。其中

转口贸易及贸易佣金、经营性租赁服务、

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等

其他商业服务的占比较大，运输及相关服

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权以及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等的占比也较为可观，旅游、建

筑安装及劳务承包服务、包括现代服务贸

易的其他商业服务的占比大幅上升，说明

广州服务贸易结构处于不断优化之中。

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是做大服务贸

易的重要路径。广州的服务外包规模连续

多年在华南地区名列榜首；在2016年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中，广州在31

个城市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南京和上海。

其次表现在企业层次和产业集聚明显优

化，自2015年开始，广州位列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第一梯队，广州企业入选十大在华

服务供应商和百强成长型企业数量再创

新高，入选企业数量居全国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首位。近年来，广州市已经认定8个

服务外包产业园、5个服务外包示范区、

两个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平台。与

此同时，广州还具备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聚集了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全球外包100

强企业、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以及大型

跨国公司。此外，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发展

良好。目前广州市对中国香港、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主要贸易

伙伴的服务贸易优势突出，而拉丁美洲、

非洲和大洋洲等新兴市场拓展也在加快。

（三）利用外资的创新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广州市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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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方面形成了创新方式、兼容发展、

优化质量、完善结构的经验做法。根据历

年的《广州统计年鉴》以及广州市商务委

员会官方网站的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在图

1描绘了1979—2017年广州市利用外资规

模的演变情况，分为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和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情形。

1979—2017年，广州市引进外资呈现

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改革开放

初期，广州市引进外资的规模处于相对平

缓的增长态势，其中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由

1979年的984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27263

万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则由1979年的

165万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18613万美元。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掀起了

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 。受此影响，从

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

本世纪初，广州利用外资规模经历了一

个迅猛飙升的过程。对于实际使用外资

规模而言，其由1990年的27263万美元猛

增至2000年的311541万美元，期间增长了

10.43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则由1990年的

18613万美元迅速增长至2000年的298923

万美元，增长15.06倍。2000—2005年间，

广州市引进外资的规模在经历了高速增

长之后，开始出现短暂的波动回落趋势，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由311541万美元下

降至284128万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也由298923万美元下降至264882万美元，

降幅分别为8.8%、11.39%。在此之后直

至2017年，广州利用外资的规模又开启了

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规模由2004年的240062万美元猛增至2014

年的543905万美元和2017年截至9月份的

563800万美元。

在外资进入规模增长的同时，广州

市吸引外资的来源地结构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香港地区始终是广州外商投资的最

主要来源地，这与广州毗邻港澳的地理位

置以及人文因素相近等密不可分。二是英

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

家（地区）的实际投资金额也常年名列前

茅；三是欧美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在广州的

外商直接投资中仍然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

位；四是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广州的外商

直接投资中已崭露头角。

广州在外资利用方式的创新方面走在

全国前列。如改革开放初期，首家中外合

作的五星级酒店就在广州建成；广州地区

高校也首开了接受外资捐建教学设施的先

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借款方式是广

州市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我们发现，在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广州市对外借款

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基本介于20%~50%之间，但此后增速

减缓且一路回落，到了1999年已不足6%。

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广州市掀

起了新一轮吸引外资热潮，此后外商直接

 
图1  1979-2017年广州市利用外资规模

的演变情况（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以
及广州市商务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有关统计资
料绘制，其中2017年为1-9月的数据。由于统
计制度的变化，2015年起仅统计外商直接投
资，故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仅统计至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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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占利用外资总额比重基本上超过了

80%，由1979年的16.77%上升至2014年的

93.9%，最高时达到97.57%。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外商

直接投资“独资化”的趋势也日益显现。

基于《广州统计年鉴》各年数据的计算整

理结果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

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合资经营、合作

经营为主要方式。1990年，独资经营方式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所占比重只有19.08%，

直至2000年还不占主导地位。我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后，独资经营方式的投资

额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连年攀

升，2005年按照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计算的

比重高达70.5%，到2015年进一步上升至

73.55%。

从外资流向的产业结构看，2015年及

以前广州市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

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根据我们的

计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制造业的外

商投资占比高达82.86%，但2015年占比已

下降至21.4%，并在2016年进一步下降至

9.38%。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广

州市制造业外商投资的地位和作用较之

早期明显下降。在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

广州市房地产业的占比长期呈波动上升

态势，由1990年的4.5%迅猛增长至2015年

的50.38%。除房地产业外，在第三产业内

部，外商对广州租赁与商务服务、交通运

输、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

资占比在近年来也趋于上升，但上述新兴

服务业在利用外资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

空间。图2反映了1990—2016年广州市三

大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占比的变

化趋势。观察可以发现，在1990—2016年

间，第一产业的外资占比始终是最低的，

一直稳定在0.34%左右的水平；第二产业

的外资占比在2005年以前处于高达64.91%

之上的水平，领先于其他两大产业的占

比，但在2005年之后被第三产业赶超，而

且截至2016年已大幅下降至10.42%；相比

之下，第三产业的外资占比在考察期内一

直处于略带波动的上升走势，其由1990年

的10.39%飙升至2016年的88.81%。通过上

述比较可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广州市第二产业利用外资的比例下降和

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比例的上升有利于推

动广州产业结构由“二、三、一”格局向

“三、二、一”格局方向演进。

（四）企业“走出去”的结构优化

广州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

断加强国别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主体结

构的优化。本世纪初以来，广州市结合国

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战略，进一

步推动了一批大项目“走出去”，广州市

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为迅猛的增长态

势。从2010年到2016年，广州市对外投资

新增企业（机构）由98个增长至263个，

中方协议投资额由48902万美元增长至

图2  1990—2016年广州市三大产业的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数
据计算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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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66万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16年

达到222772万美元。

据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广州蓝皮

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6）》

显示，广州企业投资已遍布全球72个国家

和地区，全面布局全球营销网络。目前，

已有44家企业在海外从事研发业务并设

立研发中心，海外布局趋向高端化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沿线国家成

为广州企业投资新热点，境外直接投资

项目新增28个，中方协议投资总额5.98亿

美元。从投资领域来看，广州企业“走

出去”的行业结构趋于多元化，企业境

外投资中方协议额的三次产业比例分别

为2.3%、3.5%、94.2%，主要集中在房地

产业、批发业、商贸服务业、租赁业、电

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同时，

以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加快走出去步伐，

2015年广州企业在海外设立8个电商项

目，涉及中方协议投资额4440万美元。在

企业主体方面，民企已成为广州企业“走

出去”的绝对主力。2015年，广州民营企

业在境外共设立了275个直接投资项目，

同比增长了108.3%，约占全市直接投资项

目总数的九成；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达到

了3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6%，约占

全市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八成。2016年以

来，广州企业境外投资逐渐从偏向商贸业

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产业分布更加全

面和合理。

（五）广州开发区和南沙自贸片区的
创新

1.广州开发区的发展经验

作为1984年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之一，广州开发区经历了创建摸索期、

快速扩展期、整合发展期以及稳定发展期

四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创建摸索期（1984—1991年）阶

段，广州开发区完成工业总值53.28亿元，

实现利润7.68亿元。到1990年已有美国、

加拿大、英国、日本、台湾等15个国家和

地区在开发区投资办厂。 1991年是《广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当年全区工业总

产值21.7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

20.32亿元；全年出口创汇19928万美元，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12824万美元

（含替代进口），分别比上年增长58.27%

和91.43%；出口总值超过100万美元的企

业由上年的10家增加到20家。

在快速扩展期（1992—1998年），广

州开发区突破原西区用地，扩展到现在的

东区、保税区、永和区和科学城，形成了

分散片区结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进

驻比例显著提升。1995年，开发区提出第

二次创业的思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

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

业、饮料制造业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

逐步形成，生产服务业也得到重视。这个

时期开发区产值有大幅提高，集群效应日

益显现。

在整合发展期（1999—2007年），广

州开发区利用外资从量的快速增长向质

的完善发展，打破出口加工区状态，引进

内资和外资并举，高技术企业迅速增多。

2002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

工区实行合署办公，形成了全国国家级开

发区独一无二的“四区合一”新型管理模

式，全区总规划面积78.92平方公里。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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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白云区萝岗街、黄陂公司、领头公

司、天河玉树村、黄埔笔岗村委托广州开

发区管辖，各个经济功能区实现了空间上

的联合，开始了连片整合发展。2005年，

依托广州开发区设立了萝岗区，开发区的

定位从工业区向新城区转变。产业结构

上，形成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加工

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六大产业支柱；

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生产生活服务设施逐

步完善。

2008年至今为稳定发展期，广州开发

区向着现代化产业新城建设迈进。一是在

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双提升”和转型升

级，大力打造生产力创新载体，从出口加

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领军自主创新，

实现产业层级的数次飞越；二是完成开发

区模式的三次迭代，从工业园区到现代科

技园区再到产城融合的新城区，开创出新

型城镇化的道路；三是锐意改革，率先探

索大部制，再到“小政府、大社会”管理

体制的不断创新。步入稳定发展期阶段之

后，广州开发区启动了中新广州知识城建

设，力争引领新知识经济和新工业革命时

代，建设成为珠三角自主创新的新高地、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2014年，萝岗

区与黄埔区合并为新的黄埔区，为开发区

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空间依托；而开发区

对黄埔区的带动作用也充分显现，加快吸

引了一大批国际创新项目、海外人才落户

和创业，加快向质量效益的提升转变。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值均居全市

第一；财税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

到1013亿元，居全市和全国开发区第一。

2.南沙自贸试验片区的发展起步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自贸试验片

区作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内面积最大片区，

其总体目标是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试

验，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

的制度框架，建立起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逐步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

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

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

全面推动珠江三角洲转型发展、构建我国

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更大作用。战略定

位是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

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

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构建引领广州

乃至广东产业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

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

度框架，打造广州市对外开放重大平台。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挂牌以来，始终

把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

作为抓手，取得了突出的体制机制创新

的大批成果。南沙自贸区提出创新体制机

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推动政府管理从事前审批向事中

事后监管转变，建立以社会信用体系为核

心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

型政府；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

术，建设覆盖全区、联通各领域的数据收

集、分析、运用信息共享平台，着力打造

智慧广东自贸试验区。

目前，南沙自贸区全面实施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建立以“智慧口岸”为重点的

贸易便利化体系，投资项目备案事项实现

了统一网上全程办理，极大地提升了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投资便利化水平。如搭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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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登记“一口受理”信息平台，在全国率

先实现“十三证三章联办”，为企业开办

提供“多证合一”，以商事确认制取代原

来的行政许可审批制等商事登记制度，简

化程度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试行电子税

务系统，在全省率先发出首张地税电子税

务登记证，60%以上业务实现全流程网上

办理，实行“先办理后监管”改革，实现

90%以上税费业务即时办结，设立自助办

税服务区，推行移动终端“微服务”，为

纳税人提供微信、网站和电话等渠道预约

办理涉税业务；在全国首创了政府以购买

服务方式帮助进出口企业支付查验费，对

查验没有问题的集装箱，免除企业吊装、

移位、仓储等费用；建设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建立涵盖海关、检验检疫、外汇、

边检、海事等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促进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加快电

子口岸平台建设，推进便利化通关模式与

“单一窗口”的衔接、融合，目前广州海关

还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建立粤港陆空跨境联

运中心，探索开展“入仓自行理货”业务，

推动形成了粤港澳通关服务合作新模式。

近年来南沙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增

长的新发展阶段，GDP连续三年保持了领

先全市的两位数增幅。截至2017年6月，

已有74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和103家总部

型企业进驻；在企业结构上，注册资本达

1亿元和10亿元以上的企业分别为296家

和31家；一些具有与门户枢纽功能相关度

高的行业及其企业，如国际融资租赁、电

商外贸、交通航运、通信信息、产业金融

等类别的优质企业及高增长企业有较多

集聚。出口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外贸进出

口额2017年前三季度增幅41.9%，超出广

州全市增幅（17.9%）一倍多，占全市1/5

强。投资拉动作用也比较明显，其中与交

通（港口、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相关

度投资居全市各区之首；截至2017年上半

年，南沙港区已开通81条国际班轮航线、

31个无水港和3条国际邮轮航线；以南沙

港为主体的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已居全球

第六、全国第五位。

三、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使
命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2018年3月

7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在构

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

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宽广的

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

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创新能力开

放合作。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

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

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广东省省会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的广州，必将在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批示中

发挥枢纽与引领作用，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方面，更须抓住新机遇、承担新使命。

（一）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
续走在前列的必要性与既有条件

1.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

前列的意义

从广州市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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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看，在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不断

凸显的大背景下，具有悠久开放型经济发

展历史的广州，无可争辩地成为被选择并

被寄予重大期待的中心城市；从广东省和

广州市自身做强发展优势的需要看，广东

省和广州市开放型经济水平提升、支撑力

加强，也是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广

州市要发挥引领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就需

要在新时代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抓住从量

到质的转换机遇；从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

区的战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首个以

“湾区”概念确定的世界级城市群组团，

与国际市场联系特别密切的、对全球开放

型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特色高度契合，必须强化广州在湾

区的支撑作用，并与香港、深圳等重要城

市联手发挥具有各自特色、优势互补的效

应。

2.广州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走在

前列的条件

（1）广州是国内开放历史最悠久的

主要城市

综观两千年间所拓展的海上丝绸之

路，以广州为始发港与目的港的航路，符

合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带一路’贯

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

进入欧洲经济圈”的形态，使广州逐渐形

成全球化的大型贸易枢纽。欧洲各国与中

国的贸易商船1720年起基本集中到了广

州，1784年美国对华贸易的商船首航亚洲

就以广州为目的港，甚至美国商人在1799

年还为此命名了“广州号”的来华商船，

以及把广州的名称Canton移植于美国20多

处地名，可证明以广州为枢纽的海上丝绸

之路到清代中期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地球。

（2）广州拥有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良

好现实条件

广州地理区位的空间优势在于：一是

居于珠江三角洲地理中心，是这个极具活

力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域重要的国家中心城

市；二是位居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正在打

造和具有新发展潜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广

州是该湾区主要发展极之一；三是居于当

今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最好的亚太区之中

部，广州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市场拓展看，

均拥有进入国际市场较便捷的条件。

广州发展的要素形成条件较好。从人

才是第一资源看，广州拥有广东省60%的

本科大学及一半以上的高职高专学校，其

中广东省的国家“双一流”的一流高校及

18个一流学科都集聚在广州，省重点建设

学科的三分之二也在广州；在校大学生超

过百万，广州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等

于北京两倍半以上、上海的三倍半和深圳

的九倍半，这使得广州市的人力资本积累

得以维持在一个领先的水平；与此同时，

广州还是高校毕业生净流入的主要城市，

在科技创新与国际化人才产出方面的条件

居华南地区首位。相应地，一批国家、省

的驻穗科研机构以及市属科研院所与高校

一道，是广州科研成果培育及提供技术要

素产出的重要基地。

国际化交通网络是发展开放型经济

的基础条件。广州近年来加快国际航空航

运枢纽及轨道交通枢纽建设，目前广州港

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发

生海运贸易，近年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

吐量分别位居全球第六和第七位；在旅游

客运方面，2018年南沙将建成国际邮轮母

港。广州白云机杨作为中国三大国际航空

枢纽之一，已开通国际航线149条、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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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150条，开通航点超过200个，在国际

民航组织ACI测评中持续位居“世界十佳

服务机场”行列；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的

高铁枢纽；广州始发的中欧班列在2016年

8月28日也已开出；广州轨道交通体系覆

盖能力近年迅速扩大，市内地铁运营总里

程截至2017年底已达到390公里，居全国

第三、世界前十，日均客流量700多万人

次，客流强度全国第一；在信息渠道上，

广州地区拥有全国的最大地方传媒集团，

又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互联网出口。

（3）广州城市治理水平和质量持续

提升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

告2017》，广州市总体排名位列前三名，

其中“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一级指标

排名全国第一；广州市同时获得了“法治

政府建设典范城市”荣誉称号。广州市着

力打造更为优良的包容性发展氛围和国

内领先的营商环境，多年获得包括世界

银行和《福布斯》营商环境评价等评估在

内的中国内地营商环境第一名；获得2015

年4月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

考核之副省级城市第一名；在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机遇

之城2017》报告中，广州居全国“机遇之

城”第一位次；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

的《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衡

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中，人类发展指

数，广州排名全国第一。

（二）广州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上必须克服的不足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面向经

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未来的挑战和作为

重要国家中心城市的责任，广州必须扬长

补短，努力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继续

走在前列。目前广州需要加快补足的“短

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创新资源集聚还需增强

创新是国际一线城市的基本属性，

是保持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从1985年至2016

年12月，广州累计获得发明专利受理数

126903件，其中2016年当年就有31892

件，占20余年累计总数的1/4，当年增幅

高达58.8%，增幅领先国内所有副省级以

上城市；而截至2016年12月的累计获得发

明专利授权数为38322件，其中2016年当

年获发明专利授权数7669件，占累计总数

的1/5，当年增幅为15.7%，增幅列国内第

三。广州作为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业态

创新居全国前列，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总

值在2015年增长3.7倍基础上，2016年又

同比增长1.2倍，遥遥领先于全国的增幅

（38.7%），达到146.8亿元人民币，占全

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499.6亿元）的

29.4%，占全省的64%。

但是，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比较，广

州的创新力还有提升的空间。如广州市

“十三五规划”拟定2020年R&D经费投

入强度目标值仅为3%（上海提出3.5%以

上，深圳是4.25%），广州企业创新力主

体地位尚有待做强。在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方面，广州截至2016年底的累计数居国内

城市第六位，其中2016年当年获发明专利

的数量尽管创历史新高，但横向比较相当

于上海的38%和深圳的44%，仍然居国内

城市第六位（参见表1）。

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城市

科技创新力的一个重要指标。2016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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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这一比重为4.04%、北京5.95%、上海

3.6%、广州2.5%、武汉与杭州都是3%，

天津2.96%。随着2016年7月国家统计局宣

布中国正式根据新的国际标准实施研发支

出核算方法改革，研发支出（R&D）计入

GDP（国内生产总值），广州经济总量连

续居全国第三达29年的历史被改写为2017

年居上海、北京、深圳之后的第四位。

2.国际交流能量还需增强

国际交往主要包括人、资本、文化的

国际流动。目前广州常住人口中，外籍人

口占比略超2%，而在中国城市中列全球城

市首位的香港，这一比重目前达7%左右。

从境外游客进入广州的情况看，2016年为

861.87万人次，其中外国人329.68万人次。

按入境游客人次统计的平均外汇收入，广

州是727.7美元，全国是866.8美元；若仅

按外国游客人次统计的平均外汇收入，广

州是1902.5美元，全国是4265.9美元，可见

广州通过境外游客特别是外籍游客获得的

外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境

外及外籍游客在广州的消费偏低。

外资集聚度能够从资本及资源配置上

体现城市的国际经济交往程度。广州近年

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在国内副省级以上城

市中居中等稍偏下水平（参见表2）。

文化交流在国际对话交流中具有广

泛作用。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性城

市。但由于多干少说和不予计较的文化特

点，广州对外宣传的力度长期不足，比如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在国外的知名

度有所弱化，其中因素之一是被以Guang-

zhou取代Canton为城市外文名字，没有意

识到在国际社会等同于发生了城市更名，

而未做“更名”的反复宣传 。

3.城市产业结构还需优化

城市的治理首先来自经济层面，作为

城市资源的宏观调控方，需要更好联手企

业实现全球博弈。关注与介入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种责任。面

对当代全球城市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并通

过高端服务业发挥全球辐射力的情况，广

州需要重点发展全球服务业，在金融、国

际贸易等领域需要补短板。

表1  国内6大城市截至2016年12月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单位：件）

城市 北京 深圳 上海 杭州 南京 广州

历年累计数额 207375 111460 110195 48527 43988 38322

其中：2016年 40602 17665 20086 8666 8705 7695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表2  国内部分城市2014-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比较（金额：亿美元）

城市 上海 天津 北京 成都 武汉 苏州 杭州 青岛 深圳 广州

2014年 181.7 188.7 90.4 87.6 62.0 81.2 63.4 60.8 58.0 51.1

2015年 184.6 211.3 130.0 75.2 73.4 70.2 71.1 66.9 65.0 54.2

2016年 185.1 101.0 130.3 86.2 85.2 60.0 72.1 70.0 67.3 57.0

三年合计 551.0 501.0 350.7 249.0 220.6 211.4 206.6 197.7 190.3 162.3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或统计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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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表明广州金融业占比在国内一线

城市中相对弱势，且广州“十三五”规划

拟定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到2020

年是12%，仍未达到2015年京、沪、深的

水平，与伦敦20%左右和纽约30%的占比

距离遥远；而上海目前拟定的2040年金融

业发展占GDP比重的目标值是≥20%，已

经直接挑战一线全球城市的金融地位。

全球城市是国际贸易枢纽城市。国际

贸易是广州有传统优势的产业，但2017年

广州进出口贸易额只分别相当于上海、深

圳的30%和35%；特别在服务贸易方面，

按2016年的国际服务贸易额统计，上海是

广州的16.5倍，北京是广州的3.1倍。广州

港虽然是国内第四大货物吞吐量的港口，

但其外贸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偏低。2017年

1-11月广州港外贸货物吞吐量仅占总吞吐

量的22.9%，远低于同期上海港外贸吞吐

量占比58.1%和深圳的78.4%。

四、以全球城市为目标构建全面
开放新格局

（一）确立开放优势领先的全球城
市目标

 1.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即全球

城市的总目标

 2016年8月4日，中共广州市委十届

九次全会提出，广州要“坚持开放发展，

加强国际交流和区域合作，构建全球城市

网络重要节点”。2016年12月，广州市第

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增强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

角色”。2018年2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明确了2035年基本

建成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

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即全球城

市的总目标的内涵是：以强化国家重要的

中心城市建设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世

界级城市群建设为依托，围绕全球资源配

置中心的核心功能，做强全球商贸中心和

国际商务枢纽、国际航运和航空枢纽、国

际经济与科技创新枢纽、国际文化信息交

流枢纽，完善中心城市治理体系，成为重

要的国际枢纽型网络城市，建成总体素质

优越、开放优势领先、具有充分活力的全

球城市。

2.广州全球城市目标战略的实施步骤

（1）起步阶段（2016—2020年）：根

据党的十九大对21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阶

段的新划分，拟订实现2035年与国家发展

战略目标对接的思路与规划，并奠定2050

年远景目标的基本架构。在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实施中，初步发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协调引领作用和重要发展极功能；立足亚

太、面向全球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商务服务

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航空航运枢纽

表3  广州金融业占GDP比重与北京、上海、深圳的比较（%）

比较年份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2015年  17.1 16.2   14.5 9.0

2016年 17.1 17.3 14.8 9.2

2020年（计划） 18.0 20.0   15.0 12.0

数据来源：根据各市金融管理机构或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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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轨道交通枢纽的覆盖面和运营力显著增

强，城市创新力有新的增长，国际交流对

话能力有效拓展；城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环境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宜居宜业环

境居国内前列的地位更加巩固。

（2）基本建成（2035年）：成为对

全球资源配置有较大影响力的准全球城

市，率先提前达到国家2035年基本实现现

代化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国际性航空

航运枢纽地位稳固，经济实力增长显著，

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以上，现代大都市

产业体系基本建立，成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商务中心

之一，拥有亚太乃至全球重要的商贸、金

融、物流、信息平台；城市文化软实力、

创造力、传播力显著增强，对外科技文

化交流合作频繁活跃，成为国际会议、展

览、论坛、体育赛事和大型文化活动等国

际交流活动的重要主办地或承办地；在粤

港澳大湾区中的引领地位凸显，国际化人

才、资本、技术和国际企业总部集聚度持

续增强，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亚太

区重要枢纽型节点城市功能。

（3）全面建成（2050年前）：全面

建成高水平全球城市，重要指标与全球

一线城市基本对接，提前达到2050年国家

全面实现现代化对广州率先引领的要求。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功能全面发挥，经济实

力居国际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达到发达国家先进城市水平，人均GDP达

10万美元以上 ；产业结构层次与国际一

线城市基本看齐，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

水平领先；国际商务活动层次高，营商环

境居国际先进水平，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的

主要聚集地之一，国际商流、物流、金融

流、信息流、人流高度活跃，卓著的全球

商务枢纽、国际航运和航空枢纽、国际经

济与科技创新枢纽、国际文化信息交流枢

纽功能全面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领先，环境质量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重要枢纽

型节点城市效能，在主要的全球城市评价

体系中进入全球前20名。

（二）广州建设全球城市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举措

1.着力创造条件提升全球经济要素的

配置能力

（1）开辟国际商务服务的新路径。

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应该进一步提升视

野，向国际商务枢纽转型。一是构建第三

方服务的平台与机制。要从主要从事“中

—外”贸易，向同时拓展“外—中—外”

和服务“外—外”贸易转变，使广州不仅

发挥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作用，也发

挥服务全球各方贸易的第三方平台作用，

这对于广州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深度

介入，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形成一批运营

国际商务服务的企业。发挥广州电商外贸

优势，引导一批企业分离商品（货物）贸

易与服务贸易业务，形成开展专业化国际

商务服务业务的企业群体，发展线上线下

结合的多语种、全方位的国际商务服务体

系，在鼓励外资进入该领域发展的同时，

培育植根本土的大型国际商务服务集团。

三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目

前，广州南沙被定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

户枢纽，南沙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以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和创新型门户枢纽

为抓手，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相匹

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

制机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高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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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聚与辐射的中心枢纽，建成高水平对

外开放支撑作用突出的广州城市新核。争

取在2020年前后，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

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

区”和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的“赋予自由

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的意见，加快建成自由贸易港

（区）。

（2）在国内领先基础上优化国际化

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广州的营商环境

在我国内地领先，但由于中国整体营商环

境在全球排位相对靠后（根据世界银行

2017年10月31日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

报告》，中国大陆排位78，而中国香港排

位第5），所以广州与国际一流城市的差

距仍然存在。广州应该通过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更多借鉴香港营造先进营商环境

的经验。广州下一步的营商环境优化的重

点是：一是在市场进入方面继续提供更便

利化的营商服务；二是加强市场运行的监

管，要进一步按照法治化要求，根据不同

类型的企业和所属行业，完善其市场行为

过程及行为结果的监管制度与监管方法；

三是可以牵头举办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国

际性论坛，既可达到与国际经验的交流，

又可争取到广州在这个领域的更高层次的

话语权。

（3）国际资源配置要重视外资在广

州的集聚度。广州的外资利用规模、利用

范围，均与广州目前的经济规模和丰富的

行业门类不对称。要着力开拓利用外资的

渠道和领域，提升国（境）外优质企业、

优质资本在广州的集聚度。一是紧扣广州

建设国际航运航空枢纽的战略，不仅引入

国外航运航空企业设置各类总部或基地，

而且应当开放航运航空港的建设项目，形

成基础建设中的多元投资格局，为后续运

营主体的多元化的顺利过渡创造条件。二

是对外资引入时不仅关注世界500强，同

样应关注新兴产业和国际商务服务类等我

方相对需要加快发展的领域，或者我方需

要补足的短板。三是引入国外优质的高等

教育机构，目前在深圳、汕头、珠海等省

内城市已有国外或境外高等学校进驻办学

（合作），广州更需要选择国外高水平大

学开展高端人才培养，选择时应该考虑学

科结构符合广州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避免过多长线专业设置。

2.增强本土企业实力夯实开放发展的

内生基础

企业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主

体，城市的资源配置实力需要通过企业实

施，并取决于企业整体实力。增强企业实

力对广州尤其重要；企业实力增强包含两

个方面：企业做大和企业集群的做大。因

此，我们不仅要鼓励和引进外资与内资的

大企业，更要鼓励和支持本土中小企业成

长。我们注意到东京在2014年的规划中并

没有涉及大企业的指标，却特别提出帮助

更多中小企业进入增长中的行业，以及帮

助它们扩大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目标。

广州增强本土企业实力的工作重点

是：一是要鼓励单个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

上规模，在治理水平方面上档次。目前除

了广州市占比特别高的个体户不愿意转型

为法人企业，以致法人企业数量明显低于

北京、上海、深圳外，还存在着法人企业

研发机构设置比例不高的问题。按照一般

规律，企业的公司化水平越高、企业的规

模越大，越有必要和可能设置R&D部门，

所以需要政策激励企业转型升级。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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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小企业比例肯定远高于大企业的情

况，组建成熟的产业网络，帮助中小微企

业借助产业网络的协同关系，分解自身的

非核心业务和非主要功能，以利突出凝练

自身核心业务、核心功能的市场竞争力。

在这种产业网络结构中，不仅实现中小微

企业提供相互服务，而且发展了大批专业

服务机构，这种专业的深化的服务机构可

以大大提升企业获得服务产品的质量，政

府也可以加强产业网络体系的组织和政策

指导，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增进效益。

3.全面扩展国际性枢纽型网络城市功能

（1）注重航空航运枢纽的国际性市场

主体建设。其重点是要特别加强总部经济

的布局，大力引入国际性航空、航运企业

的总部（区域、职能等总部），以及围绕

航空、航运业务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总部

（如维修保养、航运航空金融、物流等商

务服务业总部）。目前在开发建设阶段，

如南沙港口，主要依靠国企，今后则需要

更多引入国际企业的总部驻点并参与经

营，以提升这些交通枢纽的“全球”属性。

（2）围绕航空航运枢纽功能，打造

国际协作平台。基于中国致力引领经济全

球化健康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促

进正和博弈关系和包容性发展，同时也提

升广州的全球地位，广州这个国际航空航

运枢纽需要及时谋划建立一定口径的国

际航空公司、机场的合作机制，国际航运

公司、港口的合作机制，国际航空航运大

数据处理的共享、合作机制，国际航空航

运商务服务体系的共享、合作机制，国际

城市快捷公交体系的交流、合作机制，等

等，并着力发挥组织引领作用。

（3）加强作为全球城市的内外疏通

效能。全球城市的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

体系，不仅对其外部世界的联结是必要

的，而且对其内部的城市运作也是必要

的。许多全球城市的市内交通线路、站点

设计都考虑了国际性来客的感受。对长期

定居的市民，纽约等一些全球城市为此还

在规划中把缩短平均通勤时间的目标数值

加以确定。所以，要既优化规划布局，又

优化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发挥综合交通网

络输送能力，完善区域主要交通枢纽的承

接转送能力，降低运输、物流和人们的出

行、中转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4.建设国际经济贸易能量更强的全球

城市

首先，在广州电商外贸领先国内的情

况下，继续做大电商贸易企业实力，发展

相关企业集群，发展配套的智能化、规模

化的第三方物流基地，鼓励、支持本土电

商外贸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仓，发展

海外配送体系；同时在本土进一步鼓励服

务于电商外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牵

头拟定和完善电商外贸的有关规管体系

（标准），争取奠定在该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要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深化发

展，做好服务贸易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在

做大国际服务外包（性质属于服务产品的

加工贸易）的同时，要着力培育自身知识

产权的服务产品的对外输出（即一般贸易

意义上的服务出口），前者的重点可面向

港澳、欧美，后者的重点可针对东南亚、

西亚中东等地，特别是沿海上丝路的商贸

环节及基础设施建设环节进行拓展。

再次，要构建更完善的国际贸易合作

机制。围绕海上丝路的概念，着力扩大与

海外空港、海港城市的合作关系，建立互

惠互利的商贸运输物流的合作组织，形成

企业间、行业间、口岸间的合作纽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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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外贸合作机制，减少贸易摩擦。 

5.持续增强城市国际文化开放交流的

能力 

（1）重视广州独特文化基因，加强

城市对外宣传工作。广州在国内一线城

市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并且已经明确“十三五”期间要

“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从两千年的丝绸

之路枢纽城市所孕育的商贸文化，到近40

年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文化观念；从近

代以来的民族复兴和民主共和文化，到百

年间的现代红色革命文化；从古代南越历

史悠久的岭南文化传承，到当今全球视野

的多元、包容性文化，广州具有的这样丰

富的综合文化素质，在世界城市中也是独

树一帜的。

文化与宣传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

建议全市所有区局级的官网，全面实施

中英双语网站建设；各区文化旅游网站的

设置应该按照至少“双语（中文简体+英

语）+繁体汉字”开设，并鼓励增加其他

外语语种（特别是南沙、黄埔、天河、越

秀等区）。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对外宣

传中，须注意处理好“越有民族性就越有

世界性”和多元包容性和谐文化的并举关

系。 

（2）改造提升城市文化国际显示度。

从大文化概念出发，推行“文化+”模

式。全面引导各行业对文化的关注和运

用，从城市建筑风格、地标地名、公共服

务窗口对国际语言文化的运用、文化创意

产业及其对其他产业的改造与渗透；加

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拓展，组织粤文

化产品（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产品）

的国内外巡展等等；以文化的整合推广增

强广州城市文化凝练与抱团，增进对国际

旅游者的吸引力，建议组建文化旅游委员

会，整合文化与旅游的资源和管理力量，

做强配套服务，实现文化推广和国际旅游

收入的双赢。

（3）做大国际会议会展的影响力。

国际会议会展是开展国际对话交流的重

要渠道和平台。广州与国际一流会议会展

城市如法兰克福、汉诺威、芝加哥等，在

举办国际会议会展的数量和档次上，有很

大差距。总体上，广州要做强国际会议会

展，还需要多方面努力。一是国际会议会

展运营企业的水平需要加快提升。需要引

入国际一流会展企业进驻广州，尽快使广

州跻身国际一流会展城市的群体。二是需

要完善广州会议会展核心区的交通枢纽

建设。吸取国际著名会议会展城市在打造

会议会展中心的交通、信息便利度方面的

经验，反思广州前期对琶洲会展区的交通

枢纽构建不到位的问题，加快构建良好的

服务会议会展区的交通枢纽。三是继续积

极争取国际重要会议会展的举办机会，特

别是重大的品牌会议会展。四是开创新的

常设性国际品牌会议会展。要参照国际性

品牌会展的专业化趋势，立足构建代表当

今世界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的新型品

牌会展，以及符合广州定位的品牌会议会

展，如创办世界智能制造、知识服务、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会议会展品牌等，

争取在全球会议会展的舞台上扮演新的重

要角色。

6.进一步提升国际城际合作层次

在全球城市体系进入网络化时代，

城市间的关系进入重组期。在传统的以地

域范围划分的城市群之外，新成长起基于

网络联结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国际城市

组团，即跨越地理区域局限的新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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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城以群分”的新状态愈益明

显。广州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任

务，在于加强与全球主要的枢纽型网络节

点城市的紧密联系，并以进入全球高端城

市群组的实际绩效，占领世界开放经济格

局的制高点。

一是要与居于世界城市体系前列的

全球城市之间建立更多有显示度的交流

与合作项目。比方创办全球城市国际对话

会一类的活动，并且除综合性项目外，借

力《财富》论坛一类具有全球商界、政界

影响力的高端论坛，还可以多设专门性项

目，比如“全球城市金融对话”“全球城

市商会年会”“全球城市文化交流”等项

目。二是持续优化广州的友城结构，并建

议开展与全球主要城市或友城之间对等

的人员交流项目。人员交流可以是双向对

口交叉挂职，也可以是人员数量对等但岗

位不对称交流，还可以是总量大致对等但

国别不对等进行交流。三是把构建国际科

技文化交流与引领创新的门户枢纽作为南

沙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功能之一。建议在

南沙搭建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城际资源

集聚为底蕴的国际交流平台，创办一批交

流项目，构建长效的交流品牌，以创新促

交流，以交流促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发

展起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门户枢纽功

能。

注释：
①廖惠霞,欧阳湘.广州改革开放20年大事纪实(一)[J].探求,1999(2):23-25.

②数据来源:广州年鉴,1989-1992年.

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7.

④广州年鉴,1989年,1990年,1991年.

⑤王永平.广州改革开放20年回眸[J].开放时代,2000(2).

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5.

⑦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9.

⑧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广州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5.

⑨海关新政惠及多个自贸区[J].沪港经济,2015,(12):36-37.

⑩张钰洁.浅析广州南沙自贸区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现状[J].财经界,2017(4).

庞波.浅议我国当前的加工贸易[J].北方经贸,1998(3):54-55.

广州市外经贸局.广州加工贸易轻型升级——广州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J].大经贸,2009(6):34-35.

鲁政委,李苗献,蒋冬英.中国加工贸易政策:演变与反思[J].金融市场研究,2016(8):21-26.

张云.开发区30年模式变迁[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226/17185690802.shtml.

此处及前面相关的外资利用方式的数据，均由作者根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朱名宏,伍庆.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6)[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廖惠霞,欧阳湘.广州改革开放20年大事纪实(一)[J].探求,1999(2):23-25.

广州年鉴,1992年.

《新华每日电讯》2018-3-8.

对于地名的历史译法,如果已经深入国外人心,是不宜变更的;Canton已经是广州千年商都的国际名

称,比HongKong(香港)这种外文翻译的名字要悠久得多.广州其实是不应该在外文中更名的.

本文涉及经济总量或人均GDP以美元测量的标准,均以当前美元价格为依据.

作者简介：董小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执行院长、粤港澳大湾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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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ing  the Pioneering Advantages  in  the New Pattern of Guangzhou’s Open 
Economy
Dong Xiaolin, Chen Longjiang, Liu Hongduo, Wang Ling

Abstract: Guangzhou is the main hub of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a long 

open tradi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Guangzhou dared to 

try first, and gained more rich experience and leading advantage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uangzhou’s open economy has been leaping forward tremendously. With China’s 

deep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uangzhou should rely on the ori-

enta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y and the new advantag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words: open economy; new economic mechanism; global city;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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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对广州提出了新的挑战，诸如经济增

速放缓、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和经

济结构亟待优化等（韩永辉等，2017）[1]。

中央于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广州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基金项目】2017 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第二批智库课题（2017GZZK18）；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GD17TW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306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7A0303134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790023）；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A070706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058）。

全球典型城市供给侧改革与
发展经验比较研究
——兼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之广州作用 

◎ 韩永辉 张 帆 李子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持续调整经

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1978年到2016年，广州GDP从43亿元

增长到1.96万亿元，增长了456倍①。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发展

摘  要：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广州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推动要素

流动，促进区域经济融合。本文分析了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全球典型城市的供给改革与发展经验，结合广州实际，提出七点推进供给侧改革

的政策建议。坚持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力支持和引导；制定面向供给侧的产业

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提高中小企业活力，发挥大型企业对转型升

级和科技创新的领军作用；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差异化”“错位化”发展；加强

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间通勤效率和成本；增加高端人才供给，加大

对科研教育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以南沙新区为重点，打造粤港澳融合的实验基地。

关键词：城市观察  供给侧改革  国别经验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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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抓住战略机遇，

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了包括

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

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主导作用等在内

的多种措施。但是，当前广州供给侧改革

过程中仍然有许多不足，如产业在全球价

值链的位置仍然偏低，落后与过剩产能依

然较多，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等。

实际上，世界许多典型城市都面临过或正

在面临供给改革难题，也出台了大量的政

策与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

与过剩产能，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优化

城市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动。广州有必要

从世界众多典型城市的供给改革中汲取经

验教训，立足城市间的差异，寻找成功改

革的共通之处。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战略的提出也为广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受限于制度安排和其他配套措施的滞后，

广州还面临着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促进区

域内要素流动的难题，应对这一挑战和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基于以上

背景，本文力图通过归纳分析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十个典型

城市的供给改革经验，结合广州自身的特

殊性，兼顾考虑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供给要

素流动目标，辩证地为广州进一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发达国家典型城市的供给侧
改革经验

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早，也

最早遇到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供给侧结

构性矛盾。其中，一些典型城市进行了较

长时间的供给侧改革实践，积累了较多的

可借鉴经验。

（一）美国硅谷

美国硅谷实际上以圣克拉拉为核心，

加上旧金山和奥克兰，由三座城市共同组

成，是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也是谷歌、

苹果等大批高新科技企业总部的所在地。

早在20世纪60年代，硅谷已成为美国重要

的科技发展中心之一。然而，进入20世纪

70年代后，硅谷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

一是企业活力不足，当时的企业强调内部

分工，缺乏横向联系，导致少数大企业占

有大部分的生产和社会资源；二是与美国

国内其他城市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如

波士顿128大道（Boston Route 128）等；三

是受经济大环境“滞涨”的影响，其时美国

及全球各国宏观经济形势普遍下行。

硅谷范围内的各市政府积极联合应

对挑战，从供给侧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

列旨在提升市场活力、优化商业模式、提

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强化科技创新的改革政

策。首先是重点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

展，推动企业间合作分工模式，鼓励构建

“网络型产业体系（Network-based Indus-

try）”而非“基于独立大公司的产业体系

（Company-based Industry）”（Saxenian，

1994）[2]。其次，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金

融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提供多种信贷和

融资服务，推动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再

次，鼓励带有正向知识外溢功能的社会和

私人机构发展，如研究机构、商业行会、

专业协会等，以促进企业、社会和政府三

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许多知名的社会机

构，如“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便是在这时候建立的。最

后，硅谷还积极引进龙头科技企业，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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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年代起先后引进了英特尔、思科、

惠普和谷歌等高科技龙头企业，发挥了大

企业在行业发展中的领军作用。除此之

外，硅谷各市还联合制定完善了城市规

划，积极扩大土地供应，圣克拉拉政府甚

至将原本属于农用的土地划归科技产业用

地。在新的划定区域内，政府积极完善以

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值得一提的

是，硅谷还大力资助高等教育，持续加大

了对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高等院校的教育

投入（钟坚，2002）[3]。

硅谷各市政府从供给侧方面入手，以

建立“网络型产业体系”和完善金融服务

为改革核心，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实现了

城市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催生了

大批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培

育了包括苹果在内的一批世界领先的大型

企业。硅谷依靠其市场活力和先进的科技

产能，成为了现今全球科技公司发展的首

选之地。

（二）美国底特律

底特律位于密歇根州，地处五大湖区

域，是美国乃至全球的汽车工业重镇。著

名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

的总部皆设在底特律。进入21世纪后，底

特律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衰退危

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底特律产业

结构单一，以传统汽车制造和相关配套产

业为主，在汽车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其

他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动力又不足。第

二，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演化和重构，汽

车产业各个生产环节不断外迁，底特律城

市空心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三，

底特律财政收入减少，而社会福利支出又

过高，使得该市财政压力过大，对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严重不足。

为振兴经济，重新焕发社会活力，底

特律从供给侧入手，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

了改革。首先，市政府制定了“底特律未

来城市”（Detroit Future City）的改革纲

领，将改革上升到城市战略层面，为供给

侧改革提供了全面的指导②。其次，在产业

结构调整方面，底特律抓住了近年来“无

人驾驶”的机遇，推进汽车产业向智能

化、无人化的换代升级，积极推动上下游

相关产业进驻底特律，如大数据处理、人

工智能和智能设备制造业等等。这一方面

促进了传统汽车工业升级转型，另一方面

也推进了产业多元化发展。再次，政府对

城市区域发展进行了重新规划，将资源、

资本和就业岗位集中在数个核心区域，提

高公共服务质量，形成规模效应。政府还

将较大的闲置或弃置地皮用于建设文化娱

乐区和公园，如底特律河滨走廊（Detroit 

River Walk）和康普斯马提斯公园（Campus 

Martius Park）等，对陈旧废弃的建筑也进

行了现代化改造翻新，吸引高级酒店、餐

厅和企业进驻。在环境改造的同时，底特

律政府更加注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市民的环境体验（Meerow and Newell，

2016）[4]。最后，对城市发展资金进行开源

节流。一方面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减轻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加强与金融机

构和银行的合作，从2014到2017年，底特

律从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获得了

约2亿美元的资金注入，这为其供给侧改

革计划提供了充足资金③。政府将“减负”

所得资金用于对进驻底特律市中心的高新

科技企业提供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市场活力。

经过数年供给侧调整，底特律已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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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城市破产困扰，财政收入重新出现盈

余，GDP呈良好增长态势。底特律的供给

侧改革以推进传统汽车产业升级为核心目

标，将现代科技、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有

机结合，带动了整个“智能汽车”产业链

发展，使传统汽车制造业重新焕发了生命

力。

（三）德国鲁尔区

德国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地处“欧洲的十字路

口”，有丰富且优质的煤炭资源，其经济

支柱是能源、钢铁、物流和机械制造业。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鲁尔区发展处

于黄金时期，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阻

碍鲁尔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纷

至沓来。一是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资

本密集型的钢铁和煤炭产业，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动能不足。二是工

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度饱和，工业聚集出

现负效应，基础设施使用紧张，环境污染

严重。三是恰逢全球能源结构变革，煤炭

的能源战略地位下降，同时由于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的生产竞争，钢铁行业出现

了严重的全球性产量过剩。

为解决发展瓶颈问题，鲁尔区政府在

供给侧改革方面做出了许多举措。首先，

以改变对煤炭产业的依赖、开发新的经济

增长点为目标，对区域内落后和过剩的煤

钢产能进行改造或清理，对生产成本高、

技术含量低的煤钢企业进行关停或转型，

推动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施行大

量引导性和扶持性的产业政策，引导和鼓

励技术含量较高的煤钢企业和机械制造企

业进行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抢占

国际价值链高地（李晟晖，2003）[5]。其

次，区域最高规划机构——鲁尔煤管区开

发协会，以改善区域环境为目标，对区域

发展进行了重新规划，包括改造工业区和

工业厂房，建立公园或科技园区，利用工

业区发展旅游业，建设博物馆和艺术馆。

在区域改造过程中的环境修复、治理和保

护问题也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处置。再次，

加强产业多元化发展，利用财政补贴和税

费减免吸引医疗健康、生物制药、文化旅

游等产业进入鲁尔区发展。最后，增加对

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以高

速公路网为核心的交通网络建设，利用鲁

尔区优越的交通位置优势推动物流产业发

展。除此之外，鲁尔区政府在区域内兴建

的大量技术院校也对其经济结构转型发挥

了重要作用。

面对传统煤炭和钢铁产业的衰退，

鲁尔区以“转变经济增长点”和“环境治

理”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成功实现了区

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转型后的

德国鲁尔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了德国的

1/3，被誉为欧洲的“花园工业区”，在世

界“工业4.0”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英国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传统港口城市，自工业

革命开始，其依托港口贸易和纺织业发展

为英国西部的工业重镇。进入20世纪70

年代，曼彻斯特的发展遭遇了瓶颈。一是

由于纺织业和港口航运业的衰退，曼彻斯

特加工贸易的竞争力下降，制造业出现流

失。这种状况进而引起了城市空心化，失

业率持续上升，人口严重流失。三是大量

城市内部土地被弃置，房地产市场衰落，

阻碍了城市金融和工商业发展，形成恶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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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政府秉承当时盛行的“撒

切尔主义”，采取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

措施。首先，曼彻斯特以房地产开发为

导向，通过高端概念定位和地产运营新

模式，重新集聚商业活动，增加就业，实

现经济复苏（曹晟和唐子来，2013）[6]。

为此，曼彻斯特重新制定了城市发展规

划，设立专门的城市开发公司和机构，如

UDCs（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URAs（Urban Regeneration Agency）和Eps

（English Partnerships）。通过设置工业

区、企业园区等特殊政策区域，吸引工商

业集聚，以点带面形成规模效应。其次，

曼彻斯特以房地产开发引导资本和资源重

新流入市中心，促进商业活动和工作岗位

聚集，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索尔福德码头

的开发，市政府将码头地区整体购买后，

拿出2500万英镑对其进行彻底的环境和

基础设施改造，进而引进大量服务业企业

落户，盘活区域经济。再次，曼彻斯特还

加强了公共财政对城市振兴计划的支持，

如城市开发基金UDG、城市更新基金URG

和城市基金CG，吸引私人企业参与城市

更新项目，优化私人和公共投资比例。最

后，曼彻斯特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从第二

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大力发展商务、零

售、金融、文化创意、体育和媒体等现代

服务业。除此之外，曼彻斯特还举办各种

展会活动，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如将中央

火车站区域改造为G-Mex展览中心、积极

申办奥运会举办城市等。

经过历时30年、前后三轮的持续改

革，曾占曼彻斯特国民经济生产总值70%

的制造业，如今占比已下降至10%左右④。

曼彻斯特的供给侧改革以房地产开发为核

心，更新了供给结构，成功地实现了从第

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占主导的转变，摆

脱了工业城市的帽子，成为仅次于伦敦的

英国金融和服务业中心。

（五）日本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和工商业中心，在

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成为世界一极的过程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

东京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是由于原有的粗犷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结构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劳动力成本

持续攀升，制造业用人缺口不断扩大。二

是由于工商业和人口过度集中，土地供应

不足，价格暴涨，基础设施压力大，对城

市规模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三是面临周

边新兴城市的后发竞争，如神奈川、琦玉

和千叶等相继建立了工业园区并吸引了大

量先进制造业企业进驻。四是由于国际经

济环境和能源格局变化，东京面临着石油

危机、日元升值、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国

际市场竞争等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东京政府在供给

侧方面进行了深度改革。首先，明确了以

“东京都市圈”为基础的城市群发展战

略，将周边市县划入“大东京”范围内，

制定了基于长期的城市发展综合规划，确

定了都市圈体系内各地区发展的方向、具

体步骤和修改更新机制（雷新军和春燕，

2010）[7]。其次，以发展第三产业为核心

目标，推动产业结构根本性转变。对传统

制造业，政府积极鼓励其向广域首都圈腹

地延伸，不再集中在东京都市圈的核心区

域；针对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市政府则鼓励其向东京核心区域集聚发

展。同时，市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第二

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深加工型转型，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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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产业向节能型产业转型，引导各产业

以科技创新为导向，鼓励自主创新，提高

产业和产品的附加值。再次，制定产业振

兴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支

持，推进都市型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专

门化生产。最后，重点攻关以交通运输为

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和完善以轨道

交通为主、公路运输为辅的城市交通网

络。

东京以构建现代大型都市圈为核心，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供给侧改革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如今，东京都市圈的国民

生产总值排名全世界大型都市圈首位，成

为日本乃至全球的金融、科技和现代服务

业中心。东京通过调整都市圈内的产能分

工与合作，促使核心地区产业结构改善，

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避免了区域内

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六）小结

发达国家典型城市的供给侧改革经

验可以总结为四点：一是充分发挥所在国

家的科技优势，强调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

的带动作用；二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比

例，以第三产业为发展主体；三是以高质

量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群”模式引领城

市发展转型（如鲁尔区、曼彻斯特和东

京）；四是注重城市环境改善，如对城市

景观进行美化和现代化、对受污染和破坏

区域进行修复和治理等。发达国家城市的

发展经验对广州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有重要

的借鉴价值，但是，除了学习拥有优质科

技资源和成熟法律制度环境的发达国家城

市之外，我们还可关注要素禀赋与广州更

相近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典型城市的改革

经验。

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典型城市
的供给侧改革经验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已基本完成了城

市化和工业化，经济水平跻身发达国家行

列，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地区

有后起发展和面积较小等特点，其供给侧

改革经验对广州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新加坡

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对后发地区而言，

可谓是教科书般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独

立建国后，新加坡开始利用人口优势和地

理位置，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工

业和转口贸易，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

后，新加坡经济开始面临严重的结构性

调整压力。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停滞，

雇佣成本持续攀升，劳动力供应不足。二

是产能结构升级滞后，被“锁定”于全球

价值链中低端位置。三是科研创新能力

不足，导致产业与产品附加值低，高端人

才严重短缺。四是面临周边愈发激烈的竞

争，东南亚国家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纷纷出台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发展出口导

向型经济，瓜分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

面对国内外各种经济问题和挑战，新

加坡政府将供给侧改革作为重要的战略方

向。首先，发挥政府在供给改革中的根本

性指导地位，对经济转型的各个环节加以

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是新加坡供

给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强势干预市场

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加强了自身改革，

推动建立廉洁而高效的专家型和服务型

政府。其次，确立了对制造业进行升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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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目标。考虑到

国家安全、经济结构的良性比例分布、居

民收入以及市场就业等因素，新加坡坚持

了对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政府一方面

推动淘汰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的落后

产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的战略新兴产业，如电子制造、

船舶维修、航空维修和石油炼化等，同时

通过培育IT和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进一步

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

（刘冉等，2008）[8]。再次，优化城市规

划，划出工业区、港口区、金融及服务业

发展区等，促进生产要素合理地分区域发

展，发挥集群效益，同时利用地理优势，

进一步发展港口贸易、物流运输及配套产

业。最著名的裕廊工业区，新加坡政府通

过填海的方式扩大了裕廊岛的面积，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然后在此集中发展化工、

机械制造和石油等工业，形成了良好的规

模效益。除此之外，投资建立大批技术院

校和实验室，加大对高等院校的教育投

入，培养本土高端人才，在国际范围内招

揽各国人才，为新加坡技术创新发展增加

动能。

新加坡的供给侧改革有两大特点，一

是政府发挥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二是先

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齐头并进。通过

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措施，新加坡实现了经

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转型和优化，高端制

造业蓬勃发展，金融服务业跻身世界一流

水平，成为了东南亚的经济中心。近年，

新加坡GDP超越了香港⑤，有望取代香港

成为新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

（二）韩国首尔

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了工业化进

程，首尔作为首都和经济中心，主要以纺

织业和重化工业为经济支柱，城市迅速发

展和扩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首

尔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结束了发展的黄

金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一是产业结

构失衡，制造业比重过高。以纺织业为主

的轻工业产业集聚过于饱和，政府主导的

重化工业投资过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

剩。二是城市用地紧张，土地供应不足，

基础设施压力大。三是受国家宏观经济

波动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较为

严重的通货膨胀，首尔的中小企业纷纷倒

闭。

面对严峻的城市发展形势，首尔市政

府在供给改革做出了以下举措：首先，以

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培育有竞争力的文

化、体育、娱乐和时装等服务行业，减少

制造业的比重，淘汰落后产能。通过设立

功能性的产业园区，推动汽车、电子、半

导体等先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化发展。

其次，让大型财阀企业集团扮演领导城市

经济转型的核心角色。政府利用LG和三星

等大型集团较为雄厚的实力，通过信贷融

资优惠和产业政策，推动其率先发展新兴

产业，让它们成为城市传统经济困局的破

局者。再次，构建以首尔为核心的“首尔

都市圈”，加强城市规划，设立工业区、

金融保险区和文化产业区，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引导工商业合理集聚（申润秀

等，2012）[9]。除此以外，首尔还加强了政

府对供给要素的干预。例如，进行了有力

的人口控制，限制人口过快、过多地流入

首尔地区；介入市场管理，整顿企业不合

理集聚，鼓励企业外迁，对擅自在非工业

区开设工厂的企业进行严惩；敦促财阀加

大土地供应，打击企业土地囤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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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大企业集团”的领军作用，

是首尔供给改革中最有特色的一点。加上

成功的都市圈规划、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

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首尔成功地实现了

城市转型升级。如今，在首尔整体产业结

构中，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达80%以上，

实现了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

变⑥。其中，在第二产业方面，淘汰了落后

和过剩产能，促进了以半导体、汽车制造等

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

（三）小结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典型城市的供给

改革方向与发达国家较为相似，主要包括

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比

例、优化城市规划布局等等。有所不同的

是，发达国家城市一般秉承“小政府，大

市场”的理念，将推动改革的主角身份交

给市场，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城市更注重

“有为政府”在供给改革干预的作用。例

如新加坡和韩国首尔，政府在供给改革过

程中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对要素市场进

行了强有力的调节，较好地弥补了相较发

达国家城市在科技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后

发劣势。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典型城市的供给改

革经验对广州有较大参考价值，但是也不

应忽略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经验。它们

在经济转型和供给改革做出的一些有益尝

试，值得广州批判性地借鉴学习。

三、发展中国家典型城市的供给
侧改革经验

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多，各国人口、资

源禀赋、政府治理能力和经济科技发展水

平不尽相同，在供给改革措施上也有所差

异，改革成果喜忧参半。无论是成功还是

失败，其他发展中国家典型城市的供给改

革措施对广州发展转型来说，都是有益的

参考。

（一）印度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科技中心，被誉为

“印度硅谷”。早在20世纪70年代，班加

罗尔市政府就计划发展电子与IT产业，开

始自建科技产业园和扶持本土企业。但一

直到20世纪80年代，班加罗尔的发展都处

在较为艰难的状态，其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班加罗尔城市规划落后，基础设施

严重不足，尤其是缺水和缺电问题较为致

命。第二，本土科技企业发展零散，原有

的“电子城”（Electronic City）科技园园

区设施无法满足企业技术需求，导致电子

信息产业的集群发展效益不明显。第三，

本土企业以中小型为主，技术力量和资本

不足，无法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第四，

发展战略和定位模糊，未能找准全球价值

链中适合班加罗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切

入口，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狭窄，企业难以

做大做强。

为突破发展瓶颈，班加罗尔市政府从

要素市场供给入手，试图为电子信息产业

提供动能。首先，以发展科技园区为战略

核心，集中资源，加大投入，带动整市的信

息产业发展。市政府完善了“电子城”的

配套服务，同时规划和建立新的科技发展

区域，如位于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的

“国际科技园”（International Tech Park）。

在引导本地企业进驻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

大企业落户，形成聚集效应，如引进美国

德州仪器公司使其成为首个落户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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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国集团。政府在新园区内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集中供水供电，建设卫星地面站，

提供高速网络接口等（陈平，2007）[10]。

其次，班加罗尔通过引进外国资本联合建

立科技园区的方式，提升科技产业园的建

设、维护和管理水平。如“国际科技园”便

是印度和新加坡在1994年共同投资开发的

（Vaidyanath等，2004）[11]。这种方式也可以

有效地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吸引先进产能

落户。再次，班加罗尔鼓励企业通过“软

件外包服务”切入发达国家市场。在推动

外包服务发展方面，除了依靠低廉的劳动

力价格，班加罗尔还积极发挥自身在英语

教育和IT技能教育上的优势，再加上班加

罗尔和美国的时差刚好是半天左右，因此

能够在美国企业下班的时候接替完成一些

非核心工作，并于下班后，也就是美国的

上班时间，将工作通过网络传送回美国总

部。如此，跨国企业的研发与运营工作便

能够全天24小时运作，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西方企业也因此纷纷落户班加罗尔

投资建立分公司。还有，班加罗尔市政府

还积极围绕IT和电子产业，发展包括生物

科技和航空工业等在内的高端科技产业，

大力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最后，班加罗

尔市政府还积极加大科研教育投入，建立

信息技术院校和实验室，完善教育培训体

系（林元旦和郭中原，2001）[12]，积极利用

“印侨”和“海归”，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提供充足的高端人才资本。

班加罗尔的供给改革以“产业园”和

“外包服务”为核心，一方面通过完善的

产业园吸引产业集聚，推动信息产业规模

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推动软件外包，

打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渠道。20世纪90

年代后，班加罗尔成功吸引了大批国际知

名企业进驻，如甲骨文、通用电气、微软

等。除此之外，还培育了一批具有领军能

力的本土企业，如印孚瑟斯（Infosys）和

威普罗（Wipro）⑦，此时的班加罗尔才真

正被国际市场接纳为“印度硅谷”。

（二）马来西亚吉隆坡

作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马来西

亚，于20世纪90年代就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最发达的地

区，其经济也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到达了顶

峰。然而，近20年来，吉隆坡在世界经济

的舞台上并无多大建树，反而陷入了缓慢

且不稳定的增长当中，面临着多种经济结

构性难题。一是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

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和动能，人均收入持

续长时间无明显增长。二是西方国家金融

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吉隆坡的出

口导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三是出口结构偏

低端，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产品出口份额

持续下滑，原材料及资源矿产出口份额持

续攀升，反映出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和

“荷兰病”倾向愈发严重⑨。四是私人投

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例持续下降，市场对

经济发展前景信心不足。

为振兴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寻找新

的发展动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吉隆坡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供给政策。首先，制定

了“大吉隆坡计划”，推进建立吉隆坡都

市圈和推行新城市规划。吉隆坡政府借鉴

首尔和东京都市圈经验，扩展经济腹地，

推动都市圈内各地区的专业分工和协同发

展。在城市规划方面，增加公共财政支出

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大吉隆坡

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便是拨款260亿林

吉特修建吉隆坡国际金融区。其次，以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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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制造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为包括

电子产品和机械制造在内的制造业企业提

供了一揽子激励措施，通过财税政策，推

动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制造业结

构。针对原材料和资源矿产行业，则引导

其延长产业链，推动其向全球价值链上游

位置发展。例如，限制未经加工的天然橡

胶直接出口，对天然橡胶深加工产品则提

供出口补贴和退税等等。再有，联合公共

和私人部门共同管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投

资基金，出台各种针对私人投资的财政补

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最后，积极推进“公

共人才促进计划”和“吸引及留住奖学金

人才计划”，转变人才外流的状况，为经

济转型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要素支持（闫

森，2012）[13]。

在供给改革中，吉隆坡以“都市圈”

和“制造业”为核心，一方面通过建立

“大吉隆坡”城市圈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另一方面通过振兴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

新的增长点。吉隆坡供给改革虽仍处于实

施阶段，但近两年吉隆坡在供给侧结构性

转变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效。

（三）巴西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GDP排名第二大

城市，拥有南半球最多的旅客人数，也是

2016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⑧。自从葡萄

牙人在此处建立殖民地开始，就一直是

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是里约热内卢经济

一直有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可持续发展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城市发展环境恶

劣，如贫富差距巨大、贫民窟泛滥，治安

问题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政府对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出不足，无法满足工商业的

发展需求。二是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

业发展滞后且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陷

入工业化陷落困境（张勇，2015）[14]。三

是出口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金属矿

产和畜牧品等初级产品。四是经济过于依

赖个人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不明

显，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五是工会

力量过强，导致企业活力下降。

为解决以上问题，里约热内卢政府近

年在供给侧方面做了一系列改革。首先，

以“再工业化”为目标，制定产业政策、

加大政府投资和提供财税优惠，振兴制造

业发展。同时鼓励初级产品生产企业精加

工，延长初级产品价值链，提升附加值，

优化出口结构。其次，降低区域内的工商

业投资门槛，优化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

比例。再次，加强城市规划，在城市郊区

划出工业地块，建立工业园区，吸引制造

业企业进驻，形成工业发展规模效益。同

时改善居民区规划，加强对贫民窟的治安

和环境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最后，

积极推进工会及劳动法案改革，营造有利

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

里约热内卢的供给改革核心和整个

巴西经济转型战略核心是一致的，即“再

工业化”，推动第二产业成为经济的新增

长点。里约热内卢政府近期实施以上提到

的供给改革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

有三：第一，政治动荡，民粹主义把持各

级政治，使得产业政策和工会改革无法持

续稳定推行（王飞，2016）[15]；第二，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制造业发展始终缺

乏动能，进而使得发展资源进一步流向第

三产业；第三，“荷兰病”严重，对初级

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依赖程度较深，加上西

方“殖民经济”根深蒂固，扭转“去工业

化”趋势的尝试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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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发展中国家城市在供给改革中所采取

的措施大量借鉴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

经济体经验，如加强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

服务业等。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

其城市层面的供给改革也有着特殊性，如

面临较为严重的“荷兰病”、工业发展疲

软和政治动荡等。加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

乏先进生产技术和成熟法律制度，其政府

的干预能力往往成为改革是否能够成功

的关键。班加罗尔政府由于有较好的执行

力，成功地实现了城市转型发展，而吉隆

坡和里约热内卢政府管理和干预能力相较

滞后，导致供给改革收效甚微。

四、广州供给侧改革与“粤港澳
大湾区”供给要素流动

珠三角各城市的融合和发展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但一直缺乏完善

的制度安排以上升到城市群的发展层次。

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中

央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

为将珠三角地区建设为世界级湾区奠定

了重要的制度基础⑩。粤港澳大湾区有巨

大的发展潜力：首先，区域覆盖了6600万

人口，对比之下，作为世界三大湾区之一

的东京湾区只有4383万人口；其次，区域

内各城市分工有较强的互补性，如香港

是国际性金融中心，深圳是国内科技创新

中心，广州则是综合性产业基地和商贸

中心；再有，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领

先，拥有深圳港、南沙港及香港港三个世

界排名前十的港口，两座国际性航空枢纽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香港国际机场），

以及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

从供给侧角度看，广州目前仍处于全

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落后与过剩产能依然

较多，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中小

企业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持，高端人才缺

乏，外经贸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广州

的供给侧改革，便是力求优化供给质量，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另一方

面，由于当前制度安排上的滞后以及配套

设施的不足，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部各城

市的生产要素流动并不畅通，这对整个湾

区的融合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就广州

而言，在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有序、合

理及高效流动方面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连接区域内各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

不足（如跨城公交、地铁等），劳动力跨

城流动的便利程度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且

流动成本较高；二是金融服务和资本流动

不足，具体表现为中小企业融资仍较为困

难，在本地银行与金融行业不能提供充足

支持的同时，无法为中小企业对接优质且

有能力的金融服务体系；三是由于与区域

内各城市缺乏协调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恶性竞争，阻碍了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

合理流动，导致资源配置领域效率较低，

如产业项目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这些

影响生产要素流动的问题，也是当前宏观

经济新常态下，广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因

此，广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广州在粤

港澳大湾区框架内优化生产要素流动的目

标是一致的。

对于区域核心城市广州而言，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对广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

要意义。一是广州可更轻松地对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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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要素资源供给，如深圳的互联网科技

人才和香港成熟的金融资本。二是通过与

区域内各城市的供给策略协调发展，广州

可避免在某些产业的重复投资，减少要素

资源浪费。三是通过完善大湾区要素流动

机制有利于广州发挥其在高等教育和科学

研究上的优势，吸引区域内外高精尖人才

集聚，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人力

资源基础。基于广州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特点，考虑到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

和均衡发展需求，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框

架内应着力将自身打造为区内高端制造业

中心、重要的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基地，

建设以南沙港为依托的进出口贸易枢纽

和差异化发展的区域金融中心。同时，通

过推动广州供给侧改革，也可以疏通粤港

澳大湾区要素流动渠道，促进湾区内部劳

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有序、合理和

高效流动，从而加快区域融合和一体化发

展。

五、推进广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政策路径设计

针对全球十个典型城市的供给改革经

验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它

们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在发达

国家城市方面，一是强调高新科技产业发

展的领军作用，如硅谷大力发展的半导体

和后来的互联网产业，以及底特律的无人

车产业；二是大力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结

构中的比例，如曼彻斯特便是彻底地从工

业城市转变为服务业城市；三是通过城市

新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空间布

局，如东京的“大都市圈”规划；四是对环

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底特律、鲁尔区和曼

彻斯特在城市升级改造过程中都加强了对

市内环境较差的工业区的美化改造和二次

利用，对受污染区域进行了修复和治理，

实现了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在新兴工业

化经济体城市方面，其改革措施大都借鉴

了发达国家经验，也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附加值，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发达

国家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是，新兴工业化

经济体城市政府对要素市场进行了强力

干预，如首尔市政府对城市人口控制和工

业布局的强力管制，新加坡政府的“威权

主义”式治理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

量地实现了区域供给转型。发展中国家城

市方面，则是各有各的困难，如班加罗尔

主要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吉隆坡和

里约热内卢则是受到工业发展动能不足、

“去工业化”趋势等问题的困扰。它们采

取的措施实际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

化经济体城市无太大差异，但受制于落后

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条件，改革的成

功与否在于政府治理能力强弱。吉隆坡和

里约热内卢的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加

上国内政局不稳，导致供给改革过程不顺

畅；而班加罗尔得益于稳定的国内政局和

较好的地区政府管理能力，成功实现了城

市转型升级。因此，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

和合理的政策工具对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

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韩永辉等，2017）[16]。

在借鉴世界各国典型城市在供给改

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广州应逐步建立并

完善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供给侧改革管理

体系，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优化产能结

构，提升各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实现

广州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同时，还要发

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核心作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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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疏通要素市场流动渠道，以供给改革促

进区域内要素流动，推动“大湾区”一体

化发展。为此，广州应该从七个方面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坚持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强力支持和引导

当前广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形势

较为复杂多变，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和不

健全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和指导性。广州市

政府应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

权，关注改革过程的重点环节，为经济发

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合理

有效地分配资源，促进重点产业项目的发

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广州发展指

引方向。同时，还应尊重市场基本规律，

坚持市场调节的基础性地位，将市场调节

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破除发展过程中的

各种要素流动障碍。

（二）制定面向供给侧的产业发展战
略，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

对于经济结构较为复杂，产业部门

较为齐全的广州来说，推动产业多元化发

展是较为合适的发展战略。对于制造业，

广州应积极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减少对

“夕阳产业”的财税扶持；集中力量提升

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加强政策和

资金扶持来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高

端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发展为突破，实现由

“广州制造”向“广州智造”的转变。加

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比

重。重点推进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咨询和

软件服务等在内的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发

展，积极运用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等

先进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改造提升

传统服务业，推动广州服务业的市场化、

产业化和社会化发展。针对粤港澳大湾区

框架下广州在区域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产

业，应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产

业转移以实现和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协调

发展，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和恶性竞

争。

（三）提高中小企业活力，发挥大型
企业对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的领军作用

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在供给侧

改革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中小企业，广州

应该着力缓解其融资困难问题，完善中小

企业财产抵押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在本

市金融服务无法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情

况下，为其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内更多

的优质金融服务选项；加大财政和税收扶

持力度，增加财政预算中为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服务的专项资金，引导中小企业加强

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鼓励中小企业立足

工业园区集群式发展，促进企业间资源共

享，建立“网络型产业体系”。针对大型

企业集团，广州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

术方面的优势，突出它们在转型升级进程

的领军作用。强化政策导向，对于符合广

州未来转型发展方向的企业，为其提供财

税优惠，鼓励其发展自主品牌；有计划地

指导产能过剩大企业进行合并重组，通过

集中社会资源改造传统产业以形成新规模

效益。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差
异化”“错位化”发展

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研发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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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风险高，成果产出不稳定。尤其是

中小企业，在面临转型困难的时候更加脆

弱。广州应当大力发展信贷市场，以加强

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

核心，实现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配

合，充分发挥银行在促进广州经济发展中

的融资主渠道作用。大力支持广州本土金

融机构做大做强，健全金融组织体系，丰

富机构类别，打造优质的地方金融机构品

牌。由于广州在银行和金融服务方面发展

相较深圳和香港滞后，广州应加强发展包

括国企金融在内的差异化金融产业，依托

港澳，加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广州还应

不断完善支付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提高金融体系在防御信息侵害方面的能

力，增强金融行业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制度

水平，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持。

（五）加强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城市间通勤效率和成本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大融

合的趋势愈发明显，广州应以此为战略考

虑，加强城市规划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向多中心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因此，

有必要优化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

设，减少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体系以及在

大湾区内的通勤时间和成本。为此，广州

应充分利用轨道交通枢纽的优势，加强建

设包括跨城地铁和城际动车在内的多层次

轨道交通体系，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区

域，实现广深港CBD之间“一小时通勤”

的无缝连接。围绕“港珠澳大桥”，完善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广州交通枢纽

核心地位，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生产要素

交流。着力打破由行政壁垒引起的“断头

路”现象，打通与各市连接的公路网。另

外，还可充分利用珠三角地区水网发达的

特点，发展便捷的水上交通。

（六）增加高端人才供给，加大对科
研教育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供给侧改革不仅意味着企业生产的变

革，同时也是人才供给的变革。产业结构

的升级优化需要更多的高精尖人才参与到

经济建设当中。为此，广州应加强对海内

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制定广州的“千

人计划”“万人计划”人才引进战略，吸

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广州。加大力度培养本

市科技创新型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探索能将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效益

三者有机统一的奖励制度。增加教育经费

在政府开支中的比例，加大对科研院校的

资金扶持，增强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韩永辉等，2016）[17]。鼓励科研机构

和社会企业的合作交流，提高科研成果的

商用转化效率，实现研发、生产和市场之

间的闭环。创新人才利用方式，利用互联

网技术和通讯技术，实现跨城市、跨区域

的“远程服务”。鼓励人才在粤港澳大湾

区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探索推进

区域内各城市的社保医保互通。

（七）以南沙新区为重点，打造粤港
澳融合的实验基地

南沙新区作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转

型的战略支撑点，已经引进了大批国内外

领先的企业和项目，如微软、百度和国际

金融论坛等。南沙新区在港口贸易、金融

和新兴产业等领域也有了卓越的成效。为

进一步推进经济升级转型，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在航运、科研和服务业方面的深度

合作，广州可以南沙自贸区为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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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港深扩大合作。例如，创新行政和

社会管理模式，建立多方参与的区域性委

员会，实现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加强金

融、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合作投资，发挥广

深港各自的优势，将南沙建设为世界领先

的经济高地；将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各

城医保、社保及其他社会福利互通的试验

区，探索区域融合可行新模式。

注释：
①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局，http://www.gzstats.gov.cn/tjfx/gztjfx/201701/t20170124_25528.html

②资料来源：DFC Implementation Office, https://detroitfuturecity.com/

③资料来源：JP Morgan Chase & Co.,  https://www.jpmorganchase.com/corporate/Corporate-

Responsibility/detroit.htm

④资料来源：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www.ons.gov.uk/ons/rel/regional-accounts/regional-

gross-value-added--income-approach-/december-2013/rft-nuts3.xls

⑤资料来源：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

KD?locations=SG-HK

⑥资料来源：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http://english.seoul.go.kr/get-to-know-us/statistics-of-

seoul/seoul-statistics-by-category/

⑦资料来源：Forbes India, http://www.forbesindia.com/lists/super-50-companies-2016/1551/all

⑧资料来源：普华永道，http://pwc.blogs.com/files/global-city-gdp-rankings-2008-2025.pdf

⑨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

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

⑩资料来源：《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3-05/8165806.shtml。

参考文献：
[1]韩永辉,李子文,韦东明.广州制造2025思路与对策研究——基干“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视角[J].城

市观察,2017(5):41-57.

[2]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58.

[3]钟坚.美国硅谷模式成功的经济与制度分析[J].学术界,2002,(03):224-242.

[4]Sara, Meerow,  Joshua, P, Newell. Spatial Planning  for Multifunctional Green Infrastructure: Growing 

Resilience in Detroi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9): 62-75.

[5]李晟晖.矿业城市产业转型研究:以德国鲁尔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3(4):94-97.

[6]曹晟,唐子来.英国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曼彻斯特的经验[J].国际城市规划,2013,28(6):25-35.

[7]雷新军,春燕.东京产业结构变化及产业转型对上海的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2010,(11):66-79.

[8]刘冉,董玛力,宋涛.新加坡“港-城”关系转型的经验借鉴[J].世界地理研究,2008,17(04):71-78.

[9]申润秀,金锡载,胡京京.首尔首都圈重组规划解析[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2,5(01):147-164.

[10]陈平.印度班加罗尔信息产业集群研究[J].商业研究,2007,(11):125-128.

[11]Amrit, Vaidyanath, Caroline, Yeoh, Siang, Yeung, Wong. Singapore’s Foray  into Bangalore, India: An 

Empirical Review[C]. Singapore: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2004.

[12]林元旦,郭中原.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成功的奥秘——论印度政府对信息产业的扶植[J].中国行政

管理,2001,(08):45-46.

[13]闫森.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的实施与成效[J].亚太经济,2012,(04):76-80.



97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14]张勇.巴西经济增长及其转型的结构视角[J].当代世界,2015,(10):54-57.

[15]王飞.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应对[J].清华金融评论,2016,(07):105-109.

[16]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

释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7(8):33-48.

[17]韩永辉,黄亮雄,邹建华.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J].统计研究,2016,33(5):23-33.

作者简介：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政策、世界经

济。张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国际经济。

李子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跨国投资。

（责任编辑：李钧）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pply Sid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ome Typical 
World Cities: Guangzhou's Role  in Factor Mobil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Han Yonghui, Zhang Fan, Li Ziwe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ll enable 

Guangzhou to upgrad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ts growth pattern and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strategy will enhance 

factor mobil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supply 

sid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ypical world cities including developed, emerging and develop-

ing countries before proposing seven policy suggestions, i.e., dominant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guida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aking, divers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in-

dustries, invigorating SMEs and the leading roles of large scale enterprises, optimizing financial 

service mechanism,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alent supply and invest-

ment in education and R&D, and building Nansha into an experimental base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city observ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different country case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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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功能集中以及管理控制上占优势的城

市，其功能也在全球城市网络的转变下悄

然发生改变，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

向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商业商务中心转

变，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脑”[1]。在

全球城市网络中，中心城市考虑的不仅是

其功能作用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优势等多

种因素，更多的是通过考察其融入全球城

市网络的深浅程度并由此反映其对资本、

信息、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和配

国家级中心城市的成长条件及其因素分析
◎ 姚士谋 孙 阳 陈振光 陈肖飞

一、引言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发达国

家的城市化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产

业经济不断完善与提升及其城市网络不

断形成而且不断产生世界级、国家级和地

区级的中心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因

在传统中心地体系中获得资源要素集聚、

摘  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背景下具有极

为重要的节点功能，这些城市一方面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体系中拥有关键的地位，另一

方面在自身国家城镇体系中又有着核心的功能，而国家级中心城市所处的中心、节

点与枢纽等重要位置决定了其综合的功能属性，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

中心性。本文归纳与总结了国家级中心城市成长过程的4个基本条件以及国家级中心

城市成长的5个基本因素，旨在通过把国家级中心城市还原在其所依托的城市群背景

下，考虑其在国家城镇等级体系中发挥的支撑、服务、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吸引、

集聚资源以加速城市转型，改善并最终提升城市国际功能与凸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个

性特征。

关键词：国家级中心城市  因素分析  成长条件  城市发展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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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则是决定中心城

市在全球城市网络或者是在国家城镇体

系中的角色地位与竞争力。就是说，全球

城市网络通过促使中心城市功能由传统

的功能过度集中于单个或几个城市向分

散化、网络化以及扁平化的多中心城市网

络体系分工转变，以此来支撑整个国土的

均衡发展。虽然国外没有国家中心城市提

法，但它们的一些特大中心城市事实上发

挥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2]。国家级中心

城市不仅在一个国家中发挥着最明显的中

心与枢纽作用，而且具有部分国际城市的

功能。如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日本的东京、大阪，德国的柏林、法兰克

福，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俄罗斯的

莫斯科、圣彼得堡，印度的新德里、孟买

等等，并称之为国家级或区际级第一增长

城市，也是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3]。人们

对这些城市的称谓虽然不同，比如“国际

大都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等，

但事实上这些城市都是代表国家实力的

中心城市，也就是我们上述的国家中心城

市[4]。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主体形态是城市

群，为此应该把国家中心城市还原在其所

依托的城市群背景下，考虑其在国家城镇

等级体系中发挥的支撑、服务、辐射、带

动作用，加大吸引、集聚资源以加速城市

转型，改善并最终提升城市国际功能以及

凸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个性特征。

二、基本概念与内涵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多以功能属

性的角度去定义。《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2006-2020年）》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是

指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

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

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

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

用，国家中心城市已经或将要成为亚洲甚

至世界的金融、管理、文化中心。国内也有

研究报告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重

要影响并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的主要城市，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辐射

带动能力最强的城市，它起着组织经济活

动和配置资源、主导经济发展和联结国内

外市场的重要作用。”①彭丽敏认为要深入

理解国家中心城市，对其的认识不能过多

地集中在行政的角度，而应集中在功能的

角度，即这里的“国家”更多地指“国家功

能”，而不是“国家级”[5]。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所陈江生教授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心，是其所在地域

城市群的发展龙头，也是国家的经济控制

中心（包括资金、贸易、技术以及产业）和

国家文明的辐射源[6]。根据地理学界与经济

学界专家们的观点，国家级的中心城市是

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

国重要影响的城市，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与辐射带动力最强的城市，并能代表国家

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与创新的主要城市或

门户城市[7]。国家级中心城市起着组织经济

活动与资源配置，主导经济发展与连接国

内外市场脉络的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国家

城市等级体系也可以同全球城市网络体系

协调并与之紧密地相互联系。这种借由经

济活动的多维空间以及社会活动的多视角

来实现地理空间的扩展与分离，可以在更

大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高度整合，

使得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与世界级中心城市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届时其中心城市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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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转质与形态也将出现新的变化。

三、国家级中心城市形成的基本
条件

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形成、发育与迈向

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取决于所在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城镇密集程度、交通与信息网络

集聚与发达程度。它们在特定范围内（大

型城市群的龙头城市）逐步形成了区域经

济网络的核心与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交

流中心。全球化、网络化与城市化三者的

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信息时代城市空间

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8]。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现代意义上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就

是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背景

下具有极为重要的节点功能，这些城市一

方面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体系中拥有关键的

地位，另一方面在自身国家城镇体系中又

有着核心的功能。如果从时间的深度（历

史空间）与地域的集聚程度（地理空间）

分析，通过分析国家级中心城市发展的时

间与空间维度，剖析其成长过程当中历史

空间上的时间深度与地理空间上地域的集

聚程度，国家级中心城市成长过程必须具

备以下4个基本条件：

1.中心城市的所在地必须是经济高度

发达的社会化、市场化的城市群区。在这

样的城市群地理空间范围上所拥有的首位

城市与第二位城市，其综合服务能力强、

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云集，并广泛地

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之在发展过程中地域

功能作用不断与世界接轨并与全球一流城

市紧密联系，逐步转变为全球城市网络体

系中的重要节点或门户城市。例如我国长

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与京津冀城市群中的

北京，其国际功能日益凸显，并向国际性

城市迈进。

2.中心城市的产业必须是多种高度专

业化高端产业，只有单一产业发展的城市

不可能是中心城市。例如辽宁省的鞍山、

抚顺这些资源型的工业城市，不可能形成

大地区一级的中心城市，只有像沈阳、大

连等可以形成东北地区一级的中心城市或

门户城市。这是因为综合性的产业城市高

端产业集中，具有复杂多功能、多层次的

产业集聚（如图1所示），可以与中心城市

的文化科技、政治职能联系在一起，形成

更大更高更系统的研究中心、创新中心。

3.中心城市的商贸必须是依托国际商

圈、金融贸易交汇发达的城市，而不是单

纯工业发达、产业集聚。任何一个城市群

区内最具有中心性的核心城市均具备迅速

的交换集散商品与发达的交通网络枢纽，

这才是商品经济与市场贸易最发达的中心

城市，并且将促进这些中心城市向世界金

融贸易城市发展，使之成为一个金字塔形

状的发展形式。城市的规模越大，该城市

与其他城市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越大，发生

客、货流就越多，铁路服务能力也越强[9]，

特别是当前高铁时代、航空时代，国家级

中心城市的航空港越来越现代化，旅客流

量也越来越大，航空运输已成为客货流动

 
图1  中心城市主要产业集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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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

素[10]。城市流的变化过程，也是城市规模

结构不断变化完善的过程[11]。借由高铁、

航空所产生的“流”为原始数据作为构建

中心城市网络的表征媒介，这在一定程度

上深化交通流对人流的指引导向以及对区

域空间的再认知。

4.中心城市的功能必须是上升到国家

级与世界级。城市内人口、产业以及资本

的集聚与科技顶尖人才的集聚达到了各国

各地区的顶峰，形成了一个超大多功能、

综合发展顶层次的中心城市。

四、国家级中心城市成长因素的
综合分析

在国家每个行政区划范围内，都需

要中心城市来支撑国家战略意图的贯彻

落实，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说，国家中心

城市主要是发挥重要的中心与枢纽作用；

从城市群或经济区的视角来看，城市群与

经济区亦有大小、重要一级与次要一级

之分，国家级与地区级的中心城市应当是

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经济区的经济中心城

市。不同学者所持观点各异，但大多数都

认为国家中心城市主要是发挥其较强的集

散与创新[12]、文化引领与综合服务[13]、门

户设施与交通枢纽[14]以及强大的国家影响

力与国际竞争力[15]。

首先，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与带动区域

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具备全国最高城市层

面的中心性与全球网络体系中的节点性，

如北京、上海、广州在其所依托的城市群

背景下，在全国城市范围内引领城市群区

域内的不同等级城市协调发展、带动周边

中小城镇的经济活动频次，在全球层面可

引领三个沿海城市群进入世界城市体系的

中心位置与全球城市群网络的节点位置，

以积极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服务、

辐射、带动作用。

其次，国家中心城市优化对外开放与

协调区域空间布局。“一带一路”战略下

对外开放格局从沿海转向沿海与内陆并重

两个维度，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中心城市

一方面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开放局面，促

进全国城镇体系中各等级城市相对均衡的

对外开放格局，以保持城市活力，培养区

域层面的经济新引擎，另一方面协调区域

空间布局。各等级的城市定位与功能不尽

相同，中心性表现也有差异，有的城市具

备交通枢纽属性，有的城市具备国际门户

属性，有的城市则具备经济中心属性，各

中心城市在区域的布局从东部到西部，从

沿海到内地，在其所处的区域内都具有不

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最后，国家中心城市加速城市转型与

功能提升。国家级中心城市成长具备以下

5个基本因素：

1.区位因素。区位因素是指一个城市

的战略区位，靠近大江大河与海岸居中的

枢纽城市或门户城市，具有中心性的重要

战略地位的大都会。例如纽约、东京、上

海、香港、开罗、新加坡等。

2.历史基础。国家级的中心城市都具

有悠久的开发历史，是早期农业开发的商

品集散地，劳动力吸收之处，资本主义工

业化、城镇化及其人类发展的文明之地。

例如西安、北京、开罗、罗马等都具有悠

久的历史。

3.交通枢纽。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就是

一个大区域，甚至是全国性的综合交通

运输中心，起着客货运输的枢纽与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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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不邻近但彼此联系密切的城市连接起

来，赋予双方城市作为跨区域网络中心性

的节点；本土化则是将地理位置相邻相接

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赋予双方城市以地

方为中心性并形成地方中心城市，与本土

化联系相关。进一步来讲，在全球城市网

络中的中心城市考虑的不仅是其功能作用

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优势等多种因素，更

多的是通过考察其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深

浅程度并由此反映其对资本、技术、人力

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和配置能力，在全球化

背景下则是决定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

或者是在国家城镇体系中的角色地位与竞

争力。

五、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与总结国家级中心城

市成长条件与基本因素，旨在通过把国家

级中心城市还原在其所依托的城市群背景

下，考察其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深浅程度

并由此反映其对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

要素的控制和配置能力，由此发挥其在国

家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支撑、服务、辐射、

作用，也是海、陆、空等多种交通的指挥

中心和吸引与辐射的中心。例如东京、纽

约、伦敦、巴黎、上海、新加坡、柏林、

洛杉矶、香港等。

4.人口与产业集聚中心。国家级的中

心城市人口、产业的集中度很高，就业岗

位多。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重

庆就是明显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的农民工主要集聚在这些城市（图2）。

5.信息与创新中心。弗里德曼认为，一

个城市的地位与作用的大小，不在于人口

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

动的程度以及调控支配的资本能力。同样，

这些金融资本的集中地又是全世界的信息

与创新中心，世界一流的城市都具备这些

功能。

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认为“一个城市

地位和作用的大小，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

小，而在于参与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

以及调控和支配资本的能力。”[16]同样，

一座一定能级的城市，必须具备与级别相

匹配的城市功能，也就是说中心城市等级

与中心城市的功能是成正相关关系的[17]。

中心地理理论中认为“中心”的本质就是

其城市的功能中心，而并非地理意义上的

位置中心。从功能角度看，城市发展转型

是手段，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提升是目标，

城市发展转型是因，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提

升是果。这就涉及城市发展要素的提升与

要素组合结构的提升[18]。而按照城市经济

区理论，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流”是城市

间相互作用的实质载体，集中体现城市间

的各种关联。中心城市的发展再也不是孤

立的闭门造车模式，而是面临着开放的全

球化网络与本土化联系的新挑战，不断逼

迫自身转型与功能提升。全球化将地理位
 
图2  中国主要城市农民工集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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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大城市对其入围与排名的盲目紧追热

捧，另一方面则对开展国家中心城市的相

关研究工作带来了评判与衡量的滞后性。

在后续的研究中，应不断明晰国家级中心

城市的定义与边界，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

客观评估国家级中心城市，这就要求我们

不仅要明晰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遴选标准，

而且要把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研究坐标放在

国家城镇体系、世界城市体系以及全球城

市网络的角度中去理解国家中心城市的功

能效用，借由成熟的理论框架分析与国家

级中心城市有关的科学问题。

带动作用，加大吸引、集聚资源以加速城

市转型，改善并最终提升城市国际功能与

突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个性特征。值得讨

论的是，国家级中心城市所处的中心、节

点与枢纽等重要位置决定了其综合的功能

属性，体现了国家中心性。尤其是在我国

这样一个拥有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

领土范围内，很多时候国家中心城市可能

是在某个区域或城市群中起作用的中心城

市，而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中心城市定

义比较含糊、边界不易把握以及由此引发

注释：
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广州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抉择（内部文稿）[R].

参考文献：
[1]姚士谋,王成新,解晓南.21世纪中国城市化模式探讨.科技导报,2004(7):42-45.

[2]周阳,国家中心城市:概念、特征、功能及其评价.城市观察,2012(1):132-140.

[3]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4]刘华江,张强,杨代友,陈剑.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比较与广州发展转型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5]彭丽敏.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思考:以城市功能和国家战略的动态耦合为线索.城市发展研究, 

2013,20(01):14-20.

[6]陈江生,郑智星.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瓶颈及解决思路:以东京、伦敦等国际中心城市为例.城市观察, 

2009,(2):14-19.

[7]陆大道,姚士谋等.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专辑),商务印书馆,2007.

[8]姚士谋,周春山,王德等.中国城市群新论.科学出版社,2016.

[9]钟业喜,陆玉麒.基于铁路网络的中国城市等级体系与分布格局.地理研究,2011,30(5):786-794.

[10]薛俊菲.基于航空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分布格局.地理研究,2008,27(1):23-32.

[11]郭建科,韩增林,王利.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空间体系.地理研究,2012,31(10):1849-1860.

[12]田美玲,方世明.国家中心城市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5,30(2):70-80.

[13]朱小丹.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从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提升广州科学发展实力的研究.城市观察,2009(2).6-13.

[14]王缉宪.港口竞争与港口城市竞争的解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4:172.

[15]  J. Friedmann. World city  futures: The role of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i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Urban Planning Overseas, 2005.

[16]宋思曼.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2013.

[17]刘华江,张强,杨代友,陈剑.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比较与广州发展转型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18]周岚,韩冬青,张京祥,王红扬等.国际城市创新案例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姚士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



104

REGION & URBANIZATION

区域与城镇化

展。孙阳，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区域

规划。陈振光，香港大学建筑规划学院城市规划中心。陈肖飞，工作单位为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卢小文）

Conditions and Factors for State-level Core City Development
Yao Shimou, Sun Yang, Chen Zhenguang, Chen Xiaofei

Abstract: In modern sense, core cities assume the important role of nodes in the contex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informatisation. On one hand, cities are critical in the 

global urban network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erve as the core in the urban system of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central, node and hub positions, where state-level core cities are lo-

cated, determine their integrated functional attributes and reflect their central orientation on na-

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generalises, summarises and proposes 

four basic conditions and five basic factors for the growth of state-level core cities. This trans-

formation is achieved considering the supporting, serving, radiating and driving functions of core 

cities in the national urban hierarchy system and their intensifying resource attraction, as well as 

the gathering, improv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cities and awarding 

prominence to the individu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level core cities.

Keywords: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factor analysis; growth conditions; urban development;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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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概述

（一）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概念

学术界对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并

没有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比较有代表性

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

人类发展报告：让技术为人类发展服务》

一书中，提出世界“技术成长中心”有三

个共同特征，即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优

势，特别是制造业基础优势；与顶尖的研

究型大学、科研机构毗邻；集聚了该领域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科技人才。再如

国内学者杜德赋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定义为“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

【基金项目】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基金 2017 年名家课题计划之《从硅谷看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发

展中心》前期成果。

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研究
——硅谷的经验与启示

◎ 何国勇

2016年深圳市GDP总量20078.58亿，

经济总量首次居全国城市第三位，人均2.5

万多美元，继续位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

首位。深圳市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再用

6年左右的时间，在人均GDP方面追赶西

欧和日本。深圳要完成这个任务将面临新

的巨大的挑战。为此，深圳必须将发展的

主动力放在创新上，加快建设国际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美国硅谷是迄今为止全球

最优秀的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深圳

市要以硅谷为榜样，根据建设国际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实

际，比照学习，扬长避短，努力追赶，并

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与硅谷的并跑，甚

至赶超。

摘  要：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是深圳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总结了国际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的内涵、发展历程及构成要素，并深入分析了美国硅谷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的实践及经验。在此基础上，就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创新中心  硅谷  深圳  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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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

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络中

发挥显著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

的城市或地区。” ①

笔者认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

的科技成果、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发展

自己城市的科技、产业创新；二是这座城市

的科技、产业创新成果，包括科技进步、产

业化产品、新兴产业市场占有率等具有世

界影响力。因为对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来说，创新成果具有世界影响力是最

本质的规定性，而能够利用国际创新资源

是必要条件，其他因素都不是构成要件。

（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构
成要素

从构成要素来看，国际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本质上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区域

创新系统，主要由9个要素构成，即人才、

大学、企业、政府、创新金融、创新基础

设施、创新专业服务、创新产业基础和创

新文化。这些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是核心层，即人才。人才是最高层

次的要素，它渗透到其他各个要素之中；

第二个层次是主体层，包括大学、企业和

政府；第三个层次是支撑层，创新金融、

创新基础设施、创新专业服务、创新产业

基础和创新文化等5个要素是最主要的。

1.人才

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朗

道把每个理论物理学家所做的重要科学

贡献以对数坐标表示出来，籍此将他们分

为几个等级，从0到5，处于上一个等级的

人要比下一个等级的人对物理学的贡献

大10倍。“朗道排名”的规律同样反映了

科技、产业创新领域人才作用的特点。构

成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人才主要包

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管理者、风

险投资者、技师、科技服务人员等，其中

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是建设科技、产

业创新中心人才队伍中的关键部分。而与

一般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比，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聚集了全球最顶端的从

事科技、产业创新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工

程师群体。正是他们，创造出了引领世界

科技、产业创新的潮流，引导城市走在科

技、产业创新的最前沿。

2.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机

构，是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一

个必要条件。原因在于，一是世界一流大

学、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是城市吸引大批一

流的科学家、青年才俊入驻的重要载体；

二是世界一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是

产生重大前沿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

源泉；三是世界一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

机构往往是产生重大颠覆性产品、产业的

创新企业的衍生地。

3.企业

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一个显著

标志就是它拥有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占有

市场份额优势、位于产业链和价值链顶端

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同时它还不断涌现出

大量新的创新型初创企业，并不断从中产

生出许多独角兽企业、行业领先企业。

4.政府

在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城市

中，城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一样，有

的奋发有为，有的则尽量恪守守夜人的角

色，还有的介于两种角色之间。其中的一

个共同规律是，这些城市政府都是从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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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实际出发，紧扣时代脉搏，找准自己

最适当的位置，成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的优秀推手。

5.创新金融

对于一个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城

市来说，它一定要有世界级数量的风险资

本聚集，要有发达的创新企业股权交易市

场和创新银行业。

6.创新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

施、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科技

基础设施是指大型科技工程、科技研究实

验基地、大型公共科技仪器设备、科技数

据文献、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网络科技环

境等。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网络、

住房、能源供应、水供应、电信设施、智

慧城市建设等。城市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由

城市政府提供政务服务和教育、医疗、文

化、休闲、健康、环境等公共服务。国际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往往拥有世界一流的

创新基础设施。

7.创新专业服务

创新专业服务是指为科技、产业创新

各个环节以及各环节的有机连接提供服务

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两大类：生产性服

务和创新中介服务。生产性服务主要包括

银行、证券、保险、外贸、管理、咨询、

猎头、工程、传媒、广告、会计、律师、

运输等。创新中介服务则是专指为科学研

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和企业需要新技术增

加企业效益之间能够连接而开展的经营活

动，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相关的行业协会、

商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创业孵化中心、创

新服务平台、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都拥有比较发达的创新

专业服务。

8.创新产业基础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座城市因创

新而形成一条产业链时，这条产业链上的

创新越发生机勃勃，也越发根植于这座城

市，并进一步推进这座城市的繁荣；二是

指科技、产业创新城市不能走制造业空心

化的路，要想方设法保留城市的制造业基

础。这是因为制造业越发达，制造业内部

的分工就会越细，这种不断细化的产业分

工会推动创新的产生。同时，一座城市拥

有了制造业的基础，才能迅速地、经济地

将创新产品化、产业化，才能反过来促使

创新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成长壮大。

9.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共同的

创新价值观基础上的开放、包容。创新价

值观的内涵主要有两条，一是实践理性，

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生产力第一的标准，

保持思维方式、思想判断的开放进取，

不僵化，不保守。二是追求成功，包容失

败，奋发有为。在这样的共同价值观的基

础上，城市形成自己的创新文化，比如尊

重企业家精神、崇尚创新、敢于创业和冒

险、宽容失败、积极进取、忘我敬业、能

者至上、在竞争中开展合作、尊重创新的

市场价值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等等。

（三）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类型

1.从影响力来区分，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城市可分为区域创新中心、国际区域

创新中心和国际创新中心

区域创新中心是指只能积聚一国区域

内的创新资源，其创新的影响力也只涉及

这个国家区域内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城

市。国际创新中心是指那些能够吸引、汇聚

全世界的科技、产业创新资源，特别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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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汇聚最顶尖的科技、产业创新人才和

企业家，而且其创新影响力具有全球性。

2.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看，科技、产

业创新中心城市可分为政府扶持型、市场

导向型和科研驱动型

在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形成过程中，

强调政府规划、投入的关键作用，这样的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即为政府扶持型，如

新加坡、新竹；政府只是提供法律制度环

境，主要靠市场因素成长起来的即为市场

导向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那些拥有世

界一流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城市，发展

成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即为科研驱动

型，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

3.从产业创新主体的来源来辨别，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城市可分为自主创新型

和外围依赖型

产业创新主体主要为本国的公司，则

是自主创新型，如中国的深圳、美国的硅

谷。产业创新主体主要为外国的公司，则

是外围依赖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

4.从成长阶段来定位，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城市可分为初创型、发展型、成熟

型和停滞型

创新资源比较分散，没有相对集中

于某个产业或部门，创新产出比较少，影

响也小，处于向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迈

步、起始阶段，即为初创型。在有了创新

的“种子”“萌芽”后，有些城市很快就

会将创新资源向自己擅长的产业或部门集

中，涌现出几家创新型的大公司，少数创

新成果具有世界影响力，这就意味着这

些城市已经进入发展型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还有一些城市能够利用不断积累起来

的实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城市人力资源，着力

建设、维护良好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吸

引大批国内外创新公司入驻，扶持、支持

本市创新型初创公司发展，大企业和大量

初创企业通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而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在不断消亡与生长之中爆发

出持续不竭的创造力，创新投入不断加大

并进入世界前列，创新向宽领域、多产业

延展，创新产出在很多方面都有世界影响

力，处于这个阶段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即为成熟型。停滞型的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有些城市在进入发展型阶段后，不注重

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不注重创新生态系

统的建设，创新型初创企业生长不出来，

创新领域拓展不开，城市创新长期依赖初

期建立的几家大公司，城市的科技、产业

创新长期处于生长停滞状态；另一种情况

是，城市创新进入成熟期后，伴随科技、

产业创新的巨大成功，城市经济步入繁

荣，而以房地产、人工成本为主的城市营

商成本也快速上升。如果这个时期的城市

创新收益不能快速同比例上升，或者不能

有力地扭转、抑制城市综合营商成本快速

上升的趋势，则形成了对创新企业、创新

人才巨大的成本压力，迫使城市创新资源

向相对收益高的城市转移，导致城市创新

水平停滞不前，甚至萎缩。

（四）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历
史变迁

1.历史上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

空间转移

13—15世纪是意大利，17世纪后期是

英国伦敦，18世纪后期法国巴黎崛起，19

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德国柏林和美

国波士顿并起。20世纪中后期，美国领衔

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州硅谷一跃成为全



109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球最重要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同期，

由于抓住了电子工业革命机遇以及精益生

产体系、质量管理革命等的普及、推广，

推动东京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

2.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空间转移

的原因

一是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的发

生，都是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重新洗

牌的机遇期。二是制度创新。科技与产业

进步的时代特征要求科技、产业创新资源

的组合配置方式要紧跟相随。三是经济发

展水平。各国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国力

变迁直接推动了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的空间转移。

3.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空间转移

的趋势

一是向以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转移。2009—2014年亚洲研发支出占全球

的比重由33.6%上升到39.1%，超过了美

洲，成为世界第一。二是我国迎来了建设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期。2016年

中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1%，美国

是2.7%。2016年中国人才总量1.75亿，世

界第一。②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1

年的39%提高到2016年56.2%。2016年中

国专利申请量100万件，居世界第一。未

来10年内，中国必然会出现1～3个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

二、科技、产业创新的时代特点

（一）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
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科学技术在不同尺度上不断向纵深演

进，物质科学不断向宏观、微观和极端条

件拓展；生命科学走向精确化、可再造和

可调控；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制造

领域不断突破和相互融合；新兴学科加快

发展，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深入，颠覆性技

术不断涌现。科学技术的这些发展态势和

特征，导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

发和产业化边界日趋模糊，技术创新与商

业模式、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带动众多学

科和技术群体跃进，持续催生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创业空间，科技、产业创新变革突

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蓄。

（二）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是指将创新资源和要素

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

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从而实现创新的深

度合作，取得创新的成功，特征是多主体

（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

构、科技中介、国际同行）协同攻关、多

学科交叉研究、多目标重叠并存、多功能

（人力资源培养开发、科学发现、技术进

步、产品开发、产业开拓）集成化创新。

（三）创新网络化

创新网络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

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创新主

体之间存在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比较

稳定的合作关系，它能创造良好的创新环

境，使得创新资源在网络内快速流动，实

现各创新主体间的资源互补、知识共享和

创新合作，从而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提

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创新资源向少数城市集聚

创新资源向全球少数城市积聚的原

因，一是协同创新和创新网络化让科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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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成为开放式创新，创新资源的流动

性不断增强。二是科技、产业创新取得成

功的关键要素是人才，是顶尖的科学家、工

程师和企业家，他们都是极为稀缺的创新

资源。三是科技、产业创新严重依赖城市

创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四是科技、产业

创新要有相应的产业链和制造业基础。

（五）科技、产业创新正在重构国际
竞争格局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一直是支撑经济中

心地位转移的强大力量。当前，全球创新

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科技、产业创新成

为各国实现经济再平衡、打造国家竞争新

优势的核心，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国家力

量对比，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格

局。同样，科技、产业创新也正在重塑全

球城市竞争格局。

三、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
形成规律

一座城市之所以在众多城市中变成了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根本点在于这座城市

不仅能够将创新要素吸引来，汇聚在一起，

而且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这座城市能够将

这些创新要素有机组合，形成一个高效运

转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更是营造、维护这一生态系统的顶尖城

市。总结归纳起来，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城市形成的规律主要有以下10条。

（一）城市宜居宜业

宜居是宜业的前提条件，宜业是宜

居的物质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着城市发展。为此，作为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城市，要拥有规范高效的营商环

境、适当合理的生产生活成本、先进高端

的产业结构、持续繁荣的城市经济、安全

永续的生态环境、紧凑宜人的城市空间、

平安和谐的社会、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

绿色便捷的出行、健康丰富的文化等。

（二）综合创新收益与创新成本之差
全球最大

无论是对于从事创新的个人还是组

织，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一座城市的理

由，最根本的是在这座城市能够让他或它

的创新收益减去创新成本后的差额最大

化。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就是城市的

集聚经济与集聚成本之差具有全球竞争

力。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总是能够不

断放大城市的集聚效益，减小城市集聚成

本，或者延缓它的快速上升，从而让创新

个人或组织能够获得比在其他城市更多的

创新净收益。

（三）市场机制健全

在经济资源配置上市场发挥了基础作

用，在创新激励上比较充分，在劳动力流

动上比较便捷自由，在专利保护与反对利

用专利阻碍技术进步上大体平衡。

（四）全球顶尖的创新型企业家和科
研技术专家资源聚集

与其他科技、产业中心相比，这是国

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创新金融发达

创业投资的总量、投资水平全球领

先，保证科技进步成果产业化能够有充足

的资本保证。创新企业的股权交易市场发



111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达，交易的总量和效率全球领先，能够保

证创投资本退出比较方便，创新企业能够

高效利用股权市场发展壮大。银行能够根

据创新企业的特点开展创新银行业务。

（六）创新的产业配套好

创新企业集聚，形成比较完整的产

业链，使产业链上的各个创新企业相互

支撑、相互激励。创新有强大的制造业基

础，保证创新的思想、设计能够高质量、

高效率产品化、产业化。

（七）拥有世界领先的研究型大学、
科学研究机构

城市拥有的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机

构能够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入驻，有充足

的科研经费，不断产生全球领先的科学研

究成果，引领全球知识创新。

（八）专业服务齐备

生产服务业发达，能够为创新提供最

好的物流、贸易、中介、法律、咨询、会

计、广告、培训等服务。

（九）专业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各种高质量的专业工程师、技师数量

众多，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更新，以适应

不断变化发展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

（十）创新文化流行

城市主流文化积极、健康、向上，

“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

冒尖”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为城市绝大多数市民所推崇。

理想的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是那些

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上述条件的城市或城市

群，因此理想的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首先是一座庞大的城市或者一个城市群，

拥有2000万以上的人口，从中心到城市边

缘在100公里左右。其次，它应该是全球

重要的科学教育中心、新兴产业中心、先

进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创

意设计中心。另外，它应该还是一座生态

城市，一座治理典范的城市。

四、硅谷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的实践及总结

硅谷通常是指加州北部旧金山湾区的

旧金山市、圣马丁县、圣塔克拉拉县、阿

拉密达县、圣塔克鲁兹县和伯克利的全部

或部分地区，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约

10到15公里，人口450万~500万，面积占全

美的0.2%，人口大约是全美的1.5%，生产

创造了全美5%以上的GDP和15%的专利。

（一）硅谷的发展历程

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角度来看，

硅谷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是国防

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阶段；第二个阶段（20

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是集成电

路的研发和生产阶段；第三个阶段（20世

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是个人电脑

（PC）的研发和生产阶段；第四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是因特网的

开发与服务阶段。

（二）硅谷在全球科技、产业创新
领域的影响力

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大多

是在硅谷研发并产品化、产业化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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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等，硅谷引领

了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硅谷目前在人工

智能技术、生物技术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

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

更是美国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科技人

员达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

任职的就有近千人，诺贝尔奖获得者60多

人。③

硅谷地区集中了近万家大大小小的

高科技公司。普华永道根据全球企业2017

年3月31日的股票市值排出“2017全球最

有价值的100大企业”排行榜中，硅谷公

司占7家，全部是科技公司，而且在前10

名中占了4席，苹果公司连续6次位居首

位。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

“2016科技品牌百强榜”，美国苹果公司

以1459.18亿美元名列榜首，在前10中硅谷

公司占7席。

（三）硅谷成功的经验总结

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耀眼的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有些条件别的城市也有，

有些条件别的城市没有，或者在其他地方

表现得不如硅谷那么突出。前面那类条件

主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地中海式气候、

政府扶持、风险投资、自主创新、发展初

期有大片空地、对员工跳槽的宽容、知识

产权保护适度等；后一类条件主要有：崇

尚创新创业、聚集顶尖的人才、工程师

优先、追求卓越、全球化意识、扁平化管

理、创新文化等。

1.世界一流大学

硅谷的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所：斯

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

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的突出特色是

文理兼修，综合实力在当今世界上是数

一数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学、

工学、人文学科的专业大部分可以排在全

美国的前五名，其中约有1/5一直排全美

第一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是一所专业

的医科大学，长期排名全美第3名，近年

来才被同在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超

过，排名第4。1920年后美国诞生的比较

有影响的公司大约4500家，其中由斯坦福

大学校友创办的有350家，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校友创办的有150家。斯坦福大学

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其产值占硅谷的

50%~60%。④

2.地中海式气候

旧金山湾区全年气温基本维持在15℃

~28℃，气候温润，四季如春，大部分时

间晴空万里，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气候。

3.政府扶持

硅谷在其早期的发展中，获得了美国

联邦政府的扶持，主要是军事订货和对硅

谷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硅谷初期的订单

有1/4来自政府，20世纪50年代为40%，20世

纪60年代美国政府购买集成电路产品数量

一直占企业全部产量的37%~44%。⑤另一种

政府扶持是对小企业的政策资金扶持和放

开政府资金支持的专利的商业化。此外，

美国政府还两次对风险投资利润实行减税

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业化。

4.风险投资

硅谷是全美风险性创业投资的主要活

动中心，有风险投资公司200多家，美国

几乎50%的风险投资基金都设在硅谷，而

且硅谷拥有许多全世界知名的成功风险投

资机构，如凯鹏华盈、红杉资本。硅谷的

风险投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硅谷拥有高水

平的风险投资家，其中有不少人就是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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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创业者转换而来。

5.发展初期有大片空地

二战以前的硅谷一直是美国的水果基

地，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当电子产业和

半导体产业在这里崛起时，这些空地就保

证了硅谷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让

企业可以获得足够低的营商成本和生活成

本，从而保证在此进行的创新净收益在全

球处于最高行列。

6.对员工跳槽的宽容

加州不允许雇佣合同中存在竞业禁止

的条款，加州法院没有积极执行有关商业

秘密和私人信息的有关法律，因此使得跳

槽相对容易，这就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和信

息的交流。在加州，没有企业能强迫员工

留下，或者因为他们离职诉诸法律。

7.崇尚创新、创业

从其早期开始，或者出于个人的科学

技术兴趣，或者基于利用科技服务人类的

理想，或者是用创新、创业来创造财富，

来到硅谷的科技人员、工程师、企业家、

风险投资者，始终把创新、创业作为人生

的奋斗目标，使得硅谷长年保持着浓郁的

创新、创业氛围。在硅谷，最有才华的人

的第一目标是创新、创业，而不是找一家

待遇不错、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就业。“工

作就是生活”这种拼搏精神，在硅谷创新

企业中很普遍，特别是在早期的硅谷。

8.聚集全球顶尖的人才

硅谷除了吸引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外，

更大量吸引全球精英，第一代移民的冒险

精神、拼搏精神让硅谷人的创新、创业保

持着浓郁的狼性。2016 年硅谷总人口中

白人占 35%，亚裔与西班牙裔分别占 33% 

和 26%，非洲裔占 2%，跨族裔和其他族

裔人口占 4%。73% 的成年人受过高等教

育，22% 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第一代移

民占硅谷人口的 38%，25～44 岁高技术

领域从业人员中第一代移民占 67%，这

一年龄段的女性中，第一代移民比例高达 

76%。⑥这些人多数具备理工科背景，是

支撑硅谷高技术产业的中坚力量。

9. 工程师优先

硅谷的工程师优先，首先体现在工

程师在硅谷的创新公司中地位高，这些公

司人员主体是工程师，大多数管理者是从

工程师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决策中工程师

的分量很重。其次是工程师收入高，工作

相对稳定。硅谷工程师的收入不仅在公司

内是最高的，而且与全国其他高收入职业

相比，旗鼓相当。遇到公司需要精简员工

时，工程师往往是最后被解雇的员工。第

三，工程师内部收入差别很大，在硅谷创

新企业尤其是明星企业里，工程师之间的

收入差别不是几倍计，而是数量级计。

10. 追求卓越

许多高科技产业存在“赢家通吃”的

规律，即行业的领头羊要吃掉70%的市场

份额，第二名20%，其他的共分余下10%

的份额。作为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大多数硅谷创新企业把目标定位为行业

领头羊企业。为了成为行业领头羊企业，

硅谷企业往往从产品的功能定位、质量设

计、市场首发时间等诸多方面都要求做到

行业第一，或者至少要按行业第一的标准

去努力。

11. 全球化意识

硅谷创新的全球化意识，首先体现在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阶段，创新者、投资

人会估量这项创新是否能够帮助到全世界

的人，是否有革命性突破，以此来决定是

否投入这项创新。其次，创新企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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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着眼于占领全球市场，而不仅仅

是美国或者北美市场。

12. 扁平化管理

硅谷创新公司的管理精髓在于，减少

公司层级，着力避免公司管理上出现官僚

化，目的是始终保持初创公司、小公司的

做事方式，即组织体系上保持足够的灵活

性和强大的执行力，这样扁平化管理就成

了硅谷创新公司在管理上的共同特征。

13.自主创新

硅谷的自主创新，一是体现在创新主

体上，绝大多数创新由美国公司完成。二

是体现在硅谷的创新大部分是自主研发

的，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从外国购买的

知识产权迄今为止还只占硅谷创新的很小

比例。

14. 创新文化

硅谷创新文化首先是积极、健康、

向上，硅谷人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为理想而

拼搏、奋斗。其次是动脑与动手同等重要

的观念，即不仅重视发现问题，同样重视

解决问题。第三是不迷信权威，只相信实

证。第四是宽容失败，认为失败是成功的

必要阶段，甚至硅谷的创投公司把创业者

是否有失败经历作为是否投资的一个指

标。第五是包容跳槽，认为员工跳槽是实

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同时也是人才价值

最大化的自然现象，不把跳槽与背叛画等

号。第六是人际关系上比较平等。硅谷创

新公司对待员工普遍不重资历，重实力；

公司付给员工的薪金与贡献直接挂钩，待

遇与职级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员工按照契

约忠于公司，而不是直接忠于上级。

（四）硅谷的几点不足

对照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理想

化条件和硅谷的现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城市营商成本和生活成本上升过快

硅谷地区的办公和生活成本，从20世

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就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

平。2016年硅谷每天因为堵车造成的时间

损失超过5万车时。2016年美国住房均价

每套24万美元，而硅谷为88万美元，旧金

山市达到115万美元，帕洛奥图等硅谷地

区的部分城市则超过250万美元，且住房

开发满足不了新增需求。根据目前的居民

住房收入比，硅谷房价已使一多半居民买

不起一套中段价位的住房。由于成本的原

因，一些初创企业和科技人才开始选择离

开硅谷地区，到西雅图、圣地亚哥等美国

其他创新创业活跃的地方寻求发展。

2. 城市群效应不明显

由于地处半岛和山谷，硅谷地区土地

资源供应和开发受限，可利用的产业空间

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减少，并趋于饱和。

同时，滞后的基础设施对承载高速发展的

创新创业也力不从心。而且旧金山、奥克

兰两座最大城市与硅谷其他创新集中地在

城市功能上不怎么相关，其余39个市镇又

在功能上几乎雷同，硅谷的城市群效应不

明显。

3. 缺少一个奋发有为的政府

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

作用的前提下，在一个城市或者城市群的

范围内，一个奋发有为的政府对于提高城

市的集聚效益，减少集聚成本，或者减缓

集聚成本的快速上升，是有着巨大的作用

的。硅谷在地域上分散在加州北部的几个

县和旧金山、奥克兰之间，这些县及县之

下的市镇政府恪守市场守夜人的角色，既

没有意识，也没有现实能力去扮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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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推动者角色，致使硅谷作为全球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所需要的很多公共服

务、公共产品缺失，或者不够到位，影响

了硅谷创新的潜力。比如，优质基础教育

资源短缺长期得不到解决，41个城市（包

括旧金山、奥克兰两市）保持独立，难以

统一规划和投资建设贯穿硅谷地区的新交

通干线和地铁等基础设施。

4. 创新动力减弱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灵活，更能调动

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新本能，历来是

硅谷最有活力的创新源泉。大企业往往不

愿意推出颠覆现有产品的技术，而斗志旺

盛的新兴企业则无此顾虑。美国小企业局

的统计资料表明，小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

率平均约为大企业的2.4倍。现在硅谷的

公司越来越大，苹果、谷歌、脸书、甲骨

文、英特尔、思科、Airbnb等成为各自领

域里的佼佼者，硅谷的创新正在转变成由

这些大企业主导，这一趋势日益明显。很

多一流的技术人才来这些大公司是为了求

得稳定的工作，这已与硅谷最初的创新精

神相悖。同时，风险投资如今早已没有早

年的胆魄，对新创小企业的扶持作用在慢

慢减弱。

5. 高端制造业流失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硅谷高科技企

业将制造环节迁移到东亚、印度、拉美等

地，以致整个硅谷完全没有了高端制造业。

6.知识创新正在弱化

美国联邦政府是国家基础科研的主

要资金来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以来，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强度总体呈下降

趋势，而硅谷的创新高度依赖基础科研成

果。同时，硅谷的大公司对于基础研究的

投入也在不断下滑。

7. 环境污染严重

硅谷的土壤、湿地、近海海水的重金

属污染、危险废溶剂的地下储罐泄漏、大

气污染等均比较严重。

五、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的基础

（一）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已经取得的成绩

1.深圳是全球重要的科技、产业创新

城市

深圳市2015年GDP比上年增长8.9%，

2016年继续增长9%，高技术制造业成为

驱动深圳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力量。2016年

深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

60%，占GDP的40.3%，战略新兴产业占

GDP的比例越过1/3，对GDP增长的贡献越

过50%。

深圳市201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840多

亿元，占当年GDP的4.1%，接近全球排名

前两名的国家以色列、韩国，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深圳已拥有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

业集群，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大

族激光等。2016年深圳市新增国家级高技

术企业 2513 家，是上年增量的 3倍以上，

累计达 8037 家，占广东省总数的一半以

上，且全国领先。同时深圳还拥有一批活

力无限的新兴高科技企业，而且新的创新

企业、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

2016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1.33万

件，占全国的46.9%，连续13年居全国首

位，深圳市PCT国际专利的累计授权量已

跃居全球城市的第二名；获国家科学进

步技术奖14项，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占全

国的20%，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每万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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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拥有量83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0倍，居国内大中城市首位。2014年PCT

国际专利申请排名前25中，仅中美两国

作比较，美国的高通、英特尔、微软、联

合技术、谷歌、惠普等6家巨头一共申请

了8161件，而中国深圳的华为、中兴、腾

讯、华星光电等共申请8031件，毫不逊

色。现在深圳市生产着上万种高新技术产

品，是十年前的十几倍，其中半数以上拥

有知识产权。

截止到2016年年底，深圳市拥有350

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在深圳、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220多家，还有130多家在香

港、美国等地上市。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

城市拥有这么多上市公司。

2016年新增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等创新载

体210家，累计达1493家，其中集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

机构70家。

2016年，深圳市人才资源总量510万

人，其中全职院士26人，享受国务院津贴

专家526人。

深圳的城市创业氛围浓郁，2016年新

增商事主体超过56万户，增长26.2%，累

计达265万户。按照常住人口平均计算，

是中国人均商事主体最多的城市。

2.深圳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2016年底深圳全市银行业总资产7.85

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1.25万亿元，保险

业总资产3.6万亿元，三者合计约12.7万亿

元，金融业资产规模居全国第三。在英国

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

融中心指数”排名中，深圳排在全球第22

名，在中国城市中排名仅次于香港和上

海。深圳是中国创投机构的集聚地，2016

年全市VC/PE机构近5万家，注册资本约3

万亿元，创投资本占全国的1/3。

3.深圳交通枢纽地位正在加强

深圳港在世界港口中位居前列，深圳

机场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升级为“国

际枢纽机场”，正日益成为国家重要的铁

路枢纽城市。

4.深圳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

深圳拥有中国最多的创意设计公司

和最大的创意设计人才队伍，早在2008年

深圳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

都”称号，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被誉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第

一展”。2016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达1949.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1%，

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支柱，而同期我国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6%。

5.深圳是一座生态城市

在2016年全国74座主要城市空气质量

指数排名中，深圳名列第8，是前10中唯一

的一线城市，广州名列第20，上海第31，

北京第64。2016年深圳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45.1%，建成区绿地率39.2%，森林覆盖

率40.9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45平方米，

是全国重点城市中公园密度最大的城市。

（二）深圳市科技、产业创新快速发
展的原因分析

具体来讲，深圳科技、产业创新快速

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较早实践用自主创新来打破比较优

势陷阱

深圳市在实践中较早认识到，当一

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

动力等要素价格时，最合理的投资取向自

然是低端制造业。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



117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来组织生产和贸易，落后国家、落后城市

的低端产业结构会固化，导致技术进步缓

慢，在国际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

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在这个阶段要

让外资企业搞研发，无异于缘木求鱼。比

如，即使到了2009年，在深圳市的港澳台

资和外资企业主要从事打印机、复印机、

电视机、电话机、照相机、计算机等电子

消费品及其配件的生产，研发投入占销售

额的1.1%，专利申请只占深圳的1/5，研

发主要集中于制造工艺技术。因此，深圳

只能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科技、产

业创新。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深

圳市就不完全依靠比较优势即低水平工业

化来谋求发展了，转而依靠内资企业的科

技、产业创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依靠

创新型的产业集群，实现产业的迅速升级

突破，形成在新兴的知识产业领域迎头赶

上的产业升级模式，成功实现了从国际产

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正是在这一个过

程中，深圳市的科技、产业创新事业日新

月异，迅猛发展，建成了今天中国重要的

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2.为创新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

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开始从计划经

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对于

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市政府的根本

措施是建立一整套科技、产业创新必需的

市场经济制度，用市场来引导企业，激励

创新，即“政府创造市场，市场激励企业

创新”的发展模式，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地

将创新的收益归于参与创新的生产要素，

而不是寻租。相比深圳市区两级给予企业

创新的补贴，这一模式才是关键点。

3.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基础作用

深圳的创新是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

深圳研发的突出特点是“六个90%”，即

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科

研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于企

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

机构建立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研项

目由企业承担。⑧深圳的人才虽然总量上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不突出，但人才主要集

中在企业，并集中在若干方向上搞研发，

其结构与激励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机

构和大学，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冲击力和

凝聚力。“六个90%”显著提高了深圳研

发的效率，这也就是单纯从大学、科研单

位、科技人才等的数量、级别不能解释深

圳创新成就的原因。

4.政府奋发有为

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都毫不动摇地推

进产业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毫不动摇地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自

己努力的根本方向。市政府多年来坚持把

传统优势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进行合理区分，科学有序推

进；出台政策强化产业集群发展，以高端

重大项目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

特色产业园区，构建规划有序、定位明确

的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布局；对产业升

级制订财政支持政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制订强力政策，大力发展总部经

济，淘汰低端落后产能等，较好地把握了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有所

不为”，也“大有所为”之间的度。

5.产业链创新

19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时，恰逢

中国电子工业生长时期，因缘际会，深圳

及后来的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

模、产业链条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

而恰好人类最近一次技术革命就是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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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主体。深圳市在电子信息产业上，

不仅有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而且有强

大的制造能力，各种零配件生产具有无可

比拟的规模效应和分工效率。正是依靠这

条产业链，深圳的科技、产业创新生机勃

勃，并不断向其他产业扩散。

6.人才队伍

以1987年深圳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

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为标

志，深圳先行先试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尤其是在人才方面先后制定了

各种优惠政策，创办人才市场，完善人才

流动机制，人才配套效率不断提高，这些

让深圳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

国一流的人才。在这个人才队伍中，既涌

现了中国乃至世界最杰出的企业家、工程

师，也有庞大的专业劳动力大军。

7.城市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撑

深圳是一座快速崛起的金融中心，尤

其是创新金融发达。金融业发展对产业发

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功不可没，其

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资本市场的作用。

8.创新文化

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以移民文化为

基础的独特“深圳文化”，它的核心价值

取向是：积极、健康、向上，追求成功，

宽容失败，不墨守任何传统俗规，视野开

阔，胸怀开放，崇尚创新理念，吸纳各方

精华，包容各种差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

的理念和氛围，催生了整个城市持久不衰

的创新热潮，塑造了整个社会浓郁的创新

精神。

（三）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
新中心面临的挑战

1.营商成本上升比较快

深圳市国土面积只有1997平方公里，

相当于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

1/8。2016年深圳市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值

高达9.76亿元，是第二名上海的两倍多。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市的土地规划

用地指标基本耗尽，尤其是产业用地极度

匮乏，房价居高不下。深圳市的住房价格

和住房租金国内仅次于北京、上海，住房

价格已高于东京，按每平方米价格计算，

也高于硅谷。目前深圳以房价、人力资源

价格为核心的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很快，与

国际主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比，已没有

优势可言。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给实体经济

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很多前景较好的产

业项目落不了地，一批优秀企业产能不得

不向外迁移，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的长远

竞争力。

2.持续创新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深圳市的创新发展已进入原创型创新

阶段，科学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都要

求深圳要有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

构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硅谷、东京等

世界创新中心相比，与国内的北京、上海

相比，目前深圳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

学，缺乏国家布局的行业性大院大所和国

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原始创新能力不

强。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

储备不足，新兴产业领域缺乏关键核心技

术，缺乏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3. 制造业中心有不断弱化趋势

在市场经济规律下，高营商成本必然

会驱离城市的制造业，再加上深圳本来就

是一座面积狭小的城市，制造业搬离是迟

早要发生的。

4. 现代法治水平不够

与世界主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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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深圳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方面还有

差距。

5.优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缺乏

基础教育学位供需十分紧张，学位缺

口大，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医

疗方面，医院布局不够合理，尤其缺少国

内一流的优质医院。

（四）深圳市情与硅谷的对比

1.政府的角色不同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州、县、

市镇的职能分工明确，县、市镇对城市管

理的作用有限，财力也有限，虽然硅谷地

区是一个紧密联系的都会区，但硅谷范围

内的41个市镇政府和相关县政府并不能采

取统一协调的步骤去处理这个都会区产生

的共同问题，也没有财力去解决它们共同

面对的发展难题。而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

的国家，深圳市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

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可以积极主动

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主动为企业

排忧解难，并着力布局长远，而且深圳市

政府也有相当的财力和多种手段去实现它

的意图。

2.城市的功能不同

对比理想的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硅

谷是科教中心、高科技产业中心、创新金

融中心，它的其他功能显得比较弱。深圳

市相比较而言，科教中心的功能比较弱

外，其他功能则比较全面。

3.集聚国际创新资源的能力不同

对于硅谷和深圳来说，它们已经跨过

了资本缺乏的发展阶段，它们在全球主要

是争夺顶尖的创新人才。美国是一个移民

国家，人口总量远未达到土地承载限制，每

年都会从全球吸纳移民，以充实它的劳动

力大军，改善它的劳动力结构。中国是一个

人口大国，人口接近其土地的承载极限，是

全球移民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这样，

硅谷在吸收全球技术移民、吸纳全球顶尖

创新人才方面，比深圳有巨大的优势。

六、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的对策

对照理想化的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

条件，基于两地市情的不同，学习硅谷经

验，鉴戒其不足，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减缓城市物业价格上涨速度

一是积极构建“高端有市场、中端有

支持、低端有保障”的城市住房体系，多

渠道筹集和建设保障性住房，探索建立住

房保障城际合作机制。二是严格执行住房

限购政策。三是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

保证住宅建设用地的合理规模。四是积极

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释放城市空间潜能。

严格控制城市工业用地更改为商业、住

宅用地，加强对村集体工业园区的整备、

改造、转型，调整、整合村集体用地分布

状况，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科技、产业创新

园。五是改革住房制度。实行城市租售同

权，大幅提高公租房、廉租房、人才公寓

在整个住房市场的比例；推行农民房等小

产权房的同权化改革，维护业主的管理主

体地位，实现小产权房社区治理的现代

化。六是大力推进特区一体化战略。

（二）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一是主动、积极贯彻中央、广东省委

关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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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创新走廊”的发展规划，发挥出深

圳在这个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功能。二是

大力建设珠江口东岸都会区，形成各城市

间的合理功能定位。在这个都会区中，深

圳本身拥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是全球重

要的新兴产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金

融中心、交通中心、创意设计中心和文化

中心。深圳市的罗湖、福田、南山、前海

和宝安中心区构成了都会区的南部发展

带，是都会区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和总

部经济、生产服务业集聚地和研发基地。

深圳市的坪山、龙岗、龙华、光明、宝安

北部构成了都会区的北部发展带，是都会

区的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积聚区。临

深的东莞、惠州、汕尾、河源则是都会区

的制造业基地。

（三）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
学、科研机构和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实施高校卓越

发展计划，提升办学规模和质量，构建有

深圳特色的开放式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

支持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加快建设高

水平大学，鼓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探

索境内外合作新经验，推动哈尔滨工业大

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成招

生。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

技基础设施，形成重大源头创新与前沿突

破的强力支撑。支持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

团队等创办多种模式的新型科研机构，积

极与国内外先进科研机构共建高水平的研

究机构。

（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改革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制度，完善科

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体制，提高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改进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准入管理，健全

符合国际规则的创新产品和服务采购政策

体系，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一

体化发展。

（五）进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一是要大力推进法治城市建设。打造

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力，构建国际一

流法律服务体系，加快建成公平、公正、

安定、有序的一流法治城市。二是建设廉

洁深圳。三是提高城市公共行政服务效

率。四是建设诚信深圳。

（六）加大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和医疗
资源的供给

加大中小学学位供给，实施基础教育

名校长、名教师引进和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多渠道扩大优质资源

供给。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

展学前教育，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整合优质医学科研资源，打造高端医

学研究平台，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大力引

进国内外名医、名科（诊所）、名院等优

质医疗资源，建设一批高水平综合医院。

（七）先行先试构建开放创新体系

创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招聘、科研资助制

度，完善外籍人才居留权制度，开展技术

移民试点。探索链接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新

机制，建立科研项目全球悬赏制度，试点

外籍科学家领衔国家科技项目。深圳发挥

产业技术优势，参与国家对外合作科技伙

伴计划。依托高交会、创新创业大赛等国

际创新合作平台，吸引国内外顶级科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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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来深设立研发

中心。深化“深港创新圈”建设，与香港

共建技术转移中心、国际技术贸易交易平

台、创投融资服务平台和科技服务中心。

（八）进一步繁荣创新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和丰富特区精神，促进文化与科技、金

融、旅游、创意等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文

化产业，积极实施文体惠民工程，着力扩

大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以文化凝聚力量、

创造活力、增强软实力，全面提升城市文

化的开放包容度和传播影响力，建设独具

魅力的人文都市和创新文化名城。

注释：
①杜德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力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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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17 Silicon Valle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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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2017 Silicon Valle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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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henzhen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Silicon Valley
He Guoyo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is a spontaneous demand of Shenz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evolvement and 

components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and analyzes the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Silicon Valley of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propos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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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都市”理念的规划和政策在解决交通问

题和引导城市发展的作用，并制定了一系

列的政策工具和行动方案。但是现有研究

更多地采用工程或规划的思路来应对交

通问题，仍比较缺乏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

角来评估交通治理的效果。城市交通问题

的解决不仅需要良好的工程设计和规划手

段，也需要更加精细的政策工具，以实现

更有效率的管理。而且，现有交通规划和

政策工具可能会与交通行为产生相互的影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DXB-ZKQN-2017-019）成果。

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政策工具与效应评估
——以深圳市为例

◎ 林雄斌 卢 源 王 杰

城市空间快速拓展与空间联系的重

组正在逐渐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出行

行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经济收入和

生活水平等都实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城

市交通状况却不断恶化。在这种空间问题

下，需要及时调整交通政策尤其以多样化

模式来推进公交优先政策体系，以适应并

引导社会经济发展与居民交通需求，降低

城市交通的负面效应。目前，地方政府、规

划院和科研机构都充分认识到了基于“公

摘  要：超大城市现有交通问题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正在逐步凸显，在意识到快

速小汽车机动化与城市空间的不兼容之后，我国许多城市普遍采用多种规划手段和政

策工具进行交通治理。其中，深圳市作为首批部市合作“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在应对

交通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规划和政策调整的探索，包括建立公交专用道、小汽车限购政

策、互联网公交供给模式等。这些政策工具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交通问题？如何对这些

规划和政策工具开展合理评估，并进行相应的完善？为此，剖析了深圳超大城市交通问

题的多维度属性，进而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理解各种规划或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最后提

出相应政策完善的方案。

关键词：公交都市  超大城市  交通问题  交通规划政策评估  深圳市

【中图分类号】F57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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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且可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较大的

困难，其交通绩效也需要更深入地评估。

作为首批部市合作“公交都市”示范城

市，深圳市在交通治理上进行了大量的规

划和政策探索，包括建立公交专用道、小

汽车限购政策、互联网公交供给模式等。

因此，系统理解深圳市交通治理中各种规

划和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完

善方案，能为解决超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提

供思路，并推动“公交都市”战略的落实。

一、超大城市交通问题与政策工
具研究框架

（一）城市交通问题与治理需求

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土地利

用紧凑度与空间联系的降低，以及就业与

工作空间距离过长，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

化。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我国私人

小汽车数量年均增长率超过20%。在服务

于小汽车的交通政策趋势下，交通拥堵的

频次、持续时间和发生范围日益增加，并

带来了交通延误、能源消耗、空间污染和

健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增加了包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以及牺牲

健康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成本。然而，在过

去30年中，城市和区域层面均修建了大量

有利于小汽车增长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

政策，以满足快速经济发展的交通需求。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需求之间的

诱导关系，这种“服务于小汽车”的城市交

通政策带来了交通模式的不均衡发展以及

相应的社会公平问题。在交通模式不均衡

上，城市道路系统极大方便了小汽车的使

用，而侵占了非机动交通的道路资源，带

来了交通安全、环境污染和健康等问题[1]。

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

和建设极大占用了社会公共投资，但降低

了对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建设的投资规

模，这使得拥有小汽车的群体得到较大部

分的效益，而低收入群体却未能得到相应

交通出行成本与出行条件的改善。因此，

更为重要的是，绿色交通政策应注重如何

塑造公共交通与非机动交通的出行环境，

进而实现从“服务于小汽车”向“服务于

人”的转变。在目前的趋势下，如果不限制

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快速的人口增长与

机动化将加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

公平问题。

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在充

分认识高密度城市空间和小汽车主导的城

市交通之间的不兼容后，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积极推进“公交都市”战略。2005年

国家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的意见》，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上升为城

市交通发展的重要战略。随后，国家又出

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

济政策的意见》，鼓励城市公共交通采取

低票价政策，并积极推进公共交通补贴。

同时，以推进城市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

综合开发的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OD）策

略[2]，在不同空间尺度的交通规划以及土

地利用规划和开发中得到体现，特别是借

助轨道交通的建设实现对城市空间结构

的调整[3, 4]。与西方城市相比，我国城市普

遍具有相对较高的密度，这种空间密度对

应的交通主导模式也呈现差异，从理论上

说，更适合发展低成本、高频率的公共交

通运营模式，缩短出行时间，并且推进周

边的土地利用配给和基础设施建设。此

外，这种空间尺度有助于提供非机动交通

发展所需的充分的、高质量的步行道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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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道。然而，尽管各个城市投入大量财

政资金用于缓解交通拥堵，由于拥堵的复

杂性和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特点，目前这些

治理的效果仍然有限[5]。

（二）交通治理政策工具研究框架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

容，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措

施。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良好的执行是政

策获得成功的关键。例如，在可持续交通

的建设上，有学者总结了国内外的建设经

验，指出应加强“机制建设、政策法规、

交通设施建设和技术应用管理”的综合性

框架[6]。政策工具研究出现了多种途径，主

要包括管理注意途径、政治途径、公共选

择途径和政策网络途径[7]。近年来，政策工

具尤其是政策工具之间的差异性和互动性

的研究，在公共政策和城市治理领域更加

流行[8]。例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通常强调

政策工具使用的制度背景、交易成本以及

政策工具组合的重要性[9]。在具体的政策

工具分类上，通常具有不同的分类准则，

如命令、财政补助、管制、劝诫、权威、

契约等[10]。西方公共政策研究中，通常依

据政府的参与形式和程度将政策工具主

要分为三类[11]：①基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

形式的分类，包括艾兹奥尼（Etzioni）的

“强制性、奖惩性、规范性”和瓦当（Ve-

dung）的“管制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信

息性工具”；②基于政府参与程度的分

类：包括豪利特（Howlett）和拉米什（Ra-

mesh）的“自愿性政策工具、混合性政策

工具和强制性政策工具”；③基于政府引

导形式的分类：包括“权威式、诱因式、

能力建设、劝说性、学习性”政策工具。

对于交通治理而言，无论是交通规划

还是交通政策都是地方政府为了优化交通

组织、引导交通需求、实现交通目标的重

要政策工具。因此，公共政策中的政策工

具理论能对交通治理提供一定程度的借

鉴。我国交通治理的事务和权限分属于不

同的部门和机构（图1），例如，管理城市

交通的职责（包括交通战略、职责职能、

决策、执行和管理监督等）通常分散在

市政府、发改委、国土资源局、规划局、

交通委员会（交通局）、建设局、交警支

队、轨道办公室和环保局等部门，这容易

影响交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降低城市交

通服务水平[12]。此外，一项交通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潜在影响也涉及多个利益群

体。考虑到深圳市近年来交通领域治理政

策工具的动态调整，采用“自愿性、混合

性和强制性”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对深

圳市交通规划和政策干预开展评估，以发

现相关问题，提出相应改善方案。

二、深圳市交通政策工具与实践

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深

圳市实现了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巨大

跨越，但随之而来的机动车迅猛增长、交

通拥堵和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在深圳市

实施小汽车牌照限购之前，年均机动车保

有量增长率约为16%，截至2014年12月，

深圳市机动车保有规模达到314万辆，车

辆密度为500辆/公里[15]。与此同时，城市

高峰期交通拥堵时长和拥堵范围也不断扩

大，晚高峰拥堵时长从2012年的38分钟上

升至2014年的55分钟[15]，在原特区内形成

了“三横六纵”拥堵带，并且机动车尾气

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源，带来严重的环境和

健康问题。应对小汽车快速增长和交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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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挑战，限制小汽车拥有和使用，提升

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的“公交都市”战

略成为深圳市交通战略和政策工具的重点

方向。作为首批部市合作示范城市，深圳

市通过大量的规划和政策探索，加强城市

交通综合管理，提升公交分担率。

（一）强制性政策

1.车牌限购与限外政策

2014年12月29日18时起，深圳市行政

区域内小汽车实行增量调控和指标管理。

根据《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暂行规

定》《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实施细

则》，深圳小汽车增量指标额度暂定为10

万/年，其中，普通车竞价方式、普通车

摇号方式、电动汽车摇号方式获得增量指

标的比例分别为40%、40%和20%。以个

人普通汽车指标为例，在摇号模式上，申

请摇号的人数不断增加，中签率也不断降

低，从2015年1月的3.19%下降为2017年12

 
图1  城市交通管理机构事务与权限分配

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3]和[14]绘制，内容有改动。

图2  交通政策工具研究的分析框架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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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0.33%；在竞价模式上，目前最低成

交价已经超过7万元。通过车牌限购的模

式，有效增加了机动车拥有的经济成本，

为优化公共交通的发展赢得了时间。此

外，为了有效发挥汽车限牌政策的作用，

切实降低深圳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也

有必要限制外地车牌的使用。2015年2月

起，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7∶00-9∶00

和17∶30-19∶30），深圳市原特区内的福

田、罗湖、南山、盐田区域内的所有道路

改为限行道路，非深圳核发机动车号牌的

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禁止通行[16]。

2.鼓励公交专用道政策

深圳于1997年开始进行公交专用道建

设，根据《深圳市创建国家“公交都市”

五年实施方案(2013-2017)》，至2017年底

深圳市公交专用道的规模将达到1000公

里，逐步实现公交专用道的规模化、系统

化、网络化发展[17]。此外，深圳市加强对

社会车辆占用公交车道、在公交车站违停

等行为的监管，确保公交车优先通行。截

至2016年2月，深圳公交专用道里程达到

990车道公里，较2014年底增加了170车道

公里，公交专用道占用的道路面积率约为

3%[18]。随着公交专用道网络的扩展，目前

深圳可在专用道上运行的公交线路达到了

848条，占全市线路的94%，高峰时约有

190余万人乘坐公交出行，在道路态势不

断恶化的情况下，深圳高峰期常规公交车

速依然稳步提升，从2010年的时速15.9公

里提高到2015年的时速20.2公里，提高了

27%，人均公交出行时间较2010年的38分

钟节省了6.8分钟[18]。

3.停车指标限制与经济政策

大城市停车难问题日益凸显，而且挤

占非机动车道和公共空间的现象更加明

显。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深圳市停车位

总计约104万个，但相比超过300万的机动

车总量[15]，仍存在较大的停车缺口。在停车

位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乱停车现

象日益严重。为了规范停车、增加机动车

出行的成本以鼓励居民降低小汽车使用，

深圳市交警部门先后出台了加强机动车道

路（临时）停车管理的通告，并制定了机动

车违反停放和临时停车的处罚标准[19]。对

于正在创建“公交都市”的城市而言，加

强停车管理这一政策其实反映了机动车出

行的成本问题。公共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地

区降低停车位配置成为城市交通政策制定

的主要观点[20]。例如，Chatman（2013）研究

指出，路内路外停车供给对地铁站点周边

新建住房家庭小汽车拥有和比例具有显著

关系[21]。为了实现公交优先和公交发展，通

过停车管理或经济政策来限制小汽车使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

4.禁摩限电政策

2016年2月25日，深圳在全市开展

“禁摩限电”整治专项行动，共设置120

余个整治点，共查扣车辆2070辆，主要为

二轮摩托车、三轮车和电动自行车，驾驶

者将被处以2000元罚款及行政拘留[22]。

（二）混合性政策

1.可变车道的设置与管理。在道路基

础设施资源短期难以建设完成的背景下，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及转

向特征，“弹性”分配交通流成为应对交

通拥堵的一个重要措施。2014年9月，深

圳市在福田区新洲路实施第一条早高峰时

段潮汐车道，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在

“红荔—新洲”路口，北往南左转通行每

小时增加429辆，通行能力提高了4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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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新洲”路口，北往南方向车辆通

行能力提高45%[23]。对于违反规定逆行驶

入的车辆，按照“逆行”违法处罚。2015

年10月，深圳市第二条潮汐车道（罗湖区

东昌路）投入使用，东昌路交通呈现明显

的潮汐现象，早高峰北往南、南往北方向

的车流比例为8∶2，晚高峰比例为4∶6[24]。

2.合乘车道（HOV）设置与管理。根

据调查，深圳市高峰期70%~80%的车辆

仅有驾驶员一人[25]。为了有效提高道路使

用效率，降低小汽车使用规模、缓解交通

拥堵，深圳市于2016年4月18日在滨海大

道、滨河大道（滨海白石立交至滨河下沙

人行天桥段）西往东方向主道最内侧一条

车道试行合乘车道[26]，上下班高峰期只允

许乘坐两人及两人以上车辆通行。为了便

于识别，HOV车道与其他车道的分界线为

绿色虚线，地面设绿色标志。

（三）自愿性政策

随着地理定位技术和交通服务创新

模式的发展，基于地理定位服务的定制公

交模式逐渐成为城市公交供给的新模式。

这一模式在更有效率地提供交通供给的

同时，能较好地满足居民的交通服务水平

的需求。这种辅助公交模式，逐渐受到青

睐，而不断发展。这种定制公交模式不仅

有政府单一提供模式，也有经政府许可的

由私营部门进行定制公交服务供给的模

式。东部公交公司推出“互联网+新能源+

定制公交”，其开发的“深圳EBus”移动

终端APP，目前已有4万多用户，日均活跃

人数达5000人，已开通150条定制的上下

班线路，覆盖深圳10个区[27]。与常规公交

相比，定制公交的起讫点、停靠站点、线

路安排都更加灵活，尽管比常规公交的价

格稍高，但因更好的服务水平而受到城市

居民的欢迎。

三、交通治理政策工具的评估与
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交导向的空间

模式和治理成为热点[28]。在公交都市的战

略框架下，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和公交分担

率，降低小汽车使用频率和出行距离，对

构建可持续的交通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现有深圳市超大城市公交优先和公交

都市战略构建趋势，对其所采取的交通规

划或交通政策改善策略展开合理的评估，

对提升超大城市交通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

意义。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深圳市超大

城市的交通治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上述深圳市城市交通政策工

具主要围绕公交优先和道路畅通两个目标

开展，以强制性政策和混合性政策工具为

主，且对交通供给侧和交通需求侧均有良

好的作用。通过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

政策组合，给不同交通模式、不同社会阶

层的交通模式选择提供了选择空间。不同

的政策工具对公交、机动车、非机动交通

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有些政策

的影响是相互的。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是

多维度的，单从交通政策上看，深圳市交

通政策工具的经验表明，单一的政策工具

的效力往往是有限的，需要通过若干个政

策的组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交通政策的作

用。例如，深圳市同时开展了车牌限购、

公交专用道和停车限制政策，通过这些政

策的组合作用，增加了机动车拥有和使用

的成本，同时提升了公交服务水平，这样

能更好地引导城市居民的交通行为从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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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向公交转变。

第二，以公交优先的思路来解决城市

交通问题，不仅需要提升公交本身的服务

水平和竞争力，也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交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效果受到众

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

持续的制度建设，例如持续地发展公共交

通，建立稳定的公共交通补贴机制等。深

圳实践模式也呈现了一定的不足。首先，

强制性和混合性政策工具很好地约束了

机动车出行，提高了公交的供给和服务水

平，但自愿性政策工具较少，这说明了一

项交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有较好地考

虑社会的自主选择效应。其次，上述工具

政策中，缺乏对非机动交通的直接关注。

非机动交通的比例也是缓解交通问题、实

践公交都市的重要策略。在非机动交通方

面，深圳市通过规范机动车出行和停车，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非机动交通的路权和

出行安全。但深圳市“禁摩限电”政策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机动交通的使用和发

展，同时并没有很好地给出相应的替代方

案。一个可行的方式是加强电动自行车的

规范管理，而不是直接取缔。尽管这种模

式会增加城市交通管理的成本，但对加强

非机动交通和公交的接驳，重塑非机动交

通的优势，激励居民减少小汽车使用会有

较好的效果。

四、结论与讨论

快速城市化、机动化和空间拓展的背

景下，城市交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公交

都市”建设和绿色交通逐渐成为大城市空

间规划和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单一的交通

政策工具难以有效应对城市交通问题的现

状下，加强各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之间的

组合与互动，对提升交通系统的效率，加

强公交和非机动交通的竞争力，会很有帮

助。深圳市各种交通政策工具的执行和组

合效果，为大城市交通治理提供了良好的

观摩窗口。此外，目前城市地理学和城市交

通运输学多侧重空间形态、通达性和交通

网络分形等物质空间形态的研究，对交通

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系统探讨相对较少[29]。

本文的研究也表明，政策工具理论来有助

于分析城市交通政策的效果，并且为交通

政策的优化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

表1  交通治理政策对不同交通模式的作用

可变车道 公交专道 慢行专道 停车规划 定制公交 限牌政策 HOV车道

交通
供给

增加供给 △○ △ □ △

降低供给 ○ ○ ○

备注：△表示公交系统、○表示机动车、□表示慢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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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s of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Transit 
Metropolis in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Lin Xiongbin, Lu Yuan, Wang Jie

Abstract: Sever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caused by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been coming out. In the spatial context of automobile-oriented development, several munici-

pal governments begin to adopt multi-faceted planning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o mitigate thes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mong them Shenzhen is one of first batch of pilot cities to adopt the 

transit metropolis strategy. It have released considerable transport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poli-

ci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us transit lanes, vehicle quota policy, and customized-style 

bus transit supply. Are these policy instruments effective? Can they be properly assessed and 

upgraded?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s of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in mega-

cities like Shenzhen,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asures based on policy 

assessment, and finall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urban transport sec-

tor.

Keywords: transit metropolis; mega-city;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planning and policy as-

sessment; Shenzhen



131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为第一份专门指导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的国家文件。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同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都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在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大

表决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地下

综合管廊被列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工

程。至此，国家推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城市脆弱性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及其风

险预警研究”（15D069）成果。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发模式创新探讨
◎ 陈 倬 叶金珠

一、引言

作为容纳各类市政管线的城市地下

集约化隧道，综合管廊具备解决城市路面

反复开挖、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

等问题的优势，管线入廊已成为促进城市

绿色、集约、安全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

年8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成

摘  要：随着顶层设计的完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进入到大规模开发时代。

早期的综合管廊开发主要由政府全资完成，并将廊体建设与管线敷设分别实施，开

发绩效不高。PPP+EPCO模式具备“公私合作+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特征，在项目的

开发过程中，兼顾公平和效益，又实现集成管理的高效率。随着鼓励政策的出台，

PPP+EPCO试点项目逐步落地，亟须在制度建设、融资设计、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

扫清障碍。本文从全生命周期协同、融资模式创新、产业链整合等角度，提出了完善

PPP+EPCO模式开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议。

关键词：综合管廊  PPP+EPCO  全生命周期  融资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4.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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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截至

2016年12月20日，全国147个城市、28个县

累计开工建设综合管廊2005公里，全面

完成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00

公里以上的年度目标任务。2017年5月，由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

制的《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十三五”规划》已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明确为十二大重点工程之一，规划至

2020年，全国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

建设率达到30%、城市道路综合管廊综合

配建率达到2%，建设干线、支线地下综合

管廊8000公里以上。同时在地方层面，全

面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已写入各省

市的“十三五”规划中，部分省市更是明确

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综合管廊的建设目

标，其中规划建设或建成1000公里及以上

的省份有湖北、河南、广东、四川、吉林，

500~1000公里的省份有辽宁、山东、湖南、

云南、贵州。特别是规划中的城市新区，

如雄安新区、广州珠江新城、杭州钱江新

城、武汉长江新城等，都将地下综合管廊

作为未来新区建设的“标配”。

二、PPP+EPCO模式开发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的优势分析

（一）廊体与管线的割裂建设是目前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的“硬伤”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地下综合管廊

一般是由城市政府发起项目，并将项目分

为两个部分各自建设和运营。项目的一个

部分是管廊廊体，包括廊道及其附属设

施，由于属于项目的公共部分，在PPP模

式出现之前，一般由政府出面以各种形式

筹措资金进行建设，风险集中于政府单方

面，在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的同时，也阻

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导致开发效率

低下。即使是BT模式，政府也需要协助项

目的投融资工作，并且还要负责项目建成

后的运营及其盈亏。项目的另一部分是入

廊管线，由于各管线单位的垄断性、市场

化程度和专业性不同，有些是自行出资敷

设，有些是管廊建设单位出资敷设然后出

售或出租给管线单位，管线的运营和维护

归各管线单位负责，具体如表1所示。

廊体建设与管线敷设分别实施的情

况，导致同一条管廊内存在多种不同诉求

的利益主体，如政府、建设运营商、管线

单位，它们或具有廊体或管线的所有权，

或只具有使用权，并且这种复杂的格局贯

穿综合管廊从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到

运营、维护、防灾的全过程，各个环节上

一个细小的矛盾都可能因为难以协调而引

发利益冲突，很难实现集约化管理和高效

率开发。特别是在项目的规划编制、勘察

设计等前端环节，如果这样的兼容性矛盾

不能协调处理，矛盾就会成级数增加并积

累到后面的建设、运营阶段，导致总体管

理绩效大打折扣、甚至管廊运行难以为继

的局面。

（二）PPP+EPCO 开发模式的优势

作为一个涉及人、物、环境、管理等

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综合管廊的建设工

作要运用系统思维的方法，统筹考虑其前

期规划、勘测、设计、中期施工和后期运

营、维护、防灾等各个环节。我们可以把

综合管廊项目整体（廊体和管线）理解为

一个具有工艺操控特征的生产运营系统，

它具备EPCO完整的工作链，适合采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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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目前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主要开发模式

项目
组成

建设运
营模式

具体做法

廊道及
其附属
设施（消
防、通
风、供
电、照
明、监
控与报
警、排
水、标
识、控
制中心

等）

政府全
资模式

这种模式在欧洲较为普遍，由于政府财力雄厚，全资建设综合管廊，建成后出
租给管线单位。
在我国已建成的综合管廊项目中，这种模式最为常见，典型的案例包括广州大
学城综合管廊和上海世博园综合管廊。一般是由城市政府负责建设资金来源，
包括财政拨款、贴息资金、政府融资等形式，政府所属的城投公司或市政、城
建企业负责建设，建成后作为资产注入另外设立的国有综合管廊管理公司进行
运营和维护。

政府和
管线单
位共同
出资模

式

这种模式在日本和台湾较为普遍。日本东京的管廊建设费由道路管理者（中央
和地方政府）和管线单位按4∶6共同承担，道路管理者负责管廊主体维护，管
线单位负责管线维护；中国台湾的管廊建设费用1/3由工程主管机关承担，2/3
由各管线单位按管线所占体积及直埋成本分摊，运营维护费的1/3由各管线单
位平分，2/3依各管线单位使用强度按比例分摊。
在我国，由于费用和产权的问题，管线单位参与管廊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种
模式尚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220千伏“上改下”工
程，建成的地下电力管廊由西湖区政府无偿交给杭州市供电公司管理维护。

BT
模式

城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选取一家社会企业对综合管廊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建
成后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委托专业公司对综合管廊进行运营管理。典型的
案例包括珠海横琴新区综合管廊和南京浦口新城核心区综合管廊。

PPP
模式

这是目前我国正在着力推广的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形
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组建项目公司，实施综合管廊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石
家庄市正定新区综合管廊是财政部首批PPP示范项目中唯一的综合管廊项目。
在财政部第三批PPP示范项目中，管廊项目已达31个，投资额达838.68亿元，
与前两批相比，项目的行业引领、区域带动和创新示范效应更明显。

管线（电
力、电
信、供
水、排
水、燃
气、热
力等）

入廊单
位 敷
设、运
维管线

模式

管廊建设或运营单位向入廊管线单位出租管廊空间，由管线单位自行敷设、运
营和维修其所属管线。这种方式较多适用于强弱电管线单位，这是由电力行业
极强的垄断性和通讯行业较强的专业性导致的。

出租管
线模式

管廊建设或运营单位敷设好管线，并作为产权主体向入廊管线单位出租，这种
方式较适用于热力和供水等管线单位。

出售管
线模式

管廊建设或运营单位向入廊管线单位出售由其投资敷设的管线，便于理清管线
后期运营维护中的权责。

程总承包模式来开发建设。

1. PPP+EPCO模式体现政府与社会

资本在综合管廊开发中的全生命周期合作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EPCO（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

tion and Operation）开发模式，就是城市政

府在物有所值评价（Value for Money）及

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合资组建项目公

司（SPV）作为总承包人，并获得一定期

限（建设期+运营期）的经营权，承担综

合管廊项目整体（廊体和管线）的设计、

融资、采购、建设、运营、维护等工作。

项目建成后，政府根据项目公司经营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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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情况，即使用者付费（User Charge）部

分（包括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以及绩

效考核结果向项目公司支付可行性缺口

补助（Viability Gap Funding）。经营期满

后，项目公司将项目资产包括土地、建筑

物、管线等无偿、完好、无债务、不设定

担保地移交给城市政府或其指定机构并通

过性能验收，具体如图1所示。

 2. PPP+EPCO模式改变以往在综合

管廊建设中“政府万能”的做法，进而转

向“有限政府”的理念

政府可以通过有限的资金撬动综合

管廊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起到“四两拨千

斤”的效果，同时政府通过合同对总承包

人进行监管，工作范围和责任界限清晰，

合同总价和工期固定，有利于项目费用和

进度的控制，从而使政府从具体事务中解

放出来，重点关注综合管廊的规划、布局

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3. PPP+EPCO模式实现综合管廊项

目整体（廊体和管线）一条龙的集约化高

效开发

由于整个项目只有一个总承包人，

由其对项目整体实行统一策划、组织、指

挥、协调和全生命周期管理，这样有利于

专业的承包商发挥集约化管理的优势，

有效解决设计、融资、采购、施工与运营

之间的衔接问题，消除设计、施工、运营

方案中实用性、技术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矛

盾，减少采购与施工的中间环节，从而提

升综合管廊开发的总体绩效。

4. PPP+EPCO模式建立廊体工程与

管线工程从设计到运营的全过程无缝对接

机制，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

从项目风险的可控性而言，在项目整

个生命周期中，设计、勘察等前端环节的

管理作用要比运营、防灾等末端环节的管

理作用更为重要。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风险由总承包人承担，通过对项目前端环

节进行严格管理，及时纠错和追究责任，

从而避免出现前期风险向后期积累而造成

末端管理矛盾重重的被动局面。

三、PPP+EPCO模式在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开发中的试点与可能的
障碍

（一）PPP+EPCO模式鼓励政策出
台，试点项目逐步落地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

一项工作部署就是“统筹规划、建设、管

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图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EPCO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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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采用PPP+EPCO模式开发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提供了政策指引。2016年2月16

日，财政部《关于开展2016年中央财政支

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

确指出，对于采取EPCO模式、实现项目

全生命周期高效管理的综合管廊PPP项目

给予重点支持。这是政府首次以政策文

件的形式对采用PPP+EPCO模式开发综合

管廊的做法予以充分的肯定。2016年9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

重大市政工程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创新工作的通知》，鼓励政府和

社会资本实现全产业链和项目全生命周期

的PPP合作。

随着鼓励政策的出台，采用PPP+EPCO

模式开发综合管廊的做法已在部分城市地

表2  试点PPP+EPCO开发模式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落地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政府方 社会资本方 合作年限

西安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PPP项目I标
段（2016年8月完
成公开招标）

干支线综合管廊全
长82.9公里，线缆管
廊182.5公里，总投
资92.2亿元

西安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为项
目实施机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甘肃中建
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组成的联合体

30年

广州市中心城区地
下综合管廊（沿轨
道交通十一号线）
PPP项目（2016年8
月完成公开招标）

全长48公里（含支
线 科 韵 路 段 3 . 1 公
里），总投资估算
为60.934亿元

广州市人民政
府授权广州市
道路工程研究
中心作为项目
实施机构，出
资比例为34%

中 国 中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资35%）、中铁平安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26%）、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出资5%）组成的联
合体，总出资比例为66%

30年，其中
主线建设期
6 年 ， 运 营
期24年；支
线 建 设 期 2
年，运营期
28年

石家庄市汇明路地
下综合管廊PPP项
目（2016年10月完
成公开招标）

设计总长7.18公里，
投资概算12.995亿
元

石家庄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为项目实施机
构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

30年，其中
建设期2年，
运营期28年

三亚市胜利路地下
综合管廊PPP项目
（2016年10月14日
正式开工）

工程全长8.3公里，
总投资10.98亿元

三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为
项目实施机构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与中交四公局、中交一
航局、中交四航院组成的
联合体

20年，其中
建设期2年，
运营期18年

*备注：按照财政部PPP中心标准，PPP项目按全生命周期分为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
5个阶段，其中处于执行和移交两个阶段的项目为落地项目。

下综合管廊项目中开始试点，如表2所示。

这些项目虽已开始建设，但都还没有建成

运营，刚进入执行期。根据财政部PPP中

心发布的《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

第7期季报》，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入

库项目中管廊的落地项目金额已达1558亿

元，而表2中采用PPP+EPCO模式的项目仅

占其中的11%，尚存在很大推广空间。

（二）PPP+EPCO模式在实施中可
能存在的障碍

采用PPP+EPCO模式开发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作为国家力推的一项改革措施，

亟须在制度建设、融资设计、社会资本培

育等方面扫清障碍。

1.制度安排方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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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重要的地下基础设施，综合

管廊属于典型的准经营性项目，具有很强

的公益性和一定的收费机制。2015年11月

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布的《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

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综合管廊运

营单位可以向入廊管线单位收取入廊费和

日常维护费，用于弥补管廊建设成本以及

日常维护、管理成本。由于项目的公益性

特点，其收费不宜过高，很难弥补项目全

部成本，完全市场化并不可行，需要政府

给予缺口补助。因此，PPP+EPCO模式成

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强项目的可经营性、

保障项目的公益性。

从目前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综合管廊

项目实施情况来看，管线单位特别是垄断

性强、公益性高的管线单位，入廊积极性

并不高，甚至抵触，普遍存在“入廊费是

让管线单位留下买路钱”“日常维护费是

向管线单位摊派管廊运营成本”的固化观

念，严重影响了两项使用者付费的收缴，

使得项目的可经营性大打折扣。与此同

时，政府的保障、激励、监督机制尚待完

善，例如政府的资本金在PPP项目公司中

应该占多大比例，项目后期运营的可行性

缺口补助应该如何核定，才能在起到“四

两拨千斤”杠杆效应、保障项目公益性的

同时，又兼顾项目的经营性，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2.融资渠道方面的障碍

作为“十三五”国家全面推进的有效

投资项目，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亟须大

量资金支持。按照每年2000公里的建设规

模和1.2亿元/公里的投资强度来测算，未来

每年综合管廊的投资规模至少在2000亿元

以上。采用PPP+EPCO模式开发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虽然政府可以以最少的资源实现

最多最好的项目供给，社会资本也可以获

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但是随着中央对

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的定调，主

要依靠政府资金、社会资本自有资金和商

业银行信贷资金来建设的方式已很难完成

综合管廊的大规模开发。因此，资金问题已

成为PPP+EPCO模式顺利实施的“痛点”。

从目前情况来看，以商业银行贷款方

式来筹集项目建设资金是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开发常用的一种融资方式。由于商业银

行贷款的期限要求和效益原则与综合管廊

项目较长的开发期和较低的经济效益不相

匹配，因而存在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的缺

陷，且贷款资金的使用也往往受到严格的

条件约束。因此，综合管廊开发的资金来

源渠道尚待拓宽，要从短期性的、间接的

融资渠道转向更多地利用长期性的、直接

的融资渠道，实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

优势互补，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推进

资金高效配置与运作的良性循环。

3.总承包人能力方面的障碍

在PPP+EPCO模式中，政府与社会资

本签订合同，把综合管廊项目的设计、勘

察、采购、施工、调试以及运营、维护等

全部工作委托给总承包人来实施，由其统

一策划、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并进行全过程控制，风险也由其承担，这

就要求总承包人要拥有雄厚的工程设计

资源、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和强有力的运

营管理队伍，并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与协

调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特别是在项目特

许经营期，总承包人还要继续承担项目的

运营管理，这对其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考

验，也进一步加大了对总承包人能力要求

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对社会资本的选择



137

《城市观察》2018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8

和培育也是PPP+EPCO模式成功的关键。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采用PPP+EPCO

模式开发的综合管廊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基

本上是大型施工企业，主要有中国建筑、

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等主营建

筑业务的央企。严格来讲，它们只是初步

具备综合管廊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发的能

力，因为在它们以往承包的项目中还没有

综合管廊这样的涉及它们所属行业以外的

专业管线工程，特别是各类管线的前期设

计和后期运营，对它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陌

生的领域。因此，具备综合管廊一体化开

发能力的全产业链型企业集团尚待培育和

壮大，需要激发有实力的设计类、运营类

企业以及地方性、民营类资本参与到综合

管廊开发中来的潜在动力，实现社会资本

的多样化。

四、完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 
EPCO开发模式的建议

（一）政府、社会资本与管线单位要
形成基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协同

作为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综合管廊

建设运营涉及众多相关单位。特别是综合

管廊建设运营单位（PPP+EPCO合同总承

包人）与管线单位相比，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比较难以掌握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主动权，必须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强有力的

干预和协调，城市政府始终是综合管廊建

设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 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阶段，

必须强调规划的先行性与法制性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应由地方政府

主导，按照“规划先行”的要求，在城市

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地下空间规划、

市政设施规划、道路交通规划，会同各管

线单位，合理确定管廊布局、管线种类、

断面形式、平面位置和竖向控制。要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作为一种公权力，并

制定专门的制度保证其权威性。即使规划

的具体编制与研究可交由民间组织去完

成，但是政府对规划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应

具有最终决定权。

2. 做好强制性与激励性相结合的管线

入廊制度安排，确保综合管廊的使用率

一方面，制定管线强制入廊规定，即

城市新区和建设有综合管廊的地区的相关

管线单位必须通过管廊来敷设其管线，不

得再采取传统的直埋方式；对于旧城区的

已有管线要按规划逐步有序迁入综合管

廊，各管线单位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

各自管线入廊工作。另一方面，为激励管线

单位入廊，对一些公益性强的入廊管线单

位，收费标准可予优惠；对入廊运营初期难

以盈利的管线单位，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3. 在PPP+EPCO合同实施阶段，充

分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相互融合而产生的

“杠杆+聚合”效应

一方面，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

择具备条件和实力的社会资本，可以是具

有设计资质以及施工、运营、融资能力的

单一总承包商，也可以是由分别具有这些

能力的社会资本组成的联合体，招标文件

就是项目PPP+EPCO合同的要约邀请，对

政府和社会资本都产生约束。另一方面，

为了保障PPP+EPCO合同的顺利实施，还

需要建立必要的运营保障和补偿机制，如

规定入廊管线单位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向

PPP项目公司交纳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

政府根据运营维护绩效考核情况给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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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行性缺口补助。

（二）探索适合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PPP+EPCO开发模式的创新融资方式

大规模开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对

以PPP+EPCO模式开发的总承包人来说，

资金问题是核心。一般来说，PPP项目公

司在设立之时，政府和社会资本应以各自

的自有资金来出资作为项目的资本金；在

EPCO合同实施阶段，PPP项目公司可以

将项目的使用者付费（入廊费和日常维护

费）和政府支付的可行性缺口补助作为项

目融资担保条件（应收账款质押）进行融

资。

1. 设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发专项基

金，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

2014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

通知》，明确规定对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

比例的综合管廊试点城市，在给予正常专

项资金补助（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城

市分别为每年5、4、3亿元）的基础上额外

奖励10%。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在起到“四两

拨千斤”的引导带动作用的同时，也为地

方政府资金推动综合管廊大规模开发起到

示范作用。因此，建议城市政府安排一定

数量的财政资金设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

发专项基金，以股本金的形式注入各个综

合管廊PPP项目公司中，股权占比以1/3~1/2

之间为宜，既起到资金杠杆作用又具备对

重大事项的否决权，从而兼顾公平。

2. 吸纳保险资金入股社会资本组成的

联合体，为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具有规模大、

期限长、收益稳定、安全性高等特点，这

与综合管廊项目的融资需求特征相契合，

为保险资金投资综合管廊项目提供了极

佳的合作机会。保险资金的股权投资以

长期持有为策略，不谋求短期退出，与管

廊项目较长的特许经营期相匹配，有利

于PPP+EPCO开发模式的顺利实施。2017

年5月4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

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

项的通知》，也为保险资金参与综合管廊

PPP+EPCO开发模式提供了政策基础。

3. 发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债券、

资产证券化（ABS）产品，扩大直接融资

比例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将发展直接融资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力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以降低企业的融

资成本，已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以PPP+EPCO模式开

发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属于可市场化

程度较高、社会需求稳定、现金流可预测

性较强的公共设施项目，具备合同体系完

备、运作模式可复制、风险分配合理的特

点，适合探索以项目未来收益权为依托发

行建设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方式，拓

宽项目融资渠道。2015年3月31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印发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专项债券发行指引》，2017年6月7日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三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有关事宜的通知》，

都明确鼓励并优先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PPP项目开展此类直接融资业务。

4. 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中长期

信贷支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

综合管廊项目具有投资额大、沉淀成

本高、建设运营期长的特点，与商业银行

追求短期盈利性的特点并不符合，也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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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以吸收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为主的

资金来源期限不匹配。因此，以“大额长

期”为优势的农发行、国开行等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中长期信贷应成为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发所需巨额资金的

重要来源。2015年10月9日，住房城乡建设

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布《关于推进政

策性金融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

知》，紧接着2015年10月19日，住房城乡建

设部、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关于推进开发

性金融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

知》，都明确要加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对

综合管廊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打造大型

专业化的综合管廊建设运营主体。2016年

初，中国人民银行同意把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列入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

tary Lending，PSL）的支持范围，贷款期延

长至20~30年，贷款利率按大约4%执行。

（三）培育大型专业化开发主体，形
成综合管廊建设运营的全产业链

综合管廊PPP+EPCO开发模式的门槛

体现在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上，具备设

计、融资、施工、运营综合实力和产业链

优势的企业，在综合管廊建设中更具优

势。特别是目前国内综合管廊还没有大规

模建成，具有运营维护经验的企业较少。

积极培育大型专业化的综合管廊一体化

开发型企业，开展跨地区业务，为管廊业

主提供系统、规范的服务，是推广和复制

PPP+EPCO模式的前提。

1. 以大型施工企业为龙头组成联合体，

实行全产业链跨企业的集成，形成综合管

廊建设运营的“国家队”

大型施工企业有应用EPCO模式建设

其他工程项目的成熟经验，适合以其为龙

头组成联合体，以总承包方式承接综合

管廊项目的建设运营。在产业链纵向关系

上，与上游实力强劲的、具备相关资质的

设计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产业链

下游组建综合管廊运营公司；在产业链

横向关系上，积极与城市政府接洽、对接

项目，与具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合作、做好

融资准备，典型的成功案例有中铁十七局

模式。2015年10月，中铁十七局集团率先

整合综合管廊产业链上下游优势资源，

牵头组建“联合舰队”，成立了集设计、

融资、施工、运营、维护管理全产业链功

能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一体化服务中

心”，并实现在贵州省贵安新区综合管廊

项目中的成功运作，成为国内首例基于项

目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管廊开发模式。

2. 成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公司，

实行综合管廊全产业链运作，打造综合管

廊建设运营的“地方军”

在地方层面上，建议组建混合所有制

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公司，作为综合

管廊项目的投资者和建设者、资金的筹集

者和后期运营的管理者，储备、建设和运

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包括其他运营

期满后移交过来的综合管廊项目），实现

综合管廊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做

大做强并跨区域运作，典型的成功案例是

厦门模式。厦门市率先在国内实行综合管

廊建设运营一体化管理，于2014年4月组

建厦门市政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全

市综合管廊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逐步形成了综合管廊“一条龙”全产业

链，不仅服务于本地建设，而且凭借先行

先试积累的经验走向全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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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City Utility Tunnel
Chen Zhuo, Ye Jinzhu

Abstract: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op-level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utility tunnel 

has entered the era of large-scale development.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ity utility tunnel was 

mainly completed by government. The corridor building and pipelines laying are carried out sep-

arately with low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PPP+EPCO mod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operation + full lifecycle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PP+EPCO proj-

ects, fairness and benefit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is 

realiz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ncentives, PPP+EPCO pilot projects have gradually been laid 

down. It is urgent to clear the obstacles in the aspect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financing design, 

social capital cultivation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ll lifecycle coordination,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perfecting 

PPP+EPCO mode for city utility tunnel development.

Keywords: utility tunnel; PPP; EPCO; full lifecycle; financ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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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201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23086

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6.7%。庞大的老年

人口以及他们的幸福感应该得到政府、社

会的关切，而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就成为

政府和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首先要了解影响

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大量研究对影响居

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包

括年龄[3]、教育程度[4]、收入[5][6]、婚姻[7]、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10JZD0033）成果。

福利获得、健康状况与
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基于南京、成都、天津和兰州四城市的问卷调查

◎ 朱慧劼 王梦怡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感（happiness/Subjective well-be-

ing/life satisfaction）是测量人们幸福与否

及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1]，也是我国小康

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更是反映国民

福祉的综合性指标[2]。李克强总理指出：

人民幸福是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标尺。可

见幸福感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有着重

摘  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反映其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南京、成

都、天津和兰州四城市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和福利获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

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良的健康状态对城

市老年人幸福感有负面的影响。对福利获得变量来说，社区福利的获得能够促进老年人

的幸福感的提升，社会救助福利的获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负面的影响，医疗和养老保

险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要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需要重视居

民健康和福利获得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福利获得  健康状况  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D669.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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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8]等。有研究者对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

了梳理，提出“幸福圈层理论”，将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人自身、亲人

社会、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和自然环境5

个逐级外推、相互衔接的层面[9]。正如边燕

杰和肖阳指出的那样，幸福感是主观的、

综合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难以捕捉

的，往往也是难以穷尽的。

已有的研究中专门探讨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研究仍然不多。在幸福感研究

中，老年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已

被证实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支持[10]、居住模

式[11]、养老金类型和水平[12]、社会经济地

位[13]、生活方式[14]、福利国家体制[15][16]等因

素。这些研究部分地涉及了健康和社会保

障的部分因素，但是对两类变量的探究还

缺少系统性的分析，例如对健康的探讨仅

仅关注于身体健康，或者仅仅关注于老年

人的养老保障，而忽视老年人的福利获得

情况。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健康、福

利获得两个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纷繁复杂，其

中较成体系的理论有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宜居论（Livability-theory）、民

俗论（folklore-theory/ Folk Theories）和资

源论（Resource theory）。比较论认为生

活的评估是基于心理维度的度量，这种度

量并非固定的，受到对生活标准认知的影

响。宜居论认为幸福感侧重于绝对的生活

质量，而不是相对差异[17]。民俗论认为幸

福感是一种人生观念，这些观念植根于传

统，而非生活现实，是国民性的一部分[18]。

资源理论认为，资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从而维持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19]。资源是

客观的，但是同样地，对资源的认知也会

影响到幸福感。

这四个理论对幸福感看法的根本差异

在于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幸福感是

对生活的综合评价，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

的关系。因此，研究认为，资源理论更适

合于用来解释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福利

获得和健康状况与个体的生活质量紧密相

关。福利是保障个体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

内容，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福利获得能够从两个方面反映个体的生活

质量：一方面，福利获得对个体的生活有

一定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个体的福利

获得是福利对处于困境中的个体的基本保

障，所以福利获得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

积极的，也可能会呈现出消极的可能。

健康状况不仅仅是个体生理机能的反

映，同时是个体心理机能和社会机能的反

映。因此，与个体的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

关系。已有研究指出，人们的健康状况随

着生命历程发生变化，影响人们的主观幸

福感的高低和强弱[20][21]。老年人的健康存

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有理由认为城市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存在差异，从而对幸福

感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得出假设认为，

健康状况和福利获得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

感有着显著的影响。

假设1：福利获得对城市老年人的幸

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2：健康状况对城市老年人的幸

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研究假设，研究试

图通过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数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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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样本来回答两个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适度普惠社会

福利数据库。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是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彭华民教授主持的教育

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

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10JZD0033）

的问卷调查成果。调查根据区位、经济发

展水平等指标，选定南京、天津、成都和

兰州为被调查区域，问卷发放时间为2012

年9月至2012年11月。问卷回收有效老年人

调查对象共计1212份，其中户籍为非农户

口老年人共计1068份，其中南京、天津、

兰州、成都回收的城市老年人样本分别为

315份、289份、279份、185份。调查对象

基本情况如表1，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模

型中变量的编码是存在差异的，如在序次

罗蒂斯特回归模型中，“男性”赋值为1，

“女性”赋值为2，而在OLS回归模型中，

“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二）变量设置

1.幸福感。幸福感采用自评的方式进

行测量。问卷中设置“您觉得您现在幸福

吗”这道题目进行测评，选项分为很不幸

福、不太幸福、一般 、比较幸福、很幸

福5类，分别赋值为1、2、3、4、5。由于

选择“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老年

人调查对象样本量较少，所以合并进行处

理，即将幸福感分为不太幸福、一般 、比

较幸福、很幸福4类，分别赋值为1、2、

3、4。

2.健康状况。研究设置了3个与健康

相关的变量：身体健康自评、精神健康自

评和健康影响生活状况。身体健康自评

让调查对象对身体状况进行评价，“很

不健康”赋值为1，“比较不健康”赋值

为2，“一般”赋值为3，“比较健康”赋

值为4，“很健康”赋值为5。精神健康通

过孤独感指标进行测量，对调查对象提

问“您日常的精神感受如何”，“没有孤

独感”赋值为1，“有时有孤独感”赋值

为2，“经常有孤独感”赋值为3。健康影

响生活指标对调查对象提问“在过去一

个月中，健康问题是否影响到您的日常生

活”，“总是”赋值为5，“经常”赋值为

4，“有时”赋值为3，“很少”赋值为2，

“从不影响”赋值为1。

3.福利获得。福利获得是一个具有双

重内涵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来界定，一

是福利的可获得性，即福利需求者能够获

得的福利服务的可能性；二是福利的获得

过程，即作为社会公民基于其社会权利得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编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60～65岁=1；66～70岁=２；71岁及以上=3 1.80 .788 1 3

男性 男性=1，女性=0 0.50 0.50 0 1

有配偶 有配偶=1，无配偶=2 1.22 .413 1 2

受教育年限 定距 9.42 4.114 0 16

个人收入对数 定距 4.29 .269 2.7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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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福利服务（包括资金和服务）。本文

所指的福利获得是指老年人作为社会公

民所获得的福利服务。研究对老年人福利

获得的测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二

是社区福利。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低保救助3个变量，医疗保险包括城

市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养老保险为

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区福利包括社

区照顾、社区老年服务和老年津贴3个变

量。

4.控制变量。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收入和健康

5个基本的变量，为了便于分析，性别用

男性虚拟变量进行转化，婚姻状况用是否

有配偶虚拟变量进行转化，受教育程度通

过对应文化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年收

入采用对数的形式来进行处理。

（三）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幸福感。在已有

研究中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通常有

两种常见方式：OLS回归和ordinal logistic

回归[22]。OLS回归要求因变量为定距层次

变量，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

系，采用OLS回归能够直观地呈现自变量

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1）

采用OLS回归就是假设幸福感给选项

之间的距离为等距的，而这恰恰是这一类

变量可能会存在问题。Ordinal logistic回归

模型克服了最小二乘回归法对类别变量等

距的假设，利用因变量响应类别是有序的

这一属性，对类别之间的距离不做任何假

定。模型中，某一随机变量落入两个值之

间的概率是这些取值所对应的累积密度函

数之差。其模型公式为：

（2）

某一观测取特殊值的期望概率是达到

上限分界点的概率与达到下限分界点的概

率之差[23]，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非常适

用于因变量为定序层次变量。研究同时使

用这两种模型来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这不仅仅可以更好地探究自变量和

因变量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因果关系的稳

健性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处理通过社会

统计软件SPSS20.0来完成。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城市老年人健康状况、福利获
得与幸福感状况

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福利获得和

幸福感是研究的3个核心变量。幸福感是

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价。对老年人

来说，幸福感对生活质量有很好的反映。

当问及“您觉得现在生活觉得幸福吗”，

有63名老年人觉得“生活不幸福”，占调

查对象总数的5.9%；有353名老年人觉得

“生活一般幸福”，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33.1%；有423名老年人觉得“生活比较幸

福”，占调查对象总数的39.6%；有228名

老年人觉得“生活非常幸福”，占调查对

象总数的21.4%。由此可以看到，老年人

的幸福感总体上尚可，有61%的老年人表

示“生活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

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城市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自评均值为3.14，介于“一般”

和“比较健康”之间。从精神健康状况来

看，城市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自评为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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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救助，占调查对象总数的9.1%；有970

名老年人没有接受过低保救助，占调查

对象总数的90.9%。从社区照顾来看，有

342名老年人接受过社区照顾，占调查对

象总数的32.1%；有725名老年人没有接受

过社区照顾，占调查对象总数的67.9%。

从老年人服务来看，有947名老年人接受

过社区内的老年人服务，占调查对象总

数的11.1%；有118名老年人没有接受过社

区内的老年人服务，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88.9%。从老年人补贴来看，有115名老年

人拥有老年人补贴，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11.0%；有934名老年人没有老年人补贴，

占调查对象总数的89.0%。可以看到，城

市老年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加率在

80%左右，而低保救助和老年人补贴这些

政策福利相对较少，社区照顾、老年人服

务这些社区福利也相对不高。

（二）福利获得对城市老年人幸福感
的影响

研究分别建立了一个OLS回归模型

和一个Ordinal logistic回归。从模型情况

来看，OLS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161，

Ordinal logistic模型的伪决定系数为0.192，

两个模型的解释力都尚可。

从OLS回归模型来看，性别、受教育

年限和去年个人收入对数等控制变量对城

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

与已有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其中性别和受

教育年限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则是负向的，

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要低；受教育年限

越高，幸福感就越低。从健康状况变量来

看，身体健康自评、精神健康自评、健康

影响生活3个健康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幸

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身体健康自评、精神

孤独感并不常发。从健康影响生活指标

来看，健康影响生活指标均值为2.49，介

于“很少”和“有时”之间。由此可以看

到，城市老年人身体健康自评并不高，但

是精神健康自评较好，健康对生活的影响

也比较小。

在老年人福利获得状况方面，老年

人的福利获得分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低保救助、社区照顾、老年人服务、老

年人补贴。从医疗保险来看，有882名老

年人拥有医疗保险，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82.7%；有184名老年人没有医疗保险，

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7.3%。从养老保险来

看，有830名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占调

查对象总数的77.8%；有237名老年人没

有养老保险，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2.2%。

从低保救助来看，有97名老年人接受过低

 
图1  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状况

表2  老年人福利获得状况

福利获得 接受过/有 没有接受过/没有

医疗保险 882（82.7%） 184（17.3%）

养老保险 830（77.8%） 237（22.2%）

低保救助 97（9.1%） 970（90.9%）

社区照顾 342（32.1%） 725（67.9%）

老年服务 947（11.1%） 11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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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自评和个人收入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

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健康影响生活对老年

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的影响。从福利

获得变量来看，有低保救助和接受过社区

照顾两个福利获得变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

有显著影响，有医疗保险、有养老保险、

接受过老人服务、有老年津贴对老年人的

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接受过社区照顾的

老年人幸福感越高，而有低保救助的老年

人幸福感反而越低。

从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来看，

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去年个人收入对数等

控制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

响，这一结论与OLS回归中的结果一致。

身体健康自评、精神健康自评、健康影响

生活3个健康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

表3  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OLS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OLS回归模型 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

个人特征 60-65岁 -.025（.060） -.230（.160）

65岁-70岁 -.006（.063） -.166（.164）

男性 -.087（.055）** -.396（.128）**

受教育年限 -.111（.007）*** -.057（.017）***

去年个人收入对数 .083（.115）* .688（.263）**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自评 .154（.034）*** .316（.077）***

精神健康自评 .206（.044）*** .678（.105）***

健康影响生活 -.143（.032）*** -.272（.072）***

福利获得 有医疗保险 .001（.079） -.004（.181）

有养老保险 .026（.073） -.120（.167）

接受过低保救助 .107（.100）*** -.771（.231）**

接受过社区照顾 -.078（.059）* .334（.134）*

接受过老年服务 -.049（.087） .449（.199）**

-2 Log Likelihood - 2174.911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82547 -

Chi-Square（sig.） - 194.640（.000）

R-Square （Adjust/Pseudo） .172 .199

注：***表示sig.＜0.001，**表示sig.＜0.01，***表示sig.＜0.05。

的显著度和方向都没有发生变化。从福利

获得变量的显著情况来看，有低保救助、

接受过社区照顾、接受过老人服务3个福

利获得变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

响，这与OLS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一个显著

的变量：接受过老年服务。接受过老年人

服务的老年人幸福感也相对较高。

从OLS回归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

模型来看，大部分个体特征和福利获得变

量对老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都是一致的。

所有健康状况变量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

感都指向一点：健康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

感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良的健康状态对城

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负面的影响。对福利

获得变量来说，尽管有一个变量的显著情

况有差异，但是相对于OLS回归，Ord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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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回归模型更适合幸福感的测量，所

以研究认为，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

著影响的福利获得变量有3个：有低保救

助、接受过社区照顾、接受过老年服务。

接受过社区照顾或老人服务的老年人倾

向于拥有较高的幸福感，但是接受过低保

救助反而使得老年人拥有较低的幸福感，

这是由于低保救助这一类福利和社区照顾

等社区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低保救

助是托底福利，针对的是生活在低保线以

下的老年人，因此幸福感会相对较低，而

社区福利则是面向所有老年人的。医疗保

险和养老保险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并没

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医疗保险和养

老保险较高的普及率的影响。因此，社区

福利的获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积极的影

响，社会救助福利的获得对老年人的幸福

感有负面的影响，医疗和养老保险对老年

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小结与讨论

基于南京、成都、天津和兰州四城市

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和福利获

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身体健

康和精神健康等健康状况指标对城市老

年人的幸福感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良的健

康状态对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负面的影

响。对福利获得变量来说，社区福利的获

得能够促进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社会救

助福利的获得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负面的

影响，医疗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幸福感

没有显著的影响。

可以看到，城市老年人的福利获得总

体上仍然不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保

率尽管较高，但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没

有显著的影响，而社区福利则是提升老年

人幸福感、提高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福利的可获得性相对

较差[24]。因此，要提升城市老年人的幸福

感，健康和福利获得是两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要提高城市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精

神健康水平。一方面，通过提升社区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构建完善的医疗服务网

络，保障老年人的就医需要；另一方面，

通过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开展相关活动，进

一步加强城市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社区

参与。第二，政府和社会要构建城市老年

人的社区社会资本网络，增强社区支持系

统，从社区入手强化老年人的福利服务，

让老年人能够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更多的

福利服务，提升其幸福感。第三，对于正

在接受社会救助的老年人，一方面通过相

关的社区支持和服务努力使其能够找到无

需通过社会救助而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其

他途径；对于确实只能通过社会救助而生

活的老人，社区及社会工作者要帮助老年

人正确认识社会救助的内涵、不再“污名

化”地认识其含义，提升其幸福感。

研究基于四城市问卷调查探讨了福利

获得、健康状况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但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二手

数据分析使得福利获得的操作化不能够很

好呈现福利服务体系，同样是由于福利获

得的非体系化，使得健康状况和福利获得

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未得到很好的控制。完

善福利获得操作化，并通过追踪调查数据

来探究变量间的关系必定能够增强研究结

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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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Acquisition, Health Status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Urban 
Elderly: Based on a Survey in Four Cities
Zhu Huijie, Wang Mengyi

Abstract: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

derl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our cities in Nanjing, Chengdu, Tianjin and Lanzhou, the study 

finds that health status and welfare are significantly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Good health 

statu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urban elderly, while poor health status has a 

negative impact. For welfare access variables, the acquisition of community benefits is positive, 

the benefit from social assistance is negative, while the impact of medical and pension insurance 

is not significant. To enha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elderly, residents’ health and 

welfare acquisi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welfare acquisition; health statu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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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对外，让更多大众关注，形成情感

认识，提升城市吸引力竞争力。

一、城市文化符号的内涵及特征

语言学理论认为，“记号”是一个

“能指”与一个“所指”的结合体。“能

指”可代表形式，“所指”则代表内容。

著 名符 号 学 家 罗兰·巴 尔 特（R o l a n d 

Barthes，1999）指出，符号学的记号与语

言学的记号定义类似，但其内质各有不

同。大多数的符号学系统（如物品、姿

基于城市文化符号的
城市形象传播建构探析
——以广府文化之广州形象为例

◎莫智勇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形象战略传播

力研究” ( 编号：2018GZYB27) 阶段性研究成果。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的历史与文化，

而城市文化特征符号则是人们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经过客观和主观的筛选最后得以保

留，这是人们对这座城市形成的最有代表

性和最突出特点的认同与表达。城市文化

符号对城市形象的构成非常关键，整个城

市形象传播工作都是围绕着城市文化特色

符号开展的，运用创意设计与传播载体形

象表达。如果没有挖掘城市自身文化特色

符号，容易导致城市形象宣传中受众印象

雷同，甚至感觉“千城一面”。良好的城

市形象，对内有整合作用，形成城市内生

摘  要：全球化以来，国家竞争体现在城市群及区域间的竞争，城市形象和城市

文化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本文借文化符号理论探讨广州独特文化符号内涵对

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力的提升及如何实施城市形象传播策略。智能化媒介与新传播时

代，挖掘城市形象传播支点，城市特色文化符号化开发，实现多元文化有机融合与有效

传播，创新城市传播机制与品牌策略，将是城市创新传播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城市文化符号  城市形象  广府文化  创新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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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形象）初始是不介入意指作用，后期

却拥有了表达内质。进而，社会发展进程

中一些日常生活存在的诸多物化或者事

物形态，就逐步地被赋予了意指的作用。

符号刚产生时，就充斥着某种意义并被赋

予语义。罗兰把这些实用物品的符号学记

号按其功能称为功能—记号（functions-

signs），形成符号学记号表明符号的一种

双重运动现象的过程。罗兰认为，符号一

旦形成，大众会重新对符号赋予新的功

能，赋予多种多样的意义。这种重新被功

能化的符号需要有一种第二语言的存在，

并与最初使用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而后

者却属于涵指层次。例如，城区中的旧寺

庙，原是供奉香火或者祈求神灵的场所，

随着时间流逝和寺庙功能的变化，渐渐成

为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被赋予

新的独有文化意义。于是，符号作为一种

统一体，不仅包含最初语言学层面含义，

同时也与意指性的关系结合在一起。

由于历史的洗礼与沉淀，每座城市都

有可能形成代表自身独特个性的城市文化

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化，大抵是指能代表

这座城市文化内涵的建筑物群体、历史典

故、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经历等等。当这些

文化遗产以符号化形式存在于城市建设发

展进程中，通过媒介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

承过程，逐渐形成其独有的城市品牌价值。

从文化传播视角看，城市文化符号可

分成多种类型。按属性可分为声音符号、

图像符号、造型符号、文字符号等；按照

涉及载体可分为城市的硬符号、城市的软

符号等；按时间可分为现时符号、历史符

号和未来符号等。城市文化符号又具有自

身的特征，通过“能指”与“所指”进行

归类梳理归纳城市文化符号，能更好地运

用在城市形象传播策略上。

一般地，基于文化传播视角的城市化

文化符号内涵有如下特征：

1.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地理发

展过程中，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自身的城

市化符号，具有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性。

正是这些文化符号系列的差异性，使得

每个城市相互区别开来，形成自身魅力所

在。差异化的城市符号对塑造和构建城市

整体印象有着重要作用，也让城市中的居

民找到了归属感，增加了努力建设自己城

市的文化自信。同时，差异化的城市符号

对外传播扩大了城市的对外影响，促进了

城市自我的创新融合发展功能。

2.稳定性。城市文化符号一旦形成大

众习惯认同，不会轻易地被改变和取代，

即使居民远走他乡仍然会遵循原有的习俗

和特征。城市一些建筑物所承载的文化符

号，沉淀了历史文化的记忆，也会成为代

表城市形象的载体，成为一种传播的形态，

在城市内外传播中产生连锁效应。进入数

字化、全球化传播时代，作为城市文化符

号体系的城市形象内在的稳定性特征，在

信息碎片化传播洪流中显得尤为重要。

3.多样性。城市文化符号内容多样且

形式上也不断演变。事实上，城市文化符

号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

指可见、外在的文化符号形式，如建筑、

书籍、人物等。精神层面表现城市文化符

号更宽泛，可包括饮食、习惯、民俗、民

心等等。它们之间互为影响和渗透，共同

形成了城市的文化符号。在城市传播实践

上，两个层面分工不同，精神层面的城市

文化符号更易于创作内容和对外传播，在

“互联网+”时代更显权重。

4.继承性。城市文化符号不可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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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一夕形成，而是在城市发展历程经过传

承和淘汰保存下的文化符号，历久弥新，

也可在不同的城市进化时期扮演着城市文

化传承与承载历史责任的角色。沉淀的文

化符号更能代表这座城市。

二、城市文化符号传播是城市形
象建构的原动力

观照环境记忆心理学理论，城市文化

叙事是居民、事件、建筑、空间场所、意

境与时间的有机组合，对城市历史故事的

阅读便是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再次建构。城

市形象信息既能集中体现一座城市总体价

值，也包含外部对城市价值各要素标准的

综合性评价。其中，文化符号要素对城市

总体形象中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特

色符号，一般包括城市自然景点、名胜古

迹、历史人文、建筑特色以及独有的城市

精神等共同构成城市名片内涵，承载城市

精神与文化。特色符号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文化发展脉络，因此，城市文化特色符号

化对城市形象构建有深远的意义与现实价

值。

（一）城市文化特色符号传播有助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文化特色符号是城市软实力，也

是全球化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可以带动

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保

存下来的城市特色符号，作为一种城市无

形品牌遗产，引领城市的发展新方向。特

别是在符号经济已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的今天，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精神文化，可转化成具有特色的符号

经济产业链，成为经济的衍生品。

（二）作为城市形象价值传播内涵的
城市特色符号

进入媒介社会，无形资产中的品牌

文化已成为市场竞争重要资产。新媒体时

代，知识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信息

传播是衡量国家实力的特征。蕴含文化特

色符号价值与知识价值的城市文化形象已

成为城市竞争资源的核心要素。如今的城

市想要实现转型与发展，必须正确对待城

市的品牌与文化，积极发挥其在推动社会

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感染力的城市文

化符号传播对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尤为

重要。城市产业的不断继承、创新发展对

城市形象内涵也将会发挥巨大的功能和效

用。例如，法国巴黎的香奈儿产品，既是

一个著名时尚企业品牌，也作为一个文化

符号广泛传播了巴黎城市精神。

（三）城市形象特色符号化助力城市
传播和推广

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竞争已转向城

市间竞争。城市形象构建和旅游文化推

广已是城市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

城市内在特征和外在面貌相结合，提炼出

城市独特价值，演绎出城市独一无二的特

色符号体系，是城市推广的关键。这样一

来，城市就拥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传

播符号。当这些价值符号一旦确立，将对

城市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最终促进整个

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文化符号视角下广府文
化的解读

20世纪末，大众媒体重视以广州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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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素为核心的广府文化的塑造与宣传，

但在大众传播中的广州形象一直是零散

不明朗的。城市形象宣传中塑造出的文化

标识，如粤语、粤剧、饮食、民俗仪式、

粤式文化习俗令人印象深刻，却不被其他

地区所理解，甚至造成误会。因此，梳理

广府文化特色符号，构建良好广州城市形

象，对于广州的发展意义深远。

（一）南粤古城营造式样

作为广府文化核心的广州市，建城已

有两千多年。关于古代广府的两个战斗故

事间接体现出了广府地区的古老文化佐

证。一是秦朝将领屠睢统一岭南地区，修

建灵渠，第一次将中原与南越诸国联系起

来。另一个是秦朝统一之后，赵佗被委任

统治管理岭南地区，致力于“和辑百越”

政策，使岭南地区吸收了先进中原文化，

被誉为“开发岭南第一人”。另外，分布

广州大街小巷的古建筑体现广州历史底

蕴，同时折射出粤人生存哲理。如广州伦

文叙纪念广场，印证这位明代状元的“鬼

才”风骨。广场中的人物雕像、石雕、牌

坊等装饰工艺，无不体现广府文化的影

响。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拥

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商业文化魅力。广州传

统风俗与商厦使得广州的商业充满老派经

营的人文色彩。例如，广州最繁华的商业

街之一北京路就是南越广府文化厚重历史

的沉淀，是岭南文化的精髓聚集，是粤商

文化的最佳典范，如今更代表着广州经济

发展的生机勃勃。从古至今发达的商业经

济，四通八达的商业物流，成就了广州这

座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综合特色

文化符号。

（二）羊城美景系列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

溪”。广州城市北靠五岭，南临珠海，市

内白云山坐镇，有着天地造化的雄浑气

势。珠江是独特的广府城市景观，广州的

马路建设也基本上都是与珠江的流向保持

一致。国内第一高电视塔——广州塔建成

之日就得到广大市民强烈呼应，其矗立在

城市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轴的交汇处，一

江之隔的是珠江新城和海心沙岛，构成了

一条孕育着勃勃生机的动感地带，继承广

州“云山珠水”的城市特色，传达出“活

力商都”的城市面貌。

（三）岭南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是广系民府文化的简称，即

粤文化代称。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

代表及内核，是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个

性最鲜明的一部分。广州是广府文化核心

区域与发源地。广府文化体系中的建筑、

戏剧、绘画、饮食、艺术等各个领域，表

现出鲜明个性。如广府民居吸收西方的建

筑美学精髓，又与本地文化兼容并蓄。广

府戏曲音乐中的粤剧最具有代表性，粤剧

集各家之所长在伴奏上大胆采用西洋乐

器，烘托粤剧唱腔和动作效果。而在诗歌

书画等创作上也呈现广府文化的创新和务

实精神。

历史上，广府文化源于中原，在岭南

岭北交流中发展并逐渐与海外文化融合，

增添了西方文化中的重理性、重实际的文

化内涵。广府文化素来是兼容并蓄的，极

具开放姿态。各朝代均有多种宗教陆续传

入广州，修建教堂庙宇，如石室圣心大教

堂、光孝寺等文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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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具有的兼容精神使得广府人

对于自身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可以

说，广州人的衣，朴实真我，引领时尚；

广州人的食，包罗万象，花样迭出；广州

人的言，独具一格，别有韵味；广州人的

礼，继承传统，风情荟萃；广州人的娱，

东西交融，身心皆宜。

四、基于城市文化符号传播的城
市形象建构

城市形象是城市重要的软实力。城市

形象定位是既准确又多元化。简单以有城

市名胜古迹就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

以有自然天赋资源就自定为“山水城市”，

因为经济发达就称为“现代化商都”等

等，均不是成功的城市形象品牌定位策

略。只有根据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独特

个性化的城市文化去建构其符号体系，才

是城市形象传播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一）提炼城市文化符号传播独有性

每座城市都可被赋予城市独特的符

号，并附带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城市

文化符号是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最基本的

元素，没有独具魅力和特色的文化符号，

城市形象是空洞和苍白的，城市形象塑造

的关键在于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生机勃勃

的文化符号。

城市地标建筑及人文符号就承载着

城市思想、城市新功能和价值等。广州现

存的地标建筑是两千多年历史的传承过程

和表现，镇海楼、中山纪念堂、五羊石像

等见证了广州的变迁和风貌。近年逐渐呈

现出一批新的建筑文化特色符号，如广州

塔、歌剧院、广州图书馆等，这些崭新的

特色符号成为城市新文脉内涵，传统与现

代的特色符号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联结起

来。换言之，广州既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

史的古老商都，也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

现代化大都市。

城市文化符号体系造就了城市形象

传播高度、广度与深度。城市文化符号的

打造还要与城市整体形象和发展战略相适

应，只有符合城市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定

位，才是最具潜力和生命力的城市文化符

号。

（二）创新城市文化符号产业化发展
机制

本文所指的城市文化符号体系的产业

化，是包括特色符号所带动的城市文化创

意产业等城市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

的重要因素，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并带动其他产业协同进步，成为城市社会

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围绕广府文化、岭南

创意园这些特色文化符号体系进行产业化

运作，创新产学官研合作机制，可带动广

州创意产业的全面发展。借助全国 “商业

第一展”的特色商业文化符号——广州进

出口交易会这一平台，带动广府文化区域

城市的旅游产业、文化传媒、城市创新等

发展。打造城市文化符号时运用产业化思

维模式创新思维、拓展模式，带动城市的

经济、文化联动发展，形成一种集聚效应。

（三）提升城市文化符号形象内容传
播力

城市文化符号作为城市无形资产的一

部分，对内可增进市民认同和自豪感，对

外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城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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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独有的文化符号以多种传播媒介渠道和

形式内容传递给受众的过程中，应掌握新

媒体时代城市传播的话语权，提高大众对

城市文化符号的认同和美誉度，进而不断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传播力。

因此，要基于新媒体时代的视角和情

境去构建城市的传播框架。全方位媒体运

营是城市开展形象传播时顺应时代的一种

形式，借助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合作，以视

频、图片等媒体形式，立体化、全方位地

展现城市独特的人文和地理魅力，给受众

以互动、直观的感受。国际大型运动会是

传播主办城市形象的重要机遇，在全世界

关注下推广城市形象。国内近年主办的北

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

将特色文化符号通过媒体、公关、事件

等综合手段，实现最大的传播效率效能。

智能媒体迅速发展背景下，多层次、多角

度、多渠道地展现城市文化符号，结合数

字传播技术和“互联网+大数据”平台融

合传播业态，形成强大的城市形象传播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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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mag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Urban 
Cultural Symbol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Image in Cantonese Culture
Mo Zhiyong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national competition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regions, and urban image and urban culture have 

become important parts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paper, cultural symbol theory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Guangzhou’s unique cultural symbo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urban image,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urban image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edia, discovering the pivot of city image communication, exploiting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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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ymbols, realizing the organic fusion of multicultural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ng city branding mechanism and strategies will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ve urba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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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域社会发展的引擎或动力，带动着社

会的全面发展。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向外

梯度性扩展，非城市地区融入城市文明，整

个人类社会都将生活在城市区域文明中。

一、城市文明梯度性推进的假设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从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维视野下的伦敦扩展、雾霾成因与治理研究（1814-2014）”（编

号 14BSS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上海高校高原（A）类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

科的资助。

城市区域发展的梯度性假设
——世界视野中的城市文明走向

◎ 余志乔 陆伟芳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所在，城市文

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向。虽然城市

与文明并不完全同义，但城市显然是人类

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明的重要

表现形式之一。城市文明的扩展，从城区

到城外，从近郊到远郊，从中心城市到边缘

城市，就是城市文明向外梯度扩展的表现。

城市文明超出城市本身的发展范畴，成为

摘  要：人类文明经历了游牧民的帐篷文明、农耕社会的村镇文明和工业社会的

都市文明。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与未来推测，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城市与区域社会分离到

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融合的四个梯度——邻域、近域、广域到全域，最终实现城市文明

扩及全社会。城市文明超出城市本身的发展范畴，成为了区域社会发展的引擎或动力，

带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从城区到城外，从近郊到远郊，从中心城市到边缘城市的

扩展，都是城市文明向外梯度扩展的表现。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的相对均衡发展之路，拉

丁美洲国家的过度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现象，为我们的城市

与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城市  区域  梯度性  假设

【中图分类号】C912.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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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来说，在拉丁语系中，civil 和civilized

基本上由civis演变而来，而civis的含义就

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因此，城市与

文明紧密相连。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芝

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说过“城市是文明人的天然居所”

（the city,1916）；沃思（Louis Wirth）则称

“正如西方文明的开始是以早期的游牧的

永久定居为标志一样，现代文明则显然是

以大城市的增长作为最显著的特征”（The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1938）。而德国的

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虽然认

为城市文明最终也会消亡，但也同意“所

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世界历史都

是城市史。民族、国家、政治、宗教、艺

术，以及科学都依赖于同一个现象——城

镇。”（《西方的没落》）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认为城市是“文明的最重要

的发明”。 “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文

化的高级体现……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

由城市产生的。”（《城市发展史》）

城市是区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区域强调的是空间概念。城市在时

间中发展，在空间里展开。城市在空间上

显然是“点”，是区域社会的中心点，网

络枢纽的交叉点，资源利用的密集点，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发点，经

济高效的增长点，为构成区域空间的一个

部分。城市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是一个历

史范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

物。城市也是经济密集的社会有机体，它

的经济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高度密集， 这

些密集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

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是一个

空间概念，是由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心同周

围地区形成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换而构

成的，是依赖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

经济活动，并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一定

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是区域内中心城市

（群）与其腹地联系的不断深化，也是区

域内一种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

城市化推进区域的城市发展进程。对

任何区域或城市而言，城市化推进正如其

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城市化推进不仅仅是城市建设规模的扩

大、城市建设质量的提高和城市运转的现

代化，更主要的是作为区域中心功能作用

充分和完美的发挥；区域城市化推进，其

内容既包括让更多农民转变成市民，还包

括区域的城乡化，包括区域城市（镇）体

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城市和区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

体，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对城市

具有养育、支持的作用；城市对区域具有

引导和带领的作用，是区域发展的向导和

动力。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

开一定地域范围，城市的发展都有它辐射

的经济区域，城市与区域正在形成相互融

合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其实就

是城市文明扩散的必然结果。

人类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城市发展理

论，从各个角度来解释城市社会发展的现

象，寻找城市发展的规律或模式。早期的

圈层理论、中心地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

多考虑了城市对周围区域可能产生的影

响，认可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发展梯度，即

从城市向区域发展的一种梯度。但这些理

论是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来研究城市的，几

乎没有涉及城市文明的向外扩展的使命，

只把城市文明本身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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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区域大多只是为研究提供的一种参照

物，是城市文明得以对照的一个背景。

从20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的城市发

展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区域空间结构

的演化出现了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连同

周边受其辐射的邻接地区所组成的巨型城

市区域集合体现象。于是，出现了大都市

带理论、城乡融合及城市态（Citistate）理

论等，试图解答新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探

讨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还有，弗里德曼

提出了空间一体化四个阶段理论：第一阶

段不存在等级的独立地方中心阶段，即前

工业化社会特有的典型空间结构。第二阶

段为单一强中心城市阶段，即工业化初期

所具有的典型空间结构。第三阶段是全国

中心城市与实力强的边缘次级中心城市共

存阶段。第四阶段是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

体系形成阶段，边缘性基本上消失，区域

体系最终演变为良好的综合体。不过，这

些研究似乎仍然更看重城市本身，没有研

究指出城市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

用世界视野来考察城市文明的发展

历程，探索其未来的发展空间，那么邻域

（Adjacence）、近域（Surrounding）、广

域（Macrozone）和全域（Universal）四个

梯度的理论（ASMU）假设，可能有助于

更好地对应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与区域社会

的不同的梯度发展阶段，解释城市文明向

更为广阔的区域扩展的现象。

第一个梯度是城市与区域的邻域发展

阶段，是城市文明发展形成时期，在城市

空间发展上是从城到城市的发展阶段。在

农业文明的初级阶段，城主要是筑有围墙

的设防单元，主要起着军事防御的作用，

并兼有政治、军事或宗教的功能。这时的

区域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主要是在城墙外

的有限的邻近地域，我们称之为邻域。随

着区域社会的发展，在城墙外出现了市，

充当市场功能，为城提供生活的需求，随

后，城与市逐渐合流，变身为城市，邻域

变成城市的组成部分。这时的城市既具有

政治军事功能，也具有经济社会职能。这

属于城市文明的邻域推进阶段，可以说，

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古代城市大多属于这类

邻域发展模式。

第二个梯度是近域推进阶段，是城市

文明向区域有限扩展时期。工业文明以来

的城市从核心城市向外扩展，发展出文明

富裕的郊区。这是城市文明的星火从城市

从郊外区域的扩展。这时的区域范围逐渐

扩大，城市越大，其相应的区域范围也越

大。于是，我们有了包括郊区、远郊、卫星

城、新城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发区

或工业园区、新城、第二城建设，也属于这

一类。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城市对区域的

影响范围明显扩大，也许可以说是成倍的

扩大，区域发展有时呈现跳跃性的扩展。

第三个梯度为广域推进阶段，是城市

文明更发散的时期，它大致对应信息革命

以来的城市大扩展。这个时候，传统意义

上的城市与区域界限逐渐消失，出现了城

市群、城市带、都市区、都市区连绵带。

最终分化为都市区与非都市区。这个阶

段与近域推进阶段有两方面的差异：一是

研究视角的差异。近域推进阶段，我们主

要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郊区、远郊、新

城、边缘城市等等。而研究广域推进，则

更多的是站在空中俯瞰地球，不是研究城

市空间如何扩展到周围地域，更多地考察

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推进，研究城

市文明的质的飞跃。二是量与质的差异，

如果说在近域推进阶段向郊区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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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是一种历时性进程，是一种量的

研究，那么，广域推进阶段是质的变化，

研究郊区、边缘城市等的全面发展，从而

使郊变成市，是广阔区域社会的全面城市

化，是一种质的考察。

第四个梯度是全域推进阶段，是城市

文明遍及全社会的时期，是未来的城市与

区域社会发展模式。随着世界的都市区与

非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整个都市区成为

我们研究意义上的“城市”，而整个非都

市区成为该意义上的“区域”，都市区将

影响非都市区，带动非都市区最终向都市

区发展；与此同时，都市区内部的发展也

会带上更多非都市区的色彩。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由于信息革命的深入，生产与

生活越来越信息化，分散化，集中的工作

与生活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需。在这

个阶段，城市与区域的界限将逐渐消失，

城市与区域完全融为一体。这是全域推进

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有城市与区域在物质

外观上的接近，更有生产生活方式、精神

风貌等的全面接轨。

二、城市文明梯度性扩展的历史
考察

城市与区域的融合是通过城市化来逐

步实现的。城市化就是从近域向广域推进

的发展，是城市文明向区域大扩展的历史

进程。

从人类聚居方式来看，人类文明经

历了游牧民的帐篷文明、农耕社会的村镇

文明和工业社会的都市文明。在游牧状

态下，只有广阔的游牧区域，还没有相对

集中的文明点。到农耕时代，形成了村、

镇、市的人类聚居方式，城镇成为广阔的

农村腹地的商业中心。这时候已经基本形

成了城市与区域的某种关系，两者犹如岛

屿与海洋的关系。一般而言，城市只是区

域海洋中的一个个孤岛，它再辉煌再繁

华，也只能像一把火炬，能照亮一定的区

域，但亮光的范围毕竟有限。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初“城”与

“市”并不相同。城指具有防卫作用的城

池，周围的城墙是主要的防御形式，也即

城主要是具有军事意义。

随着人类聚居方式的发展，出现了

“城”与“市”的合一。有些“城”周边

兴起了“市场”，形成城市，这种类型的

城市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如吴王

夫差在古蜀岗之上筑邗城，邗城外兴起

市，随后成为扬州城；天津也起源于天津

卫；再如在罗马时期不列颠的重要北方军

事堡垒约克城外，兴起了服务性的市场，

随后发展成约克城。也有先有“市”发展

形成的城市，也就是先有市场然后发展为

城市，这类城市往往位于交通交汇之处，

市场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定居，从而形成

城市。

城市最初主要诞生在人类文明发达

的所在，是广袤的人类大地上的极为分散

的一个个孤点。从公元前5000年起，在两

河流域就出现了一批城市，如幼发拉底河

畔的乌尔（Ur）城邦；在巴格达南90公里

横跨幼发拉底河的长方形古城巴比伦；从

公元前3200年到332年，在尼罗河流域的

著名城市，如“白城”孟菲斯、带有城市

规划的卡洪城、底比斯（Thebes）、法雍

等。稍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之

间，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著名的古城摩

亨卓达罗城，它布局合理，人口众多，建

筑规范，拥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在中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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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同样出现了最早的城

市文明，距今约5500年的长江、巢湖流域

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据信是

中国最早的城市，稍后有山东日照五莲县

的丹土村城市遗址。

农耕时代的城市有所增多。它们大多

具有了一定工商业活动，是消费中心，需

要依赖周围乡村供应生活物资。“在商业

路线之前，一座城市居住地的规模大小直

接取决于周围土地的耕种容量和最近的渔

场的产量，”①因此规模较小，相对封闭。

这种城市的发展特点，可以从中外古

代城市发展窥见一斑。公元前21世纪到前

17世纪的夏朝，修建了阳城（今河南登封

东南），而分封的诸侯也修筑城池， 形成

中国史的第一个建城高潮。到春秋战国，

中国已经有了100多座城市，苏州、成都

就是在这个阶段诞生。《史记》载，当时

的齐国都城临淄人口超过了20万。农耕文

明十分发达的中华大地，则在秦汉郡县制

下，建立起了具有行政色彩的城市，促进

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发育和成长。隋唐大运

河沟通南北后，又促进了运河沿线及南方

城市的发展，如淮安、扬州、苏州、杭州

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形成了以首都长安

为中心，东至汴梁、商丘，西到岐州、成

都，南到广州，北到范阳（今北京）的城市

网络。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耕文明城市

体系发展到顶峰，全国城市100多个，还有

2000多个小城镇。明清之际，已发展出一

批专业的商业性城镇，如陶瓷城镇景德镇

已有10万多人，丝织业城镇苏州等。

欧洲城市发展也不例外。在地中海

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先后建立了许

多城市国家（城邦），虽然古希腊城市大

多是小国寡民，规模不大，但公元前5世

纪时，雅典也有了30万人口。随后的罗马

继承了希腊城市的格局。在美洲玛雅文

明的蒂卡尔城是中美洲已知最古老的城

市。虽然著名史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称其为“城市革命”，

但这些依然是广袤地球上的星星之火。中

古欧洲城市虽然有兴有衰，但却走向了由

“城”到“市”的转变，即由防御到商业

色彩的演变，甚至形成了不同专业分工特

色的城市。虽然大多数城市规模不大，伦

敦在13世纪不到4万人，但水城威尼斯人

口超过20万。

古代世界的城市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大城市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据Chander研究，公元前2000年，世界上

最大城市的数量为7座，公元前1000年有

13座，公元前600年有20座。②不同时代世

界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基本呈现日益

增长的态势。公元前2000年，西亚美索不

达米亚南部苏美尔的乌尔有6.5万人，公

元前1000年的底比斯有6万人，公元100年

罗马有45万人，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有

40万人，公元1000年西班牙城市哥多华

（Cordova）有45万人，公元1500年北京有

67万人。③

工业化之后，从城市到都市的发展，

意味着聚居方式的更高级形式，而且成为

人类主要的聚居方式。不仅城市数量空前

增加，而且城市的规模空前扩大，开始了

从城区向邻域和近域的扩展。“在人类文

化中，都市吸引力的范围变成了最重要的

地理事实，因为都市的中心往往集中了经

过该区域的能源、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对

它们进行分散、转移或重新派送。”④这

时，城市和都市使文明向前发展，高密度

聚居文明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并且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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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点，不断向区域扩展。城市的规模

向百万、千万发展。

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

人口比重超过50%的国家，基本实现城市

化。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1850年，世

界城镇人口比重仅为6.3%，1900年增加到

13.6%，1950年为30％。1900年伦敦就有

648万人，1988年东京有2870万人。⑤2015

年，东京仍以3800万人口雄居世界首位。

城市正在向广域扩展。

在中国，据民政部2011年发布的《2010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设市城市数量增

加到657个。⑥此后部分城市撤销、部分城

市新增。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663个

设市城市。

从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郊

区化及其蔓延显然是城市聚居方式向区

域的扩展，是城市文明从点状向块状的发

展。如果我们带着这种视野，那么，二战

后西方世界的卫星城和新城建设也就有

了全新的意义。它们是运用政府规划和建

设的力量，促进城市文明向区域扩散，促

使密集的聚居方式在更广大的区域占据上

风。当代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也是运用

政府力量促进城市文明向区域的扩展。都

市向大都市、大都市区、大型大都市区、

大都市连绵带的演变，则显然是城市向区

域扩展的梯级发展，而小都市区则意味着

城市文明发展达到的深度。大都市连绵

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密集聚居占据了绝

对优势地位，意味着区域社会获得了空前

发展。到这个时候，城市不再是广阔区域

中的一个文明孤岛，而是文明海洋中的灿

烂的群星，这些群星与广阔的区域同辉，

如同夜空中的银河一样光彩夺目。只有到

这个时候，城市与区域才有机地融合到了

一起。马克思说古代的历史是“城市乡村

化”，而“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可见，从城市文明扩展的角度来看，

从游牧到农耕，从城镇到大都市连绵带的

演变，正是城市文明向区域社会不断扩展

的过程。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

到块，从块到带到区域，高密度的聚居方

式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城市对区域从外

围影响到整体包容，城市对区域具有越来

越大的作用。或者说，城市这种人类生活

方式必将替代其他生活方式，成为人类共

同的生活方式。

从空间角度看，就如置身于外空间，

用俯瞰世界的方法来考察城市文明进程，

是一种更为宏观的考察方法。在这种视野

下，大都市区化恰恰是城市文明的扩展和

深化。再进一步，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方

式都将会在都市的精神之下。换言之，都

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会扩展到整个区域，

以至于城市与区域不再清晰可辨，两者融

为一体。

三、城市区域扩展对人类文明的
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从城市的邻域发展，走

过近域发展历程，最后达到了广域发展阶

段。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走到了城市与区

域社会的高级和成熟阶段。整体而言，城

市与区域社会是基本协调的。

若城市发展仅仅停留在这个邻域发

展层面上，无法扩展到近域和广域，那么

再繁荣的城市，也无法在时间的长河中保

持永远的辉煌。阿拉伯帝国时代建立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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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商业都市，固然曾经拥有过耀眼的财

富，犹如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般呼唤出

空前的稀世珍宝，但终究只是过眼烟云，

无法带动广阔区域社会的发展和繁华。城

市与区域分离着，也没有发展到近域发展

阶段，更不要说广域和全域发展了。

现代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它们片

面地发展大城市，使现代文明局限在个别

特大城市上，区域社会成为落后的腹地，

城市文明的星火始终只停留在邻域的初始

阶段，没有能向近域扩展开去，陷入“拉

美陷阱”。城市不像文明的火炬，倒犹如

巨大的“黑洞”，蚕食着区域的资源、人

力、财产和智力等等，留下一个极度贫穷

落后的广阔的区域。从城市文明发展角度

看，反映了区域的块状发展之不足，这些

区域仍然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永远充当腹

地的角色之中。从文明发展的形态来讲，

似乎仍然是农耕文明阶段的状态，还没有

进入城市文明阶段。

总之，从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推测，城市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城市与区

域社会分离到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融合的

四个梯度——邻域、近域、广域到全域，最

终实现城市文明扩及全社会。欧美发达国

家的相对均衡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国家的

过度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与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脱节现象，为我们的城市与区域社会

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这种现象提醒我

们，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未来，似乎应该摆

脱邻域式蔓延，走向城市文明的发散化，

使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融合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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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U Gradient Hypothesis of Urban-region Development: Urban Civilization Trend 
in the World Vision
Yu Zhiqiao

Abstract: Human civiliz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tent civilization nomad society, vil-

lage and town civ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urban civiliz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e 

model of urban developmen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gradient from the separation to the fu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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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nd region: adjacency, surrounding, macrozone and universal (the ASMU model for short), 

eventually expanding urban civilization outwards to all lands. Urban civilization has exceeded 

the city scope and become the engine or power of regional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drove i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ities that expanded from inner area to outer areas, from suburb to outer 

areas, from key cities to edge cities, are all manifestat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s gradient outward 

extension. That the relatively even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excessive urbanization of city and region in Latin American, has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China’s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ity; region; gradient;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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