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集全球城市研究智慧资源    构建城市科学发展公共智库

2018.04
总第56期

城市研究高端学术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现状分析

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产业结构特征对广州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下自贸区关注度指数研究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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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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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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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学术参考资料。现针对以下栏目征稿：

1．特稿：特别推荐的城市研究文章。

2．改革与发展聚焦：聚焦于城市发展的热点、难点及重点问题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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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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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术文章。

5．城市空间：聚焦于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拓展、城市空间改造等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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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研究、老龄社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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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研究、城市垃圾污水处理研究、城市空气治理研究等。

8．智慧城市：刊发研究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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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求同存异、择优汰劣。

10．城市文化：刊登关于城市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创新城市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成

果。

11．城市学与城市史：刊登城市学基础理论及中外城市发展史方面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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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000～2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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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尊重研究者的智慧成果，优稿优酬。

欢迎各学科、各领域的城市研究者投稿。

《城市观察》杂志征稿启事



聚集全球城市研究智慧资源  构建城市科学发展公共智库

·城市研究高端学术期刊·

2018年第4期 总第56期
Volume 56, No. 4, 2018

（双月刊）



CONTENTS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导言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现状分析

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产业结构特征对广州

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下自贸区关注度指数研究

南沙自贸区创新指数设计与分析

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及建议

广州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历

程与经验

广州视角

广州民宿经济发展调查报告

城市空间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城市蔓延的影响：

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专栏主持人  杜金岷

杨本建  林云鹏

魏作磊  王锋波

杜金岷  吕  寒  林  涛

  林  涛  杜思贤

张  珺

刘江华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重点课题调研组

王家庭  蔡思远  李艳旭  卢星辰

编辑委员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  珺  王世福

李明华  佟家栋

张振刚  陈春声

林如鹏  周春山

倪鹏飞  隋广军

曾伟玉  潘家华

魏后凯

·城市研究高端学术期刊·

聚集全球城市研究智慧资源

构建城市科学发展公共智库

声  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
刊、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
期刊数据库，本刊采用文章也将在以上数据库
中发表，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
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
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7

17

28

37

46

54

71

82



93

101

114

123

130

138

147

156

城市社会治理

论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

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综述

生态城市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智慧城市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日韩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比较

中国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比较研究

——以5个计划单列市为例

城市文化

节事活动运营与城市空间构建

城市学与城市史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类型和特征研究

柏  萍

黄少宽

陈  凯  胡  静

高  璇

岳宇君  仲云云

刘  松  楼嘉军

刘  润  黄冰清  蔡思怡  熊建宏

初  妍  陈  雳

主 管

主 办

编 辑 出 版

总 编 辑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编辑部电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网 站 地 址

出 版 日 期

邮 发 代 号

国 际 刊 号

国 内 刊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发 行

发 行 范 围

发 行 电 话

印     刷

定     价

2018年第4期 总第56期
Volume 56, No. 4, 2018

（双月刊）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城市观察》杂志社

魏伟新

卢小文  陈丁力  李  钧 

懿  舟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号宝供大厦2楼

510635

（020）87596553

87596505

（020）87553780

chengshigc@163.com

www.gzsk.org.cn

逢双月20日出版

46-109

ISSN 1674-7178

CN44-1664/C

440100400066   

广东省邮政局

国内外公开发行

（020）87596553

        87562383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印务公司

20元



URBAN INSIGHT
CONTENTS Volume 56, No. 4, 2018

7

17

28

37
46

54

71

82

93
101

114

123
130

138

147

156

SPECIAL ISSU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he Status-quo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The Featur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ore of  International Greater Bay Area and  Its  Impact on 
Guangzhou
A Study on the Market Attention Index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uang-
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Designing and Analyzign the Innovation Index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An Evaluation of Guangzh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hipping Finance Industry and Policy Sugges-
tions

GUANGZHOU EXPERIENCE
The Basic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Guangzhou’s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UANGZHOU PERSPECTIVE
Survey Report on the B&B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URBAN SPACE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Urban Sprawl in China: An Em-
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OCIAL GOVERNANCE
Targeted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A Summary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Model

ECO-CITY
A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Urban Household Wast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SMART CITY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Path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COMPARE CITIES
Comparison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Five Separately Planned Cities

URBAN CULTURE
Festival Activity Management and Urban Spatial Construction

URBANOLOGY & URBAN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Types and Features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Du Jinmin

Yang Benjian, Lin Yunpeng

Wei Zuolei, Wang Fengbo

Du Jinmin, Lyu Han, Lin Tao

Lin Tao,Du Sixian

Zhang Jun

Liu Jianghua

Research Group Affilia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Wang Jiating, Cai Siyuan, Li Yanxu, Lu Xingchen

Bo Ping

Huang Shaokuan

Chen Kai, Hu Jing

Gao Xuan

Yue Yujun, Zhong Yunyun

Liu Song, Lou Jia-jun

Liu Run, Huang Bingqing, Cai Siyi, Xiong Jianhong

Chu Yan, Chen Li



5

《城市观察》2018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8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

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它不仅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超级城

市群，而且与自贸区、“一带一路”一道，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国家参与全球分工、增强中国经济辐

射带动力的重要空间载体。如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

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自贸区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结合起来，多层次、高水平地参与到全球的分工体系当中？不仅

是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作为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广州南沙自由

贸易试验区研究基地，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自贸区和港澳珠三角城

市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研究。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

展规划即将出台之际，基地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针对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自贸区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

本期刊发的5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问题。一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制造

业升级现状分析》对粤港澳大湾区9市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和2005

年以来的产业升级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这对于准确认识粤港澳

大湾区各个城市制造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客观评估当前的产业

升级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产业结构特

征对广州的启示》一文，分析了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域产业结构

的共同特征，解释了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与广州市当前产业结构

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贸区建设
专栏主持人： 杜金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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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增强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地位

必须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尤其是重点提高信息服务业、

技术专业服务业以及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水平。二是从自贸区角

度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下自贸区关注度指数研究》和《南沙自

贸区创新指数设计与分析》，分别从自贸区的关注度和构建自贸

区创新指数的角度，考察了自贸区的内部竞合对关注度的影响，

评估自贸区创新的问题，指出了当前自贸区产业分布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评估自贸区创新的指数构建方法，这对于认识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从经济运行环境来

考察，《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及建议》从航运经济、航

运金融发展水平、信用环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等方面分析

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建立评价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

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因子分析，这对于认识当前航运金融发展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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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其珠三角9市是世界上多种产品的

主要制造基地。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

战略的指引下，这一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

级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鼓励创新到产

业空间转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

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时至

今日，一些观点认为，这一地区的制造业

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另一

些观点则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

三角9市的制造业总体上仍未摆脱低附加

值、创新能力不足、竞争力不强的局面，

制造业转型升级仍然任重道远。这种持续

【基金项目】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基地 2018 年研究项

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辐射带动能力研究”（项目编号：55450064）阶段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现状分析
◎ 杨本建 林云鹏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

州等9市组成的城市群。截至2016年，粤

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GDP总量已超过1.5

万亿美元，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

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

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全球著名的制造

摘  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

是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竞争力，从而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的重要条件。本文运用

2005-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9市的制造业两位数行业数据，从产品技术复杂度

层面构建制造业升级的指标，考察了9市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及其变动，据此提出了制造

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产品技术复杂度  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4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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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说明，我们尚需要更全面地考察大

湾区内的制造业升级状况。

从文献来看，理论界对于产业升级

的外延并没有达成一致。一些文献遵循发

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把产业升级看做是

产业结构的变动，认为产业结构遵循经济

发展的阶段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或技术密集型转变是产业升级的体现（张

其仔，2008；林毅夫，2010）。另一些文

献从价值链的角度，认为产业从价值链

的低端向高端攀升是产业升级的体现（刘

志彪、张杰，2009；张少军、刘志彪，

2009）。虽然这些文献对产业升级都提出

了深刻的见解，但它们都忽略了产业升级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产品结构的升级。

无论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还是从价值链的

角度，产业升级最终都体现在所生产产品

的技术水平上。如果一国产品的技术复杂

度不断攀升，那么该国的产业层次的技术

水平也会上升，其产品在价值链上也会不

断提高。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产品技术复

杂度的角度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

9市的制造业升级的状况。

当前，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或其组成部

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升级的文献并

不多见。丁焕峰（2010）通过分析珠三角

城市制造业的数据，指出珠三角城市制造

业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并且其制造业集

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

业转型。钟韵和刘东东（2011）以珠三角

2004-2008年的30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

象，指出珠三角制造业总体上产业结构较

为合理，但行业竞争力有待提升。覃成林

和张丹丹（2018）从三次产业层面考察了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产业趋同性。这

些研究由于缺乏对制造业升级的衡量而更

适合用来表征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变迁而非

制造业升级。

本文使用2005-2016年的相关数据，根

据Hausmann等（2007）和周茂等（2018）

的方法计算各个制造业细分产业的产品技

术复杂度，用以表示产业的技术水平，分

析珠三角9市当前产业技术水平及2005年

以来各个城市产业技术水平的动态变化。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变化

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

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升级提供参考。

二、产业升级度量方法和数据

（一）产品技术复杂度

所谓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指生产该种

产品所采用技术的复杂程度。从出口的角

度，Hausmann等（2007）认为，如果一种

产品由人均GDP更高的国家出口，则说明

这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更高。因此，一种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可以通过出口该产品的

所有国家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来衡量，

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下标m表示国家，Exportmk为国

家m出口的行业k产品价值；Exportm为该国

出口总额。Ym为该国人均GDP。Prodyk表

示产品k的技术复杂度，其为所有出口该

产品国家的人均GDP加权平均值。Prodyk

越大，表示该产品k更多地由人均GDP高

的国家生产，其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对

于Prodyk，本文直接采用周茂等（2018）

表1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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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层面的制造业技术水平

本文加权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来表示

城市产业的技术水平。在构建产品层面技

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参考周茂

（2016）的做法构造城市制造业的技术水

平的指标：

（2）

上式中，Outputk,c,t表示t年c地区k产业

的产出。其占城市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用

以表示该地区的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

（三）数据来源

由于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统计口径

存在区别，本文研究对象选取粤港澳大

湾区中珠三角9个城市来进行，这些城市

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江门、肇庆。本文从《广东统

计年鉴》（2005-2017）和《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2006-2017）获取了这9个城市

的制造业中每一个两位数行业每一年的增

加值、出口额、工业总产值等数据。

三、实证分析

（一）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的现状

本文根据上述城市层面的制造业技术

水平计算方法，计算了2016年粤港澳大湾

区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结果如图1所示，

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可以分为三个组别。

高组别包括深圳、珠海、东莞，制造业技

术水平在8.6以上，中等组别包括中山、惠

州、广州，制造业技术水平为8.3~8.5，低

组别包括江门、佛山和肇庆，制造业技术

水平在8.2以下。

从图1可知，作为特区的深圳制造业

技术水平最高，是9市中制造业的发展高

地，而同样作为特区的珠海紧随其后。

2008年以前，东莞的制造业多是港澳台资

等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在2008年金

融危机中一度面临危机，但2008年后，东

莞市政府致力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文的结果将显示，东

莞制造业技术水平从2011年后快速上升。

作为省会的广州2016年制造业技术水平为

8.388，排第六，这与广州的省会城市地位

不太相称。结果还显示，低组别的江门、

佛山和肇庆均位于珠江西岸。这说明，与

珠江东岸相比，西岸各城市（除珠海外）

制造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

（二）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原因

9个城市制造业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的

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产品技术复杂度行业

在9市的分布不同。从技术复杂最高的6个

行业来看：

1.深圳、东莞集中了较多产品技术复

杂度高的行业

如表1所示，产品技术复杂度最高

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中，深圳的总产值为

	
图1  粤港澳大湾区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17）
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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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17亿元，在9个城市中约占30%；东莞

仅次于佛山，排名第三，总产值为332.47

亿元，占12%以上；相比之下，广州仅占

8.1%，其他5个城市总和仅占17.2%。技术

复杂度排名第二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中，深圳、东莞的总产值分

别为418.92亿元、140.32亿元，分别占9市

总和的44.8%和15%，而广州总产值仅为

76.12亿元，占8.1%。产品技术复杂度高的

通用设备制造业中，深圳和东莞分别占9

市总和的19.3%和15.7%，仅次于佛山，而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中，深圳和东莞分别占49.7%和21.1%，远

远高于其他城市。

2.广州、中山和惠州部分高技术复杂

度行业的比重偏低

广州和中山在医药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两个行业具有优势。广州这两

个行业总产值分别占9市总和的24.6%和

16.8%，中山这两个行业分别占19.6%和

12.4%。惠州则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具备相对优势，占9

市总和的10%。然而这些优势尚不能与深

圳、东莞相比。在技术复杂度最高的两个

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广州、中山、惠

州都不具备优势，广州占比略高于8%，

中山不超过6%，惠州则不到4%。这在很

大程度上削弱了三个城市制造业的技术水

平。

3.佛山、江门和肇庆大部分高技术复

杂度行业比重偏低

从表1可知，虽然佛山在专用设备制

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具备优势，但医药

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则劣势明显，佛山的医药制造业

占9市总和的1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则不到4%；江

门除造纸及纸制品业占比超过10%以外，

其他行业均不到4%；肇庆则六个行业占

比均超过4.5%。

从技术复杂度最低的5个行业来看，

这5个行业在9个城市的分布差异也非常明

显，如表2所示。

1.低技术复杂度的五个行业主要集中

在佛山、肇庆两个城市

佛山集中了9市中30.4%的家具制造

业，65.1%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17.7%的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以及44.9%的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尽管它在技术复杂度高的部

分行业中也具备一定优势，但产品技术

复杂度低的行业集聚于佛山更为明显。同

样，肇庆集中了9市29.3%的废弃资源和

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1.4%的皮革、毛

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3.3%的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种产业结构

直接拉低了佛山和肇庆制造业的总体技术

水平。

2.深圳、东莞部分低技术复杂度行业

的占比也相对较高

深圳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占9市

总和的29.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占14.8%；东莞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占

15.4%，家具制造业占16.7%，皮革、毛

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9%。但由

于在这些城市中，技术复杂度高的行业所

占比重也高，因此制造业仍然保持了较高

的技术水平。

3．广州、中山、惠州集中了部分技

术复杂度低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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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珠三角9市2016年技术复杂度最高6个行业的产值及比重

专用设备制
造业

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

业

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

造业
造纸及纸制

品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广州
210.74亿元
（8.1%）

76.12亿元
（8.1%）

278.05亿元
（24.6%）

622.52亿元
（16.8%）

134.23亿元
（8.2%）

2291.13亿元
（7.1%）

深圳
797.17亿元
（30.8%）

418.92亿元
（44.8%）

210.36亿元
（18.6%）

714.5亿元
（19.3%）

139.58亿元
（8.5）

16106.81亿元
（49.7%）

东莞
332.47亿元
（12.8%）

140.32亿元
（15%）

24.48亿元
（2.2%）

582.87亿元
（15.7%）

616.72亿元
（37.7%）

6834.98亿元
（21.1%）

中山
142.47亿元
（5.5%）

101.19亿元
（10.8%）

221.22亿元
（19.6%）

457.92亿元
（12.4%）

153.77亿元
（9.4%）

1059.01亿元
（3.3%）

珠海
131.57亿元
（5.1%）

43.56亿元
（4.7%）

166.25亿元
（14.7%）

133.31亿元
（3.6%）

44.73亿元
（2.7%）

1067.55亿元
（3.3%）

惠州
88.71亿元
（3.4%）

29.35亿元
（3.1%）

23.07亿元
（2%）

145.21亿元
（3.9%）

37.07亿元
（2.3%）

3235.7亿元
（10%）

佛山
742.14亿元
（28.61%）

113.79亿元
（12.2%）

120.94亿元
（10.7%）

868.48亿元
（23.4%）

257.38亿元
（15.7%）

1234.55亿元
（3.8%）

江门
81.75亿元
（3.2%）

0.52亿元
（0.1%）

25.39亿元
（2.3%）

114.21亿元
（3.1%）

185.95亿元
（11.4%）

263.74亿元
（0.8%）

肇庆
64.69亿元
（2.5%）

10.94亿元
（1.2%）

58.46亿元
（5.2%）

67.51亿元
（1.8%）

67.19亿元
（4.1%）

289.75亿元
（0.9%）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整理而得。

广州家具制造业占9市总和的12.4%，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占14.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占15.7%；中山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占

24.2%；惠州的家具制造业占13.3%，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占

15.9%。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这些城市

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三）9市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动态考察

为了考察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

制造业升级的变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9

个城市制造业技术水平在2005-2016年的

动态变化。与前文一致，本文根据加权产

品技术复杂度的高低，把9个城市分为三

组：高技术水平、中等技术水平和低技术

水平，分别考察它们制造业技术水平在此

时间段的动态变化。

图2所示是高技术水平组别的深圳、

珠海、东莞三市2005-2016年制造业技术

水平动态演变。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深

圳制造业技术水平变化平稳，大多维持在

9以上，在2007-2010年期间略有下降，之

后呈缓慢上升趋势。珠海的制造业技术水

平在2009年以前维持在8.8以上，2009年以

后开始下降，2012年达到最低，然后开始

缓慢上升。东莞制造业技术水平在2005年

较低，约为8.5，在2005-2009年期间不断

下降，而2010年以后上升，且上升速度随

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加快，2016年达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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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珠三角9市2016年技术复杂度最低5个行业的产值及比重

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

家具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
毛（绒）及其制

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广州
54.7亿元
（8.6%）

102.8亿元
（12.4%）

28.94亿元
（1.7%）

214.3亿元
（14.7%）

274.4亿元
（15.7%）

深圳
217.6亿元
（29.5%）

122.1亿元
（7.8%）

0.829亿元
（0.1%）

117.9亿元
（7.1%）

175.8亿元
（14.8%）

东莞
64.44亿元
（15.4%）

199.8亿元
（16.7%）

0.871亿元
（0.1%）

250.8亿元
（19%）

77.91亿元
（3.8%）

中山
42.15亿元
（24.2%）

84.45亿元
（7.9%）

3.519亿元
（0.9%）

135.4亿元
（7.6%）

84.02亿元
（1.8%）

珠海
6.279亿元
（0.3%）

8.38亿元
（0.8%）

1.21亿元
（0.1%）

14.83亿元
（0.8%）

41.06亿元
（1.8%）

惠州
12.39亿元
（5.2%）

85.54亿元
（13.3%）

16.2亿元
（2.5%）

111.9亿元
（15.9%）

15.09亿元
（1.2%）

佛山
73.2亿元
（5.1%）

302.3亿元
（30.4%）

235.9亿元
（65.1%）

200.7亿元
（17.7%）

827.9亿元
（44.9%）

江门
20.31亿元
（7.9%）

58.55亿元
（5.7%）

7.372亿元
（0.2%）

71.36亿元
（5.9%）

52.25亿元
（2.7%）

肇庆
9.537亿元
（3.8%）

34.69亿元
（5.3%）

92.8亿元
（29.3%）

88.9亿元
（11.4%）

222.2亿元
（13.3%）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整理而得。

接近珠海的水平，显著缩小与深圳的差

距。

这说明了三点：一是从产品技术复杂

度的角度，深圳的制造业技术达到较高水

平；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可能是三

市制造业技术水平在2007-2012年间一定

程度下降的原因；三是2012年后珠海、东

莞制造业升级效果明显，缩小了与深圳的

差距。

三个城市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呈现这

种变动趋势，主要是因为三市的主导产业

——高技术复杂度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变化导致的。如

图3所示，2005-2016年，深圳的该行业总

产值占比在其产业结构中基本维持在60%

左右，东莞超过30%，珠海超过25%，该

行业在三个城市中所占比重都很高。从

变动趋势来看，深圳的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呈现一定

的下降；珠海的下降更为明显，从2007年

的35%下降到2011年的25%，之后缓慢上

	
图2  深圳、东莞、珠海三市的技术

复杂度动态变化



13

《城市观察》2018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8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

其各自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变化有关。如图

5所示，这一行业也是这三个城市的主导

产业之一，这一行业在广州和中山产业结

构中占10%以上，且2011年后稳步上升。

这一变动趋势与广州和中山制造业技术

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相同。2005-2010年

这一行业占比在惠州经历了快速下降，从

17%左右下降到10%，之后缓慢上升并有

轻微波动，这种变动趋势与惠州制造业技

术水平的变动趋势也是相同的。

此外，2012年后广州制造业技术复杂

度迅速上升还与广州市的纺织业、纺织服

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以及石油化工、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等低技术复杂度的产业向外转移

相关，具体表现为广州这些产业规模以上

产值自2013年开始陆续下降；同时，广州

加大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复杂度以及中高技

术复杂度的产业投入，导致这些产业规模

以上产值大幅增加，这也是2012年后广州

制造业升级效果明显的原因。

惠州制造业技术复杂度在2008-2010

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与该城市低技术复

杂度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迅

速增长有关，惠州2008年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为

18.77亿元，但2009年迅速增加到307.9亿

元，2010年为662.03亿元。

图6反映的是低组别的佛山、江门、

肇庆三市2005-2016年制造业技术水平的

动态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佛山、江门两

个城市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相

同。在2005-2011年，两个城市的产品技

升；东莞这些行业占比则在2008年后稳步

上升，从2008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6年

的45%。可以看出，三市这一行业占比的

变化与三市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变化趋势大

体相同。

图4反映的是中等组别的中山、

惠州、广州三 市制造 业 技 术 水 平 在

2005-2016年动态变化情况。从图中可

知，在此期间，中山、广州两市的制造业

技术水平相当，且动态变化趋势也大致相

同。在2005-2012年之前，两个城市制造

业技术水平都经历了小幅的波动，但2012

年后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且上升速

度不断加快，从2012年的8.2上升到2016

年的8.4左右。与广州和中山不同的是，

惠州的制造业技术水平经历了较大波动，

从2005年的8.8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7.9左

右，2008年至2010年更是经历了断崖式的

下降，而2012年后则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从8上升到8.4。综合来看，2012年以来，

三个城市的制造业升级效果明显。

中山、惠州、广州三市制造业技术水

平的动态变化趋势也与高技术复杂度的通

图3  深圳、珠海、东莞三市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
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
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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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复杂度都经历了小幅的波动，且江门的

技术复杂度低于佛山，2012年以后，两个

城市的技术复杂度稳步上升，江门的技术

复杂度超过佛山。这说明两个城市制造业

在2012年后升级效果较为明显。

与佛山、江门不同的是，肇庆的制造

业技术水平在2008年之前经历了大幅下

降，从2005年的7.8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

7.5左右。2009年以后，虽然肇庆的制造业

技术水平上升到2011年的7.6左右，一直在

这一水平徘徊，直到2015年超过7.7。这说

明，在样本期间，肇庆的制造业升级并不

明显。

佛山、江门、肇庆三市制造业技术水

平的动态变化趋势与各自的优势产业在其

产业结构中的动态变化有关。图7反映的

是佛山的优势产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变化。由于该行

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不是很高，决定了佛

山制造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也不高，其在

2005-2009年经历了下降，也体现在佛山

市的总体制造业技术水平变动上。2012年

后，佛山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

高技术复杂度的行业占比稳步上升，从而

导致这一时期佛山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也

稳步上升。江门和肇庆的优势产业为金属

制品业，图7展示了这两个城市金属制品

业在各种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变化。由于这

一行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不高，这决定了

两市的制造业技术水平不高。这一行业占

比在两市的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

制造业总体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相吻合。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计算产品以及城市层面技

图4  广州、中山、惠州三市制造业技术
水平的动态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
整理而得。

图6  佛山、江门、肇庆三市制造业技术
水平的动态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
整理而得。

图5  广州、中山、惠州三市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
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
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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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该城市主导产业的

技术水平相关。主导产业份额变动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制造业升级的趋势。

这些数据反映了以下几点：

首先，三个梯队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表

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发展阶

段不同，制造业升级的任务不同，因此，

应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的制造业转型升

级政策，鼓励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的产业结

构，选择不同的升级方向，在政策上要避

免“一刀切”以及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单一

化。

其次，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加强城市之间的分工互动，推动产业更

加集聚和向专业化发展。广州、深圳、东

莞、珠海、中山、惠州六个城市的主导产

业都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这说明六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

性较为严重，这不利于城市之间的分工互

动，发挥各自的集聚优势。以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为契机，推动六个城市产业分工、

融合，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能力。

最后，加强与港澳的联系，借助香港

的金融业优势和自由港优势，进一步推动

制造业各行业的转型升级。目前处于第一

梯队的深圳制造业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深圳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技术前

沿。扩张技术前沿更多需要的是创新，创

新则需要金融的支持，因此借助香港金融

业对深圳制造业创新的支持，不仅对深圳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非常重要，而且对其他

8市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意义重大。

术复杂度并以此构建城市制造业技术水平

的指标，考察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的

制造业技术水平，并通过这一指标的动态

变化，运用9个城市的制造业数据，考察

了制造业升级的效果。本文发现：（1）

深圳、珠海、东莞的制造业技术已达到较

高水平。尤其是深圳，它在专用设备制造

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等高技术复杂度行业中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中山、惠州、广州则作为第二梯

队，其制造业升级尚有较大空间；佛山、

江门和肇庆属于第三梯队，制造业升级任

重道远；（2）从动态的角度看，虽然个

别城市的制造业升级经历了较大的波动，

但2012年后，绝大部分城市的制造业升级

效果明显，产品技术复杂度稳步上升，其

中广州、东莞、中山制造业升级的步伐最

快，各城市之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差距也

在逐渐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

来政府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效果；（3）城

图7  佛山、江门、肇庆各自优势行业
占比的动态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7）
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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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quo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Yang	Benjian,	Lin	Yunpe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c-

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orld's	factory	to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center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

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s	well	as	its	radiation-driv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wo-digi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9	citi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5	to	2016,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from	the	

level	of	product	technical	complexity,	investigates	the	technical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changes	in	those	9	c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roduct	technical	complexit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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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对外

开放新格局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意义。

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目前正

在实施打造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战略。如何

更好地建设国际化创新中心城市以及在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发挥核心引领作

用，显然是广州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

问题。本文选择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区、洛杉矶湾区①以及日本东京湾区四个

著名国际化大湾区，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

这些大湾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提炼出

国际化大湾区产业结构的普遍特征，以期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2017GZZD03）“广州服务带动珠三角创新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的阶段成果。

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产业结构特征
对广州的启示
◎ 魏作磊 王锋波

大湾区经济是全球区域经济格局中的

闪亮明珠。经过长期积累发展，国际化大

湾区普遍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经济氛

围、自主强大的开拓创新能力、高端要素

的集聚溢出效应和四通八达的国际交流网

络，因而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引领带动作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

我国做出的一项重要区域发展战略决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和澳门

的互利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有利

于促进内地与港澳更加紧密的联系，对于

摘  要：本文分析了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域产业结构的共同特征，解释了其形成的

内在机理，并与广州当前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文章的结论是：增强广州在粤港澳大湾

区中的核心地位必须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尤其是提高信息服务业、技术专业

服务业以及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水平。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结构  广州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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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国际化大湾区经济的产业结
构特征

（一）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是位于美国加州包括众多

大小不等城市群的大都会区，其核心区是

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San	Francisco-

Oakland-Hayward）三市。2016年旧金山

—奥克兰—海沃德三市GDP达到4705.3

亿美元（当年价），人均GDP达到10万

美元（当年价）②。旧金山湾区是全球科

技产业创新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是谷

歌（Google）、苹果（Apple	 Inc.）、惠普

（Hewlett	Packard）、	英特尔（Intel）、

表1  2001-2015年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产业结构基本特征

年份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服务业占GDP比重（%） 76.3 78.4 80.1 82.1

服
务
业
内
部
构
成

（%）

批发零售 8.4 13.2 11.6 11.7

运输仓储 1.5 1.2 0.7 0.9

信息服务 9.3 8.8 8.8 10.0

金融保险 11.7 10.7 8.7 8.1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 19.0 19.2 19.8 18.5

专业与技术服务 14.6 13.4 15.0 17.1

公司与企业管理 4.6 2.8 3.1 4.0

行政管理与支持 3.1 3.1 3.1 3.0

废旧处理与环境修复 0.3 0.4 0.5 0.4

教育服务 0.9 1.0 1.1 1.1

健康与社会救助 5.8 6.1 7.5 6.7

文化娱乐 1.3 1.3 1.4 1.4

住宿餐饮 3.4 3.1 3.2 3.5

政府服务 12.8 12.8 12.9 11.3

其他服务 3.3 2.8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

思科（Cisco	Systems）以及eBay等全球知

名公司总部所在地。表1是2001-2015年

间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三市GDP的行

业构成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1年服

务业已经占到旧金山GDP的76.3%，在此

后的15年比重仍在上升，到2015年达到了

82.1%。显然，服务业是旧金山大湾区核

心区的主要产业内容。

具体到服务业内部各行业，2015年占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10%的行业依次是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18.5%）、专业与技术

服务（17.1%）、批发零售（11.7%）、政府

服务（11.3%）和信息服务（10.0%），其中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专业与技术服务、批

发零售和信息服务合计占到57.3%，接近

六成。从近15年的变化来看，批发零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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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1-2015年纽约—纽瓦克—泽西城产业结构基本特征

年份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服务业占GDP比重（%） 89.8 90.9 91.8 92.4

服
务
业
内
部
构
成

（%）

批发零售 N N 11.3 11.3

运输仓储 3.9 4.0 4.1 4.0

信息服务 8.1 8.4 8.6 8.1

金融保险 19.8 18.0 16.8 17.5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 N 17.5 18.1 18.1

专业与技术服务 9.3 9.3 9.3 10.0

公司与企业管理 N 2.5 2.8 2.6

行政管理与支持 2.7 2.9 2.7 3.0

废旧处理与环境修复 N N 0.3 0.2

教育服务 1.2 1.3 1.5 1.7

健康与社会救助 6.5 6.9 7.5 7.2

文化娱乐 1.2 1.3 1.4 1.4

住宿餐饮 2.2 2.3 2.3 2.5

政府服务 10.8 11.0 11.3 10.2

其他服务 2.3 2.3 2.1 2.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
N：数据缺失。

专业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明显，2015

年分别比2001年提高了3.3和2.5个百分点。

（二）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纽约大都会区）包括纽约

州的纽约市、长岛市和哈德逊河谷中下游

地区，新泽西州最大的5个城市（Newark,	

Jersey	City,	Paterson,	Elizabeth和	Edison）

及其附近地区，康涅狄格州的6个大城市

（Bridgeport,	New	Haven,	Stamford,	Water-

bury,	Norwalk,	 and	Danbury）及其附近地

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东北地区5个县，

其经济核心区域是纽约—纽瓦克—泽西

城（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三市。

纽约湾区是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更是

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枢，拥有纽约证券交易

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金融、国际贸

易、都市文化娱乐等行业都具有世界性的

影响力。2016年纽约—纽瓦克—泽西城三

市GDP达到16574.57亿美元（当年价），

人均GDP达到8.2万美元（当年价）③。表2

是2001-2015年间纽约—纽瓦克—泽西城

三市GDP的行业构成情况。从表中可以看

出，2001年服务业已经占到三市的89.8%，

在此后的15年比重仍在上升，到2015年达

到了92.4%。显然，纽约湾区核心区经济几

乎都是服务业。

具体到服务业内部各行业，2015年占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10%的行业依次是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18.1%）、金融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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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批发零售（11.3%）、政府服务

（10.2%）和专业与技术服务（10.0%）其

中房地产与租赁服务、金融保险业、批发

零售和、专业与技术服务合计占到56.9%，

接近六成，但15年间各行业占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的变化不是很显著。

（三）洛杉矶大都会区

洛杉矶大都会区位于美国加州南部，

是美国第二大都会区和世界闻名的娱乐、

媒体和文化产业聚集区，是美国电影之都

好莱坞和环球影城、加州迪士尼乐园所

在地，同时也是美国西岸的贸易、运输、

物流、仓储产业的重心，更是美国与亚

洲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位于圣佩卓（San	

Pedro）的洛杉矶港与副港长滩港是全美

国最大的海港所在地。洛杉矶目前已成为

美国石油化工、海洋、航天工业和电子业

的集聚地，是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健康网公司（Health	Net）、

美国信心钢铁铝业公司（Reliance	 Steel	

&Aluminum	Co.）、AECOM、世邦魏理仕

集团（CBRE	Group,	Inc）等世界级公司总

部所在地。核心区是洛杉矶—长滩—阿纳

海姆（Los	Angeles-Long	Beach-Anaheim）

三市。2016年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三

市GDP达到10000亿美元（当年价），人均

GDP达到7.5万美元（当年价）④。

表3是2001-2015年间洛杉矶—长滩—

阿纳海姆三市GDP的行业构成情况。从表

中可以看出，2001年服务业已经占到洛杉

矶大都会核心区的85.7%，在此后的15年

比重仍在上升，到2015年达到了89.6%。

显然，服务业是洛杉矶大都会核心区的主

要产业内容。

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构成来看，2015

年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10%的行业依

次是房地产与租赁服务（24.8%）、批发

零售（13.0%）和信息服务（12.3%），三

者合计占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三市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50.1%，超过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洛杉矶湾区文化娱乐业

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2015年达到5.4%，比

纽约湾区（1.4%）和旧金山湾区（1.4%）

高4个百分点，这与洛杉矶作为世界著名

文化娱乐中心地位一致。从趋势来看，批

发零售业比重下降趋势明显，从2001年的

15.5%下降到了2015年的13.0%，下降2.5个

百分点。房地产与租赁服务业比重上升趋

势明显，从2001年的20.2%上升到了2015

年的24.8%，上升4.6个百分点。

（四）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东部沿太

平洋之海口，主要城市有东京、横滨、川

崎、横须贺市、千叶市等。东京湾区是日

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全

球著名的制造、研发、金融、商贸、教育聚

集地。这里大约聚集了日本1/3的人口、2/3

的经济总量和3/4的工业产值，是丰田、本

田、日产、软银、丸红株式会社、三菱重工

业株式会社、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等数十

家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所在地。东京都是东

京大湾区的核心，2014年东京都GDP达到

8634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4000美元⑤。表

4是2001-2014年间东京都GDP的行业构成

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1年服务业已

经占到东京都的85.2%，在此后的14年比重

仍在上升，到2014年达到了87.1%。显然，

服务业是东京都的主要产业内容。

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构成来看，2014

年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10%的行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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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1-2015年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产业结构基本特征

年份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服务业占GDP比重（%） 85.7	 85.8	 88.1	 89.6	

服
务
业
内
部
构
成

（%）

批发零售 15.5	 15.1	 13.4	 13.0	

运输仓储 2.9	 2.8	 2.7	 2.8	

信息服务 11.2	 10.3	 12.8	 12.3	

金融保险 6.8	 7.4	 6.4	 6.2	

房地产与租赁服务 20.2	 21.8	 22.4	 24.8	

专业与技术服务 8.8	 8.5	 8.7	 8.6	

公司与企业管理 2.3	 2.0	 1.5	 1.6	

行政管理与支持 3.5	 3.4	 3.2	 2.7	

废旧处理与环境修复 0.3	 0.2	 0.3	 0.2	

教育服务 0.9	 1.0	 1.3	 1.2	

健康与社会救助 5.5	 5.7	 6.3	 6.3	

文化娱乐 4.8	 5.3	 5.0	 5.4	

住宿餐饮 2.7	 2.8	 2.7	 2.9	

政府服务 11.5	 11.0	 11.1	 9.9	

其他服务 3.1	 2.8	 2.4	 2.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

次是批发零售（22.7%）、房地产（14.8%）、

信息服务（14.0%）、商务服务（12.5%）和

金融保险（10.9%），这五大部类合计占东

京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4.9%，接近

3/4。从变动趋势来看，批发零售业比重呈

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25.6%下降到了2014

年的22.7%，下降2.9个百分点。房地产与

信息服务业比重上升趋势明显，房地产从

2001年的12.5%上升到了2014年的14.8%，信

息服务从2001年的12.1%上升到了2014年的

14.0%，分别上升2.3和1.9个百分点。

二、大湾区经济产业结构的共同
特征

通过对世界著名四大湾区（大都会

区）经济产业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

各个湾区自身禀赋条件不同，各个湾区核

心区域的产业结构有所差异，但是通过比

较，我们仍可以发现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

的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服务业在大湾区中心区域经济

结构中占绝对地位。目前四大湾区经济核

心城市中服务业占GDP比重均超过80%，其

中纽约—纽瓦克—泽西城甚至超过90%。

服务业占主体地位是湾区经济长期分工

演化的自然结果，也是湾区承担产业创新

领头羊的产业载体。从各大湾区发展历程

看，依托天然港口优势发展转口贸易是湾

区经济发展的起点，贸易发展随后催生了

湾区临港工业发展。随着临港工商业规模

扩大，湾区土地租金上升推动了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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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降低了湾区工业制成品的竞争

力，将空间场地占用量大的生产环节迁到

低土地成本地区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现

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企业生

产制造环节搬迁提供了便利。随着制造环

节不断搬离湾区中心区，在湾区中心区域

与周边区域之间逐步形成了“行政总部—

加工制造”的空间分工格局，大城市（中心

区）专注于行政管理而小城市（外围区）

则在制造环节实现专业化，价值链两端空

间场地占用量小的服务环节最后成为湾区

中心区域的主体产业。所以，湾区核心区

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不是服务

业对制造业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产业空心

化，它是产业链空间分工合作和产业高级

化的表现形式。服务业比重上升实质上是

大湾区核心区由“贸易型城市”向“工业型

城市”再向“创新型城市”转型升级过程

在产业结构上的体现（奥沙利文，2015）。

其次，信息、技术、知识密集型专业

服务业是大湾区中心区的核心竞争优势。

表4  2001-2014年东京产业结构基本特征

年份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4年

服务业占GDP比重（%） 85.2 86.0 86.6 87.1

服
务
业
内
部
构
成

（%）

批发零售 25.6 25.6 23.0 22.7

金融保险 12.7 14.0 11.7 10.9

不动产 12.5 12.6 14.7 14.8

运输仓储 4.5 4.6 4.6 4.8

信息服务 12.1 12.4 13.5 14.0

社区与社会服务 3.1 3.3 4.3 4.7

商务服务 13.1 12.2 12.2 12.5

个人生活服务 7.0 6.5 7.2 7.0

政府服务 7.6 7.1 7.0 6.7

私人家庭非营利性服务 1.9 1.7 1.9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日本东京都统计网站：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index.htm。

从各大湾区核心区服务业内部构成来看，

除了商贸餐饮运输仓储等这些伴随湾区

转口贸易和临港工业成长起来的传统服务

业之外，信息服务以及各类专业化的商务

服务业⑥在湾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目

前，信息服务业占湾区核心区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都接近或超过10%，商务服务业占

湾区核心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都超过

10%，旧金山湾区甚至超过20%。信息和

专业服务业地位上升是大湾区中“行政总

部—加工制造”空间分工格局进一步向纵

深发展的表现形式。“行政总部—加工制

造”的空间分工格局使得湾区核心区聚集

了大量公司总部（区域性总部），随着技

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和行业竞争加剧，

中心区的企业行政总部越来越倾向于从外

部获取（out-source）法律、财会、广告等

专业化商务服务，各类商务服务支出在公

司总部工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Aar-

land	et	al.,2003；Ono,2003），市场需求规

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各类商务服务的产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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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扩大、专业化水平提升和单位服务成本

下降，这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公司的总部向

湾区中心区域聚集（Davis	and	Henderson，

2004），二者按照斯密-杨格定理揭示的

市场范围扩大与专业化分工相互促进机制

进行动态演进（Allyn	A.Young，1928），

形成了大湾区核心区中以总部经济和各类

专业化商务服务为核心的产业竞争优势，

使核心区在整个湾区乃至全球产业链中处

于“链主”地位，这一地位同时也刺激和

推动着大湾区由原来主要在产业（行业）

维度上的专业化向企业职能（功能）维度

上的专业化转变，产生了商务中心与生产

中心的分离（Duranton	and	Puga，2005）。

最后，发达的公共社会服务体系是湾

区现代服务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服务业是

劳动或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人才聚集是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各类

商务服务业，更是离不开大量专业化人才

的支撑。因此，能否吸引和聚集到丰富的

专业人才是一个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

键。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

完善的公共社会服务业是不可或缺的关键

因素。公共社会服务业不仅为专业化人才

提供良好的生活软环境，同时还是实现人

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起点公平的重要保障。

著名服务经济研究专家辛格曼甚至认为公

共社会服务业（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政

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等行业）比重迅速膨胀

是人类社会步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最重要

特征（Singelmann，1978）。从全球大湾

区目前的产业构成来看，以教育、健康、

文化娱乐、社会救助等为主体的公共社会

服务业占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洛杉矶

大都会区GDP的比重已超过或接近10%。

东京湾区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不详，但是

其社区与社会服务、个人生活服务合计占

GDP比重也达到了10%。

				

三、广州与国际化大湾区产业结
构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服务业快速发

展。服务业占GDP比重1998年首次超过

GDP的一半达到52.0%，2017年底达到

70.9%⑦。目前服务业已成为广州经济的主

要组成部分和创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表

4是2016年广州和深圳服务业占GDP比重

以及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构成。对比国际大

湾区产业结构的普遍特征可以看出，广州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仍有明显差距。

首先，广州服务业占GDP比重不高。

目前广州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接

近发达国家水平⑧，但是与旧金山湾区、纽

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洛杉矶大都会区的中

心区相比，广州服务业占GDP比重仍低10

到20个百分点。国际大湾区核心区服务业

占绝对优势是产业链在空间地理上进行分

工合作的结果。在湾区经济演化过程中，

大湾区核心区域依靠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和

产业先发优势主导着与外围区域（乃至全

球）之间的产业链分工，通过将规模化、

标准化的生产加工环节外迁至外围区域

（甚至全球），自身形成以总部经济为代

表的包括产业链两端服务环节在内的服务

经济。尽管湾区核心区域制造业占GDP比

重低，但是从全球价值链治理角度看，湾

区核心区由于掌控着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即微笑曲线两端的服务环节）从而

掌控着全球价值链治理和重塑的主动权，

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要获得者。因此，国

际大湾区服务业比重高本质上反映了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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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链的治理水平高。与国际大湾区核

心区相比，广州服务业比重不高（相应地

工业比重偏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州服

务业总体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广州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工业价值链治理

水平不高，这一点还可以从广州拥有的全

球500强企业总部极少得到印证⑨。

其次，广州信息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

落后。目前信息技术正日新月异发展，依

托信息技术产生的各类信息服务业成为推

动产业链升级和引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的核心动力，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务与制造业的深

度融合正是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形

式。加快发展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

强大信息服务业是一个地区抢占全球价值

链制高点、掌握未来经济发展主导权和形

表5  2016年广州和深圳产业结构特征

地区 广州 深圳

服务业占GDP比重（%） 69.4 60.0

服
务
业
内
部
构
成

（%）

批发和零售业 21.8 18.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1 5.4

住宿和餐饮业 3.2 3.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9 11.8

金融业 13.4 24.0

房地产业 12.0 15.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4 4.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6 4.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 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0 2.0

教		育 5.6 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4.3 2.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3 0.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5 3.6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广州统计年鉴》和《深圳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

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目前信息

服务业占四大湾区（都会区）核心区服务

业增加值比重已接近或超过10%，而2016

年广州信息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

有5.9%，落后于各大湾区。

再次，广州专业技术和商务服务业

发展水平低。各类专业化的技术与商务

服务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最活跃的领域，是

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大湾区核心区域发挥引领、带动、集

聚和辐射功能的主要产业载体。2016年广

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只有3.6%（低于同年深圳市4.5%

的水平），商务服务业连同租赁业一起占

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0.4%，专业技

术和商务服务合计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不足15%，占GDP比重则明显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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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大湾区（都会区）核心区专业技术和

商务服务（主要包括专业与技术服务、公

司与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与支持三大类）

占GDP比重（超过10%甚至达到20%）相

比，广州专业技术和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

不高，这不利于广州向创新城市发展。

最后，广州的公共社会服务业仍有差

距。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为主

要内容的公共社会服务业是发达国家服务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营造良好生活工作环

境的重要保障。目前公共社会服务业占美

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GDP均超过10%⑩，而占全社会就业比重则

接近20% 。目前在广州教育、卫生和社

会公共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5.6%和4.3%，二者合计占服务业增加值和

GDP比重分布达到10%和7%。但是，与各

大湾区（大都会区）相比，广州卫生和社

会服务业占服务业（GDP）比重明显偏低

2～3个百分点。如果从就业来看，2016年

广州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占全社会就

业比重只有5.1%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 。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

于广州营造良好软环境吸引更多一流专业

化人才，不利于各类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业

发展，也不利于广州发挥大湾区核心区服

务主导功能。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与国际化大湾区核心区域产业结

构普遍特征的比较，可以看出广州在服务

业总体水平以及信息服务业、技术专业服

务业和公共社会服务业等领域存在差距。

服务功能是城市的基本功能，由服务活动

产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

术流等经济流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的主要载体。为了更好地建设国家创新

中心城市和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更核心

的作用，广州必须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

水平，增强对周边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创新

发展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首先，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地位。要从

战略观念上转变“高服务业比重导致产业

空心化”“服务业比重高是服务业对制造

业的简单替代”等错误认识，从区域产业

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治理的高度充分认识到

大湾区（大都会区）服务业比重高是产业

高级化和向创新城市转变的表现形式，发

达的服务业是核心区域执全球价值链之牛

耳和引领区域创新的产业基础与保障。作

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国家创新中心

城市，广州应通过在关键服务领域提前布

局卡位、推动自身制造业服务化、加强与

周边区域分工协作等途径将政策资源重点

向服务业倾斜，通过构建国际一流的服务

业体系提升广州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价

值链治理中地位和主导权。

其次，加快信息服务业发展。广州要

正视信息革命大趋势和与国际化一流湾区

中心区以及深圳在信息服务业上的差距，

依托全球商贸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形成

的密集信息流，发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

密集的要素资源优势，面向珠三角和全球

产业需求抢占产业制高点，努力突破信息

互联产业关键技术，壮大信息服务产业载

体，推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务领域

的广州企业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服务业

和农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国际一流的

信息服务体系，助力广州发挥国家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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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功能。

再次，做强专业技术与商务服务业。

各类专业技术和商务服务业是现代产业

链中“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的核心部

分，是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变革和产业业

态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现代服务经济

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专业化商务服务与企

业总部的互动共生是大湾区（都会区）核

心区最本质的产业特征。与目前国际化大

湾区（都会区）核心区对比，广州专业技

术和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广州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人才资源优势没

有充分得到发挥。为了增强在粤港澳大湾

区中的核心地位，广州应进一步强化专业

技术和商务服务业发展。具体来讲：一方

面，依托千年商都形成的国际商务基础，

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优化国际营商环

境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国际

知名技术和商务服务公司来穗，全面提升

广州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通

过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与商务环境，吸引

更多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企业总部或国

内外大型公司区域性总部入驻广州，形成

强大总部经济聚集效应。

最后，优化公共社会服务业。发达的

公共社会服务业既是国际化大湾区（大都

会区）核心区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这些地区营造宜居乐业优质软环

境的重要保证。与国际化大湾区相比，广

州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待优化。增

强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地位必须

进一步优化公共社会服务业。这就要求广

州在谋划服务业发展战略过程中要有长远

战略眼光，不能一味追求短期内GDP和税

收贡献效果明显的营利性服务业，还要重

点提升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医疗、

生态环境等非营利性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

水平，通过更加优质的公共社会服务业提

升广州的城市魅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和

企业总部来穗发展，以当前非营利性的公

共社会服务投入滋养城市未来的核心竞争

力。

注释：
①从地理形态来看，洛杉矶大都会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湾区”，但是其经济发展特征与其他湾区

经济有相似之处，为增加样本本文将洛杉矶大都会区与其他湾区一并分析。

②③④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⑤日本数据来自日本东京都统计网站：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index.htm。

⑥商务服务业（business  services）是指法律、财会、咨询与调查、广告、人力资源、会务、行政管理

等各类围绕商务活动展开的专业化服务。

⑦数据来自《广州统计年鉴2017》和《2017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⑧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的数据，2015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平均为74.2%。

⑨2017年广州的全球500强企业只有中国南方电网、广汽集团和恒大集团三家，不仅远远低于各大湾

区，还低于深圳市（8家）。

⑩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的数据整理。

根据《广州统计年鉴2017》中的数据计算。

由于不能获取大湾区详细的分行业就业数据，我们无法详细对比广州与大湾区的就业结构特征。

但是根据发达国家大湾区（大都会区）往往是一个国家服务业最集中的地区，我们相信从与发达国



27

《城市观察》2018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8

家平均水平获得的比较结果可以类推到大湾区（大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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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Zuolei,	Wang	Fengbo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common	features,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d	compared	them	with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Guang-

zhou.	It	finds	out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re	role	of	Guangzhou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ies,	especial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and	of	public	service,	

must	be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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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做了很多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

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在新形势

下提出的又一新举措，目的是促进香港、

澳门及广东协同发展，深化内地与港澳合

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前海、南沙、横琴三个广东自贸区

片区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内，享有双重政策

优势，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适应当前

新形势，实现联动发展，是广东自贸区面

临的一大课题。广东自贸区的发展，既要

【基金项目】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 “粤

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大湾区的大数据关注度指数构建和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2018GZWTZD26）阶段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下自贸区关注度指数研究
◎ 杜金岷 吕 寒 林 涛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对接国际高

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试验田，是我国加快

对外开放、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又一重大举

措，从诞生之初就承载了对接国家发展战

略的使命。从2013年9月27日起，我国已

先后在上海、广东、辽宁、海南等地设立

四批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设立至今已

有5年，无论是上海自贸区还是其他自贸

摘  要：运用自贸区关注度指数对自贸区的“软实力”进行评估，发现上海自贸

区关注度遥遥领先，广东自贸区关注度与其经济地位不匹配，排在天津、福建之后。同

时，广东三大自贸区之间尚未形成共同关注效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宣传力度

不够、自贸区本身创新力度不足以及三大自贸区产业同质化无法形成共同关注效应。最

后，从宣传、创新、产业定位三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自贸区  关注度指数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752.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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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功练好，也要学习其他自贸区先进经

验。这就要求运用合理的指标有效地评估

当前自贸区的绩效和前景，找出差距，寻

求发展之路。

（二）自贸区指数研究现状及不足

在评估自贸区的绩效上，现有的学

者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发出了多套针对自

贸区的测度指数。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

究院（2017）着重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考

查自贸区的绩效，并编制了“制度创新指

数”，对我国四大自贸区展开评价。制度

创新指数包括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

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法制化建设

等5个一级指标，市场准入等19个二级指

标，59个三级指标。

上海财经大学分别于2016年、2017

年发布“上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指

数”，2018年发布“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

体系”。“自贸区卓越指数指标体系”是

在参考国际自贸区第三方评估先进经验

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评估体系，主要从营

商便利、经济贡献、创新创业、可持续性

等四个维度评价自贸区的绩效，在四个维

度下，设立了12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

标。

这些评估指标都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自

贸区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借鉴。然而，上述

自贸区指数大多是评估自贸区经济发展绩

效的“硬指数”，对于自贸区的非经济绩效

方面的刻画可能仍不够充分。在当前的经

济社会大环境下，区域经济系统的软实力

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十分重要，不仅要关注

硬指标，也要关注软指标。对此，我们从

自贸区的软实力着手，对自贸区进行“软

指数”——“自贸区关注度指数”评估。

（三）研究意义

在Web2.0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

社会民众表达情感的重要场所。社会网络

的关注走向和深入程度，能够全面真实反

映社会的价值判断。一方面，这种社会关

注度能有效反映投资者的决策意图，以社

会关注度指数作为先行指标，能够将其作

为商业周期性变化的有效预判，亦能够从

侧面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另一方

面，社会关注的信息流能够帮助判断经济

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以便当地部门预警、检测和调控，维系经

济社会的稳定。

自贸区关注度指数，主要是从互联网

用户对自贸区的关注程度评估自贸区发展

绩效，考察社会网络对自贸区的关注度。

研究自贸区关注度指数，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一是通过自贸区关注度指数，可以比

较各个自贸区关注度和影响力，以便找出

差距，提高实力；二是通过自贸区关注度

指数，可以得出社会大众对于不同自贸区

的各项制度创新的舆论评价，以便相关

部门及时调整。三是通过自贸区关注度指

数，能了解社会民众对自贸区各项改革创

新的期待，有利于政府对各项改革创新轻

重缓急的安排。有鉴于此，本项研究拟从

社会网络关注的信息出发，测算中国自贸

区关注度指数。

二、特征事实与分析

（一）基础数据说明

自贸区关注度指数，应能够有效刻

画出社会对自贸区关注程度的走势，能够

为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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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性。进一步地，本项指数还应当具备一

定的研究价值，既可以作为市场投资者的

参考，又能直接作为政府部门决策的基础

材料。从技术上看，还应当具备动态、可

复制的特征，能够实时调整（这对市场情

绪、关注度而言至关重要），从而减少指

数的成本和测量误差。

为了更好地刻画外界对自贸区的关注

轨迹，本项研究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第一，数据的可度量性和多样性。选

取的指标，应具备可量化的特征，应能够

获得普适性较高的数据，且具有一定可靠

性，以便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多样性就

是要保证指数中不同性质信息的数量和每

一类信息的代表性，合理确定异质性信息

对指数影响的程度，尽量避免个别信息对

指数的过度影响。

第二，数据的包容性和连续性。自贸

区“关注度”指数要反映外部对特定自贸

区的关注程度，必须能够针对不同时间阶

段、不同关注对象、不同区域进行比较。

特别是，数据来源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

间内维持稳定，以确保数据的稳定与可比

性。指数编制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手

段，使指数既能反映市场变化，又能保持

与历史数据的连贯性，使指数的历史数据

具备分析价值。

有鉴于此，本项研究以新浪微博平

台有关自贸区主题言论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暨南大学舆情数据库，将2016年至

2017年所有的微博主题、用户、转发、评

论、点赞数纳入观测区间，获取有效数据

1365287条。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深

度学习技术对数据进行特征识别和情感分

类，以更好甄别外部关注的特异性影响。

数据结果覆盖了2018年之前批复的11大自

贸区（片区），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典型

性。自贸区关注度指数有效地反映了社会

对自贸区关注程度的走势，能够为投资者

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特征事实

1.对自贸区的评价总体比较正面

总体来看，社会舆论对自贸区的关注

情绪较为积极、乐观，相关的正向舆论远

远多于负向舆论，说明当前企业和公众对

自贸区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自贸

区显著提高了开放的力度和贸易便利化，

而且自贸区的经济发展也超出了预期。

如图1、图2所示，根据腾讯云技术

经爬虫获取到毛坯数据1539223条，经过

数据清洗得到1365287条，涵盖了关于上

海、天津、南沙、前海、横琴、福州、厦

门、平潭自贸区的所有微博主题、用户、

转发、评论、点赞数。并按正反面情感方

向将2016年1月份到2017年6月共18个月的

微博用户、微博主题、微博主题评论以及

转发分别进行分类处理。通过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对于自贸区的总体评价，正面用

户占比86.7%，远远超过负面用户；从微

博主题来看，正面主题占比86.7%，微博

正面评论84.7%，远远超过负面主题和负

面评论。总体可见，民众对自贸区的关注

方向积极，正方向舆论远远多于负方向，

对自贸区的发展是看好的。

2.关注度多依靠重大事件推动

社会大众对自贸区的关注度处于一个

“低水平均衡”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持

续、稳定、具有一定强度的关注环境，多

依靠一些重大事件来推动。当自贸区相关

重大政策公布或实施时，自贸区关注度指

数会显著上升；当相关政策过去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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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关注度会重归于平静。这一结论可以

从图3得到验证。

3.上海自贸区关注度遥遥领先，广东

自贸区关注度与其经济地位不匹配

在四大自贸区中，上海自贸区作为中

国自贸区发展的历史起点，发展态势最

好，受到的关注最多，其关注度指数排名

第1，远远超出其他自贸区；天津自贸区

也得到了外界较高的关注和响应，其总体

关注度指数位列第2，福建自贸区紧随其

后（表1）。

处于自贸区第二方阵中的广东自贸

区，关注度指数在四个自贸区中排在最后

一位。虽然从关注度的指数来看，天津、

福建、广东三个自贸区的关注度指数差距

微小，但与广东经济地位不匹配。有着巨

				
图1  2016.1-2017.6微博用户正负面情况

			
图2  2016.1-2017.6微博主题及其评论

正负面情况  

大经济总量支撑的广东地区，辅之以天然

的地理优势，加上自贸区的开启时间相对

较早，现今又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政

策导向支撑。可以说，在硬件条件的配置

上，广东自贸区有着超越绝大多数自贸区

的经济基础、政策条件。但现实是，这种

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无法有效吸引社

会公众的关注，令人颇感意外。

4.广东三个自贸区内部分化严重，尚

未形成共同关注效应

（1）广东省内自贸区关注度相差较大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与珠海横琴，构

成了广东自贸区的“黄金三角”。然而，

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社会大众的关注度，

相互之间相差较大。从测算的数据来看，

前海自贸区的关注度指数得分在广东省内

最高，在全国排在上海、天津之后，排名

第3。南沙自贸区广东省内排第2，全国第

6。而横琴自贸区受到的关注程度则相对

不足，排名第8（表2）。

	
图3  八个自贸区总体关注度指数

表1  各省、直辖市自贸区关注度排名情况

自贸区名称 关注度指数 排名

上海 1 1

天津 0.471709757 2

福建 0.452545509 3

广东 0.44559455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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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个自贸区关注度也与经

济地位不匹配。前海自贸区关注度虽然排

省内第一，但排在天津之后。从经济体量

来看，深圳经济体量超过天津，深圳举全

市之力建设前海自贸区，而前海自贸区关

注度却低于天津自贸区，关注度与经济地

位不匹配。这一问题在南沙自贸区、横琴

自贸区同样存在。

（2）尚未形成共同关注效应

从图4可以看出，前海、南沙、横琴

三大自贸区片区的事件指数峰值点大多

呈现出显著的错位现象。虽然都在广东省

内，但一个自贸区片区的重大事件只会带

动本片区关注度，带动不了其他两个自贸

区片区的关注度。

这说明，广东自贸区内部的片区有着

一定的割裂倾向，尚未形成共同关注效

应，即一个自贸区片区的重大事件引发的

关注度峰值，并没有形成“联动共振”的

溢出效果，无法带动其他自贸区片区的关

注度提升，更不用说形成常态下的关注度

共振机制了。

（三）问题梳理和原因解读

1.问题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禀赋条件

的广东自贸区，社会关注度为何偏低？

认真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几

点：

第一，自贸区内尚未形成高端产业，

缺乏亮点。占据生产链条高端节点的产

业发展相对缓慢，自贸区发展“大而不

强”，缺乏具有自我特色的亮点产业（政

策），反过来成为制约广东自贸区高端化

的重要因素。虽然广东自贸区各片区已取

得创新性突破，但其辐射效应尚待凸显，

缺乏具有特色的自贸区名片。

表2  八个自贸区关注度指数排名表

自贸区名称 关注度指数 排名

上海 1 1

天津 0.471709757 2

前海 0.275468494 3

厦门 0.246854054 4

福州 0.12706656 5

南沙 0.116094438 6

平潭 0.078624895 7

横琴 0.054031627 8

第二，对外宣传不够。对广东自贸区

的创新性建设和亮点宣传未能足够重视，

由此导致了低迷的社会关注度。仅依靠大

政策事件带动舆论关注度的模式，并不能

为自贸区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效果。这种依

赖政策性因素实现的关注度峰值，恰恰反

映出当前广东自贸区各片区内生的优势实

则平淡，难以吸引社会关注。

2.问题之二：广东省三大自贸区片

区，在经济和政策上得到了诸多支持，在

体制机制等问题的改革上也颇有作为，却

缘何在社会中反响平淡？

前海自贸片区被定义为	“特区中的

特区”，承担着包括自由贸易试验、粤港

澳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创新驱动发

展“四大国家战略使命”等在内的15个国

家战略定位。自成立以来，前海自贸片区

在市场准入、行政管理、贸易便利化、金

融业创新等方面做了不少改革和创新。比

如报关通关电子化运作促使了贸易便利

化，参考香港廉政公署设立前海深港廉政

监督局等，这些创新都是全国首创。

南沙自贸片区处于珠三角区域地理中

心位置，被赋予“广州城市副中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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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前海、南沙、横琴自贸区关注度

指数对比

际航运中心”“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

等重要定位。自成立以来，在投资管理、

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创新、贸易监督等领

域做了很多创新及改革，比如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试点大大提高审批效率，推出

“单一窗口”“互联网+易通关”“智检

口岸”提高通关效率。

横琴自贸片区自成立以来，定位为

“国际商务服务基地”“国际金融创新

区”“国际知名旅游度假区”“开放型自

主技术研发创新示范区”。横琴自贸片区

也率先做了很多改革和创新，比如全国首

笔办理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全国

率先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刷卡兑换业

务等都落地在横琴。

虽然前海、南沙、横琴三大自贸区片

区既有政策支持，也做了不少改革创新，

但没有得到社会大众应有的关注。其可能

的原因在于：

第一，社会对广东自贸区的反响相

对平淡，极有可能是广东自贸区在各项创

新上存在“泡沫”的真实映射。相关的政

策创新导向，可能多归类于简单的财税支

持，而缺乏对真正有利于营商、人才引进

大环境的塑造。这种缺乏特色的同质性政

策体系，降低了广东自贸区的含金量。

第二，广东自贸区的“金三角”，在

地理位置上所形成的掎角之势有利于各自

贸区片区的优势互补，但也容易形成一定

的抗衡现象。以南沙自贸区为例，南沙自

贸区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和对社会关

注度的虹吸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深

圳前海自贸区的影响。这一现象在横琴自

贸区也存在。横琴自贸区以珠海和澳门为

依托，经济体量相比前海自贸区依托的深

圳和香港小很多，政策优势相比于依托省

会城市的南沙自贸区也弱一些，这就导致

横琴一定程度上受到前海、南沙的影响。

3.问题之三：广东自贸区各片区之间的

关注度为何无法形成联动共振的溢出效果？

从前海、南沙、横琴的关注度峰值可

以看出，三者关注度峰值是错开的，没有

形成共同关注效应。前海的重大事件只对

前海关注度有提高，对南沙、横琴没有影

响。同样，南沙、横琴的重大事件只对南

沙、横琴自身的关注度有影响，对其他自

贸区片区基本没有影响。分析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点：

第一，广东自贸区各片区之间的政府

部门还存在较强的竞争心理，自贸区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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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竞争心态大于协同互助心态。在实

践中，自贸区片区仅关注自身的绩效发展

乃至社会关注，并将其视为具有排他性质

的福利。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某个自贸区

片区出现了关注度峰值时，则不会出现将

社会舆论引导至其他片区以形成共振效应

的主动意愿。

第二，定位模糊，发展产业追求大而

全，没有自己的特色。根据前海、南沙、

横琴公布的自贸区规划可以看出，三大自

贸区片区都以金融、高端服务业作为自身

的重点发展产业，这就导致三大自贸区片

区之间竞争大于合作，这也是无法形成联

动共振一个重要原因（表3）。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关注度指数角度，分析得出，

广东自贸区社会关注度与经济地位不匹

配。深入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方

面：宣传重视不够，创新力度不足，产业

定位同质化。因此，要从三方面入手，解

决这一问题。

（一）宣传方面

第一，广东自贸区各片区应当建立专

业的舆情部门（监测系统），负责对社会舆

论进行信息采集、监测、评估与反馈。通

过比照社会关注走向和深度，找出自贸区

发展的短板，并由此提炼自贸区各片区的

发展规划，使其更具完整性和地方特色。

第二，广东自贸区各片区的宣传部

门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窗口，形成常

态化的自贸区宣传机制，广泛利用社交媒

体，传播建设成果和发展理念	，为自贸区

发展助力。特别是要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

协调三个自贸区片区的宣传模块，以实现

广东三个自贸区片区的社会关注、社会效

益的共振效应。

（二）创新方面

形成具有广东特色的政策、制度创新

体系，是提升广东自贸区整体社会关注度

的必由之路。

第一，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努力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要重点在证照分离改

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服务创新、事中

事后监管体制建设等领域加强创新，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入

驻，努力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枢纽。

第二，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用制度创

新带动全面改革。前海、南沙、横琴三个

自贸区片区所推行的制度创新，不应简单

拘泥于政策细节的修补，应大胆破除制度

的桎梏。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财税支持，而

是对真正有利于营商、人才引进、经济发

展的制度创新。

第三，既要学习先进经验，也要做自

表3  广东三大自贸区片区重点发展产业比较

自贸区 重点发展产业

前海 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及专业服务、港口服务、航运服务和其他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南沙 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专业服务等产业

横琴 离岸金融，商务服务，科教研发，文化创意，高新技术，中医保健，休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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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制度创新示范区。前海、南沙、横琴

三大自贸区片区要在学习其他自贸区制度

创新的先进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基础，

做有特色的制度创新。前海可以重点在深

港金融合作上引领制度创新，南沙可以重

点在高端服务业加强制度创新，横琴可以

重点在粤澳合作上做好制度创新。

（三）产业方面

第一，结合自身条件，形成特色定

位。深圳的金融产业发展较好，毗邻的香

港又是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前海自贸片区

可以定位为重点发展深港金融合作。珠海

旅游产业较为完善，毗邻的澳门旅游产业

是支柱产业，因此横琴可以定位为重点发

展粤澳旅游会展合作。南沙地理位置优

越，海岸线长，广州的文化、教育、医疗

资源丰富，因此可以重点发展高端物流和

高端服务创新基地。

第二，产业要错位发展。三大自贸区

片区应该建立协商机制，形成差异化分

工的产业布局。具体而言，前海可以借鉴

香港经验，注重金融创新，大力发展金融

业；横琴可以结合澳门旅游、商务会展等

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端旅游业和商务

会展业；南沙应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

广州资源，大力发展高端物流业、先进临

港工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

第三，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作

为广东三大自贸区片区，前海、南沙、横

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首先，广东省政府

应该牵头成立自贸区协调发展委员会，负

责统筹协调三大自贸区片区功能定位和产

业发展。其次，深圳、广州、珠海三地政

府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扫除行政壁垒，

从长远利益出发，共同协商自贸片区分工

与合作，加强人才、资本、资源的合作与

交流，形成互利互惠的长远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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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arket Attention  Index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Du	Jinmin,	Lyu	Han,	Lin	Tao

Abstract: The	paper	applies	the	market	attention	index	(MAI)	to	assess	the	soft	power	of	

free	trade	zone	and	discovers	that	Shanghai	is	far	ahead,	while	Guangdong	is	even	way	behind	

Tianjin	and	Fujian	province,	which	does	not	match	its	economic	status.	There	is	severe	inner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thre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n	Guangdong,	which	means	the	market	

attention	upon	them	is	uneven.	This	was	due	to	insufficient	publicity,	 lack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homogenization.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posed	towards	these	three	as-

pects.

Keywords:  free	 trade	zone;	market	attention	index;	policy	suggestio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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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一套适应改革开放要求和投资

贸易需要的新的制度体系，打造更加国际

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高核

心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新格局。一言以

蔽之，南沙自贸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包括

但不局限于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

的范畴里激活企业的创造活力、重构政府

的监管边界，发挥改革红利的溢出效应。

二、南沙自贸区创新指数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及权重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

cess，简称为AHP）最早由美国运筹学家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联 2018 年度“羊城青年学人”共建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州南沙自

贸区创新度测评与展望”（18QNXR55）”阶段成果。

南沙自贸区创新指数设计与分析
◎ 林 涛 杜思贤

一、引言

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5年4月挂

牌成立以来，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

等诸多领域的先行先试取得突破性进展，

交出了靓丽的成绩单，形成了一批在全国

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体制机制创

新始终是南沙自贸区建设的核心要义，以

此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从而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南

沙自贸区在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中牢牢坚

持问题和需求导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摘  要：创造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

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重大转折的当前阶段。因此有必要实施一系

列体制机制创新来保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自贸区承载了中国续航改革的重任，本

文通过对南沙自贸区经济基础、金融便利化、制度便利化、合作便利化等维度创新程度

进行测算，从而加深对自贸试验区的创新程度的理解，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贸区  南沙  创新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124.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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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塞蒂（T.L.Saaty，1977；1980；

1990）提出，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层

次分析法构造的南沙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指标体系及权重详见表1。

（二）指标构造

经济基础一级指标下设自贸试验区新

设企业情况、自贸试验区港口航运情况、

自贸试验区企业境外投资情况3个二级指

标（图1）。从经济基础下二级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来看，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情况

的重要性高于自贸试验区港口航运情况，

自贸试验区港口航运情况的重要性高于自

贸试验区企业境外投资情况。其中，自贸

试验区新设企业情况指标衡量南沙自贸区

招商引资的力度以及对企业所产生的虹吸

效应，并通过细分的新设企业数量、外商

投资企业数量、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

额、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世

界500强投资企业数量、世界500强投资企

业注册资本总额、注册资本1亿元（含）以

上新设企业数量这7个三级指标来进一步

度量企业进驻南沙自贸区的规模与体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南沙自

贸区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所付出的努力；自

贸试验区港口航运情况指标衡量南沙自贸

区航运物流功能的健全程度，下设集装箱

吞吐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两个三级指标，

分别从不同维度体现作为广州国际航运枢

纽功能主要承载区的南沙自贸区目前的发

展现状；自贸试验区企业境外投资情况指

标则主要衡量进驻南沙自贸区本土企业走

出“国门”的积极性，下设的中方实际投

资额三级指标可以较为准确地捕捉进驻南

沙自贸区企业的实力基础与国际竞争力。

金融便利化一级指标下设自贸试验

区金融企业情况1个二级指标，衡量南沙

自贸区域内金融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金融

体系的完善程度，由此为南沙自贸区实体

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自贸试验

区金融企业情况进一步细分新注册金融企

业、金融相关服务企业、融资租赁企业、

股权投资企业4个指标，从增量和存量的

角度刻画金融企业的数量规模，同时重点

监测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等特色金融体系

的发展动态。

制度便利化是南沙自贸区体制机制

创新改革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组成要件。

制度便利化主要通过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

化情况和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情况这两

个下设的二级指标对南沙自贸区目前制度

便利化改革成效予以体现。从制度便利化

下二级指标来看，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

情况和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情况同等重

要。其中，投资便利化下设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备案数、企业专属网页开通数量、企

业专属网页激活数量总共3个三级指标，

反映外商投资的难易程度和境外企业入

驻的活跃程度；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情

况下设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数、签发

自贸协定原产地签证金额、市场采购出口

集装箱数、市场采购出口货值、溯源体系

覆盖商品货值、溯源查询次数6个三级指

标，从进出口贸易中的三个重要阶段衡量

贸易往来过程中的便利化程度。值得注意

的是，进出口商品全球质量溯源体系和签

发自贸协定原产地签证正是南沙自贸区在

推进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首创举措。

合作便利化下设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合

作情况1个二级指标，这与南沙自贸区现

阶段主要着力于深化粤港澳合作的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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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相符合。下设新设香港投资企业、新设

香港投资企业合同外资、入驻粤港澳青年

创业团队数、入驻粤港澳青年创业团队获

得投资金额4个三级指标来体现粤港澳三

地合作便利化的水平。

三、南沙自贸区创新指数测算

本文使用2017年1月到6月的统计数据

计算南沙自贸区经济基础、金融便利化、

制度便利化、合作便利化创新度指数，并

得到南沙自贸区创新改革综合指数。

（一）经济基础

图2展示了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

“经济基础”指数走势。从经济基础指标

数据来看，2017年1-6月“经济基础”指

数自2月稍微下降后大体呈上升趋势。其

间南沙自贸区也传来了一些经济利好消

息。回顾2017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国

家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发展规划”。在这个战略中，南沙处于

中心地区。在国家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

随着国际经济重点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

南沙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绝佳机遇。依托

这个战略的支持，南沙的开放经济门户枢

纽功能必将得以显著增强。

（二）金融便利化

图3展示了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

“金融便利化”指数走势。2017年1-6月

“金融便利化”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经

济基础”大体相同，呈上升趋势。在此

期间，南沙不断加快金融建设。2017年3

月，南沙航运产业投资基金成立，该基金

是南沙自贸区挂牌后成立的第一支政府主

导的产业基金。2017年4月，国新央企运

营（广州）投资基金正式落地广州南沙，

总规模达1500亿元的国新基金不仅成为广

州迄今为止单体规模最大的基金，而且开

创了广州市国企与央企投资运营平台合作

的先河，成为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重

要实践。2017年5月，南方（南沙）国际

产能和技术合作中心、中国国家发改委国

	
图1  南沙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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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经济

基础”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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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沙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相应总权重

经济基础
（0.0550）

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情
况（0.5396）

新设企业数量（0.0338） 0.0010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0.1847） 0.0055

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0.2860） 0.0085

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0.2860）

0.0085

世界500强投资企业数量（0.0797） 0.0024

世界500强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0.0797）

0.0024

注册资本1亿元（含）以上新设企业数
量（0.0503）

0.0015

自贸试验区港口航运情
况（0.2970）

集装箱吞吐量（0.7500） 0.0123

港口货物吞吐量（0.2500） 0.0041

自贸试验区企业境外投
资情况（0.1634）

中方实际投资额（1.0000） 0.0090

金融便利化
（0.2634）

自贸试验区金融企业情
况（1.0000）

新注册金融企业（0.4632） 0.1220

金融相关服务企业（0.2754） 0.0725

融资租赁企业（0.1760） 0.0463

股权投资企业（0.0854） 0.0225

制度便利化
（0.5638）

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
情况（0.5000）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备案数（0.5584） 0.1574

企业专属网页开通数量（0.1220） 0.0344

企业专属网页激活数量（0.3196） 0.0901

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
情况（0.5000）

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数（0.1602） 0.0452

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签证金额
（0.1009）

0.0284

市场采购出口集装箱数（0.0643） 0.0181

市场采购出口货值（0.0425） 0.0120

溯源体系覆盖商品货值（0.2516） 0.0709

溯源查询次数（0.3806） 0.1073

合作便利化
（0.1178）

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合作
情况（1.0000）

新设香港投资企业（0.5638） 0.0664

新设香港投资企业合同外资（0.2634） 0.0310

入驻粤港澳青年创业团队数（0.1178） 0.0139

入驻粤港澳青年创业团队获得投资金额
（0.0550）

0.0065

际合作中心“一带一路”研究院在广州南

沙正式揭牌①。该中心是国际投融资建设

和技术合作枢纽型高端综合服务平台，旨

在承接中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作为

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成单位在华南地区的具体工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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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自贸区及华南地区企业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投融资建设②。2017年	6月，南

沙开发区管委会与国际金融论坛（IFF）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南沙国

际金融岛项目正式启动，IFF永久会址项

目落户广州南沙。南沙国际金融岛由广州

市、南沙区与IFF三方联手打造，将成为

全国首个国际金融岛③。

南沙自贸区成立以来，金融相关产业

进入了高速发展轨道。金融便利化将成为

南沙自贸区的又一发展优势。

（三）制度便利化

图4展示了2017年南沙自贸区“制度

便利化”指数的走势，由南沙自贸区的制

度便利指数走势趋势，该指数在2月份出

现了一个“小低谷”，这可能是受到春节

假期的影响；而从3月份开始，制度便利

化指数开始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并在5月

份达到最高值。

（四）合作便利化

图5展示了2017年南沙自贸区“合作

便利化”指数的走势。南沙区投资贸易

促进局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3月

底，到南沙自贸区落户的港澳投资企业达

到了916家，投资总额约为223.19亿美元，

涵盖航运、物流、金融、科技创新等领

域。作为粤港澳开放合作区，南沙自贸区

在挂牌两年时间里不断扩大、深化与港澳

的交流合作。而后，在4-6月份期间，合作

便利化指数走势处于“上下小幅波动”状

况。南沙区投资贸易促进局的报告指出，

在这期间，南沙自贸区与港澳在金融、科

技、国际教育、法律等多领域都在不断深

化交流合作，从而使得南沙自贸区的合作

便利化指数基本呈现稳定的波动趋势。

（五）南沙自贸区综合创新水平

整体而言，南沙自贸区创新改革综合

指数的走势呈现良好态势，从2017年1月

的88.15稳步增长至2017年6月的91.65，增

长幅度约为4%。2017年上半年该指数的

良好发展态势归因于南沙自贸区不断增强

的经济基础以及金融、制度和合作方面越

来越便利化。具体来看，包括：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中心地

区、获得珠三角“九年大跨越”重大项目

广州地区1000亿的投资（占比71.4%），

为南沙自贸区带来经济利好；第一支政府

主导的产业基金——南沙航运产业投资基

金成立、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

图3  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金融
便利化”指数走势

图4  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制度
便利化”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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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南沙、与国际金融论坛（IFF）牵手的

南沙国际金融岛项目正式启动等重点项目

为南沙自贸区带来金融便利化；对自贸试

验区企业投资试行“负面清单”管理、不

断制度创新带来制度便利化；与港澳在金

融、科技、国际教育、法律等多领域不断

深化交流合作带来合作便利化。

四、南沙自贸区创新功能发展建议

（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优化

南沙自贸区的建设重点是依托港澳将

其打造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消除贸易障碍，实

现贸易自由，在行政体制方面首先需要做

的就是消除政府人为设置的有关经济领域

内的一些障碍。其中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

最大行政障碍是行政审批障碍。因此，为

了促进南沙自贸区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

首先必须在行政审批管理体制上有所突

破。

要实现审批管理体制的突破，首先

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行政审批机构。

广东省关于建设南沙自贸区的相关通知

已经指出，要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必

须成立南沙自贸区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市

级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南沙自

贸区发展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南沙自贸

区改革试点工作；设立南沙自贸区管理委

员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广州南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挂牌，负责

南沙自贸区的建设管理工作，管委会内设

若干工作部门重点负责南沙自贸区相关工

作。

（二）政府服务体制机制优化

自贸区建设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

措，要对标最高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

闯、勇于创新。政府的创新能力对制度的

创新带动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创新方面，

一是体现在对“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

纽”的认识，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对其内

涵和外延的系统研究和专项研究，进一步

明确南沙打造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

纽的目标、路径、任务和措施，做好顶层

设计的创新。二是体现在对标国际国内高

标准制度设计，立足实际，制订南沙高水

平对外开放标准体系。以负面清单为核心

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南沙已经形成，但其开

放广度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相比还有差距，

特色行业的开放深度与前海和横琴相比还

图5  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合作
便利化”指数走势

	
图6  2017年1-6月南沙自贸区创新改革

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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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距，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与新加坡、香

港等“自由港”相比差距明显。结合立足

南沙实际，进一步挖掘CEPA框架的开放举

措，逐渐从粤港澳的开放体系拓展至面向

全球的开放体系。南沙新区片区需要在全

国第三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制订南

沙版的“负面清单”，作为南沙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标准。

（三）金融创新体制机制优化

南沙作为广东唯一一个“新区”和

“自贸区”双区叠加的核心区，与横琴、

前海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实体产业发

达，如航运、汽车、高新技术产业等，并

且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因此，

必须将南沙金融开放创新工作放在南沙新

区和实体产业长远发展的框架下，以产融

结合为导向的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为

路径，面向全球集聚一大批航运金融、融

资租赁、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股权投

资等金融和类金融机构，形成千亿级融资

租赁产业集群，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8%，国际化创新型金融服务体

系初步建立；力争到2025年，形成特色鲜

明、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国

际化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带一路”金

融服务新枢纽。

为了与横琴和前海实现错位发展，南

沙金融业发展定位应更多着眼于服务实体

经济和对内地的金融辐射带动，特别是对

泛珠三角地区乃至华南地区起到更大的辐

射带动作用，成为泛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

的生产性现代金融服务中心，并成为“一

带一路”金融对接实体经济的新枢纽，重

点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跨境金融、

产业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大宗商品交

易、保险等。

（四）粤港澳三方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优化

近年来，尽管粤港澳三地政府均有意

推动三方合作，整合三方资源，使粤港澳

共同形成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的经济体，但是由于三方在各自利益与经

济运行机制上无法达成统一，使得三方合

作缓慢而缺乏效率。为了减小港澳地区与

广东在社会及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各种差

异对区域合作带来的不良影响，政府必须

运用制度创新来推动粤港澳三地的融合。

目前，南沙主要通过有效利用中央给予的

“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将经济社会宏微

观管理模式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改

革，促使其在经济、社会和行政等各方面

运行机制上同港澳乃至国际惯例相接轨。

例如出入境的管理规范以及便利化条例、

商业事务登记去行政化、法律服务互适化

等，打造一个粤港澳三方深度合作整合的

高水平制度平台。	

注释：
①1500亿国新基金落地南沙，开创市国企与央企投资运营平台合作先河[EB/OL].2017-4-19， http://

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4/19/c_129548763.htm.

②两大国家级“一带一路”平台落户广州南沙自贸区[EB/OL].2017-5-20,http://m.21jingji.com/

article/20170520/herald/98dd9d325812b60250cba46142ef4a2f.html.

③南沙国际金融岛启动，IFF永久会址落户南沙[EB/OL]. 2017-6-2，http://www.gd.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17-06/02/c_1121078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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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and Analyzign the Innovation Index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Lin	Tao,Du	Sixian

Abstract: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opening	up	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s	an	arduous	systematic	projec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economic	glo-

balization	and	major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o	ensure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ee	trade	zones	bear	the	important	task	of	China’s	continuous	reform.	Through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economic	foundation,	financial	facilitation,	institutional	facilit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cooperation,	the	paper	digs	in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has	strong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free	trade	zone;	Nansha;	innov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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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广州处于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临近香港和澳门地区，具有较强的港口贸

易实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更

应该抓紧机遇，抢占先机，大力发展航运

金融业，构建良好的航运金融生态环境，

促进广州航运金融业的发展以及国际航运

中心的建设。	

一、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评估
与分析

航运业具有的国际化、资本密集、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规划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分析——基于增加

值贸易核算”（17YJA790092）、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基地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南沙贸易

便利化研究”（55450065）资助成果。

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估及建议
◎  张  珺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航运经济发

展实力较强，航运金融市场潜力大。从船

舶制造行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造

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

大造船指标均排名世界第一，较大的造船

市场份额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航运金融市场

的发展。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各大

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纷纷介入航运金融

业，但与国际航运金融中心城市相比，我

国航运金融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广州航运

业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但航运

金融产业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其他港口城

摘  要：广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具备发展航运金融业的先决条件。本文从航

运经济、航运金融发展水平、信用环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等方面分析广州航运

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建立评价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因子分析。

在定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州航运金融进一步发展可

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航运金融  金融生态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

【中图分类号】F55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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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需求巨大、涉及企业多、风险大等特征

决定了金融行业与航运业的密切联系。同

时，信用、法制以及政府行为等外部环境

对整个航运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也相当重

要。航运金融生态环境是航运金融生态系

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障，良好的航运金

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航运金融资源的合理

配置，降低航运业市场和金融风险，保证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高效产出，从而促进

整个航运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地运转。

借鉴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

结合广州航运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构建了

评估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层次分析

法，目标层是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基

本要素层包含航运经济基础、航运金融发

展、信用环境、法制环境、政府行为等，

指标层则是这5个基本要素层的细分（见

表1）。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至2017年广

州港口与航运发展报告、《广东统计年

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广州海事

法院海事审判情况通报、广州海事海商法

院、上海海事局等。

为了消除变量之间不同单位差异的影

表1  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代号

航运
金融
生态
环境

航运
经济
基础

广东省人均GDP 元/人 X1

港口吞吐量 亿吨 X2

航运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X3

水路运输企业注册营运船舶数 艘 X4

航运金融
发展水平

全年船舶交易金额 亿元 X5

货物运输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X6

船舶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X7

信用环境 广东省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 % X8

法治环境 海事海商结案率 % X9

政府行为
交通运输支出 万元 X10

海上救助和打捞次数 次 X11

响，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SPSS软

件处理数据，并对上述指标进行相关性分

析，可以看出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系数大于

0.3，说明选取的指标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适合做因子分析。除了做简单的相关

性检验，还进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巴特

利特显著性为0.00＜0.005，说明变量之间

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公因子方

差表中“提取”一栏的统计值反映的是提

取的公因子的变量共同度，除了少数几个

变量对应的共同度低于0.6，其余的变量对

应的共同度均在0.8以上，表明每个变量被

提取的公因子解释问题的程度较高，损失

的信息较少。总方差解释的初始特征值累

计方差达到85%以上所对应的成分个数，

即为主因子的个数。前面三个因子的累计

方差波动较大，后面的累计方差趋于平

稳，说明提取三个主因子较为合适。同时

根据碎石图，特征值大于1所显示的变量

个数即为主因子个数。大于1的前三个特

征值大小波动较大，后面特征值的大小波

动趋于缓和，也说明提取三个主因子较为

合适。旋转后的因子载荷情况显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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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子前三个变量的累计贡献方差比较明

显，有利于对主因子的命名。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可以计算出

因子得分计算公式

F1＝0.204Xi1－0.136Xi2＋0.04Xi3

＋0.178Xi4＋0.206Xi5＋0.175Xi6

－0.061Xi7－0.177Xi8－0.28Xi9

＋0.217Xi10＋0.161Xi11

F2＝－0.031Xi1＋0.1Xi2＋0.334Xi3

－0.493Xi4＋0.13Xi5＋0.006Xi6

＋0.142Xi7＋0.009Xi8＋0.31Xi9

－0.079Xi10－0.063Xi11

F3＝－0.017Xi1＋0.481Xi2－0.014Xi3

＋0.155Xi4－0.077Xi5＋0.055Xi6

－0.495Xi7＋0.084Xi8＋0.032Xi9

－0.02Xi10＋0.309Xi11

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得分

F，是以三个主因子的旋转后方差贡献

率为比重，加权计算三个主因子的总分

数。从总方差解释表中可以得出，三个

因子的旋转后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5.016、

24.998、15.244，则第一个因子的权重为

，第二个因子

的权重为 ，第

三个因子的权重为

，得到F=0.528F1+0.293F2+0.179F3。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可得出广州航运金

融生态环境的三个主因子。第一个主因子

为航运经济因子，即广州经济基础和经济

实力以及经济发展，对广州航运金融生态

环境的影响深远。作为腹地产业经济，泛

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内需推动广州航运经济

发展，腹地产业经济水平影响着广州航运

经济基础的发展规模、效益和质量水平。

至2017年，广东GDP已连续29年位于全国

榜首，广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

全国前列，其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大城市前

五，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广州航运金融生态

环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广州

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正带动航运经济发展

向好，实证分析的结果符合经济发展真实

情况。

第二个主因子是航运行业因子，主要

涉及船舶行业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

全球造船市场以及造船行业所处的发展

阶段，产能、需求低以及行业竞争情况，

对广州造船行业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

全国主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情况可

知，广州港货物吞吐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十

名以内。2017年广州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

破2000万标箱，居于全球第七位；2018年

前四个月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0.7%，

跻身全国第三。随着南沙口岸成为全国第

二大平行进口汽车口岸、南沙国际邮轮母

港年接待旅客人次急剧增长、广州港口码

头基础设施不断追加投资，广州航运经济

发展的动力十足。

第三个因子是航运金融因子。航运金

融主要涉及航运融资、保险、信贷、结算

及衍生品等几大领域，其发展主要受大金

融发展环境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

球以及广州的航运金融发展造成了较大的

冲击，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了广

州航运金融的波动。广东自贸区挂牌后，

广州南沙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船舶交易、船舶融资租赁、航运产业基金

等航运金融业不断获得新发展。截至2017

年底累计完成船舶交易2540艘、交易额

93.3亿元，并对人民币交易资金进行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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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付及结算业务，首创国内航运交易外汇

结汇结算业务。南沙航运产业基金已正常

运作并实现盈利，行业融资金额2017年增

至6.8亿元。船舶融资方式从原来的民间融

资和银行贷款等渠道，扩展到股权融资、

产业基金、融资租赁等多样化的融资渠

道。落户南沙自贸区的专业航运保险公司

越来越多，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打造综

合类运输交易电商平台，提供标准化的海

运订舱、物流跟踪、保险集合竞价和金融

服务，为广州航运保险业提供丰富多样化

的保险产品。珠江航运指数、南沙航运发

展指数成为检测国家经济运行的重要参考

数据之一。广州已初步形成交易平台、产

业基金和航运保险“三位一体”的航运金

融服务体系，以融资租赁为主要形式的航

运金融业务也在稳步开展。对比三个因子

得分情况图，可以看出航运金融因子波动

最大，这与目前广州航运金融行业处于初

期发展阶段、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有

关，也跟航运金融发展既受航运经济发展

影响、又受金融发展整体影响相关。

此外，近年来广州对标高水平开放，

致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

环境，2017年完成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

行动计划，从人才、市场准入、激励等多

个方面制定促进航运业发展的政策。诸如

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引入外资设立股权比

例不受限制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港口船舶

运输业务；对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按最新

标准费率优惠15%后计收引航费，吸引货

物从广州港进出口等。广州拥有广州海事

法院、广州仲裁委员会、南沙国际仲裁中

心以及多家全国知名海事海商专业律师事

务所。港澳律师机构在广州南沙自贸区成

立两家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同时港澳仲

裁与广州合作成立广州国际航运仲裁院，

为广州航运金融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整体而言，受三个主因子每年的发展

变化情况影响，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呈

现动态发展的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及后

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及国内经济发展进入

缓慢增长的新常态，对于航运金融生态环

境的冲击较为明显和直接，综合得分均在

负数。2012年后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趋

向好转，但之后存在着连续小幅下降的趋

势。此后，在设立广东自贸试验区以及实

施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计划的政策利好推动

下，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有好转的倾向。

二、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州航
运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当前的生态环境下，广州航运金融

发展与伦敦、纽约等国际航运中心相比存

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航运金融总体规

模较小、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创新能力偏

弱、航运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滞后和航

运金融专业人才不足，导致航运金融业集

聚力不足。加上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

贸易的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几年，广州航

运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可能进一步下

降，对广州航运金融的发展将构成严峻的

挑战。因此，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

利时机，着眼于影响广州航运金融发展的

经济、航运行业、航运金融等主要因子，

改善广州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实现广州航

运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则可在国内航运金

融服务市场上抢占发展先机。

第一，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

新的力量，营造广州航运金融发展的有利

政策环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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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航运金融横跨航运业和金融业两大资

本密集型的产业板块，且两大行业的各项

业务发展都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影响

较大，政策依赖性强。一方面，我国航运

金融相关的政策法规与纽约、伦敦等国际

航运和金融中心相比有较大差距；另一方

面，要发展航运金融等高附加值的业务，

需要较高的政策自由度，因而迫切需要制

定支持航运金融发展的政策，并在一定层

面上进行政策突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很重要的方面便是进行制度创新，在2018

年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适应粤港澳产业

合作和发展的要求，降低香港航运和金融

业进入广东市场的壁垒，吸引港澳资本投

资广东的航运和金融市场，扩大广东与港

澳航运金融市场要素的双向开放与联通。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建设将成为港区发展

的重要推动因素，短期内可在南沙自由贸易

试验片区内借鉴香港澳门在航运金融方面

已实施的有效制度安排，先行先试相关制

度。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础上

申报自由贸易港，对标香港航运金融的自

由开放政策，切实打造出低营商成本的政

策环境，从增强软实力方面助推广州金融

航运发展。在具体政策层面，在国际船舶

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船舶融资政

策、航运保险业务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完

善航运衍生品交易的法律和监管。通过财

政和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航运贷

款、航运保险、船舶租赁等航运金融业务。

第二，按照产业价值链思路布局粤港

澳航运金融产业，打造粤港澳航运金融集

聚区。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日益增加，但

广深港三大集装箱港口同质竞争，削弱了各

港口的优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

进，这一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由此需要按照

产业价值链思路，基于湾区内三大港口的功

能重新布局，发挥三大港口的协同效应，实

现产业价值链上的差异化共生发展，形成

粤港澳航运金融集聚区，吸引更多的航运

金融机构和要素参与到湾区的建设中。

粤港澳大湾区航运金融产业协同发

展应基于各片区现有产业基础和特点。香

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其突出优

势在于国际化、自由化和规范化的营商环

境，发达的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支持下的

成熟航运金融业务。广州发展航运金融的

优势在于腹地广、港口基础建设扎实、船

舶制造业等产业基础好。在粤港澳大湾区

航运金融产业竞争、协同发展中，广州要

加强其作为中国邮轮、化学品船、半潜船

及海工装备主要制造基地的优势。充分发

挥广州位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

的优越地理条件，在现有的珠三角货源腹

地基础上，通过港口、海运、航空、铁路

等设施的完善和贯通，通过加强与周边省

份和城市的经济联系，以及内河与广州港

的运输联系，对内联通东南和西南市场，

对外联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借助周边地区的腹地经济拓展广州港

的腹地资源。充分发挥广州作为国际船舶

登记船籍港的政策优势，进一步通过深化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吸引国内外船舶到

广州注册，与港澳一起构建围绕上游船舶

制造业、中游船货代理公司以及下游港口

和临港制造服务业的经济发展需求衍生出

的航运金融市场。航运金融市场的发展也

是为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融资和服务，只

有加强产业链经济基础的建设，才能创造

出更加强劲的航运金融市场发展需求，从

源头为粤港澳航运金融市场发展打下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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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通过发挥粤港澳已有产业优势，建立

新兴的航运金融产业生态圈，借助香港金

融和营商环境的优势，结合广州扎实的航

运产业基础，打造粤港澳航运金融产业、

资本和科技的共生共荣。

第三，粤港澳共建广州航运交易所，

扩大广州航运金融业务规模，提高航运金

融创新能力。

鉴于目前广州航运和金融产业的对

接和相互融合度不够，航运金融业务规模

小，缺乏影响力和吸引力，需要大力吸引

各类航运金融专业机构落户，加速航运要

素集聚。其中，粤港澳共建广州航运交易

所，将其打造成为对接港澳、辐射东南亚

的综合性航运与金融服务平台，并逐步具

备全球航运金融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可列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项目。

充分借鉴和应用香港的实务操作经

验，融合粤港澳的资金和市场力量，建立

和培育一批港航产业发展基金、船舶产业

基金、船舶融资租赁公司或信托公司、航

运保险机构，以及与航运金融相关的中介

服务机构如船舶检测、船价评估、海事法

律等专业机构。联合香港，拓展航运交易

所外汇结汇结算业务，引进运费衍生品等

航运金融产品，发展航运金融咨询业务，

填补此类航运金融产品目前在国内的空

白。开设航运金融相关业务保险指数，实

现粤港澳保险业务通保通赔通付，形成粤

港澳航运保险一体化市场，在提升广州航

运金融业务创新能力的同时，也注意航运

金融风险的防范。

吸引外资航运金融机构入驻广州，

通过引进国际航运金融机构，最终达到资

金、技术和知识的引进，拓展本地区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航运金融功能。

第四，引进航运金融专业人才，特别

是香港航运金融人才。

航运金融需要既懂航运又懂金融，同

时兼具经济、管理、法律、信息咨询等相

关领域知识背景和业务经验的复合型人

才，对人才的要求较高。只有解决了人才

瓶颈，才能保证广州航运金融产业的持续

发展。广州一方面可通过高校、培训机构

和企业之间的各种长短期培训培养本地人

才，一方面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出台

的有利人才政策，直接从纽约、伦敦等航

运金融发展成熟的地区引进专业人才，同

时抓住香港专才北上发展的有利时机，吸

引香港航运金融人才来广州。

第五，对标香港，加强广州航运金融

法制环境建设。

航运金融行业本身风险性较高，利

润空间较大，因此整个行业对法律的需求

和依赖性较强。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航运

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健全航运金融相关

法律法规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粤

港澳进一步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广州可先

行先试，借鉴香港民商和海事法对航运金

融业务的法律规定，以完善的运营环境吸

引国际船舶进驻办理航运金融相关业务。

此外，海事法庭、仲裁等相关部门可通过

引进优秀人才和人才的培养，加强队伍建

设，提高工作效率，共同加快广州航运金

融法制环境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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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of Guangzh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hipping Finance Industry 
and Policy Suggestions
Zhang	Ju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harbor	city,	Guangzhou	has	the	preconditions	to	develop	ship-

ping	finan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factors	such	as	shipping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ship-

ping	finance	industry,	credit	environm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hipping	finance	industry	in	Guangzhou.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policies	suggestions	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shipping	finance	industry	unde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re	provided.

Keywords: shipping	finance	industry;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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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冰起航

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事

业伟大航程的破冰与起航阶段。这一阶

段，广州作为实际上的全国改革开放先行

一步的试验区，充分利用中央的政策倾

斜、毗邻港澳、华侨华人众多和千年商都

的开放传统等多种优势，在各个领域进行

了改革开放的探索，推动了广州改革开放

事业的先行发展。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针对低效的、大锅饭式的“政社合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

制，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根据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着手对农村经济体制

进行改革。首先是划小生产单位，实行联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
基本历程与经验
◎ 刘江华

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在中央改革开

放大政方针的指引下，紧密结合市情，坚

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释放

了体制活力，获取了丰厚的制度红利，促

进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和大跨越。

一、经济体制改革持续不断走向
深入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异常

艰巨的开创性事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

始之初，便面临着改革的经济基础薄弱、

传统体制的阻力巨大、缺乏可以借鉴的成

功经验等困难。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

制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分阶段推

进。

摘  要：广州发改革开放之先声，在各项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本文回顾了改革开

放以来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同时梳理了广州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积累的经验，为进

一步扩大开放做了很好的总结。

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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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到组、联产到劳动力，把农民的劳动报

酬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以调动农民的劳

动积极性。接着，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

进一步推广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建立各种承

包制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3%，其中建立

家庭承包制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2.3%。①专

业户和开发性承包户也有了发展。国有

农场、林场和农村集体企业，以及农业机

械、水利工程等部门，都先后建立了不同

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农业技术承包制也有

较大发展。

2.从流通领域打开传统体制的缺口

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流通领域

改革开始，从价格改革开始，从涉及老百

姓日常生活利益的难点问题开始。1978年

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广州

就针对市民吃鱼难这一问题②，率先放开

了部分水产品市场，实行自由购销，价格

随行就市。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所有

商品由政府指令性定价的格局。这一改革

逐渐带动了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逐步放

开。1984年11月，广州全面改革蔬菜产销

体制，放开渠道，放开价格，放开上市。

1985年初，广州又放开了生猪和全部水产

品的经营，彻底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在工业品领域，从1980年开始逐步放

开一些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

的价格。到1984年，日用工业品价格全部

放开。1986年9月，广州结束了高档日用

工业品凭票供应的历史。同时，大宗工业

消费品价格也作了调整，并放开了其中许

多品种的价格。

在放开物价的同时，广州逐步进行了

一系列的流通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这种改革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改革商业所有制结构，允许国有、集

体和个体（私营）商业一起上，做到舆论

上支持、政策上鼓励、方向上引导、资金

和场地上扶持。第二，实行开放政策，打

开城门允许外地企业和个人来广州设店经

营，并对外地企业和个人来广州经商简化

审批手续，提供各种方便。第三，培育和

发展市场体系。除了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

的一般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外，广州还特别

注重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

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等。

3.确立以外经贸为导向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后，广州较早意识到了必须

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1980年5月，

广州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外贸，尽快

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外贸出口基地”的口

号。③1986年，广州市制定了《广州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从1986年到20世纪

末，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对

外经贸为导向，以科技、教育为依靠，以

工农业为基础，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

重点，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为把

广州建设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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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对

外开放工作报告的批复》下发。批复支持

广州引进先进技术，同意设立经济技术开

发区，同意广州实行计划单列，享有省级

经济管理权限。这一批复对促进广州改革

开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央和省的支持下，在对外经贸

为导向战略指引下，广州充分利用毗邻港

澳、华侨华人众多和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

与灵活措施等地缘优势、人缘优势、政策

优势，积极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大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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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外资，积极推进广州开发区建设，促进

了外经外贸的跨越性大发展。

4.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1979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市革委

会决定，允许待业人员自筹资金，自带工

具，自选场地，自由组合，从事生产和开

办生活服务事业，以及从事不剥削他人的

个体劳动。1980年8月18日，市革委会召

开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劳动部门

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

相结合的劳动就业方针。④

1979年，全市个体工商户只有5022

户，1990年底已发展到95265户，增加了

近18倍，从业人数达151159人。1979年以

前，广州市没有一家私营企业，至1990年

底，广州市的私营企业已有2905户，投资

人数达5708人，雇工人数达32755人。⑤私

营经济以它的健康发展和明显作用受到广

大市民的充分肯定。

5.不断探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这一时期，广州市国有企业改革走过

了若干个不同阶段。一是扩大企业生产经

营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广州市根据中

央《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等文

件的规定，尤其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开展了一系

列改革，扩大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产品购

销、价格、资金使用、劳动工资、管理、

机构设置、干部任免、固定资产处置、技

改和引进项目审批、对外贸易等十个方面

的自主权，有效地激活了企业生产经营的

活力。二是实施利改税。从1980年下半年

开始，逐步推进“独立核算，国家征税，

自负盈亏”试点，之后，由“税利并存”

推进到“利改税”，比较好地理顺了国家

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三是实施厂长（经

理）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广州企

业普遍推行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

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四是组建企业集团。从1985年到1991年，

共组建了白云山企业集团、万宝电器集

团、南方大厦股份集团等44家企业集团。

五是探索企业股份制改造。从1984年开

始，广州开始了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探索和

实践，持股形式有三种，即法人持股、企

业内部职工持股和社会公众持股。

6.财政体制改革

这一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

容就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建立。1980年，广

州市在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经费

包干，年终节余归己的政策。在各县、区

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

制。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各县、区财政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也提高各行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率。

7.建设新的经济发展区域

建设新的发展区域，是我国为快速建

立一种崭新经济体制的尝试。1984年12月

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开发区

拥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以及财政、税收、

用工、分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到1992

年，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共完成工业总产值24.79亿元⑥。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建设，成为了广州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标杆性区域。

同时期，广州市还建设了其他的新经

济功能区，如1984年11月，广州市决定将

五山地区定为“五山科学技术开发区”，

尽快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技术密集型的、高

水平的科研试验基地和技术经济实体。

1991年3月，国家批准设立广州天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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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展开阶段 

从1992年至201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事业的突破与展开阶段。这一时期，广州市

根据邓小平南行讲话精神和中央的统一部

署，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文件，包括扩大

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

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简政放权等。⑦这

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有力地推动

了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与展开。

1.深化企业改革

企业改革仍然是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

革的主题，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探索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如果说前一阶段国有企业改

革基本上是在传统体制内进行一些改良，

在这一阶段就是对原有的企业体制进行一

场革命，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广州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把增强企业

活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在了经济体

制改革的核心地位。一是抓好企业的“放

开经营，综合改革”。1993年将市属328

家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全部放开经营，并

实施综合改革。在大型企业中建立董事

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机构，构建现代企

业的治理框架。2009年，取消65个国有企

业的行政级别。到2011年，基本完成国有

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二是实施理顺产权、

混合经营改革。1993年10月开始，按“理

顺产权、卸掉包袱、转换机制”的思路，

试行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革为国有民

营、公有私营、公私合营、股份制等多种

形式的所有制，逐步建立起产权明晰、经

营贴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企业

制度与新机制。三是试行“抓大放小”，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1998年下

发了《关于推进我市公有小企业改革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加大了对小企业改革的

引导和支持，市属2200户独立核算公有小

企业中已有1100多户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转

制，8区和4个县级市9402户公有小企业，

已有5406户实行转制。⑧四是探索建立新

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1994年，市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正

式挂牌成立。2003年2月，纺织工贸、珠

江啤酒、珠江钢琴、广州百货等六大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机构正式挂牌并全面启动运

作。

2.发展多元化的所有制格局

在调整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广州

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是大力发展

私营个体经济。1993年制定了《关于加快

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继续鼓励

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非公

有制经济的健康成长。1998年，又制定并

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

发展的补充规定》，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大力引进外资经

济。据1997年的统计资料，工业总产值中

非公有制经济占48%。在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非公有制经济占43%。⑨外资经济、私

营经济、个体经济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3.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市场体系不断发育和发

展，资金、劳务、技术、信息、房地产等

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

新机制初步建立，企业定价权基本到位。

具体体现在：一是加快了消费品市场和生

产资料市场场所建设步伐，一批购物中

心、批发市场和集市贸易场所得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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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商业企业组织有了大发展。组建了一

批商业企业集团，形成了广州友谊和广州

百货两大龙头板块。三是商业业态开始

现代化。便利店、超级市场、大卖场、大

型专业性超市、购物中心、连锁经营等现

代零售业态得到迅速发展，网络购物也迅

速普及。四是流通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此

时期加大了打击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的力度，规范和整顿了市场秩序，加

强了对标准化、计量和质量工作的监督管

理。2011年，在广东全省的统一部署下，

开展了“三打两建”行动。⑩

4.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

进，并取得实质性成效。部门预算、国库

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工作全面展开，收支

“两条线”管理进一步落实，绩效评价工

作全面启动。财政实行了“递增包干”的

体制，促进了区、县（市）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金融领域的改革也稳步推

进。一是银行系统实行全面转制，实行企

业化管理。二是大力发展地方商业银行，

如广州银行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改革重组

和改制取得历史性突破，实现了跨区域经

营。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

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并

相继营业。三是引进了一批外资银行。同

时外汇交易、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租赁

等金融业务也稳步发展。

5.农村改革继续深化

这一时期，进一步稳定完善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步推行了农村合作经

济股份制。到1995年，农村股份合作制已

在大部分地区推开。

6.投融资体制改革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也为了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经营

性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广州市

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到2008年，在

交通、水务、地铁、燃气、环卫等城市建

设领域组建了7个专业投资集团，迈出了

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新步伐。

7.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一是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强化了行政

立法和监察工作，加强了行政效能建设，

制定了一批新的行政规章，在全国率先出

台了《广州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

共服务行为规范试行规定》。二是精简政

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到2010年，市级

政府工作部门由2000年时的55个精简到40

个。三是行政审批制度持续简化。到2010

年，行政审批事项由816项减少到275项。

四是放权强区。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

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制，按照重心

下移、权责一致、能放则放的原则，精简

放权，扩大了区一级管理权限。五是行政

区划得到调整。在2000年番禺、花都撤市

设区之后，2005年又将原越秀区与东山

区、荔湾区与芳村区合并，新设立萝岗区

和南沙区，有效整合了资源，拓展了发展

空间。

8.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一是在继续办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天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广州保税区。开始着手规划东南部地区的

开发和建设。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形势的发

展和扶持边远地区发展的需要，加快了从

化、增城和花县的开发区、加工区建设。

二是在全国率先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

“四区合一”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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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深化阶段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

放事业全面向深度进军，成效显著。这一

时期，广州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历届

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

开启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特别要提出的是两个有关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一是2014年1月，

广州市颁布了《中共广州市委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同时成立了中共

广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将中

央布局的改革事项，结合广州实情逐项分

解，逐项部署，分解出13方面226项重点

改革事项，目的在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破解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二是2017年

2月，广州市颁布《广州市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将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的领域分解

成80项事项，并落实到各个具体的部门。

1.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一是建立大国有资产管理格局，2013

年，将130户市属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市国

资委统一监管。2014年又将65户直接监管

国有企业整合成32户，实现市属经营性国

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二是推动国有资产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型，建立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以其作为国资投资和运营平台。

三是继续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企业规范董事会建

设。四是继续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通过推动上市公司重组整合和兼并重组，

使国有企业产权更加明晰。

2015年出台的《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

意见》，有力地促进了国企改革的进程。

这一国企改革文件对国企改革作出了如下

规定：国企负责人薪酬与企业上缴财政的

收益挂钩；到2017年将市属国企调整至30

户；打造若干国资金融控股平台；大力发

展混合所有制；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拟全

部整体上市。

2.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后，

广州市便围绕“三去一降一补”这一主

题，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坚定不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颁

布了《广州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

（2016-2018年）》及“三去一降一补”

5个行动计划，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

效率，并着力在“补短板”和“降成本”

上下工夫，协调推动了280个补短板重大

项目建设，补齐创新型经济、城市建设、

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开工建设132个项

目，完成投资717亿元。全力推进降成本

工作，免征21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8项政府性收费基金，为全市企业减负

700多亿元。到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

取得显著成效。落后产能得到积极化解，

“地条钢”被全面取缔，完成了466户国

有“僵尸企业”的出清重组。

3.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一是继续加大放权强区力度，充分

发挥各区的能动性。二是动态调整行政审

批备案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优化审批流程。三是推行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和口岸管理“三互”机制。

四是探索企业投资“三单”管理（负面清

单、审批清单、监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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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广州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广州市推进行政

审批“条块结合、四级联动、以区为主、

重心下移、集成服务”改革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通过推进行政审批“集成服

务”改革，实现广州市全部行政审批、公

共服务事项“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建立市、区、街

（镇）、社区（村）四级行政审批服务的

联动机制，营造审批流程优、审批服务

好、审批成本低、审批效率高的政务服务

环境。为打造具有广州特色的行政审批服

务品牌，重点抓好六项工作：一是全面落

实“一窗收件、统一出件”，方便群众办

事。二是建立统一的事项目录制度，严格

落实标准化规范管理。三是实施受理、审

批、监管“三权分离”，严格规范审批裁

量权。四是建立后台即时审批和限时办结

承诺制，切实提高审批效率。五是打破部

门和层级壁垒，推进审批服务重心下移。

六是打造全天候、无界限的网上政务服

务，努力实现更多事项“全城通办”。

4.推动市场监管制度改革

2014年8月，广州市颁发《广州市市

场监管体系建设规划(2012-2016年)》；

2014年12月，广州市颁发《广州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广州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加强政

府市场监管职能结合起来，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

市场监管，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

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

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

系。一是开展了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工商

登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和全程电子

化商事登记模式。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和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推

进“放管服”改革。二是开展“两建”专

项行动，成立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支队，实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监管

体系五年行动计划，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

序。

5.进一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这一期间，广州加快了投融资体制改

革步伐。2015年7月，广州市颁布《广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资本市

场的若干意见》，目的在于加快建设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全市各级政

府、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进一步优化投融资结构，提高直

接融资和资产证券化比例，提升资本运作

水平，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推进企业上市

“双百工程”，加快市属金融机构及竞争

性国有企业上市、挂牌步伐，推动广州发

展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再上新台阶。

2017年1月，广州市颁布《广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

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旨在建立公平开

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突出企业投融资主体

地位，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形

成可复制推广的投融资机制。

在此期间，广州创建了民间金融街等

6大金融功能区，设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

所等5大金融交易平台，组建了广州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基金）

这一投融资平台。与中国人寿、新华人寿

合作设立了产业投资基金。创建了一批社

区及农村金融服务站、小额贷款公司、村

镇银行和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普惠金融机

构。南沙新区金融改革创新15条政策获得

批准实施。积极推动企业上市企业，积极

推动企业到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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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建立全口径政府预决算编报体系，率

先全国公开三级政府“三公”经费及会议

费。落实“营改增”和小微企业税费优惠

政策，停征堤围防护费和停征或取消行政

事业性收费。

7.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这一时期，广州的农村农业改革，主

要是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协作

化。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农产品的规模化

经营，出现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村股

份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也推进了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流转，建成集体经济“三资”交易管

理平台，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工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

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率

达99.6%以上。

8.推进各类新型产业功能区建设和转

型升级

一是加快南沙自贸试验区建设。广州

把南沙自贸试验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

试验田，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带动南沙新

区和全市创新发展。因此，广州大力推进

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推行“一口受

理”新模式，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穗

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组建国际航运仲裁

院，首创“智检口岸”模式和政府购买查

验服务等。二是推动原有各类经济技术

功能区转型升级。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各

类园区的产业和功能普遍面临转型升级的

紧迫性。广州市采取了系列措施，促进这

些园区逐渐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包括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如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于2017年2月出台

四个“黄金十条” ，大力促进产业升级

换代。三是创建一批价值创新园区。通过

价值创新园区，快速发展新一代战略性产

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在此战略指引下，

广州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

生物医药产业（IAB）和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NEM），着力打造富士康、思科、

通用医疗、百济神州、广汽智能网联产业

园、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10个左右价

值创新园区，并力争从2017年起3年内引

进500个高精尖技术项目。

二、市场经济制度在改革中基本
确立

历经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州的生

产关系得到了革命性的调整，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逐步成为决定性力量，兼顾公平

与效率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基本形成，以

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为核心

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农村改革不断向纵

深开展等等，这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为根本目标的体制机制基本确立，释放

出了巨大的制度性能量和红利，激发出巨

大城市发展活力，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极大提高。

（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
面基本形成

1.国有资产在战略性领域不断增值并

起主导作用

通过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州

的国有资产不断增值保值，国有资本不断

变强变大变优，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一是国有资本持续保值增值，

实力不断强大。到2016年，广州公有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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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创造的增加值高达7949.7亿元，是2000

年的5倍。 截至2017年3月末，广州市属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75万亿元，国有净资

产5068.7亿元，资产规模仅位居北京、上

海、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之后，在副省

级城市中排名第一。 二是通过对国有资

产进行战略性调整，如抓大放小、兼并重

组、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广州的国

有资产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

公共服务领域、战略性产业领域和具有鲜

明优势的产业领域，对广州国民经济发展

起着主导型作用。三是通过实施以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广州的国有企

业活力不断增强。到2017年，近七成市属

国企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造，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利润总额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

一是民营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到2017

年，广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150多万

户，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全市的GDP

的40%。2016年，民营企业出口2340.7亿

元，占出口总值的45.1%，出口份额跃居

首位。二是民营经济发展质量比较高。

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中90%以上是民营企

业，高新企业中97%是民营企业，达4600

家，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98%来自民营

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中95%是民营企

业，超过400家。

3.外资经济成为生力军

外资经济在广州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

济发展中，起了生力军的作用。广州的外

资经济已经从“三来一补”等初级形式，

向今天的知识密集型、资本与技术密集

型、科技创新型、总部型方向发展延伸。

2016年，广州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757

个，实际利用外资达570120万美元。分别

是1990年的4.5倍和30倍。 到2017年底，

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97家在广州投资落

户，累计投资设立项目共921个。这297家

企业中，有120家以上在广州设立总部或

地区总部。

4.混合所有制成为最为重要的产权组

合模式

混合所有制是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

实现形式，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

配置的重要途径。广州在建设现代企业

制度进程中，十分重视利用这一产权配置

形式。通过兼并重组、企业上市，到2017

年，广州市属国有企业超过70%已经完成

混合所有制改造。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成为决
定性力量

1.建立起以价格为主要信号的市场资

源流通体系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信号。广

州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以价格为主要

信号的市场资源流通体系。除了少部分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并带有自然垄断的产品

和服务外，市场产品与服务价格一律由市

场调节。通过价格信号，市场自动调节生

产、流通与消费。

2.统一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区域商品

流通中心地位稳固

广州通过减少流通审批环节、打破各

种行业与区域垄断、提供各种便利等方面

的流通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大

市场体系。不分国别、不分区域，所有的

合法产品都可以在广州经营。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广州已是国

内名列前茅的商贸中心城市，是连接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的桥梁和枢纽。一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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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专业市场群。据广州专

业市场商会的调研，广州有近千个各类

专业市场，成交额突破万亿，约占全国的

1/7。60%以上的专业市场的辐射力超越

华南地区，有160多个专业市场具有全球

辐射力。二是形成了一批“广州价格”。

一批专业市场已成为国内主流货物的集散

地。超过40%的广州专业市场不仅影响中

国价格，还影响国际价格。其中，纺织服

装、中药材、塑料、木材、水产品等行业

已形成了“广州价格”，影响全国乃至全

球。三是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商贸流通

企业，如广百股份、广州友谊、天河城百

货、摩登百货、华润万家、唯品会等。

3．网络商都建设大见成效，跨境电

商业务位居全国前列

广州依托方便快捷的对外交通系统

和市内发达的快递物流系统，并通过在政

策上的全面支持，在网络商都建设方面大

见成效。2017年，日均快递业务量达729

万件，排名全国第一 。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值达146.8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的

29.4%，占全省的64%。

4.各类要素市场蓬勃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广州的各类要素

市场也在快速发展。一是市场类型齐全。

从物资市场、资本市场到人力资源市场、

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一应俱全。如1985

年12月18日成立的南方市场信息中心信息

交易所，是全国第一家信息交易所。 二是

市场的辐射力强大。如1995年成立的中国

南方人才市场，是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共同成立的全国性七大区域性人才市

场之一，是华南地区最成熟、最权威、规

模最大的人力资源专业服务机构。又如中

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中国留学人员广州

科技交流会（简称“海交会”）是全国最大

的海外人才交流平台。

5．流通竞争力和现代物流发展水平

全国领先

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广州的批发、

零售、餐饮、住宿、物流等各行业形成的

流通综合竞争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2016年，国家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发布《2015-2016年城市流通竞争力》

报告，广州的流通综合竞争力超越上海，

位居全国第一。

广州的现代物流竞争力也处于全国首

位。2014年10月，北京、上海、广州三个

城市被认定为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并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扶持。之后，广州的

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得到大提升。到2015

年，广州的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下降至14.7%，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1.3个百分点，首次超越上海位居全国城

市领先地位。

（三）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财富分
配体制基本形成

1.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打破大锅饭制度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

分配制度。广州通过制度改革，比较好地

贯彻了这一原则。一是采取措施使国民财

富初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如设立最低工

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

标准。二是通过打破平均主义，打破铁饭

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得到了较好贯

彻，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较好

的发挥。

2.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以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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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素分配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效体制

机制。广州确立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来落实

按要素分配，除存款利息、股票分红、理

财收益等常规性财产收益外，还通过设立

了许多制度性政策，如鼓励投资创业、允

许技术入股、允许管理人才入股等。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增强人民

群众安全感

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也是社会财富

分配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改革开放

以来，广州建立起了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

度，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

面的保障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整个社会的

安全感有了极大提高。

4.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增强人民群

众平等感

社会公共服务也是社会财富分配和再

分配的重要形式。随着城市财政收入的高

速增长，广州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也相应

快速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体

育、休闲等改革服务设施大幅度地增加和

改善，城乡与区域的公共服务差别在大幅

缩小。有效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平等感。

（四）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显著

广州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公认

的成就，国际知名机构对广州的效率和营

商环境高度认可。《福布斯》中文网五次

将广州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

一名，普华永道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连

续两年将广州评为中国“机遇之城”第一

名，联合国相关机构去年底将广州评为全

球发展最快的超大型城市和中国城市人类

发展指数第一名。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分别在1999年、

2002年、2006	年、2009年、2012年实行了

五轮简政放权，大幅度取消和调整审批事

项，有力地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2.商事制度改革

按照国家、省的统一部署，广州市深

化了商事制度改革，通过推行工商登记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推行全程电子

化商事登记模式，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和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

效地提高了整体的营商效率。

3.财政体制改革

2015年3月。广州市颁发《广州市全

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改革

方案的指引下，广州市在探索建立市以下

政府权责清单，明确市、区财权与事权相

配套、规范财政预算管理与监督、公开财

政信息、加强财政绩效管理、防控财政风

险以及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减负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广州的政府

负债率始终控制在可控风险线以下，财政

的透明度名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二。

4.投融资体制改革

广州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摸索建

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融资体制，有力地

促进了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一是形成了

投资主体多元化组合。在体现政府发展规

划意图的建设项目上，改变了政府作为单

一投资主体的格局，形成了企业、投资者

广泛参与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二是拓展

了投融资渠道和方式。改变以往城市建设

与产业发展以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为主的

格局，通过债券融资、股权融资、BOT、

PPP等方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

展了投融资渠道和方式。三是设立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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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平台。为了加快城市发展，在城建、水

务、交通等领域设了企业化、市场化运作

的投融资运作平台，也设立广州基金等综

合性政府引导性基金。四是加强了投融资

的效益与风险管理。

（五）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合
作经济体制日益完善

1.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农村改革的

历史进程。以联产承包为核心的农村改

革在广州广泛展开。到1982年全市有96%

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98.3%，其中建立

家庭承包制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2.3%，基

本上确立了这一农村改革大局。此后，家

庭联产承包的承包期陆续得到延长和巩

固。

2.农村股份制改造

作为特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广州的农

村地区受益于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快速发

展，农村的集体资产也在快速增值。这些

集体资产的收益如何分配，是必须解决好

的一大课题。广州创造性地采用了股份制

形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87年7月，

全国第一个股份制农村经济组织——杨

箕村股份制合作经济联社，在广州市天河

区沙河镇杨箕村成立。这一行动既得到了

群众的拥护，又得到了市、省和中央的肯

定。随后，农村股份制改造在全市得到了

较为普遍的推广。

3.农业规模化生产

广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支持，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

大幅提高，形成了大批农业龙头企业。早

在1980年代初，广州就产生了闻名全国的

“江高模式” 。到2017年，仅加入广州市

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的会员就超过200家，

产值超过2000亿。

4.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合法有序流转，是农业规

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广州

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效。一是推进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基本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二是通过发展农村社区股份合

作经济，引导有条件的农村企业逐步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了农村集体经济传统

管理模式。三是通过完善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建立起农村土地信息系统数据

库，推进数据库与农村集体“三资”交易

管理平台结合，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竞价交

易，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四是推进

了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民财产权益更有

保障，集体经济更加壮大。

三、改革实践结出丰硕经验之果

40年来，广州市紧跟中央改革开放

的战略部署，紧密联系广州市情，实事求

是，解放思想，创造性开展经济体制改

革，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广州特色的经

验。

（一）解放生产力始终是改革的基
本方向

一是始终坚持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的战略目标。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后不久，广州市就研究和部署把

广州市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1980年11月广州市明确提出，

要努力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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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文明、优美整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

市，成为广东和华南的经济中心、外贸中

心、旅游中心和科技中心。这里第一次比

较明确涉及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内涵。

1986年初，广州市在“七五”规划中明确

提出：到本世纪末，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战略目标是：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工

农业为依托，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

点，把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内外辐射

能力、高度文明、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心城市。至此，广州市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此后，尽管各个时期对城市发展战略

的目标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涵还

是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这一基本目标

来展开。

二是始终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始终是城市发展的

根本动力。广州市在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的进程中，始终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将其落实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落

实为建设一批生产力骨干项目。围绕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广州以产

业政策为导引，在机构设置、经济管理权

力配置、重要资源分配、市属大型企业整

合、重点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

三是始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

衡量体制改革的取舍与成效，只要符合

“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大胆地去干，抓

紧时间去干。为了有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心

城市和区域平衡发展，广州市冲破阻力，

大幅调整行政区划，设置南沙区，为广州

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自贸区南沙片区、南

沙新区等改革开放与发展平台，奠定了空

间基础。为了降低营商成本，提高办事效

率，广州市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精简行政

审批事项，下放权力，实行窗口式行政服

务。1980年代中期，广州就率先创办了“外

经贸一条街”，实行相关部门集中办公，

展现了广州高效率服务的对外形象。 为了

改善民生，广州市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涉及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若干问题的决定》（惠民66

条）和《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若干

问题的补充意见》（补充17条），市民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
是改革的重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广州就清楚

地认识到，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了

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管得过宽过死，造成

了普遍资源无效低效配置。因此，在大力

发展商品经济的目标下，必须以“放”为

主。广州选择了以放开鱼肉蔬菜等农副产

品的生产、流通、销售为突破口，让市场

价格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并由此开始逐步扩展了其他领域。

40年来，广州一直秉承“市场能够解决的

就交给市场”这一理念，使市场成为了资

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机制发育程

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

作用的同时，广州市也充分认识到，市场

不是万能的，在发挥好市场调节机制的同

时，也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广州市情。发挥

好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主导、引导和

监控作用。其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领域，坚定不移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40年来，广州市政府通过在现代化城市基



67

《城市观察》2018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8

础设施建设、集聚型产业发展功能区建

设、战略性建设和生产力骨干项目建设等

发展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实现了城

市的跨越发展。其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领域，适时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公共财政投入、产业

引导基金、土地等关键资源配置等手段，

引导高新技术产业、民生服务领域等经济

社会重要领域的发展。其三，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领域和全过程，特别是一些重点

领域和环节，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充分

发挥政府的依法监管作用。如推行综合执

法改革、建立食品药品监管公安支队、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对保障消费者

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打击市场违法

犯罪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是改革
的核心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是

构成现代经济体系的细胞。这一经济细胞

是否具有健全的架构，是否具有生生不息

的活力，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体制的生命

力。当改革大潮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型之际，建立新型的现代企业

制度，就成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

在。

广州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有

如下经验值得总结：一是自始至终将搞活

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改革

开放之初，广州从允许企业根据业绩发放

奖金，打破企业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开

始，开启了企业制度改革的历程。此后，

经过逐步实施放开企业的生产计划、放开

原材料采购、放开产品销售价格、放开用

工管理权限、承包经营、引进外资、兼并

破产等措施，使企业活力大幅提升，并逐

步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

二是要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多是在政府的庇护下

生存，即政府对企业具有天然的“父爱主

义”。这种企业从内到外都缺乏生存压

力。广州从企业改革一开始，就比较清楚

这种体制机制的弊端，通过利益分配上的

与业绩挂钩、企业整顿上的优胜劣汰，将

企业推向市场，让企业在竞争环境中成长

壮大。通过市场竞争，广州一批经营管理

不善、缺乏市场前景的企业陆续退出市

场，同时，也崛起了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

的企业集团。

三是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

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现代市场经

济运行的重要基础。现代产权制度是以所

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力的组合，包括占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现代产

权制度有若干基本特征，如产权多元、归

属清楚，权责分明，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等。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广州通过“以

税代利”“承包经营”等措施，就对国有

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了分离，这

些改革措施不仅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也兼顾了国家、企业在分配上的利

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广州通过实施混合

所有制改革，通过推动企业上市，是企业

股权形成多元化格局。通过从战略上调整

国有资产布局、组建企业集团、实施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组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

司等措施，使国有资产从管资产转变为管

资本，使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进入了良性

循环轨道。

最后是鼓励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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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企业国际化发展是现代企业

制度的重要内容。国际化与现代化紧密相

连。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需要注入国际

化的内容。2009年，出台了《广州市关于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若干意见》。截

至2016年底，广州市企业累计向全球80个

国家(地区)投资设立了1208家非金融类境

外企业(机构)，中方协议投资额达171.7亿

美元。 广州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到2017年中，已累计在沿线国家

设立166家企业，中方协议投资额21亿美

元。 通过“走出去”，广州企业的国际化

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四）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是改革
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径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必须与打

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同时进行。广州正是

在这一大背景下，拉开了改革与开放相互

促进的序幕。

一是通过对外开放形成了最初的改革

效应。广州充分利用开放的历史传统和毗

邻港澳的优势条件，在中央的支持下，最

早向港澳打开了城门。港澳地区发达的市

场经济、高度的国际化水平、先进的城市

基础设施，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州从当时

急需改进的高档酒店、出租车等城市基本

设施与服务领域开始，引进了港澳资本，

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的管理制

度，为广州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带来了示

范效应。

二是通过对外开放建立的新型经济实

体，为新旧体制的转换奠定了经济实力基

础。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及其

管理体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行变革。

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发展民营经

济，通过对原有经济体系进行剥离改造，

在旧体制和旧经济体系之外，迅速发展出

一个崭新的经济体系，并逐渐取代旧的经

济体系，是新旧经济体制平稳转换的最佳

途径。

三是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了对外开放

的扩大。不断深入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

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

提升。改革的深化，促使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的日益成熟，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外开放的条件越

来越优越，因此，吸引了越来越高端的资

源进入广州。同时，广州的本土企业也越

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

（五）建设好先行先试试验区是探
索改革之路的重要举措

在局部先行试点取得成功后，以其样

板效应带动全局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广州在经济体制改

革过程中，十分重视新型区域的建设。通

过积极争取并在国家的支持下，先后建成

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南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1993）、增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2010）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也

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之后，南沙

新区作为国家新区、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

也获得国家批准。通过在新型区域先行先

试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为全市经济体制改

革树立样板，积累经验。

在实践中，广州将各类新型经济区域

建设置于改革开放的战略关键地位。在管

理权限上，赋予了这些新兴区域市一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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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权限。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允许其按照

实际需要，实行精兵简政。在财政体制上

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限。由于实施了一系

列崭新的管理体制，使这些新兴区域获得

了超常发展，成为了广州财富创造的明星

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先进产业的集聚

区、创新发展的示范区。有效地推动了广

州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

注释：
①叶选平.1983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广州年鉴,1984.

②亲历改革开放.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101页.

③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719页.

④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经济大事记.

⑤王焰军,郑元泉.广州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顺利开展.南方经济,1991,5.

⑥广州年鉴(1993年).

⑦这些文件主要有：《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若干决定》（1992年）、《广州市贯彻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实施办法》（1993年）、《广州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

例》（1997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吸引国内各地来穗投资办企业

的若干规定》（1998年9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决

定》（1998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1999

年2月）、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1999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广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的若干意见》（2000年）、《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2010年10月）、《广州市关于简政强区(县级市)事权改革的

决定》（2011年1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我市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实施意见》（2011

年11月）等.

⑧1999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广州年鉴(1999年).

⑨广州统计年鉴(1998年).

⑩指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2011

年初开始在广东全省展开行动。

《广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2013年7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

展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穗字〔2013〕9号）》、《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广州

区域金融中心的决定》（2013年11月）、 《中共广州市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2014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规

划》（2014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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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Guangzhou’s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Jianghua

Abstract:	Taking	the	lead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Guangzhou	leads	the	country	in	vari-

ous	reform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form	process	of	Guangzhou’s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rts	out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Guangzhou’s	economic	in-

stitutional	reform,	which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for	further	opening	up.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system;	institu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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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创造出新的空间。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了解广

州乡村民宿旅游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

基层领导的认识和意愿等情况。此次问卷

调查于2017年7月～8月间进行。调查以行

政村为单位，每村填写一份问卷。调查对

象为行政村的主要负责人（村支部书记或

村委会主任）。广州有建制的行政村1144

条，均被作为调查对象发放了问卷，最后

实际回收问卷1057份，回收率92.40%，因

此这次调查基本上是一次全面的调查。

问卷内容分为五部分。一是所调查行

政村的基本情况；二是广州乡村旅游发展

的基础条件；三是广州乡村民宿旅游经营

情况；四是广州农村基层干部对于民宿旅

游的认知和态度；五是关于乡村民宿旅游

广州民宿经济发展调查报告
◎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重点课题调研组

前言

乡村民宿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业

态，指利用农村住房为游客提供以住宿服

务为主，并综合民俗活动、农业体验、休

闲娱乐、健身养老等内容，为游客提供乡

村生活服务的农家乐式休闲旅游模式。乡

村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客人往往

能够感受到主人的温情，有回到家的温馨

感觉，更能够体验到乡村的自然生态和民

俗文化。由于乡村旅游的这些特性，使之

成为一种直接带动乡村居民脱贫致富、振

兴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有效途径。广州乡村

民宿业的发展为广大都市民众提供一种休

闲旅游的选择，也为城乡互补共生的协调

摘  要：文章从广州民宿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基层领导的认识和意

愿等方面，对全市1144个行政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各行

政村的基本情况、旅游发展基础条件、城镇民宿旅游的经营情况、村干部对民宿旅游

发展的意愿和看法以及影响民宿旅游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归纳和初步分析。通过调

研深化认识，对于促进广州民宿旅游经济的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广州  民宿经济  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F59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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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和建议的开放式问题。本文是基于

上述问卷内容的统计结果和初步分析。

一、所调查行政村的基本情况

1.  各村的区域分布 

根据问卷频数统计，被调查的1057

条村，以增城283条村、从化205条村、

花都187条村为最多，分别占26.68%、

19.39%、17.69%，其次是南沙128条村、

番禺122条村、白云107条村，分别占

12.11%、11.54%、10.12%，黄埔最少，只

有26条村，占2.46%。各村的镇（街）分

布见表1。

2. 各村集体和村民主要行业  

存在农林牧渔业有832条村，占比

78.71%；存在餐饮和零售业有548条村，

占比51.84%；存在工业和加工业有455条

村，占比43.05%；存在民宿(农家乐)	有201

条村，占比19.02%；存在其他行业有172条

村，占比16.27%。另有41条村的数据缺失。

二、各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

调查问卷涉及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条

件主要包括本村距离所在区的中心城区和

距离广州市区的交通距离、乡村所拥有的

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可以开展的旅游项

目、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老旧

民宅、传统节庆活动、新办旅游节庆活动、

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以及是否纳入政府相

关发展计划和获得政策支持等方面。

1. 城乡距离  

（1）各村离所在区中心城区距离

距离5公里及以下的村207条，平均距

离2.9公里；距离5.1～12公里的村221条，

平均距离9公里；距离12.1～18公里的村

175条，平均距离15.3公里；距离18.1～26

公里的村206条，平均距离21.1公里；距离

26.1公里及以上的村191条，平均距离37公

里。另有57条村的数据缺失。

（2）各村离广州市区距离

距离30公里及以下的村275条，平均

距离23.1公里；距离30.1～40公里的村178

条，平均距离37.9公里；距离40.1～54公

里的村153条，平均距离48.1公里；距离

54.1～70公里的村229条，平均距离63.2公

里；距离70.1公里及以上的村173条，平均

距离94.2公里。另有49条村的数据缺失。

2. 自然资源

各村以拥有山林、河流和果园资

源为最普遍，分别占62.44%、60.55%和

58.66%，少数村还拥有海岸（滩涂）、湖

泊以及其他资源，分别占8.33%、5.87%和

10.5%。另有78条村的数据缺失。

3. 农副产品  

各村的农副产品以新鲜蔬菜、新鲜瓜

果、农家禽畜、土特产品和新鲜水产为最

普遍，分别占72.75%、61.4%、52.32%、

34.25%和28.19%，少数村还有传统特色

美食、传统手工艺品和其他产品，分别占

17.88%、5.2%和7.28%。另有85条村的数

据缺失。

4. 可以开展的旅游项目

各村可以开展的旅游项目以耕种、农

业观光和采摘为最普遍，分别占61.78%、

58.47%和49.1%；其次徒步、垂钓、登

山也不少，分别占34.44%、32.07%、和

25.35%、34.25%和28.19%，少数村还可以

开展山地自行车、划船、骑马和漂流等，

分别占16.46%、13.43%、2.93%和2.74%。

另有116条村的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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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次调查行政村在各镇（街）的数量分布和占比

区 街、镇 频率
合计

（区）
百分比
（区）

区 街、镇 频率
合计

（区）
百分比
（区）

白云

江高 35

107

32.7 东涌 23 18

人和 25 23.4 横沥 14 10.9

太和 20 18.7 黄阁 13 10.2

钟落潭 27 25.2 榄核 23 18

黄埔 九龙 26 26 100 南沙 15 11.7

花都

赤坭 29

187

15.5 万顷沙 15 11.7

花城 9 4.8

从化

鳌头 56

205

27.3

花东 45 24.1 城郊 22 10.7

花山 26 13.9 江埔 21 10.2

狮岭 17 9.1 街口 9 4.4

炭步 27 14.4 良口 22 10.7

梯面 8 4.3 流溪河
林场

3 1.5
新华 8 4.3

新雅街 11 5.9 吕田 21 10.2

秀全街 7 3.7 太平 33 16.1

番禺

大龙 12

122

9.8 温泉 18 8.8

大石 12 9.8

增城

荔城 24

282

8.5

南村 12 9.8 派潭 36 12.8

桥南 3 2.5 石滩 44 15.6

沙头 9 7.4 仙村 17 6

沙湾 14 11.5 小楼 20 7.1

石壁 9 7.4 新塘 30 10.6

石楼 21 17.2 永宁 22 7.8

市桥 9 7.4 增江 11 3.9

小谷围 4 3.3 正果 31 11

新造 10 8.2 中新 35 12.4

钟村 7 5.7 朱村 12 4.3

南沙 大岗 25 128 19.5 总计 — 1057 1057 —

5.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

（1）文物保护单位

拥有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村有

111条，占10.5%；拥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村有202条，占19.11%；拥有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村有506条，占47.87%；缺失

476条村的统计数据。

（2）历史建筑和老旧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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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民国或明清时期历史建筑472

条，占44.65%；此外，闲置的单体住宅、

成片的空心村和租给外来人员居住的老宅

也占一定比例，分别为31.03%、23.18%和

17.41%；缺失254条村的统计数据。

6. 节庆活动

（1）传统节庆活动

选择定期举办一项或多项传统节庆活

动的村有591条，占55.91%。其中以特色

时令节庆活动(如端午赛龙舟等)为多，占

23.08%；其他如农业生产类节庆(如荔枝

节等)、信仰类节庆(如波罗诞等)和民间艺

术节(如沙湾飘色等)也有一定比例，分别

占10.41%、7.38%和4.45%；还有21%的村

举办其他传统节庆活动。没选择或缺失的

村466条，占44.09%。

（2）新的旅游节庆活动  

选择定期举办一项或多项新的旅游

节庆活动的村有323条，占30.56%。其中

以文化表演类活动为多，占17.5%；其他

活动如观赏类节庆(如李花节等)、美食节

和体育旅游节(如登山节等)也有少量举

办，分别占3.22%、2.74%和1.99%；还有

10.12%的村开办新的旅游节庆活动。没选

择或缺失的村734条，占69.44%。

7.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 

已开通定点公交线路的742条村，

占70.2%；已开通自来水的1013条村，占

95.84%；已接通照明用电的1047条村，占

99.05%；已开通互联网或Wifi的965条村，

占91.3%；有定时清扫村庄道路卫生的1051

条村，占99.43%；有铺设排污设施的893条

村，占84.48%。以上数据说明广州乡村基

础设施条件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少数条

件较差的村庄，特别是还有3个村没有通

上照明用电，33个村没有用上自来水。

8. 纳入政府相关发展计划和获得政策

支持情况 

纳入《广州市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

划（2016～2018年）》市级计划的有169

条村，纳入区级计划的有156条村，各占

15.99%和14.76%，两者合计30.75%；其他

未纳入、不清楚或缺失的村合计732条，

占69.25%。花都、从化、增城三区纳入

广州市北部山区旅游特色小镇项目的村

178条，占26.41%；其他未纳入、不清楚

或缺失的村合计496条，占73.59%。获评

广州市观光休闲农业市级示范单位（示

范村、示范园、特色农庄）的村63条，

占5.96%；其他未获评、不清楚或缺失

的村合计994条，占94.04%。纳入广州市

旅游文化特色村创建范围的村118条，占

11.16%；其他未纳入、不清楚或缺失的村

合计939条，占88.84%。

三、乡村民宿旅游经营情况

乡村民宿旅游经营情况主要针对已经

开办此项经营活动的各村进行调查，包括

民宿经营业务开办时间、民宿经营主体数

量、民宿经营规模、民宿经营模式、民宿

经营主体的营业标准以及评定星级的农家

乐等情况。

明确回答本村已经存在民宿旅游经营

情况的有102条村，占9.65%；回答不存在

或数据缺失的村955条，占90.35%。

在开办时间方面，2010年以后开办的

有66条村，占71%；2000-2009年期间开办

的24条村，占25.8%；20世纪90年代开办

的3条村占3.2%。另有9条村数据缺失。

在各村的民宿经营主体数量方面，

1～2家的有40条村，占43%；3～5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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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条村，占32.3%；6家以上的有23条

村，占24.7%。另有9条村数据缺失。

在各家民宿经营主体规模方面，客房

3间及以下的79家；客房4-6间的81家；客

房7间及以上的83家。

在民宿经营模式方面，102条村中有

94条村做出了回答，其中一些村同时存在

多种经营模式，8条村未做回答。69条村

存在农户单个经营模式，占67.5%；18条

村存在出租屋转型旅舍模式，占17.7%；

13条村存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占

12.7%；12条村存在公司经营模式，占

11.8%；9条村存在“农户+农户”模式，

占8.8%；3条村存在“公司+农户+社区”

经营模式，占2.9%；还有5条村存在其他

经营模式。

在各村民宿经营主体是否符合经营

标准方面，102条村中有92条村做出了回

答，10条村未做回答。这些标准包括经营

用房的数量限制、消防标准、治安管理、

卫生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和规范管

理等，回答符合上述标准的数量和比例分

别为：36村（35.3%）、65村（63.7%）、

74村（72.5%）、83村（81.4%）、61村

（59.8%）、57村（55.9%）。还有2条村

作了其他选择。

在各村评定星级农家乐方面，102条村

中有20条村存在星级农家乐，占比19.6%。

四、村干部对民宿旅游发展的意
愿和看法

问卷设计了针对问卷填写者（村的主

要领导）对于民宿旅游发展的主观认知问

题，包括是否关注乡村民宿旅游问题、是

否了解主要民宿网站、是否愿意支持在本

村开办和推动民宿旅游、希望优先采取哪

一种民宿旅游经营模式、本村最适合开发

哪种类型的旅游、本村发展民宿旅游经济

存在的困难、希望政府在推动乡村民宿旅

游方面提供什么支持等问题。

1. 对乡村民宿旅游的关注  

有257人表示非常关注，占24.31%，

512人有所关注，占48.44%，两者合计占

72.75%；不太关注、没有听说或缺失数据

的合计288人，占27.25%。

2. 对主要民宿网站的了解  

对一个或一个以上主要民宿网站有所

了解的有454人，占42.95%；一个都没选

或缺失数据的603人，占57.05%。

3. 开办和推动民宿旅游的支持度  

愿意积极推动者454人，占42.95%，

愿意有条件推动者428人，占40.49%，两

者合计占83.44%；不愿意、不知道或不好

说、数据缺失的合计175人，占16.56%。

4. 优先采取的经营模式  

按选择者比例多少先后为（单选

项）：“公司+农户+社区”经营模式

（234人），占22.14%；“公司+农户”经

营模式（205人），占19.39%；农户单个

经营模式（164人），占15.52%；出租屋

转型旅舍模式（159人），占15.04%；“农

户+农户”模式（64人），占6.05%；公司

经营模式（32人），占3.03%；其他模式

（5人），占0.47%；没有选择或数据缺失

194人，占18.35%。

5 .最适合开发的民宿旅游类型  

按选择者比例多少先后为（单选项）：

田园风光观赏型（340人），占32.17%；农

家生活参与型（227人），占21.48%；景区

依托型（73人），占6.91%；农业科普型（37

人），占3.5%；民俗风情体验型（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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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2.93%；红色文化旅游型（20人），占

1.89%；其他类型（29人），占2.74%；没有

选择或数据缺失300人，28.38%。

6. 民宿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困难  

按选择者比例多少先后为（多选

项）：筹措资金（715人），占67.64%；土

地政策（674人），占63.77%；基础设落

后（491人），占66.45%；人才缺乏（292

人），占27.63%；营业证照难办（290

人），占27.44%；村民意愿不高（218

人），占20.62%；交通不便（175人），占

16.56%；其他问题（20人），占1.89%；

没有选择或数据缺失96人，占9.08%。

7. 希望政府在推动乡村民宿旅游方面

提供的支持 

按选择者比例多少先后为（多选

项）：加强农村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833人），占78.81%；在许可审批等环

节加大政策扶持（678人），占64.14%；

在政府层面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领导（558

人），占52.79%；提供人才培训的机会

（558人）501人，占47.4%；建立统一

的互联网宣传推广平台（490人），占

46.36%；其他支持（12人），占1.14%；

没有选择或数据缺失104人，占9.84%。

五、村干部关于乡村民宿旅游的
意见和建议

问卷设计了“关于乡村民宿旅游问

题，您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这一开

放式问题，请填写者作答。共有302份问

卷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不少答案颇有见

地，下面分类归纳介绍。

1. 对于民宿旅游的认识

一些村干部对于民宿旅游具有相当程

度的认识，指出“乡村民宿旅游是充分利

用农民自有住宅或者其他闲置的村社集体

用房、农林用房，如果可以经整体设计、

修缮和改造后，是可以为旅客提供游憩、

康养、食宿等休闲体验的旅游产业。”“将

‘现代农业+养生度假+文化旅游’的整体

产业布局思路融合各产业发展，推动项目

建成农业文化旅游品牌，串联农业文化旅

游景点，打造特色农业文化旅游路线。”

民宿旅游的要素“一要具备历史人

文文化，二要具备看点吸引力，三要治安

稳定，四要环境卫生，五要交通便利，六

要空气清新、有山有水。”要“结合本村

特色，提高民宿文化内涵。”“保持原生

态环境的舒适卫生，对于较好的资源重点

补助。”“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民宿消防、

治安安全和卫生环保标准，促进乡村民宿

标准化建设。”“硬件设施酒店化，真正

的乡村民宿应该是经济实惠、干净整洁，

有本土气息接地气的大众消费。”“管理

要到位。”“提高经营者的接待水平。”

“乡村民宿旅游发展要保证乡村的原生

态，要有规划，不能太过于经济化，保证

乡村和农村建设和旧村落的有特色乡村发

展。”“希望政府进一步发掘乡村旅游的

人文背景和潜在资源，营造适合本地的乡

村民宿；规划引导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

化竞争；出台政策鼓励年轻人回乡创办民

宿，进一步激化乡村民宿产业，充分盘活

农村的房屋存量，为农民带来切切实实的

“获得感”。

2. 政府在推进民宿旅游中的作用

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将乡村民宿旅

游纳入乡村发展规划，政策引导和加大扶

持力度，做好相关政策保障和管理措施，

真正惠及农村，惠及民生。”“关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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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旅游问题，望相关部门在规划、推行

时能结合、突出所在村（居）的特色休闲

度假主题；其次要注重提升住宿条件，往

精品型方向打造。”“政府对公共设施投

入和统一规划，统一广告牌等，望政府大

力扶持。”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关于乡村

民宿旅游问题，重要是政府开放政策，不

要设太多关卡。设立特别管理小组解决

实际问题。”“建议政府深入农村基层调

研，对有天然自然资源、有开发打造旅游

潜力的村考察评定、发放开发许可审批和

加大政策扶持。”“提供多方的信息交流

平台，指导民宿建设的方针指引，引导旅

游业的巨头参与旅游行业的投资。”“由

于土地的限制，建议调整部分土规，在土

地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另外对土地出租的

承包者，结合其种养的特色及田园风光，

实行种养、旅游、民宿与一体的立体式经

营模式给予扶持，政府对临建物的搭建地

也给予支持，并建设适当的公厕及停车

场。”政府应当“制定民宿实施的技术标

准；引导乡村民宿聚集发展；发展特色精

品民宿。”

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政

府推动大力搞好污水处理、污水分流。”

“建议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城乡环境卫生的投入，提高人居环境

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办民宿的

意识。”“希望政府部门加强对村道路建

设，环境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

增加村内停车场的建设。”“要求按已完

成的村庄规划抓紧落实；建议政府加大对

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议允许村或景点

在高速路、国道、省道上安装指引牌。”

四是加强监管力度。“相关部门要加

强对民宿发展的服务质量、消防监管，实

现诚信经营，提升知名度，打造民宿经济

的品牌。”“规范经营管理，有关部门简

化审批手续，强化对农家客栈从业人员的

业务技能和素质培训，推进农家客栈规范

发展，促进农家客栈标准建设。”“加强

对民宿的管理和检查，明确和完善开办民

宿的基本条件，避免民宿出现参差不齐的

现象，影响整个片区的民宿形象。”

五是加大宣传推广和培训力度。“政

府需加强互联网宣传推广平台。”“建议政

府加大资金扶持，建立统一的互联网宣传

平台。”“建议派专业人士指导农民，培养

村里年轻人熟知现代化的住宿设备，做到

统一管理。对于宣传的方面，建议由政府

联系专业的住宿旅游网公司，负责网络宣

传，提高认知度。”“组织各村村民以及书

记到民宿旅游发展成熟地区参观学习。”

3. 发展民宿旅游的具体措施

不少村干部对于发展民宿旅游提出了

许多具体措施和办法。

一是经营模式方面。“对于乡村民

宿旅游，模式清晰是关键，要依靠政府引

导，企业运营，村民获益，三方参与。”

“大力推广乡村民宿旅游发展，引进有资

质的旅游行业管理平台，对乡村民宿做到

规范经营，文明管理，推动该行业的经济

发展。”“建议政府层面加以推动。村、

社、农户、公司配合参与，条件成熟的村

社先行先试，政府对村社提供用地政策的

支持。”

二是经营项目方面。要“对于民宿有

规划地引导以及民宿相关配套产品、设施

进行统筹谋划。”“整合各村特色，主推

主题旅游（各村民间特色景点）。”“建

议利用农村住房为游客提供以住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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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并综合民俗活动，田园观光，农业

体验，等内容的一种农家乐休闲旅游方

式。”“乡村民宿要结合农业生态旅游，政

府出台政策，土地集中流转，通过整体规

划布局，形成旅游观光、休闲、食住玩一

系列新型农业生态旅游。”“加强田园观

赏，搞活农业科普型建设。”“推动农田亲

子活动，以单块耕地租赁情况推进。”	

三是一些配套措施。如“参观示范

已发展起来的民宿旅游乡村，学习先进经

验。”“有效地培训管理人员。”“将乡

村民宿旅游进行网络管理和评议，提高民

宿的利用率。”	

4. 民宿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些村干部还指出了民宿旅游存在

或是需要避免的问题，如民宿旅游发展

要“有针对性，选择性，若一窝蜂搞就无

意义了。”“关于乡村民宿了解的情况主

要：经商流动人员少，消费人员少，吸引

力不强。”	“充分挖掘各村的特点，避免

各村“一窝蜂”地开展类同的项目，同时

注意整合临近村落的资源，发展“一村一

品”项目，让来访的旅游者体验到别具一

格的民宿旅游。”	

六、广州乡村民宿旅游发展影响
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前面对问卷进行了频数描述、了解

了广州乡村民宿旅游的基本状况，这一部

分将通过交互分析方法，对影响广州乡村

民宿旅游发展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重

点分析的问题，一是客观指标“本村是否

存在民宿旅游经营情况”中选择本村“已

经存在”民宿旅游业态的102条村；二是

“您对于乡村民宿旅游问题是否有所关

注？”；三是“作为村领导，您是否愿意

支持在本村开办和推动民宿旅游？”后两

个问题属于主观指标。可能影响上述三项

指标的诸因素中，我们选择了包括乡村的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和经济状况、

历史文化资源、政策引导、村领导主观意

愿等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一）影响乡村民宿旅游经营的因素
分析

这一部分是将问卷中对“本村是否存

在民宿旅游经营情况”的问题中回答“已

经存在”的102条村与相关因素进行交互

分析，结果表明：

1. 广州民宿旅游经营活动主要分布在

增城和从化两区

广州民宿旅游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增

城和从化两区，各有40条村和32条村，占

全部102条村的39.2%和31.4%；其他如花

都、白云、番禺和南沙只有少量分布，分

别有12村、8村、6村和4村；在黄埔区还

没有村发展这一业态。

2. 民宿旅游经营在集体经济较弱的乡

村占比较大

民宿旅游在集体经济收入最少和较

少两组中占比较大，合计占55.1%。在集

体经济收入最多和较多两组中占比较小，

合计仅占27.6%。但是，在户均家庭收

入中等和较多两组中占比较大，合计占

56.3%。在贫困户和贫困人数中等以上行

政村中占比较大，分别占70%和71.7%。

3. 民宿旅游经营在远离广州市城区的

乡村占比较大

民宿旅游在离开区中心尤其是广州市

城区较远的地方占比较大，分别占48%和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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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宿旅游经营与自然和农业资源的

关系紧密

民宿旅游在具有山林、果园和河流等

自然资源的地方占比很大，分别为82%、

81%和78%。在农副产品方面，民宿旅游伴

随土特产品（61%）、新鲜瓜果（76%）、

新鲜蔬菜（76%）、农家禽畜（76%）的比

例较大。

5. 民宿旅游经营与可以开发的旅游项

目关系密切

在旅游项目方面，民宿旅游伴随农

业观光（77.8%）、采摘（68.7%）、耕种

（69.7%）的比例较大。

6. 政府发展规划和政策对于乡村民宿

旅游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经营民宿旅游的村落有一半（总

数84）纳入了市和区两级美丽乡村计划

（50%）；有68.5%（总数73）纳入了北部

山区建设计划；有28.4%（总数88）纳入

了市观光农业计划；有41.7%（总数96）

纳入了市旅游文化特色村建设范围。

7. 村干部关注和支持是乡村民宿旅游

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经营民宿旅游的村，村干部表示

关注的占95%，而在没有开展此项经营的

村，这一比例则为78.7%；在经营民宿旅

游的村，村干部表示愿意发展民宿旅游的

占96%，而在没有开展此项经营的村，这

一比例则为82.9%。

（二）影响村干部关注和支持推动民
宿旅游的因素分析

问卷对村干部的主观态度进行调查，

一是从关注度方面看其对民宿旅游的了解

和关心的程度，二是从支持推动的角度看

其在工作层面的意愿。从调查结果看，二

者相关性很高，现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

1. 各区村干部对民宿旅游关注度和支

持推动的意愿有差异

在各区村干部中，对于民俗旅游经

营最为关注的是增城、从化和南沙，分

别有89.4%和87.4%、84.2%的人表示非常

关注和比较关注；其次为花都76.2%、黄

埔73.1%和白云70.1%的人表示非常关注

和比较关注；番禺的关注度比较低，仅有

64.8%的人表示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

各区村干部愿意积极推动的结构与

关注度大体一致，只是百分比低了一些，

由高到低分别为从化59.7%、增城56.5%、

黄埔50%、白云47.9%、花都46.2%、南沙

37%和番禺22.4%。其他则为愿意有条件

推动或对此工作上不清楚的，明确表示不

愿意的仅为个别人。

2. 集体经济较弱的村干部更关注度和

愿意推动民宿旅游

村集体年收入的多少与村干部对民

宿旅游经营是否“非常关注”的态度成反

比，集体年收入最少和较少两组的关注度

分别为31.9%和33.7%；中等组为28.2%；

而较多和最多两组则分别为18 . 8%和

21.2%。各组在“有所关注”方面，则差

异不太明显，基本在51%～58%之间。这

反映出村干部虽然总体持肯定态度，但在

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愿意积极推动的村干部，以村集体

年收入最少和较少两组比例最高，分别

为58.8%和61.5%；而村集体年收入较高

和最高的两组比例最低，分别为33.5%和

36.1%。从家庭收入看，户均年收入较少

和中等的村，村干部“愿意积极推动”的

比例较高，分别为50%和54.%。

3. 贫困户数量较多的村干部更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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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推动民宿旅游

各村贫困户的多少与村干部关注意愿

成正比，贫困户数越多的村，村干部的关

注度越高。在按照贫困户户数多少分成的

最少、较少、中等、较多、最多5个组来

看，各组村干部“非常关注”和“有所关

注”合计分别为76.1%、82.6%、83.5%、

84.8%和84.7%。特别是“非常关注”选项

更能说明问题，上述比例分别为20.9%、

23.3%、24.4、30.9%和36.3%。

贫困户较多的村，村干部愿意积极推

动的比例较高，分别为52.3%和55.5%；相

反，贫困户最少和较少的村，村干部“愿

意积极推动”的比例较低，该比例分别为

43%和46.3%。

4. 距离广州城区较远的村干部更注度

和愿意推动民宿旅游

距离广州城区的远近与村干部关注

民宿旅游经营的态度正相关，距离越远越

关注。在按照距离远近所分的近、较近、

中等、较远、远5组中，村干部“非常关

注”的比例分别为15.3%、26%、30.5%、

31.5%和40.8%。

距离城区的远近与村干部积极推动的

意愿正相关，距离越远越支持。按照距离

近、较近、中等、较远、远5组统计，比

例分别为36.5%、44.9%、50.7%、52.2%、

64.3%。

5. 拥有湖泊、传统工艺品、特色美食

以及空心村等资源的村干部更关注和愿意

推动民宿旅游

在拥有自然资源方面，村干部“非常

关注”民宿旅游的均在30%以上，但其中

拥有湖泊资源的60条村，村干部“非常关

注”的比例则高达45%，其“愿意积极推

动”的比例更高达62.1%。

在农副产品方面，拥有传统手工艺

品和传统特色美食的村，村干部“非常关

注”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9%和48.3%；

其他如拥有土特产品、农家禽畜、新鲜

水产、新鲜瓜果和新鲜蔬菜的村，该比

例分别为39.7%、35.5%、35.3%、32.3%

和29.6%。拥有传统工艺品、传统特色

美食、土特产品的村，村干部“愿意积

极推动”的比例分别为70.8%、64.9%和

61.2%；拥有其他种类的农副产品的村，

村干部的意愿稍低，在50%～55%之间。

另外，本村有成片空心村或一些闲置

单体住宅的村干部，比较愿意积极推进民

宿旅游，占比分别为60.7%和58.1%。

6. 越是愿意开发特殊旅游项目的村干

部越关注和愿意推动民宿旅游

越是愿意开发特殊旅游项目的少数

村，村干部“非常关注”的比例越高，如

蹦极、攀岩、漂流、骑马、山地自行车，

比例分别为100%、68.2%、59.3%、51.6%

和49.1%；划船、登山、垂钓、徒步的比例

也较多，分别为44.5%、43.4%、39.9%和

39.6%；而最为大众化的采摘、农业观光

和耕种的比例只在36.4%、34.9和31.5%。

同样，越是愿意开发特殊旅游项目的

少数村，村干部“愿意积极推进”的比例

越高，只是个别项目的秩序有些变化。如

蹦极、骑马、攀岩、山地自行车，比例分别

为100%、83.3%、77.3%、73.%；漂流、登

山、徒步、划船、采摘、垂钓、农业观光和

耕种的比例依次为66.7%、62.4%、61.4%、

58.6%、58.3%、57.3%、55.7%和53.4%。

7. 举办节庆活动的村干部更关注和愿

意积极推动民宿旅游

传统节庆活动与民宿旅游方面，有

举办农业生产类节庆（如荔枝节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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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干部“非常关注”的比例最高，为

48.5%，村干部愿意积极推动的比例也高

达64.3%。新办节庆活动与民宿旅游方面，

在有举办新的节庆活动的为数不多的村，

村干部“非常关注”的比例很高，如举办

观赏类节庆（如李花节等）、美食节、体

育类旅游节（如登山节等）的比例分别为

67.6%、50%和40%，村干部愿意积极推动

的比例也分别为75.8%、77.8%和60%。

8. 政府发展规划和政策引领村干部关

注和发展民宿旅游

已纳入市、区两级美丽乡村计划的

村，村干部“非常关注”的比例分别为

39.9%和31.5%，明显高于没纳入计划或

不清楚计划的村干部（该项比例分别为

19.9%和21.5%）。同样，村干部愿意积极

推进的占比分别为57.2%和46.5%，高于未

纳入和不清楚该计划的村干部（比例分别

为41.1%和45.7%）。是否纳入北部山区建

设、观光农业、旅游文化特色村建设等政

府发展规划的村，其村干部的关注度和支

持推动意愿，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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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Report on the B&B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Research	Group	Affilia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Abstract: “Promoting	the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Guangzhou’s	
rural	area”	is	a	key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Affilia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

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in	2017.	This	report	reviews	the	com-

prehensive	questionnaire	collected	from	the	city’s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1057	out	of	1144).	It	covers	the	status-quo,	resources	endowment,	recognition	from	grassroots	

leaders,	etc.,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ach	admin-

istrative	village,	basic	condi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peration	situation	of	urban	homestay	

tourism,	willingness	and	opinion	of	village	cad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mestay	tourism	and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development.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rough	research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stay	tourism	economy	of	Guangzhou	and	implement	rural	re-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Guangzhou;	home	stay	economic;	surve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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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经济结构[1]。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城

市蔓延中出现的中心衰落现象，我国城市

蔓延主要表现在城市边缘地区的低密度开

发及扩张，整体表现在城市面积扩张的速

度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造成土地资源

的粗放式利用、耕地的大量流失等负面问

题。城乡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城乡经济发展

中的主要问题，也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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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构建研究”（12BJY048）、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城市蔓延指数的构建与测度：基于 70

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AS1718）成果。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城市蔓延的影响：
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王家庭 蔡思远 李艳旭 卢星辰

一、引 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

同类型的“城市病”开始显现。其中，城

市空间低密度的无序扩张，即城市蔓延现

象日益突出。我国城市蔓延问题与西方国

家相比存在明显不同，主要源于中国特有

摘  要：首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然后

采用2008-2014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同时对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的城市样本分别研究，检验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具体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2）从区

域视角来看，不同区域中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推

动作用最大，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影响较小且不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

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不平等  城市蔓延  大中城市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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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重点。同时，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引起

了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居民

对居住及工作区位的选址差异等城市发展

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的

无序扩张——城市蔓延。目前，关于城市

蔓延的研究大量涌现。在国内城市蔓延水

平测度方面，王家庭、王俊韬（2010）采

用单指标法，以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

与市区人口增长率的比值测度了我国35个

大中城市的蔓延指数[2]；蒋芳等（2007）

采用涉及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

环境和城市生活等方面的13项指标组成综

合指标测度北京市城市蔓延特征[3]；刘卫

东等（2009）利用层次分析法来初步构建

城市蔓延的评估体系，再运用主成分分析

和模糊数学法评估体系进行修正，以杭州

市为例展开实际测算[4]。

由于城市蔓延所存在的低密度、不连

续发展等特点，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Harvey等（1965）

认为城市蔓延造成了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

本的提高、农业用地的流失、土地价值的

下降[5]；秦蒙、刘修岩（2015）基于夜间

灯光数据对我国城市蔓延现象进行测度，

得出城市蔓延对于城市劳动生产效率具有

负面影响的相关结论[6]。

对于城市蔓延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开

展了广泛的研究。早期的研究更多地从理

论经验角度出发，如居民对独立住房的偏

好[7]、土地持有者的投机行为、政府公共

政策等。Illeris（1967）认为除了考虑私

人汽车增长、独立住房需求、娱乐活动替

代解决的人口密集、低租金土地的需求等

因素外，社会自身的制度环境也起到很大

作用[8]。Brueckner、Fansler（1983）论述

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通勤成本的下降

将导致城市边界的扩张[9]。王家庭、谢郁

（2016）通过理论分析和相关数据的实证

检验，提出城市房价上涨是推动我国城市

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10]。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特有的二元化

经济增长模式同样是推动城市蔓延的主要

因素，陈建华（2009）[1]提出城乡二元经

济中的公共财政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

障和救助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是城

市蔓延的制度性成因。叶林等（2016）对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土地扩张的因果关系

进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城市大量聚

集的人口，人口的聚集及规模经济驱动力

推动城市土地的扩张[11]。

由此看出，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

对城市蔓延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从收

入不平等的视角来研究我国城市蔓延问题

的文献甚少，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分析城

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内在机理

的基础上，采用2008-2014年我国35个大

中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实

证检验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城市蔓延

的具体影响程度，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
影响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虽

然呈现缩小的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2016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倍差（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72①。在城乡收入不平等较高的基础上，

城市的土地租金水平高，对土地的消费能

力远高于农村。同时，城市与农村的居民

在就业机会、生活方式、基础设施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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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较大差距。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水

平及生活质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

流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城市的用地需

求，从而引发了对低成本的城市边缘区的

无序过度开发，推动了城市蔓延。具体而

言，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城市对土地的“消费能力”远
高于农村，城市用地挤占农村用地

土地是一种正常的商品，随着收入的

增加，土地的消费量就越大[12]。城市经济

发展快，居民收入水平高，对土地的消费

高于农村。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但由于

地方政府存在的“土地财政”现象，政府

通过出让土地的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土

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中交易。作

为城市经济用地的地租高于农业经济用

地，土地开发主体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将其投入住宅、商业、工业等经济收益较

高的城市经济用地的开发中。此外，政府

将出让土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大量投向城市

建设，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

3.8万亿元，其中城市建设支出3775亿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仅有516亿元②。私

人投资也集中于具有集聚经济的城市，这

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产生恶性

循环。在土地财政下，城市对土地的高消

费能力引发了大量的土地需求，城乡收入

的不平等推动着城市用地对农村用地的过

度侵占，从而推动了城市蔓延的扩散。

（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大量
人口集聚增大了城市边缘用地需求

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

动力之一。为了提高收入水平，农村大量

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

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人口数量，尤其是经

济发展较好的大中城市。同时，农村户籍的

高等教育人才毕业后，与其劳动力素质匹

配的就业机会及收入水平也集中在城市。

人口是推动城市用地扩张的关键因素[13]，作

为经济要素的大量劳动力在城市中集聚，

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企业数量的增

加、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经济活动均加

大了城市用地的需求。而各种工业园区、

大学城的新建主要选址于土地价格较低的

城市郊区边界区域，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

善，周边商业住宅也在不断开发，进一步

增加了对城市边缘用地的需求。城市中大

量的人口流入为城市边缘地区开发提供了

预期，促进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

（三）居民生活成本最小化导向，推
动了城市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

追求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由于户籍

身份的差异，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

于城市本地劳动力[14]。再加上家庭禀赋的

差异，外来的劳动力在获取较高收入的

同时，也要负担城市中相应较高的生活成

本，尤其是住房成本。郑思齐等（2005）

提出由于我国城市中就业分散化的程度偏

低，郊区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滞后，由于收

入偏低的群体对于住房价格更加敏感，为

了便宜的住房价格而只能忍受远离市中心

的不便[15]。在交通技术发展的支持下，城

市居民的通勤成本减少，活动半径逐渐拉

大，因此低收入水平的外来居民选择的住

址被局限于城市边缘地区或者是城市“蛙

跳式”发展中的低开发地带。在住房成本

上升的限制及交通成本下降的保障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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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半径的逐渐扩大，为城市蔓延的加

剧提供可能。

在上述具体因素的作用下，城乡收入

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通过市场选择以及政府

推动导致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偏离了人口

城市化的速度，城市蔓延不断扩大。与此

同时，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更多关

注于城市扩建，缺乏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

观念，对成本较低的市区边缘地区频繁的

无序开发行为没有起到应有的管制，甚至

会由于贸易市场、工业园区选址产生“飞

地”，进一步造成空间的无序及低密度利

用，并且当城市开发存在较长期的时滞

时，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将推动城市蔓延[16]。

三、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
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较系统分析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

蔓延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下面我们以城

市蔓延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不平等

作为主要解释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房价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及

城市交通成本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

验，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一）变量选取及说明

1.城市蔓延指数（Siit）：本文采用单

指标法（王家庭、张俊韬，2010）使用城

市建成区面积变动与城市人口变动之比对

城市蔓延进行测度[2]。

	

Siit为t年城市i的城市蔓延指数，Sit-1为

城市i第t-1年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Pit为t
年该城市市辖区人口总数，Si0、Pi0为基期

该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及市辖区人口

总数。由于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及实施对

于经济发展具有超前性，因此文中采用建

成区面积的滞后一期计算当年的城市建成

区增长速度，以此得到当期的城市蔓延指

数。当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比例大于市区

人口增加比例，即城市蔓延指数Sit大于1

时，认为该城市较基期发生了城市蔓延。

图1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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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被

定义为工业化，反映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重要程度，也反映了城市的工业发展水

平及产业结构。工业企业的选址趋向于郊

区化、园区化，孙平军等（2013）以长春

市和吉林市为例，利用相关检验和多元回

归法得出工业化是推动两市城市蔓延的主

导因子[17]。

6.城市化水平（ind3it）：使用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近似衡量③。张

帆（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市化率是

影响城市蔓延最重要的因素[18]，在城市化

水平衡量的指标选取上使用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现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9]，是城市

化发展的质量体现。

7.交通成本（busit）：每万人拥有公

共汽车数。交通的发展降低了居民出行的

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扩大了城市居民的

活动范围，对城市边界的扩张具有推动作

用。在35个大中城市的样本研究范围内，

私人汽车消费量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公

共交通起主要的推动作用[20]。城市拥有的

公共汽车数越多，居民公共交通越为便

表1  解释变量及说明

变量名 定义 说明

 si 城市蔓延指数 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动比例与城市人口变动比例之比值

 gap 城乡收入不平等指数 泰尔指数

 gdp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pv 房价变动率 各期房价与基期房价之比

 ind2 工业化水平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ind3 城市化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

 bus 交通成本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lfr 土地财政收入 国有建设土地出让成交价款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2.城乡收入不平等指数（gapit）：利

用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指标反映城乡收

入不平等程度。城乡收入不平等是本文研

究的主要变量，其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机理

如上文所述。

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it）：使用

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指标。Brueck-

ner、Fansler(1983)通过建立单中心城市蔓

延模型发现居民收入是城市蔓延的重要影

响因素[9]，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城市

经济的发展现状，影响城市地区对土地的

消费需求。

4.房价变动率（pvit）：为各期房价与

基期房价之比：

	

pvit为城市i在t期时与基期相比的房价

变动率，pit为当期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pi0为基期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使用的房

价为各类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住房成

本作为居民生活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影响居

民住房区位的选择[15]。

5.工业化水平（ind2it）：第二产业就

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第二产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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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交通成本越低。交通成本的下降扩大

了城市居民的活动范围，会增加城市居民

对较远范围内土地的需求，因此预期系数

为正。

8.土地财政收入（lfr，land fiscal rev-

enue）：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成交价款。土

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土地非税收入中的主

要来源，数额明确，占土地相关财政收入

的主要比例[21]。叶林等（2016）通过实证

数据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

赖显著推动了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市

空间的扩张[11]。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利用中

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推

动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进而加大城市

蔓延的程度。

（二）数据说明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8-2014年，截面数据为35个大中城市。

数据主要来自于《城市统计年鉴》《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

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等，缺少数据

通过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si 245 1.1160 0.7257 -1.0741 2.5988

 lngap 245 0.8670 0.2230 0 1.3369

 lngdp 245 13.4701 1.6176 10.8058 18.5494

 lnpv 245 1.1004 0.3205 0.2287 1.7265

 lnind2 245 3.8060 0.2511 3.0345 4.2694

 lnind3 245 3.896211 0.1627547 3.58906 4.35607

 lnbus 245 2.6418 0.4398 1.4255 4.7052

 lnlfr 245 14.51652 1.13608 9.93477 16.825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的相关数据补足。其中深圳、海口、厦门

及上海的部分年份的市辖区人口与市区人

口统计数量相同，其余数据较为完整，因

此Stata在数据处理时自动剔除了缺失的少

量样本，具体样本数见表2。涉及跨期变

动的相关指标，采用2000年为基期进行计

算，同时对地区生产总值、商品房平均销

售价格等相关名义变量利用各年CPI（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消胀处理，剔除通货

膨胀因素影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样本数

据展开回归分析，探究城乡收入不平等

是否会推动城市蔓延程度加深，记为模

型（1）。同时为了研究不同区域范围城

市之间的差异，将35个大中城市以东、

中、西部划分，相应建立模型（2）、模

型（3）、模型（4）。④由于城市每万人

拥有公共汽车数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的

因果关系，采用Davidson-MacKinnon法检

验城市蔓延指数与城市公共交通成本之

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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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存在内生性，模型设定合理。分别

对模型做混合回归与聚类回归，通过普通

标准误与聚类标准误的对比，发现两者差

距较大。普通的豪斯曼检验不再适用，因

此在Stata中利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豪

斯曼（Hausman）检验，该检验的p值为

0.0000，故强烈拒绝随机效应，应该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利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与

OLS估计的结果，相关系数均不显著。进

一步考虑自相关及异方差的影响，利用沃

尔德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

因此选择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解

决以上问题，回归结果显著，结果如表3

所示。

1.35个大中城市总样本视角  

表3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全样本模型

模型（2）
东部地区

模型（3）
中部地区

模型（4）
西部地区

 lngap 0.3161**
（0.1480）

0.7268***
（0.2385）

2.1639***
（0.5213）

-.0700
（0.3901）

 lngdp 0.0258*
（0.0178）

0.0958***
（0.0259）

0.0068
（0.0607）

-0.0852
（0.0524）

 lnpv -0.0709
（0.1224）

0.0527*
（0.1412）

-0.0505
（0.3893）

0.3864*
（0.3164）

 lnind2 0.4709***
（0.1311）

0.6613***
（0.1462）

0.0045
（0.7041）

-1.7089
（0.5031）

 lnind3 0.6139***
（0.2076）

1.0970***
（0.2486）

1.7699***
（0.6174）

0.2824
（0.7961）

 lnbus 0.3384***
（0.0669）

0.5465***
（0.1086）

0.7079**
（0.3162）

-0.4220*
（0.2373）

 lnlfr 0.2671***
（0.0269）

0.1860***
（0.0359）

0.5150***
（0.1108）

0.3832***
（0.0811）

常数项
-8.3770***
（1.2329）

-10.0037***
（1.6608）

-16.5424***
（4.5974）

3.3810
（4.1048）

样本数 245 98 70 77

注：表2中显示结果为各解释变量系数，*、**、***分别表示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显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模型（1）为35个城市全部样本回归

的结果，由表中结果可知：总体上城乡收

入不平等的系数为正，在1%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表示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

对城市蔓延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与理论

预期相符。

具体而言，城乡收入不平等每扩大

1%，引起城市蔓延程度增加0.63%。城乡

居民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状驱动大量人口

在城市集聚，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集聚又

进一步吸引投资倾向于城市，在动态的演

化中城市经济用地的需求不断加大，推动

城市空间的扩张。

影响城市蔓延的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

结果也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房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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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率、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成本以及土地

财政收入对城市蔓延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

用，其中房价变动与城市化水平的推动作

用较大，各变量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及现

有研究成果大致相符。

2.不同区域视角

由模型（2）、模型（3）、模型（4）

得出的结果可知，在各区域范围内，城乡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东部城市、中部

城市的结果与总体保持一致，且对于城市

蔓延的推动作用高于总体水平。

导致区域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

其他地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吸引

更多的跨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及高素质

人才，人口与资源出现高度聚集。此外，

高收入居民对生活品质有着更高水平的追

求，比如郊区高档住房使得东部地区城市

对于城市用地的需求更大，更高程度推动

了城市边缘的扩张。（2）西部城市的结

果发生变化，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符号为负

但结果不显著，其余解释变量结果也不显

著，对于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样本中

选取的大多数西部城市的自然条件为高原

多山地区，可利用开发为城市用地的土地

有限，开发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城市边界的快速扩张。

（四）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述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采用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

提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并且通过

地区数据的使用刻画城乡区域划分下的居

民收入差距，即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指

数[22]。使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居民收入不

平等程度，并以此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再次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其中，trit表示t期城市i城乡收入不平

等的泰尔指数，P1表示市辖区人口数，P2

表示非市辖区人口数，P为城市全市总人

口，y1表示市辖区地区总收入，y2表示非

市辖区地区总收入，y为全市总收入。由

泰尔指数反映的城乡收入差距，衡量了城

市与非城市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的不平等

程度，不仅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

化，还考虑到了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估计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系

数显著，符号为正，即以地域划分的城乡

人口间的收入不平等推动了城市蔓延的发

展。其余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未发生本

质变化，与原有结论保持一致，检验结果

表明模型较为稳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城乡收

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机理，构建计

量模型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

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

论：

1.总体上看，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

延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模型回归及稳健

性检验结果显示，利用户籍划分和地区划

分方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系数均为正值

且在较高置信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城乡

收入不平等因其对人口流动的驱动及对城

市、农村地区土地消费能力的影响扩大了

城市用地的需求，显著推动了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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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全样本模型

模型（2）
东部地区

模型（3）
中部地区

模型（4）
西部地区

 lntr 0.0783***
（0.0241）

0.3109***
（0.0583）

0.0715*
（0.1097）

-0.1573***
（0.0475）

 lngdp 0.0080*
（0.0207）

-0.0306
（0.0407）

0.0807
（0.0809）

-0.0337
（0438）

 lnpv -0.0506
（0.1310）

-0.3448
（0.3075）

0.8769*
（0.5285）

-0.7046*
（0.2512）

 lnind2 0.1739**
（0.1656）

0.4467*
（0.2966）

-0.9286
（1.0193）

-0.9386**
（0.4552）

 lnind3 1.0763***
（0.2327）

2.0354***
（0.4902）

-0.9415
（0.8639）

1.3856**
（0.5714）

 lnbus 0.2874***
（0.0773）

0.0565
（0..3024）

-0.1818**
（0.5754）

-0.0066
（0.1792）

 lnlfy 0.1639***
（0.0265）

0.0395
（0.1174）

0.0753**
（0.1444）

0.3938***
（0.0610）

常数项
-6.6516***
（1.396）

-7.1614***
（3.0860）

-5.9196
（5.4175）

-5.8886***
（2.9533）

样本数 221 74 70 77

注：表2中显示结果为各解释变量系数，*、**、***分别表示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显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2.从区域维度上看，不同区域中城乡

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存在差

异。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显著推

动了城市蔓延，其中东部地区中城乡收入

不平等的系数回归结果更高，城乡收入不

平等对城市蔓延的推动作用更大；西部地

区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并不

显著。

通过上文的分析及结论，为了有效解

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蔓延问题，本

文尝试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

（1）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保障农村

居民合理土地收入，抑制土地过度非农

化。推进农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

民明确的土地处置权；完善农村土地市

场，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在保障城乡建设用地的合理分配下放

松农村土地自主交易并提供合理引导，建

立平台以市场竞争方式出让、租赁、入股

等，使农村居民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合理的

财产权和收益权。完善土地补偿制度，为

保障公共利益进行农村土地征用时，严格

把控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同时提高土地补

偿费和土地安置补助费。一方面缩小城乡

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限制地

方政府为获得财政收入过度推动土地非农

化，从而抑制城市蔓延。

（2）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

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缓解大城市扩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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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城镇化一直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

不平等的有效途径[23]。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真正做到农民生活方式、就业、教育

等方面市民化，享受同等社会福利。鼓励

就近转移，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缓解东部

地区大城市土地扩张压力。具体而言，鼓

励乡镇企业发展，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

劳动力流出较多的中、小城市发展劳动力

密集产业，开放户籍，建立社会保障优惠

政策鼓励劳动力就近转移，就地吸收劳动

力，增加居民收入。以此缩小城乡就业收

入差距，实现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

（3）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规

模化经营，提升农地经济价值。加快转变

农业经营方式，培育现代化农业，提高农

业生产率，才能从根本上加快农村经济发

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加大科技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工业化，鼓

励农村地区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延长产业链发展高效农业以提升

土地附加值。对农业龙头企业加大财政金

融支持，对周期长、风险大的农业产业提

供特殊保险政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效率提升农业用地经济

价值，一方面提高农户收入，另一方面提

高城市边缘挤占周围农地的成本，从而抑

制城市蔓延。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1/t20170120_1456268.

html）。

②数据来源：《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③在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上，普遍选用非农人口占比及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值。地级

层面非农人口的相关数据存在缺失且统计口径限制为户籍人口，对城市化水平的测量存在低估城市

化水平的趋势，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进程中。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与工业化测度水平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存在严重的相关性，因此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近似表

示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研究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是城

市化的后续动力。

④区域划分方法依据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决定。模型（2）东部地区样本城市为北京、天

津、石家庄市、上海、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福州市、厦门市、南昌市、青岛市、济南市、广

州市、海口市等14座城市。模型（3）中部地区样本城市涵盖太原市、沈阳市、大连市、呼和浩特

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合肥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等10座城市。模型（4）西部地区样本城

市包括重庆市、成都市、贵阳市、南宁市、昆明市、西安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乌鲁木齐

市等11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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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化是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的重要指标

当今我国养老方式包括机构养老、居

家养老和家庭养老三种主要类型。居家养

老是一种让老年人居住在家中便可以获

得社区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养老方式，是由

社区专业服务人员以上门服务、社区日托

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主要满足

住家老人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用，健

康方面的保健、医疗卫生，精神方面的文

化娱乐、情感和心理慰藉、心灵沟通等需

要。因为老年人习惯于住家并在熟悉的社

论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
◎ 柏 萍

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核心，以

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

充分利用各类社区资源，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的社会化服务，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务，企业、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化

服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愿者提供

的公益互助服务。我国确立了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

体系发展目标，居家养老成为我国养老的

主要方式，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

必须厘清层次、分清重点，面向重点人

群，使养老服务资源特别是有限的政府养

老资源，产生最大效率，让我国养老服务

业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摘  要：将养老服务资源供应给最需要服务的居家老人，实现居家服务的精准化，

是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首要目标。但现行居家养老服务存在对象识别标准粗疏，服务专

业化、规范化不足等问题。只有将自理能力、经济状况作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首要识

别标准，并对养老服务对象分级分类管理，通过精准化的管理制度，对这些养老服务对

象进行专业化、标准化、信息网络化的服务供应，才能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

关键词：居家养老  养老服务  精准识别　　

【中图分类号】D669.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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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中养老，因而大力发展依托社区的

居家养老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主

要目标和任务。

发展老年事业，不仅要以投入和硬

件的改善为标准（如养老床位的增加、投

入金额的增多），还要以效率为标准（如

养老服务的精准度、失能半失能者的养老

服务满足程度、失能率的下降程度等）。

养老服务的精准化，是指老年人的养老服

务需求得到适时和充分的满足，就是将养

老服务提供给最需要而又最难获得养老服

务的老年群体。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尔·

吉尔伯特（Neil	Gilbert）在《社会福利的

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一书中

谈到，社会政策目标群体的定位主要涉及

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界定目标定位政策

中的“最需要的人”；	二是如何将有限

的资源服务于这些“最需要的人”。①发

展居家养老服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

是要找到最需要服务的人，精准确认服务

对象；二是将养老服务资源精准供应给这

些最需要服务的人。总之，居家养老服务

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供给与需

求的无缝对接，促进养老服务资源效率最

大化。

二、当前居家养老服务精准化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实施以来，在

中央政府推动下，各地政府不同程度地在

辖区内为居家老年群体开展社会化的养老

服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部分老年群体的

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但当前居

家养老服务在制度建设和实施上存在一些

不足，养老服务的精准化程度不高。

（一）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选取不
够精准

1.居家养老服务对象选取标准粗疏。

现在各地识别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标准包

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年龄标准，如80岁

以上高龄老人等。但问题是有些高龄老人

身体可能很好，还能自理，而低龄老人中

也有不少身体差、缺乏自理能力的，如果

把他们排除在外就不合适。二是自理能力

标准。有的地方仅凭自理能力差就可以成

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对象，但政府养老

服务补助是公共服务，主要给那些没有支

付能力而需要服务的人，那些有支付能力

的人，是没必要花费政府资源的。三是经

济状况标准。有的地方以老人经济状况作

为获得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标准。比如以

低保对象、低收入者、“三无老人”作为

提供养老服务的标准。这种情况很普遍。

为这些对象提供养老金，解决其物质生活

需要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这些

老人基本物质生活已经解决，其身体仍然

健康而且还能自理，就不需要政府再提供

护理费用。四是家庭结构标准，就是仅凭

孤寡、空巢或独居就可获得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孤寡、空巢或独居的老人，有可能

身体状况良好，能自理，也可能经济条件

还不错。因为长期的计划生育制度形成的

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加上亲子分居生活方

式的逐步普及，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仅凭空巢、独居就给予养老服务支持是不

合理的。五是综合标准。就是上述多种标

准叠加，养老服务对象范围扩大了，能将

核心服务对象囊括进去，但因为没有对服

务对象按需求的充分程度予以细分排序，

因而精准化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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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的方式不太合理。很多地方采

取被动式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一般是要

求老人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构（如社区

居委会或者老年人照顾中心）提出服务请

求，社区养老机构派遣养老服务工作者或

者志愿服务人员前往老人居所提供服务，

这种被动式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容易将大

量无法自理的老人排除在服务之外。

3.动态性不够。养老服务对象状况总

是处于动态变动之中，很多地方没有随着

服务对象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家庭结构

的变动而及时变更服务对象的服务内容和

层次，居家养老服务供应滞后于现实需求。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养老服务特别是政

府提供的兜底服务不能准确锁定目标。	

（二）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1.大部分居家养老服务只是提供初级

的生活照料服务。服务人员基本以“4050”

下岗失业人员和外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

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业务培训，只能为老

年人开展家政服务和初级的照料服务，缺

乏专业的身体护理和心理咨询服务。

2.老年需求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缺乏。

社区开展的医疗服务大都是组织体检、举

办健康讲座之类，对于上门看病、上门护

理、心理咨询等专业性较强的服务未能全

面提供。据浙江调查总队在杭州、金华等6

个市县的54个社区（村）进行的居家养老生

活、需求情况的专题调查显示，享受过各种

专业医疗服务的老年人比例均达不到5％。②

（三）居家养老服务投入不足、服
务设施滞后

1.投入不能满足养老服务需要。政府提

供养老服务补贴普遍不高，老人养老服务

津贴一般几百元不等。政府部门经费紧张

和基层社区的经济困难，成为大多数欠发达

地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首要制约因素。

2.投入不合理。很多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与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融合、对接不

够，通常只能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不能满

足高龄、失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医疗护

理叠加的服务需求。投入上百亿的“星光

计划”，资源闲置浪费，居家老人最需要

的日间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绝大多数

“星光老年之家”无法提供。

3.信息化水平低。大部分社区，对养

老服务对象及其需求信息、养老服务供应

主体及其资源信息，做不到及时有效的采

集、整合和分析，将其整合到统一的社区

平台上去，致使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

三、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精准化
识别

养老服务要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居家

养老服务的精准化首要的就是找到需求，

也就是说要对养老服务需求进行精准化识

别，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养老服

务对象的精准化识别，二是对养老服务项

目的精准化识别。

（一）养老服务对象的识别

１.识别的核心标准：自理能力＋经济

状况

识别养老服务对象必须具备充分条

件，这就是其自理能力和经济状况。只有

那些自理能力缺乏的人，才需要他人提供

服务，那些失能、半失能老人是服务需求

最强烈的人群，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非

为其提供服务的充分条件。因为他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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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服务可以通过亲属提供或自己购买

获得，只有那些无经济能力购买服务的服

务需求者，才是养老服务的基本对象。年

龄（高龄）、家庭结构（孤寡、独居）因

素，不等于有供给养老服务的充分条件，

因而总体而言，养老服务对象的辨识和选

择，要从以年龄、家庭结构为依据转向以

自理能力、经济能力为基本依据。从严格

的救济性行政给付角度看，我国政府只宜

对自理能力和经济能力同时缺乏的老人购

买养老服务。

按照“自理能力＋经济状况”标准可

以确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对象的核心人

群，见表1。

2.识别的辅助标准：年龄、家庭结构

＋经济状况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和心理

机能日益老化，行动会日益迟缓，身体和

心理疾病发生频率会增加，因而在自理的

同时，需要他人提供辅助服务。但这不构

成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充分条件，政府只

能对其中的无法从社会（包括家庭）获得

（无偿或购买）服务的经济困难者，提供

部分养老服务。就现有老年群体来说，主

要包括高龄、孤寡、空巢的贫困、低保和

低收入老人。政府在优先帮助最需要政府

帮助的失能贫困老人的前提下，对有自理

能力但高龄、孤寡、空巢的经济困难的老

年群体，提供部分养老服务。

3.握紧政府养老服务的兜底功能：分

类＋分级

通过上面的分析，政府提供养老服

务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建立在“自

理能力＋经济状况”识别标准上的失能半

失能贫困老人，二类是建立在“年龄、家

庭结构＋经济状况”识别标准上的高龄、

孤寡、空巢贫困老人。两类服务对象的识

别，都必须有经济状况的标准。

政府对养老服务对象除了分类，还必

须分级，即每类服务需求对象，要根据其

需求充分程度，细分供应级别，不能大而

化之“一刀切”。政府养老服务的兜底，

只能兜住市场有偿服务、家庭养老服务

和志愿公益服务不及的养老服务，而识别

服务对象的精准程度，取决于“自理能力

＋经济状况”“年龄、家庭结构＋经济状

况”的复合识别标准及其对养老服务对象

的分类分级。

（二）养老服务项目识别

居家老人有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

用，健康方面的保健、医疗卫生，精神方

面的文化娱乐、情感和心理慰藉、心灵沟

通等需要。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服

务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居家养老

服务内容无限扩大，将各种社区服务如家

政服务、物业服务都拉入养老服务。就是

养老服务，也有基本和非基本之分。如衣

食住行、学习教育、健身娱乐、情感慰藉、

法律咨询、参与社会等内容是非基本的养

表1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核心对象

失能程度 特困老人 低保老人 低收入老人

高度失能 高度失能“三无”“五保”老人 高度失能低保老人 高度失能低收入老人

中度失能 中度失能“三无”“五保”老人 中度失能低保老人 中度失能低收入老人

低度失能 低度失能“三无”“五保”老人 低度失能低保老人 低度失能低收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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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是基本的养

老服务。提高给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服务

主要是：（1）生活照料；（2）康复护理；

（3）医疗保健。无经济能力的失能或失智

老年人群的长期照护，是老年人的刚需，

是最需要满足的服务，要将失能老人的护

理放在政府购买服务重中之重的位置，不

能将宝贵和有限的财政资源和政府管理力

量主要投放在健康老人和非基本养老服务

上。在这方面，过去的“星光老年之家”和

现在的老人饭堂的一窝蜂式的大量投入和

兴办，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的。	

四、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供给

无论是政府出资为老年人购买的养老

服务，还是老人及其家庭个人出资购买的

养老服务，都需要解决养老服务的有效供

给问题。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就是组

织养老服务资源及时、专业、高效地提供

给养老服务对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

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的专业化、标准化和信

息网络化。

（一）养老服务供给内容的专业化

养老服务主要是指针对老年人的生

理和心理特点所提供的专门服务，涉及康

复、医疗、护理、心理等专业，只有服务

的专业性强，才是精准服务。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经过培训且掌握

基本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工作者，

专业养老人才队伍是实现社会化养老服务

专业化的重要基础。	

１.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由有资

质的社会组织、企业开展家庭康复护理、

心理咨询等服务。非专业人士提供的养

老服务，其精准性将大打折扣。居家养老

服务组织，不要疲于应付助餐、娱乐等服

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对养老服务重

点对象能够提供专业的身体保健、护理和

康复服务，满足社区老人病前预防、病中

护理、病后康复的需求。

２.建立养老服务持证上岗制度。养老

服务人员必须获得职业资格认证，服务人

员应该是经过专业培训、掌握相关服务本

领的持证专业人员，要让具有专业职称的

营养师、护理师、康复师等上门提供服务。

３.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社区、家庭

延伸。医疗是居家养老最需要的服务，也

是最缺乏的服务，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

的是让社会医疗资源伸向社区和家庭。一

是建立执业医师到社区养老机构多点执业

制度。二是建立社区全科医生上门服务制

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与居家老年人家

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提供定期体检、上

门巡诊、上门护理和家庭病床等服务，为

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

服务。三是将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医疗和

护理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４.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

护理保险提供的护理，是由专业护理人员

提供的，可以促进专业护理进家庭。这需要

支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保

险，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保障。广州

市2017年８月开始长护险试点，规定选择居

家养老的失能老人，也可以通过定点养老

院申请长护险，让专业护理机构在家庭建

床，并从医疗保险中报销。报销比例比机构

护理还高。但是目前仅有3家长护定点机构

提供居家护理服务，有居家建床需要的参

保人需直接与上述机构联系，在确保机构

服务能力的前提下办理居家建床手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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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服务供给内容的标准化

要做到居家养老服务精准化，必须实

行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建立涵盖基础

通用标准、服务提供标准到服务支持保障

标准的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

近几年来，不少地方制定了居家养老

服务规范标准或服务实现细则。如上海市

2015年8月发布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

范实施细则》，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

紧急救援、精神慰藉、健康管理、康复辅

助、家庭照料支持等方面，制定了服务细

则。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国家标准化的试

点之一，制定了《居家养老服务与管理规

范》，对居家养老服务的６大类、50余个

项目实施标准化的“菜单式”服务。山东

省标准体系涉及面较广，且贴近老年人生

活，2016年出台的7项养老标准中就有4项

专门针对居家养老服务的生活照料及助餐

助浴、代购代缴、陪同就医及康复治疗、

家庭环境与设施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三）养老服务的信息网络化

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应总是在变化之

中，同时，居家养老服务需要调集社区各种

养老服务资源，为确保供应的精准，必须实

现服务供应的信息网络化。近年来，“互联

网＋”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也从技术层面

为居家养老服务业的精准化提供了条件。

1.政府主导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

平台。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系统，与居家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带有明显的

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要为信息化平台建

设提供财政补贴以及政策优惠。如广州市

依托市政府信息化云平台、政府信息共享

平台等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搭建社区居

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以信息化手段链接

服务资源和服务需求。

2.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和物联

网系统，整合区域内养老服务资源，广泛

引入各类服务资源对接需求。通过“互联

网＋”，整个社区医疗服务保健站、托老

所、养老院、护理院、照料中心、文化活

动中心等服务资源，将这些资源的使用、

闲置情况数据进行联网，实现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如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于2007

年12月开始，选择蔚口街道创建“虚拟养

老院”，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逐步将	

“虚拟养老院”打造成了“互联网＋”居

家养老新模式。该区利用养老服务信息

化管理平台，在社会组织供给的基础上，

整合了一批优秀的社会服务企业加盟，上

门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家政便民、医疗保

健、物业维修、人文关怀、娱乐学习、应

急救助等六大类53项标准化、专业化、亲

情化、全方位生活照料服务。④

五、居家养老服务的精准化管理

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精准化识别和服

务的精准化供应，离不开精准化管理，要通

过改革完善相关管理体制机制，明晰政府、

社会组织、企业和家庭等服务主体的职能

定位，使各主体之间权责明确、协调互动，

共同确保养老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和高效性。

（一）明晰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筹集
主体

养老服务资金缺乏是制约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居家养老服务首

先必须解决养老服务的资金问题。居家养

老服务，按服务费用支付方式来划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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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有偿服务和志愿者

公益服务，相应的费用来源是政府补贴、

用者付费、社会组织慈善资金。精准养老

的资金，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

三方共同努力。

1.政府要加大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筹

集力度。为经济困难的孤寡、独居、高龄

老年人提供基本居家养老服务是政府的基

本责任。当前各地财政对养老服务补贴一

般每人数百元不等，这对一般家政服务而

言，可能差不多，但对专业的生活照料和

护理，就是杯水车薪。政府是居家养老服

务核心群体的服务购买者，应该加大对居

家养老服务的财政力度，并确保福利彩票

公益金50%以上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2. 社会组织应广泛开展服务资金的募

集。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

金的同时，自身要积极开展服务资金的筹

集，如慈善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

3.服务对象家庭筹集资金。接受有偿

服务的老人资金取决于个人及家庭经济

状况。老年人及其家庭，在经济能力范围

内，应拿出足够的资金购买养老服务。

（二）明晰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

由于政府对养老服务具体业务的非专

业性，政府不宜直接供给养老服务，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要采取招投标、协商等方

式，由第三方向老人提供服务。第三方原

则上是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组织

和企业。

1.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管理、运营

社区养老服务事务。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

评定、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等事

务性管理工作，应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担。

2.充分调动企业供应养老服务。居家

上门护理服务宜由企业运作，支持社区居

家养老龙头企业，开展连锁化经营、品牌

化管理。

3.完善制度，增强家庭成员在居家养老

服务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要制定鼓励子

女与父母就近或者共同居住、照护老人的

政策，如对与老人同住或一直为失能老人

提供养老照护的照护者发放津贴、免税等。

（三）明晰居家养老服务的监管主体

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控制体系是养老

服务精准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明确服务标

准、评估、考核和监管制度。

1.政府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主导者和重

要监督者。（1）建立县（市、区）、街道

（乡镇）、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

管理系统。明确社区居家养老的责任主体

在县区一级，具体的实施在街镇一级，区

县要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指导中心，主导和

监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2）建立对养

老服务组织的年检制度，对不达标的服务

人员和服务机构进行淘汰制。

2.社会组织承担居家养老服务的行业

监管。养老服务行业的标准制定、服务质

量的评估、服务行为的监督，应交给社会

组织。

注释：
①郑秉文,孙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政策工具:“目标定位”[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 (8).

②戴建林,施幼薇,王寒.居家养老模式下的公共服务需求研究.浙江省政府网站,2016-05-30,http://

www.zj.gov.cn/art/2016/5/30/art_5499_2125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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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网站,2016-12-15,http://zwgk.gz.gov.cn/GZ09/

2.2/201612/4ed64642528647b1b2cf266333c56130.shtml.

④苏州市民政局. 姑苏区关于探索实践“互联网”居家养老新模式的思考.苏州市民政局网站,2017-03-10, 

http://www.mzj.suzhou.gov.cn/szmz/infodetail/?infoid=a59b3cc4-864a-48fe-9867-b6597930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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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home-based	care	service	in	China	is	to	supply	the	old-

age	care	resources	to	 the	elderly	who	needs	the	most,	and	to	achieve	the	accuracy	of	home-

based	services.	But	 the	present	service	mode	is	 inattentive	in	object	recognition,	and	lack	in	

standard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identify	different	service	objects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s	well	as	how	much	their	income	is.	Only	

through	targeted	management	can	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and	informative	services	be	pro-

vided	in	order	to	achieve	targeted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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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Urban 
Sprawl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ang	Jiating,	Cai	Siyuan,	Li	Yanxu,	Lu	Xing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that	income	inequal-

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e	urban	sprawl,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s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urban	sprawl	using	the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during	2008-2014	as	sample.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1)	gener-

ally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urban	

sprawl;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the	effect	of	th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urban	sprawl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Eastern	China	ranks	first,	Central	

China	ranks	second,	but	the	effect	in	Western	China	is	insignificant.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Keywords:	income	inequality;	urban	sprawl;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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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一、社区养老服务的意义

社区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住在自己

家庭或自己长期生活的社区里，在得到家

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相关组织承担养

老工作或托老服务的养老方式。它由正规

服务、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支

撑，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帮助，使他们能

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维持自己的生活[2]。社

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创新研究综述
◎ 黄少宽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问题

日趋突出，养老问题不断凸显，给现代城

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养老服务模式是为

解决老年人养老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的养

老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具有典型性、

普遍性的服务方式和方法[1]。目前我国社

区养老服务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与缺陷，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可持

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不断完善与创

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要求，而新的信息技术也为社区养老服

摘  要：社区居家养老已成为国内养老发展的一种模式。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具有

成本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还存在一些问题

与缺陷，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需要对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进行创新。一些学者提出了新

的养老服务模式，如“嵌入式”养老服务、“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互助型养老模式、

“时间储蓄”养老服务、网络化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服务等。各地对社区养老模式发展

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为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城市社区  养老服务  模式创新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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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服务具有如下优点：

（一）成本低、效率高

社区养老保障依托社区内的人际关系

网络，将社区内的资源聚集起来，充分利

用社区资源对老年人进行照顾。这种方式

不仅有利于社区内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

闲置资源的再利用。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具

有成本低、效益高、资源丰富、参与主体

多元化、多种机制运行、形式多样、服务

便利、意见反馈及时等特点[3]。

（二）服务的针对性强

社区向老年人提供就近而便利的服

务，减轻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问题，能有

效地发挥和利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

的力量和资源，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得到保障。通过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养老

服务，可以较好地解决老年居民的实际问

题。社区养老服务的对象相对单一和确

定，能更好地了解到他们的真实需求。老

年人可通过社区日间照顾服务站、暂托所

等服务机构和上门服务等形式获得就近方

便的服务[4]。通过服务人员的调查了解，

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服务，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

（三）服务的功能比较齐全

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主要有：（1）

自助活动功能。老年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

的能力与兴趣，进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

活动。（2）心理调适功能。为老年人之

间进行组织活动、相互交流，提升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程度。此外，社区还可以提供

某些专门的心理咨询与情绪辅导服务，满

足老年人个性化的心理调适需求。（3）

学习咨询功能。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不断学

习和获取信息的渠道，提供老年人感兴趣

的文体活动或生活技能的培训。此外，还

可以为老年人寻找就医、福利、家政服务

等社会信息。（4）医疗与照顾功能。社

区为体弱多病的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措施，在家庭成员不在的情况下，承担生

活无法自理老人的日间照料工作[5]。

（四）有效地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老年人由于其生理机能的老化，社

会交往、社会角色地位都发生了较大的改

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如冷漠感、孤独

感、忧郁感和不满情绪等。将老年群体作

为社区服务的重点对象，符合老年人的心

理需求，也是其子女的亲情需要和社会需

要[6]。同时，社区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也

给养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提供居

家养老服务具有地缘和亲缘优势，使老年

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可以更好地满足他

们的心理需要。

（五）有助于建设关怀性的社区

社区养老服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惠及众

多老年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社区养老服务

需要发挥成员的互助精神和友爱意识，通

过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且这种互

助合作的精神会感染社区的其他成员，进

而有利于营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良好的

社区氛围[7]。

（六）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由于深受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影

响，我国老年人大多习惯于生活在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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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而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

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接受机构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符合我国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习惯，可以让老年人继续在自己的家

庭中接受家庭和社区提供的生活照料、文

化娱乐服务等多种养老服务，弥补家庭在

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8]。社区

养老服务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是我国养老

服务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处

于初始阶段，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存在着

以下一些问题，制约了我国城市社区养老

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一）观念认识不到位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一

些职能部门和管理人员尚未意识到开展和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性，没有把社区

养老服务事业提高到反映一个社会文明

进步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来认

识，更没有把社区养老服务工作摆上重要

日程。许多社区的养老服务只限于应对当

前老年人存在的问题，没有对人口老龄化

发展趋势进行前瞻规划，缺乏养老服务的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9]。

（二）资金投入不足 

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是依靠政府引

导才发展起来的，财政拨款一直是主要的

经济来源，社会福利募捐等作为补充。经

费筹集渠道比较单一，配套筹资方式不到

位。随着养老形势日趋严峻，这种投入模

式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此外，资金

分配也存在着地区不均衡等问题。居家

养老服务公益性较强，个性化服务项目较

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服务成本较高，

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10]。由于缺乏

稳定、充足、多样的资金来源，许多养老

服务项目无法系统、持续地开展。

（三）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

目前我国养老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和

条件较差，硬件设备和服务水平跟不上需

要，社会化和专业化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

足。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老年人数量

的日益增多，使得现有的养老服务设施难

以满足需要。大部分社区养老设施陈旧、

设备简单，没有很好地利用社区内的现有

资源[11]。如何维持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不

断发展依然是一大难题。

（四）服务对象覆盖面偏小

目前社区养老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

部分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对一般老人

考虑较少。很多老年人得不到应有的养老

服务，加上社区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存在

专业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不少有

需要的老人处于无人照顾或是没有得到应

有的照顾。总体来说，养老服务辐射范围

比较小[12]。此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地区

发展很不均衡。有些地方已形成一定规模

与特色，而另外一些地方由于经济等多重

原因，养老服务只在极少数的社区开展[13]。

地区发展不均衡，严重影响了养老服务的

整体发展水平。

（五）服务内容单一

目前我国已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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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差不齐，服务体系缺失。社区养老

服务开展还不广泛、不深入，作用发挥还

不到位。养老活动内容单一、适用性差，

主要集中在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普通

生活服务方面，而对于精神护理、心理咨

询、法律援助、情感支持等层面的服务则

较少。服务形式比较单一，专业化养老服

务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元

化需求[14]。随着老年人对社区的依附性越

来越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并

且日趋多样化，社区养老服务在供给方面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六）服务队伍素质较低 

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普遍存在

专业化程度低、管理混乱及人员短缺等问

题。从事服务的人员大多数是下岗或外来

人员，缺乏专业的服务知识和技能，只能

做一些简单的家政服务和护理，难以适应

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同时，由于养老服

务特别是老人护理具有脏、累、责任重等

特点，很多人不愿参与，也成为社区养老

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社区志愿者队伍建

设仍处在起步阶段，志愿者流动性大，接

受专业化培训的机会少。社区管理人员配

置不完善，缺乏工作经验，专业化程度较

低[15]。养老服务队伍整体素质无法满足实

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家养老服

务的开展。

（七）管理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管理从总体

上看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组织构架比较松

散、管理制度不够规范、激励和监督机制

不够健全，没能形成有效的运营机制。普

遍存在着行政色彩过浓、依附性强、自制

能力弱等状况。养老服务大多数以政府为

主导，通过当地各部门协同组织公众来参

与，使养老服务受控于多个部门，服务机

构之间缺乏一定的协调和沟通[16]。非营利

组织也由于管理缺乏活力机制而力量薄

弱。目前社区养老服务的绩效还没有相应

的评估与反馈系统，服务质量监督缺乏标

准体系[17]。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

区养老服务的推广和发展。

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方式的创新

近年来，针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

的问题，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养老服务

模式。

（一）“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嵌入式”养老模式是以社区为载

体，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和多元的运作

方式嵌入为理念，通过竞争机制在社区内

嵌入一个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方式，整合周

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就近养老提供

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嵌入式”养老模

式下的养护中心一般设立于社区，拥有良

好的地缘优势，可以采用多种运营模式，

如政府托底购买服务、社区完善服务功

能等，通过日托、助餐等方式，辐射到社

区有需要的老年人群体，满足老年人就近

养老的需求。“嵌入式”养老模式致力于

营造出“养老不离家”的新模式，其突出

优势在于其规模小、灵活性高、对位置要

求低、易布点且对社区日常生活影响弱；

资金需求小，管理相对简单，运营要求较

低，在推广方面可复制性强。“嵌入式”

养老服务克服了传统家庭养老、社区居家

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劣势，是我国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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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重要形式[18]。

（二）公租房社区的养老模式

兴办公租房社区托老所（“老人之

家”或“老龄中心”）。托老所与老年公

寓的服务对象不同；服务内容多样，更具

灵活性；托老所体现以亲情为主的经营理

念；托老所在经营体制上较敬老院灵活；

能更好地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综合比较而

言，托老所较其他养老机构而言更具优

势，成为家庭养老的一个有利补充。公租

房社区托老所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闲置的

资源，可由社区闲置场所改造而成，可以节

约政府大量投资，而且可以为社区居民提

供一些就业岗位，调动社区的闲置资源[19]。

（三）“三位一体”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三位一体”是指物业企业通过与业

主、业主委员会签订养老服务协议，向业

主提供养老特约服务及综合服务，在促进

物业服务升级的同时，又保证社区养老服

务项目的落实。它以社区委员会为中心，以

业主委员会为根本，以物业为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物业一线服务作用，体现三方合力

优势作用。物业服务企业具有参与社区养

老服务的地缘优势，熟悉社区养老服务对

象，方便利用物业共用空间和设施。此外，

员工队伍稳定和全天候的管理服务，能够

保证社区养老服务的即时性、连续性。物

业具有成熟的社区服务平台，如有些物业

构建了“互联网+”模式，手机APP、物联

网已成为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的支撑，可以

结合现有的社区配套服务体系，整合相关

资源，为小区业主提供养老服务[20]。它作为

对现有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丰富和补充，

充分体现了社区养老服务供应主体的协

同化观念。业主委员会提供养老服务设施

的硬件基础；政府以采购服务的方式，提

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物业提供人力与服务

支持，社区委员会和业主大会进行指导监

督，保证了社区养老服务切实可行，有利

于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的推动[21]。

（四）“互助型”养老模式

互助养老是指居民互相帮扶和慰藉，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区建立联系

制度，帮助社区内空巢老人结对子，采取

“一帮一”或“一帮多”的互助模式。以

社区为依托，将生活在社区内、具有专业

特长、热心公益活动的健康老人组织起来

成立老年互助社，老人们可以在家庭、社

区和养老机构等多种场合实现各种形式的

互助。互助养老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自

愿性、自治性等特征，满足了老年人对家

庭、朋友和社区邻里的依恋，高效利用和

发挥了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功能。互助型养

老模式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表现，是老年

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22]。在我国养老资

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互助型养老通过以

老帮老、以老养老，为创新养老模式、打

造多元化养老格局奠定基础。

（五）“时间储蓄”契约模式

“时间储蓄”契约制度是在居民中倡

导为老年人提供义务服务，然后将自己的

服务时间像储蓄一样存储起来，待服务者

将来老了之后，在自身需要时便可支取同

样的服务来帮助自己[23]。“时间储蓄”所

包含的潜在价值对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乃至社会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

作用和影响。以“时间储蓄”契约方式提

供助老服务，不仅能使年轻人在为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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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时获得心灵上的满足，而且今后

这些储蓄就成为了养老的“本钱”。这种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形成帮助别人

就是关怀自己的社会长效激励机制[24]。

（六）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将由自身承担

的、为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事项，交给有

资质的社会组织或街道、社区来完成，并

建立定期提供服务产品的合约，由该社会

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政府按照一定的

标准评估履约情况来支付服务费用。目前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主要有：第一类是政

府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机构，由其向享受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老

人提供特定时间和特定服务的服务；第二

类是采用养老代币券、服务券的形式，由

老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到中心或特定机构

自主选择服务时间和服务内容[25]。在社区

养老服务中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既是

巩固居家养老基础性地位的一种行之有效

的做法，也是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化发

展的创新，值得推广和普及。

（七）PPP 模式

PPP模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针

对不同的养老服务项目，选择不同的运营

模式。如由政府将养老设施，通过委托、

承包等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承办，期满后再

将养老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PPP模式可

以较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将政府公共财政

资本与社会资本结合在一起，拓展资金来

源。同时该模式能够综合政府与民营企业

的优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极大地提

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26]。我国民间投资

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具有较大的潜力，PPP

模式与社区养老服务结合适用的范围将越

来越大。相关的政策法律环境正在逐步形

成，为民间资本合法进入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打开了方便之门，推动了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八）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

网络化居家养老是指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整合既有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充分发挥其

各自优势，建立起统一的为老服务平台，

编织起一张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并整合全

社会为老服务资源的养老网络。网络化涵

盖了以下几个层面：（1）资源网：是指

引入并整合全社会为老服务资源的网络

（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

体商户、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居民自治

组织、家庭、个人等）。（2）信息网：

是指借助信息化手段形成的网络（如互联

网、呼叫中心、广播电视、固定和移动通

讯、报纸杂志、宣传公告栏等），一方面

保证各种为老服务资源信息可以顺利到达

老年人身边，另一方面保证老年人的需求

信息可以充分为服务供给方所了解，增加

服务可及性。（3）组织网：支撑起这一

系列资源和信息的组织网络，通常在地域

性社区建立起统一的为老服务平台，实现

对资源和信息的整合和调配。（4）社会

网：将老年人同家庭、其他老人、社区、

社会联通起来，使其充分融入其中，为其

找到心理归属。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整合

养老服务资源，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方便、

快捷、高效的服务。在交流信息、调剂余

缺、平衡供需等方面实现网络连锁化经

营，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从分散型、个体化

向集中、群体化方向转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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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智慧养老模式

智慧养老是通过物联网、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搭建起信息资源集聚的平台，

提供给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以广泛支

持[28]。智慧养老加强了养老服务信息化管

理这一创新理念，使得养老服务的信息、

组织资源充分整合，社会支持更有效地汇

聚。智慧养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机构联合

起来，构建养老服务云平台，从而形成一

个虚拟的大社区[29]。可使老人获得更加专

业化的养老服务，还可使政府部门更好地

进行养老机构建设规划。智能社区还能通

过高效的通讯网络、便捷的操作缩短老年

人与社会的距离，更多地参与社会交流。

这不仅是对老年人和网络的弥合、强化甚

至重构，更是一种创新的社会网络。

四、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创新
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各地对居家养老模式发展的

一种新的探索与实践，引导居家养老模式

向深层次发展，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发展途径。

（一）上海的“嵌入式”养老服务
模式

为了缓解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资源紧

缺的压力，上海市民政局在部分区镇开展

“长者照护之家”嵌入式养老服务试点工

作。该模式的特色突出在四个方面：一是

“嵌入型”。与社区环境融为一体，老人

在社区甚至在家就可享受养老服务。二

是“微型”。规模小，投入门槛低。三是

“运营专业化”，由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

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四是“功能多元

化”。不仅有日间“托老”服务，而且提

供全天候服务。此模式创新性地通过将养

老机构“嵌入”老年人居住的社区，使老

人在不离开熟悉的人际关系、社区环境背

景下享受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开展医养结

合一体化服务，既满足老人各种基本养老

服务需求，又满足老人家庭团聚的情感需

求和保持原有社区关系的归属感[30]。这种

模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弥补了机构

养老难以满足老人家庭情感需要的不足。

（二）苏州的“虚拟养老院”模式

“虚拟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是苏州市沧浪区的一个试点。它依托中国

电信苏州分公司研发提供的服务系统，由

苏州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主运营

商，并整合优秀的社区服务企业加盟，通

过家政便民、医疗保健、物业维修、人文

关怀、娱乐学习、应急救助六大类服务项

目，为居家老人提供统一规范的养老服

务。在创建过程中，政府提供优惠扶持政

策，吸引具有一定服务实力、管理水平和

良好信誉的服务企业加盟，组建了一个紧

密型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服务的技术

核心是通过语音程控交换系统、数字化信

息传输系统和数据库终端处理系统对养老

服务对象实行会员制客户管理，通过主动

获取老人需求、快速编制计划、及时组织

服务、有效进行监督、规范实施管理等方

式，使“虚拟养老院”拥有个性化管理与

专业化服务[31]。“虚拟养老院”依靠政府

强有力的推动，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采用

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搭建居家养老的社区

服务平台，满足了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开创了居家养老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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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模式。

（三）上海的亲和源老年公寓模式

上海的亲和源老年公寓是一个提供全

方位终生照料服务的高品质、专业化、多

功能的养老生活社区，包括公寓、会所、老

年护理医院、配餐中心、商业街、管理及

活动中心。它是一种将机构养老与居家养

老相结合的老年社区模式，是对传统养老

模式的一种创新。以社区模式来建设养老

设施以及提供养老服务，体现了养老模式

与理念的先进性。入住亲和源的老人既可

获得全面性、专业化的照料服务，同时也

可获得居家养老的自由、舒适便利与私密

性。它通过对老年生活社区的整体开发建

设而能够比较全面周到地解决老人的养老

问题。亲和源构建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包

括生活照料、医疗健康、文化娱乐、心理

咨询、家政等方面。亲和源体现了现代服

务业的特点，在经营模式上也有所创新，

通过会员制的运营构建了俱乐部式的服务

模式，从而提升与保障养老服务的品质[32]。

（四）宁波的“家院互融”养老服务
模式

宁波市在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区域发展实际情

况，多方面整合资源，引入社会化养老服

务机制，通过社区平台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集中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活

动，为持续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提供了

有力支撑。在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助互助”相结合的

多元化居家养老服务动力机制，以社会化

的服务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以社会志

愿服务的方式发动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与

互助。在探索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

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推出了“家院互融”

模式，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法律援助等

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将家庭、社

区、机构资源整合起来，以社区为平台，

将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主动向社区延伸，

以专业性保障养老服务水准，是机构养老

和传统居家养老的有机融合，是养老服务

模式的创新突破[33]。

（五）珠海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珠海市香洲区将社区养老服务试点

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十件大事之一，开展

社区养老服务的探索。政府部门将服务券

发至老人手中，服务者上门服务后取得服

务券，再到居委会、街道办兑付劳务费。

养老服务券就体现为政府支付的提供养老

服务的服务费用。服务机构上门照料特殊

服务对象的费用和开办日间照料老人等服

务项目的补贴等都可以用政府购买的方式

兑现费用。这样老人足不出户便可在家中

享受政府出资聘请服务人员提供的养老照

顾，既实现了政府的责任，又充分发挥了

社区的积极性。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使社

区一部分困难老人获得了由政府购买的、

社区组织提供的家务料理。政府还针对老

年服务需求大、养老机构不足的现状，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老年服务设施和项

目，给予不同金额的补助[34]。

（六）武汉的“一键通”养老服务
模式

武汉将在全市社区建成养老信息化网

络，为60岁以上老人配置“一键通”，向

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料理、床

位护理和精神慰藉服务。政府与电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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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将辖区老年人、

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志愿者信息纳入管

理范畴，当老年人有服务需要时，拨打呼

叫平台电话，坐席人员就能第一时间调取

到老人的基本信息、健康信息、社会关系

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咨询和

救助。当老人需要居家养老服务时，平台

可就近筛选出经社区、街道遴选的优质诚

信的服务商家，通过电子工单、电话形式

架起供需桥梁，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服

务结束后可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回访。

目前武昌区已初步形成了区级平台协调调

度、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监督管理、社

区工作站和加盟商落实服务的三级服务管

理体系[35]。“一键通”养老服务顺应了市

场的主流需求，填补了“智慧城市”建设

中的一项空白，是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创新。

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创新的主
要对策

（一）社区养老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与社会

化，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抵御

养老风险。社区养老服务参与的主体有

政府、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成

员、志愿者等，应分别根据其所处的地位

发挥相应的作用[36]。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宏

观上的引导控制；重视民间力量的参与；

积极倡导企业、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

加入到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中来。通过志

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可以使社区养老实现

低成本、高效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构

建多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养老

模式通过家庭自助养老和社会互助养老相

结合，让更多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民

间团体和个人参与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过

程中，实现多方资源的有效整合[37]。

（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的多样化

针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人的需求开展

多样化的养老为老服务，丰富养老服务内

容。对老年人的不同生理需求在服务体系

方面，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

探索开展更加丰富的养老服务，如临终关

怀、法律咨询、文体培训、精神护理等，

从而为广大老年人营造良好、完善的养老

环境，提供更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养老服

务。以社区照顾为重点，为在社区老年人

提供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生活照料、康

复医疗、体育健身等多方面服务，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推动医养融合发展，促

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保险、教育、

健身、旅游等领域的互动发展[38]。对老年

人的需求由开始的注重经济、生活和医疗

保健逐渐开始转向全方位的照顾，特别是

精神慰藉方面，更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

情感上的关怀，形成具备物质养老和精

神养老的服务体系[39]。老年人的生活处境

不同，其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

异。充分考虑每类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和

承受能力，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40]。此

外，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在经济文化、生

活习俗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各社区发展

状况和基础条件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因

地制宜，才能更好地开展社区养老服务。

（三）社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化

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离不开一支高

素质的服务队伍。应逐步提高服务队伍的

专业化水平，制定岗位专业标准和操作规



110

SOCIAL GOVERNANCE

城市社会治理

范，对养老服务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和技术

等级管理认证制度。加强对养老服务人

员进行专业教育、在职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社

会工作者拥有专业的助人自助理念服务于

困难群体，拥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介

入社区居家养老，是对该模式的补充和完

善，可以转变传统的服务方式。有利于社

区养老工作的顺利开展[41]。社工通过了解

居民的养老需求，向政府相关部门和社区

的管理者提议制定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的建议，并促使政策的完善和实施[42]。

（四）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社区养老服务应从实际出发，与本地

的经济状况、居民消费水平相适应，因地

制宜做好各种社区资源的合理布局。目前

养老服务的设施和项目在不断增多，要进

行认真规划，充分发挥社区的环境优势，

让老年人在便利的条件下接受社区提供的

各种服务[43]。重视社区多种养老资源的整

合，其中既包括政府、机构、组织等多层

面的正式资源系统，也包括老年人自身、

家属、亲友、邻居、志愿者等非正式资源

系统。强调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服务整

合、专业整合、资源整合和系统整合[44]。

实现各方面资源的有效整合，才能更多地

动员社区中的各种有益力量，建构坚实的

养老资源体系。

（五）社区养老服务运作的协调化

社区是基层公共服务的平台，要想彻

底发挥社区养老服务潜能，合作协调是关

键[45]。利用综合性平台推进老年服务整合

是养老服务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社区合

作养老模式可以将家庭、社会、市场和政

府的养老功能集成优化。社区合作养老模

式是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老年人

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

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式养

老服务[46]。在创新视域下，社区养老应该

发展成全方位的合作式养老，它兼有家庭

养老、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等多种功能。

社区合作养老形式灵活多样、资源高效利

用[47]。将分散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协

调地投入，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各方

面需求。

（六）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产业化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长期的具有丰

富内涵的工作，必须要引入一定的市场机

制，走产业化道路，逐步形成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动力机

制。改变单纯由政府、社区创办老年服务

设施和服务建设的思路，推动居家养老服

务走社会化、产业化之路，使老年服务业

有较大的发展[48]。养老服务产业不同于一

般产业，它有着较强的公共性、福利性特

征。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遵循市场

规律，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竞

争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机制和多渠道的养

老服务投入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兴办老年

服务机构，采取公办民助、服务外包等方

式，加大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作力度，使

老年人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事业逐步向产

业化方向发展[49]。

（七）社区养老服务理念的“本土化”

养老服务模式的存在有其特定的价

值观基础。社区照顾模式的发展要实现本

土化发展，依据我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文化和传统的变化对养老模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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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刻影响。社区居家养老以家庭养老为

基础，而家庭养老又取决于文化，如家庭

成员在人口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可获得

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提供养老的意

愿等。西方养老制度往往由政府负主要责

任，	强调服务社会化[50]。我国对养老的态

度是百善孝为先，以孝道为本。国外社会

养老制度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

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异质文化基础上

形成的方式，而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

区养老服务模式[51]。

（八）社区养老服务手段的信息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区

养老服务应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信息化是提高服务效能的重要手段。加

强老年人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电子信息档

案，完善养老服务数据库的建设，构建养

老服务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为资源整合创

造条件。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提供

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为社区居家养老工

作者、社区老年人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信

息交流的平台[52]。重视大数据在养老服务

中的应用，对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信

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网络化的信息共享

平台使服务资源可以在不同社区之间进行

调配，与老年人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将分

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联合起来，构建为老年

服务“护联网”。使养老服务从分散化、

个体化转向群体化、规模化运营[53]。通过

云平台的建设运行，实现定制化、个性化

养老推送服务。

（九）社区养老服务管理的规范化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

步，相关的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各类服

务管理规范和标准也尚待统一。服务标准

化是提高服务效率、节省成本、实现可持

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养老服务标准化包

括服务对象的确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申办程序、服务绩效评价等的标准化运

作，保障养老服务的规范性[54]。社区养老

是一个服务需求多样化、服务主体多元化

的领域，需要有完善的评估监督机制才能

保障其正常运行。建立规范便于制度的实

施、评估和考核。应鼓励社会力量介入社

区养老服务评估[55]。保证评估监督主体的

客观公正，促进社区养老服务向规范化、

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总之，社区养老服务是迎接人口老龄

化挑战，满足老年人需求和促进老龄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随着老龄化

程度的加深，社区养老服务将会面临着许

多问题，成为社区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的

瓶颈。要使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能够可持

续发展，成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主要

途径，就必须对现有的模式进行不断改革

创新。应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完善服务机

制，深化服务内涵，探索新形势下养老服

务模式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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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Model
Huang	Shaokuan

Abstract: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has	become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ld-

age	care	in	China.	It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low	cost,	wide	coverage,	flexible	service	mode,	

and	so	on.	But	 the	current	model	is	 imperfect	and	lack	motive	for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waiting	innovation.	Some	new	service	model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many	cities	have	been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different	models,	which	provides	new	paths	for	innovating	old-age	care	

service.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	old-age	care	service;	model	innovation;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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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每年垃圾产生量以8%～9%的速

度增长[2]，大幅增长的垃圾产生量使许多

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为缓解城市垃

圾围城危机，政府于2000年设立北京、上

海、广州等8座城市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城市，但是十几年来取得的效果

并不理想。吴瀚文等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现状的调查分析显示，一方面居民知

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难以形成分类投放

习惯，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垃圾分类系统不

健全[3]。

作为我国首善之区，北京市每年产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居民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异研究”（13CJY090）。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 陈 凯 胡 静

一、引言

垃圾分类治理水平代表城市发展程

度，是推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一定程度上要看垃

圾处理水平[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城市人口急剧上升，城市生活垃

圾也逐年增加，这给城市垃圾处理带来

的负担越来越重。城市作为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居民生活的聚集地，其可持续发展

需要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支撑。据统计，

摘  要：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概念模型，探索影响城市

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心理因素。以北京市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收集数据，应用结

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垃圾分类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

制对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垃圾分类意愿与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行为

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较难的垃圾分类行为存在态度—行为差异。最后

对促进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提出策略建议。

关键词：城市居民  生活垃圾  感知行为控制  主观规范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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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如何进行分类处理

是一个巨大挑战。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

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90.3万吨，居

全国各城市之首，日产生量为2.17万吨；

2016年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

872.6万吨，日产生量为2.39万吨，垃圾产

生量增幅为10.4%。北京市自2002年推行

垃圾分类迄今已有16年，但并未取得显著

的效果，甚至止步不前[4]。譬如，北京市

垃圾分类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分类设施分

布不均，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轻视源头处

理。北京市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制度不够

科学，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垃圾分类回

收链[5]。同时，北京市垃圾处理系统仍然

存在正确率与投放率不高的问题，且缺乏

有效的监管机制[6]。2017年3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到35%以上。

本研究以北京市居民为调查对象，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构建概念模型，探索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

类行为的心理因素，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

据，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

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并对促进城市居民

的垃圾分类行为提出策略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居民垃圾分类研究进展

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居民作为参与者对城市垃圾处理水平

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生活产生的垃圾是

城市垃圾的主要来源，因此许多学者提出

应针对居民垃圾进行源头分类。国外城市

化进程较早，对居民垃圾分类研究关注也

较早。Callan等学者研究了居民垃圾分类

问题，指出激励与惩罚措施对居民垃圾分

类效果具有显著影响[7]。Schultz等学者也

认为适当的宣传措施可以促进分类回收，

且激励性措施对垃圾分类回收的促进作

用更大[8]，同时指出激励性措施具有短期

回报性，长期作用不明显。垃圾分类设施

的配备与距离也是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重

要因素。垃圾回收站越接近居民住所、分

类垃圾桶越齐全，越容易发生垃圾分类行

为，反之，则阻碍居民展开垃圾分类[9,10]。

近年来，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问题引发

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谭文柱分析认为

生活垃圾管理制度的缺失使居民垃圾分类

成效甚微[11]。政府部门垃圾分类管理投入

不足、监管不到位也会弱化居民实施分类

行为的意愿[12]。曲英等实证分析了情境因

素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认为情境因素

在垃圾分类意愿转化为具体行为过程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政策制度规定、良好

的垃圾分类设施都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垃圾

分类意向转化为行为[13]。张一澜也认为完

善垃圾分类处理的相关法律、加强垃圾分

类管理监督与机制的完善能有效促进居民

垃圾源头分类[14]。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不仅

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居民个人态度、认

知水平等内部心理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居民垃圾分类态度是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

总体评价，直接影响垃圾分类行为实施，

居民对垃圾分类态度越积极，越容易实施

垃圾分类[15]。然而陈绍军基于宁波市居民

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垃圾分类存在意

愿与行为的背离，即使居民有较高的分类

意愿，也不一定会产生垃圾分类行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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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居民掌握的垃圾分类知识也会

对其行为产生影响。丁绍芳等对北京市垃

圾分类现状研究指出，北京市居民虽然具

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由于缺乏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对其系统认知不足导致实际垃

圾分类行为效果不佳[17]。除此之外，社会

规范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也会影响个体

垃圾分类。社会群体的舆论压力能够提高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程度[18]。垃圾分类本质

上是居民行为选择的结果，是主体对各种

因素衡量后的决定，因此对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的心理因素展开分析颇为必要。

（二）计划行为理论概述

1991年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

上增加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提出了计划行

为理论。感知行为控制是指反映出阻碍或

利于实施某种行为的相关因素。计划行为

理论认为行为意愿对行为有很强的预测作

用，行为意愿又是由态度、主观规范和感

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的[19]。计划行为理论

是假定不受人为控制的态度、意愿和行为

之间的关系，主要用于解释人类决策过程

中的社会心理。垃圾分类作为一种社会行

为，受人类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影响。因此

在目前垃圾分类管理研究领域中广泛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

态度是指个体执行特定行为时消极或

积极的表现，对其行为意愿有重要的预测

作用。垃圾分类中居民的态度是指对实施

垃圾分类行为的评价。大多数学者研究证

实，环境态度会直接影响人的环境友好行

为意愿。Elena等研究认为环境态度能够

很好地预测生态行为[20]。垃圾分类态度属

于一种环境态度，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态

度的人，往往更愿意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而且其最终实现垃圾分类行为的概率更

大。所以本研究假设垃圾分类的态度通过

作用于意愿间接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

响。因此提出H1和H2：

H1：垃圾分类态度对垃圾分类意愿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垃圾分类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决定执行特定行为

时所受社会参照群体的影响，强调周围人

对居民行为的影响[21]。受传统集体主义价

值观影响，个体可能会为维护自身形象，

放弃个人观念而接受参照群体的消费观念

与消费模式。当重要关系人或参照群体成

员呼吁进行垃圾分类并付诸行动时，个体

面临较大的垃圾分类压力。他们往往会为

了个人形象，保持与参照群体一致的垃圾

分类行为。而且参照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

模范效应。当周围人们都在进行垃圾分类

时，往往会对自身产生影响，使其具有更

高的垃圾分类意愿。因此，本研究作出以

下假设：

H3：主观规范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是对采取最终行为的阻

碍或促进因素的感知程度，将直接影响个

体对此行为的意愿以及是否实施此行为[22]。

反映在本研究中即居民对实施垃圾分类行

为感觉到的阻碍或促进因素，包括信息、能

力等内在因素和时间等外在因素。具有较

高垃圾分类意愿的人，并不一定会采取垃

圾分类行为，与其所感知到的垃圾分类行

为的阻碍因素和促进因素有很大关联。如

果居民感知到的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阻碍

越小、促进越大，那么垃圾分类意愿很容

易实现对行为的转化，相反垃圾分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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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难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意愿

有正向影响。

H5：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行为

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借鉴国内外学

者相关研究的成熟量表，结合垃圾分类的

具体情况设计研究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被

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基

本信息，以及与垃圾分类行为相关的5个

变量，包括垃圾分类态度、主观规范、感

知行为控制、垃圾分类意愿和垃圾分类行

为，每个变量的测量均借鉴了国内外成熟

量表。同时，为探究居民垃圾分类中可能

存在的态度—行为差异，在“垃圾分类行

为”变量中，设置了4个题项，其中2个属

于较易的垃圾分类行为，包括“对于家中

的报纸、饮料瓶等，总是拿到废品回收站

去卖”和“对于塑料袋、购物袋等，我总

是重复利用”；另外2个属于较难的垃圾

分类行为，包括“对于家里的厨房垃圾，

我总是单独处理”和“在外面，我总是严

格按照垃圾桶分类要求扔投垃圾”。这种

题项设计，在于探索一般的垃圾分类行为

后，分别按照较易和较难的两类行为进行

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最后，针对居民获

取垃圾分类信息渠道、居住小区是否有垃

圾回收站点等问题设计相关测量题项。调

查问卷采用的是Likert5点量表法，根据被

调查者对问卷描述内容的认可程度进行赋

值，认可程度越高，数值越大。5表示非

常同意，4表示同意，3表示不确定，2表

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为筛选出

有质量的问卷，感知行为控制测量题项设

置为反向陈述。

（二）数据回收

问卷正式发放前首先在互联网上进行

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馈信息对问卷不

合理部分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最终形成正

式的调查问卷并进行调研。正式问卷的发

放包括在线问卷调研和发放纸质问卷两种

方式。在线调研主要是将问卷链接发放到

网络社群中进行调研；发放纸质问卷主要

是在学院路附近的高校家属区进行访问。

正式调研一共回收287份问卷，其中在线

回收229份，纸质问卷回收58份，问卷的

回收率为95.66%。回收的287份正式问卷

中，被调查者的男女比例接近1∶1，各个

人口统计变量比例分布较均匀，因此本研

究问卷数据较为合理。

四、数据分析  

（一）信度效度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对垃圾分类态度、

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意愿以及行

为5个变量进行了信度检验，各变量的

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7，其中态度、主

观规范、垃圾分类意愿Cronbach	α系数大

于0.8，说明问卷信度良好。进一步利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发现各变量

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各变

量组合信度均超过0.7，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均大于0.5，其中感知行为控制和垃

圾分类行为AVE数值最高，分别是0.675、

0.674；同时，模型与数据的适配度拟合指

标良好，表明问卷效度通过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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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分析

本研究应用AMOS22.0软件构建基于

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最大似然估

计法对假设模型进行分析，模型适配度检

验主要指标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与数据的

拟合度良好，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如图1所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垃圾

分类态度到垃圾分类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为0.419，说明垃圾分类态度对垃圾分

类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作用，因此接受假

设H1。垃圾分类意愿到垃圾分类行为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88，说明垃圾分类意

愿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作用，

因此接受假设H2。主观规范与垃圾分类

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69，说

明主观规范对垃圾分类意愿有直接正向影

响作用，且与垃圾分类态度相比，主观规

范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更强。因此接受

假设H3。感知行为控制与垃圾分类意愿、

垃圾分类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是

0.280、0.193，可见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

分类意愿和垃圾分类行为同时存在正向的

直接影响，且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意

愿正向影响作用更强，因此接受假设H4、

H5。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垃圾分类行为过

程符合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根据数据结果，垃圾分类态度对垃圾

分类行为产生正向的作用，不存在居民态

度—行为差异。但是根据Guagnano等研究

结果，当实施行为存在困难时，不论居民是

否有积极态度都会对行为的实施产生负面

影响[23]。因此，垃圾分类行为的难易程度影

响垃圾分类态度对垃圾分类行为的转化程

度。较容易的垃圾分类如塑料瓶、废纸等

简单易分类的垃圾，垃圾分类态度通过意

愿的间接作用更容易转变成行为，但是如

果垃圾分类实施比较困难，如厨余垃圾等，

即使较高的垃圾分类态度也很难转变成行

为。因此，在探索了影响一般垃圾分类行为

的心理因素后，本研究进一步对较易与较

难两种实施困难程度不同的分类行为展开

分析，分别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问卷

数据进行检验。较易、较难的垃圾分类行

为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其中较易垃圾分类

行为的变量间路径系数在括号外，较难垃

圾分类行为的变量间路径系数在括号内。

数据显示，当垃圾分类行为较容易

图1  垃圾分类行为路径系数图

感知行为控制

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态度 垃圾分类行为

主观规范

0.469

0.280

0.419 0.688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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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垃圾分类态度与意愿、垃圾分类意

愿与行为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463和0.721，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

明垃圾分类态度通过意愿正向影响垃圾分

类行为，垃圾分类行为不存在垃圾分类态

度—行为差异。当垃圾分类行为较难时，

垃圾分类态度与意愿、垃圾分类意愿与行

为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99和

0.149，且后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垃

圾分类态度对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

垃圾分类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作用

不强，表明当垃圾分类行为较难时，存在

显著的垃圾分类态度—行为差异。

（三）描述统计分析

在分析了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心理因

素后，本文对态度、主观规范等变量进一

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旨在表明被调查

者的垃圾分类态度等状况。数据表明，绝

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态

度，8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垃圾堆积会

带来环境污染，另有60%左右的被调查者

对垃圾的最终去向等具体现象表现出较为

关注的正面态度。在主观规范变量描述统

计中，对于“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会对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处理”这一具体问题

的均值较低仅为2.89，侧面反映了很多居

民仅仅把垃圾分类停留在态度层面，“只

动口不动手”，并不主动对生活垃圾进行

分类回收，表明城市居民目前的垃圾分类

行为仍有很大的提升和促进空间。

针对居民所在小区是否有垃圾回收

点、居民垃圾分类知识的获取渠道等具体

问题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61.3%的被调

查居民反映所在小区没有固定的垃圾回

收点，这充分表明目前固定的、专业的垃

圾分类回收点覆盖面仍然较小，这也是目

前我国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较少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固定的垃圾分类回

收点，居民进行垃圾回收很不方便，这就

对居民垃圾回收行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阻碍。在对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的获取渠

道问题上，调查数据显示，分别有70%和

58.9%的被调查居民从电视传媒和互联网

两种渠道获取垃圾分类信息与知识，这两

种方式是大多数居民获取垃圾分类渠道信

	
图2  较易、较难的垃圾分类行为路径系数图

注：较易/难垃圾分类行为的变量间路径系数在括号外/内。

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态度 垃圾分类行为

主观规范

0.492（0.378）

感知行为控制

0.463（0.399）

0.446（0.207）

0.721（0.149）

0.274（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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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垃圾分类难易程度对感知行为控制

的影响较大

垃圾分类行为容易实施时，感知行为

控制对垃圾分类意愿与垃圾分类行为标准

化路径系数较大，即居民实施垃圾分类行

为感知到的外界阻碍较小，此时居民容易

实施垃圾分类行为。反之，当垃圾分类行

为较难实施时，感知行为控制对意愿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从0.446下降为0.207，对垃圾

分类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从0.274下降为

0.181，降幅明显。可见，降低实施垃圾分类

行为的困难程度，更容易增强居民的感知

行为控制从而引发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

2. 垃圾分类意愿受垃圾分类态度、主

观规范影响较强

研究发现，垃圾分类态度、主观规范

和感知行为控制均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

著影响，但是前两个变量的影响较强，受

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较弱。因此，垃圾分类

态度越积极，感受到的舆论压力越强，居

民垃圾分类的意愿也就越高。调查数据显

示，9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垃圾分类持有

积极态度，认为垃圾分类可以改善环境污

染，同时表示家人、朋友支持自己进行垃圾

分类，从而有利于垃圾分类意愿的提高。

3. 居民垃圾分类存在态度—行为差异

居民垃圾分类存在态度—行为差异，

积极正向的垃圾分类态度并不必然导致居

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在垃圾分类实施

较易的情境下，持有积极垃圾分类态度的

居民往往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在垃圾分

类实施困难的情境下，即使居民对垃圾分

类保持积极的态度，实际上付诸行动的人

却很少。调查数据也显示，尽管大部分居

民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态度，但真正实施

垃圾分类的居民仍是少数，城市垃圾分类

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二）对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严重

阻碍了生态城市构建的进程，对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提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是一

个重要应对措施。为提升城市居民的垃圾

分类意愿，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依据研究

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垃圾分类教育

加强垃圾分类的教育是促进城市居民

垃圾行为转化的有效方式。应充分重视态

度与主观规范对垃圾分类意愿的正向影响

作用，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垃圾分类的宣传

力度，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态度，同时营造

良好的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风气与氛围。

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主体长期通过宣传

画册、讲座、公益广告等方式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激发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从

而促使全民参与。多样化与常态化的垃圾

分类宣传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公众参与垃圾

分类，还能提高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不仅

对社区居民进行宣传推广，也可以将相关

的知识增加到国民教育的体系中。将类似于

垃圾分类这样的低碳消费相关知识融入到

已有的课程中，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垃圾分

类行为，并且清楚具体该如何实施[24]，这对

于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提升城市居

民的垃圾分类意愿、行为具有深远意义。

2. 加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的配备，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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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以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

便利性。应充分注重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

作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较难的垃圾分

类行为转化为较易的垃圾分类行为，从而

减少垃圾分类中的态度—行为差异现象。

从前端垃圾箱、垃圾装运车的配备到中端

中转站的设置至末端的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都需要科学系统的规划，并逐步改善我国

城市社区垃圾回收设施。注重垃圾分类的

源头治理，建立居民垃圾分类回收的完整

链条，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3. 健全法律体系，建立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

权责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是垃圾

分类工作成功的前提。依据日本垃圾分类

管理的成功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成功

实现垃圾分类的保障。因此可以借鉴日本

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

体系，明确各部门责任，加强执法力度。

出台垃圾分类管理实施细则，对如何投放

和何时投放类似的具体垃圾分类行为作出

明确规定，引导居民按照法律、制度规范

垃圾分类行为[25]。同时建立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采用激励机制动员公众参与垃圾分

类管理；对违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

罚，加快形成以法制为基础、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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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Urban Household Wast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en	Kai,	Hu	Ji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conceptual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aste	clas-

sification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Taking	Beijing	residents	as	the	survey	objects,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tes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tentions	of	waste	classifi-

cation.	Waste	classification	intentions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attitudes-behavior	gaps	in	

difficult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urban	residents;	household	wast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subjective	norm;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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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困境是什么？尤其是在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大背景

下，如何破解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

促进我国智慧城市良性、健康发展？深入

研究和科学回答以上问题，对于实现我国

智慧城市科学发展，有效推进我国新型城

镇化进程，实现“四化”融合发展等具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旨在探寻当前我

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以及破解路径，以期

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与破解机制研究”（15CJY029）、河南

省软科学项目“新经济背景下河南产业发展趋势与策略选择研究”（182400410023）阶段性成果。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 高 璇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集约、智能、绿

色、低碳为发展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成为热点。据统计，目

前已超过500个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1]。

面对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我国智慧

城市是否达到了理想的效果？是否陷入了

个别学者所说的“智慧城市陷阱”？智慧

摘  要：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后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应

对人口增长、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战略手段。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和信息通信技术

的迅速发展，智慧城市在我国逐渐兴起，成为建设热点。面对如火如荼的建设态势，我

国智慧城市还存在着特色不突出、市场导向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壁垒严重等诸多

困难，这就需要建立具体的破解路径，通过双调节破解规划引导不够、市场导向不足

难题，通过双带动破解创新能力不强、示范效果不明显困境，通过双共享破解“信息孤

岛”问题。

关键词：智慧城市  建设困境  破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C291.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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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城市建设困境日益凸
显：基于文献的简要评论

近年来，面对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

设，学术界开始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下

智慧城市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从国内外

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意识到诸多发展难

题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障碍，破解

智慧城市建设困境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意义。Andrea	Caragliu（2012）认为智慧

城市是技术推动下的智慧城市，缺乏“以

人为本”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2]。辜

胜阻（2013）认为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

存在“千城一面、缺乏特色”“重项目、轻

规划”“重建设、轻应用”“重模仿、轻研

发”“资源整合难度大”等诸多问题[3]。张

丙宣（2016）认为智慧城市可能会造成城市

治理两极分化，进一步凸显公共部门的安

全性和公民个人隐私问题，使城市治理更

加碎片化，使城市治理成为计算机官僚主

义[4]。张振刚（2015）分析了广州智慧城市

建设存在的问题[5]。林园春（2015）提出了

智慧城市建设的金融困境，认为金融业逐

利性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性存在矛盾，

现有投融资体制难以有效匹配智慧城市建

设金融需求，金融生态环境亚健康阻碍智

慧城市建设高速发展[6]。楚金华（2017）从

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存在

的问题，认为各利益相关主体价值创造、

传递、实现障碍导致智慧城市建设障碍[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破解

智慧城市建设难题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意义，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智慧城

市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碎片化、个别化

问题上，缺乏从总体上把握，特别是针对

当前面临的这些难题，缺乏对破解路径的

分析。有鉴于此，笔者将从破解智慧城市

建设困境这一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智慧城市

建设面临的阻碍困境以及破解这些困境的

具体路径，保障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主
要困境

（一）智慧城市缺乏建设个性

自IBM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概念以

来，智慧城市建设历经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对城市发展而言，“智慧城市”仍是一新

兴事物，智慧城市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

全球仍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在此背

景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者——政

府——容易沿袭传统城市建设思路，最终

形成一批内容上大同小异、功能上重复开

发、模式上千城一面的智慧城市。究其原

因，一是对智慧城市的概念与内涵把握不

够。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特征是

什么，智慧城市功能又是什么？很多城市

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并没有弄清基本

概念，而是沿袭传统城市建设思路，盲目

建设，从而导致现在很多所谓的智慧城市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如一些城

市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

的主要抓手，将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等同起来，明显局限了智慧城市

的概念与内涵，忽略了智慧城市的特征与

功能。二是城市建设路径依赖严重。智慧

城市建设并不是传统城市建设的智慧化，

而是有别于现有城市发展模式，融合新时

代新趋势、新要求的城市发展方向。一些

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者——政府——往往

没有深入探究智慧城市内涵，依旧沿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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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城市发展路径，将智慧城市建设与传

统城市智慧化过程等同起来，把智慧城市

建设与对传统城市改造等同起来，明显忽

略了智慧城市内涵所在，城市发展缺乏新

意。三是建设规划趋同现象严重。为更好

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

制定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或实施方案，从

这些方案可以看到，智慧城市建设大都涉

及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产业建设、智慧服

务体系建设等几个方面，鲜有与城市发展

个性结合在一起规划，没有形成与城市人

文、社会、经济、环境的有效互动，智慧城

市建设趋同化趋势明显。

（二）智慧城市建设缺乏自主创新

独立的知识产权、较多的核心技术、

完备的技术体系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

重要支撑力量。当前，信息技术领域的核

心技术和产品大部分仍被外国公司或研

究机构控制，如高端芯片、关键组件、基

础软件等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

仍大量依赖进口，据不完全统计，信息技

术对外依存度仍超过80%。可以说，我国

智慧城市建设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究其原因，一是投入严重不足。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底，信息技

术领域的企业95%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这

些企业规模较小，力量单薄，很难获取资

金支持，从而导致用于技术研发、人才培

养的资金严重缺乏，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同时，关于信息领域的创新也没有引起政

府的高度重视，从而导致政府投入严重不

足，最终影响了智慧城市建设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二是基础研究较为滞后。智慧

城市建设离不开基础研究支撑，当前我国

的信息技术领域基础研究还较为滞后，如

高端芯片、关键组件、基础软件等基础领

域还没有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整个研究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三

是成果转化明显不够。成果转化不力、不

顺、不畅是困扰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现实

课题，当前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还没有

形成一套有效的成果转化渠道，转化渠道

受阻；在转化手段方面，当前在信息技术

研究领域，还缺乏有效的转化手段使科研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终导致了智慧城市

建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事实。

（三）智慧城市建设缺乏市场导向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

府推动，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忽略了市场

的推动作用，缺乏市场导向，从而导致智

慧城市功能不能完全发挥，智慧城市建设

仅仅停留在项目建设层面。究其原因，一

是政府定位不清。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

中，政府既是智慧城市建设规则制定者又

是智慧城市建设执行者，既是裁判员又是

运动员，忽略了市场的导向作用，从而导

致智慧城市建设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在

建设投资方面，当前我国大多数智慧城市

建设仍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政府投入具有

局限性，这就导致智慧城市建设缓慢，特

别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能力提升

等方面，仅依靠政府投入很难取得较快

进展；在运营维护方面，由于政府角色定

位存在偏差，技术类、管理类工作均由政

府独自承担，缺乏必要的监管，导致智慧

城市运营维护效率低下。二是市场积极性

不够。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产业发

展、智慧服务完善等，而完成这些任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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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还需要一个漫长

的过程，市场是“理性经济人”，是以利

益最大化为最优选择标准，显然大量的资

金投入和时间成本，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

预下，市场很难对其作出反应。

（四）智慧城市建设缺乏信息共享

突破信息孤岛，实现资源有效整合

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智慧城

市概念的提出者IBM公司认为“智慧城市

是有意识地、主动地驾驭城市化这一趋

势，运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人、

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

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起来，从而使整个城

市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之系统”。从我

国智慧城市建设来看，形式大于内容，智

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信息孤岛”现象

依然存在。一是破解“信息孤岛”难题的

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由于历史因素影

响和信息技术水平落后，我国信息数据散

落于各个领域，数据分块化现象严重，没

有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机

制，导致信息流通不畅。二是信息标准化

尚未建立。受历史因素影响和技术条件制

约，我国没有一套完备的数据统计标准，

以致同一数据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结

果，这无形中增加了数据整合的难度。

四、破解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困境
的主要路径

面对我国智慧城市特色不突出、市场

导向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壁垒严重

等诸多困难，需要建立具体的破解路径，

通过双调节破解规划引导不够、市场导

向不足难题，通过双带动破解创新能力不

强、示范效果不明显困境，通过双共享破

解“信息孤岛”问题。

（一）双调节：市场调节、政府调控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

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所在。智慧城市建

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府

力量或者市场力量推动都不能达到理想

效果，比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上，政府力量远远大于市场的作用，而在

智慧城市的创新方面，市场力量又远远优

于政府的力量，可以说，在智慧城市建设

上政府与市场各有优势。因此，在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中需要同时充分调动政府和市

场的积极性，通过构建市场调节与政府调

控相结合的双调节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政府调控。当前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规划引导不够、

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特色不突出、“信息

孤岛”等诸多困难，而要破解这些困难需

要充分调动政府积极性，一方面通过宏观

调控和微观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

置以及市场监管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

面通过政府作用，保障公共物品和公共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在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

方面，一是要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

在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特色和城市资源禀赋

的基础上做出符合城市发展特色的规划，

有效避免智慧城市趋同化问题；二是要利

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为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在产业

政策方面，要出台有利于智慧产业发展的

相关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智慧产业发

展，完善智慧产业链条，构建生态化的产

业结构；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通过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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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免税以及财政扶持等政策吸引更多社

会资本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在金融

政策方面，可以通过发展风投基金、私募

基金等方式构建起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

链，切实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资金

短缺问题。在民生建设方面，一是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首先是要建立统一标准，

智慧城市是新兴事物，从全球智慧城市建

设情况来看，智慧城市仍处于发展初期，

缺乏成熟的范本可供参考，因此，在推动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制定一个统一标

准，通过统一标准来衡量建设情况；其次

是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通过健全法律法

规，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二是

要优化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

智慧政务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实现城市信

息网络化、系统化，从而为市民生活带来

方便。三是要加快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建设。在智慧交通

方面，通过健全智能交通服务系统、车辆

智能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等，全面提

高城市交通治理能力和城市交通运行能

力；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建立电子处方

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等，全面提高诊疗水

平，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在

智慧教育方面，通过建立远程教育系统、

智慧管理系统等，不断提高学校教学水平

和管理水平，有效缓解教育不公问题；在

智慧社区方面，通过发展电子政务，为市

民提供快捷方便的政务服务。

智慧城市建设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

作用。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仅仅

依靠政府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创新能

力不强、资金短缺等，这就需要发挥市场

的作用，利用价格、供求、风险、竞争等

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信息应用技术不

断创新，支持更多资金投入到智慧城市建

设中来。一是要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

新。应对市场竞争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能倒逼市场主体发

挥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一批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等等。智慧城市建设中，

市场竞争将倒逼更多企业加入创新，从

而推动智慧城市领域新一轮信息技术发

展。二是要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实现集约节

约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除了可以集聚更多的资源参与建设中来，

还可以推动资源反复利用，通过资源反复

利用和重新组合，实现智慧城市集约节约

发展。三是要利用市场风险机制推动包容

性发展。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

大，而在市场风险机制的推动下，市场主

体能“循果治因”，从而有效规避多方风

险，推动智慧城市实现包容性增长。四是

要利用市场供求机制吸引更多参与者。智

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

依靠政府的投资显然是不够的，而发挥市

场供求机制，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参与到

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有效缓解资金难题。

（二）双带动：创新带动、示范带动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是基于当前正处于

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基于正处于新一代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基于正处于城

市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金

紧张等城市问题凸显期。显然，为适应城

市发展阶段的变化、破解城市发展难题，

仅仅依靠传统推动城市发展的路径是行

不通的，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带动智慧城市

建设，以技术创新、治理创新更好满足智

慧城市建设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从全

球智慧城市发展现状来看，智慧城市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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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事物，全球还没有成熟的范本可供参

考，这就需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的智慧城市，以示范带动更多的城市参与

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创新。当前我国

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需

要通过加快创新加以解决。创新带动智慧

城市建设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源有

效配置，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

新等提高发展效率和质量。在我国传统智

慧城市建设中，更多强调现有技术、现有

模式、现有制度的应用，缺乏创新驱动，

从而导致智慧城市建设依赖传统路径的情

况较为严重，技术依存度较高。为破解智

慧城市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重点突出

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为智慧城市建设

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制度、管理、模式创

新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一

是要进一步推动技术传统，加快发展信息

技术，通过发展数据采集的传感技术、数

据传输的网络宽带技术、数据处理的云计

算技术、数据存储的云存储技术、数据共

享的云平台技术、网络信息安全的量子通

信和加密技术等，将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持续降低技术依存

度。二是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通过建立

一整套有利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制度体系，

如激励体系、评价体系、监测体系等，从源

头上彻底摆脱传统城市建设的路径依赖。

三是进一步推动模式创新，通过创新投入

模式、创新收益模式、创新运营模式、创新

建设模式等，为智慧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智慧城市建设还需要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的智慧城市，通过推进重点领域的试点工

作，以示范带动智慧城市建设。比如通过

在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民生领

域试点示范，大力推进智慧社会民生，使

民生服务更加便捷；通过在综合治理、市

政、运输、交通等领域试点示范，大力推

进智慧城市管理，使城市管理更加高效；

通过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试点示范，大力

推进智慧公共服务，使城市公共服务更加

有效。

（三）双共享：信息开放共享、利益
共创共享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着

“信息孤岛”、市场主体参与不积极等问

题，这就需要构建双共享机制，通过建立

信息开放共享机制，打破各行业、各领域

相互分割、碎片化架构，实现信息开放、

融合；通过建立利益共创共享机制，吸引

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

缓解智慧城市建设技术、资金难题。

“信息孤岛”“信息烟囱”是我国智

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这就需要打

破各行业、各领域相互分割、碎片化的架

构，以共享心态实现数据的开放、融合，为

城市运营中所遇到的难题提出解决方案，

推动智慧城市科学合理建设。一是要构

造统一数据底盘。信息开放共享是智慧城

市建设的核心与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则是智慧城市建设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

心，这就需要形成一个开放的数据底盘，

以此为架构核心，合理调配资源。通过加

快建设国家电子政务内网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构建多层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体系，实现重点领域政府部门间信息共

享；通过整合分散隔离的政务信息系统，

建立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

的“大系统”，让更多的信息资源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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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二是要完善城市信息安全体系。智慧

城市建设是一个涉及多环节、多领域、跨

部门的复杂系统工程，信息开放共享涉及

面广、涉及主体多，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城

市信息安全问题，通过建立城市信息安全

体系，保障城市各类信息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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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Path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Gao	Xuan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form	of	urban	development	after	digital	city,	smart	city	is	also	a	

strategic	means	for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cope	with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lve	urban	develop-

ment	problems.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mart	city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China	and	become	a	con-

struction	hotspo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still	lacks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fficient	

market	orientation	and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but	embraces	serious	information	barriers.	It	

calls	for	concrete	solutions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dilemm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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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综合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城市

在规划、建设、管理及服务上的智慧化；

2015年2月，“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

协调工作组”成立，着手智慧城市的统筹

落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

截至2017年6月，已有300多个城市政府与3

家电信运营商签署了建设协议，并有290个

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500多个城市

（95%的副省级城市、76%的地级城市）在

其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

【基金项目】江苏现代信息服务业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项目“基于多元主体参与的江苏‘宽带乡村’建

设模式研究”（NYJD217010）、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项目“我国三网融合演进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

（NYS213004）成果。

日韩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岳宇君 仲云云

不断增长的人口已使城市在基础设

施、住房、交通、教育等方面受到巨大挑

战，如何在环境破坏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城

市发展与规划已受到各国政府关注[1]。城

市顺应科技朝着“智慧城市”蜕变，而对

“智慧城市”这一城市发展新形态，不同

国家、城市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

但是，无不包含了“科技能力”与“城市

责任”，离不开市民参与、技术支持与政

策配套[2]。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出台，标志着智慧

城市建设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规划；2014年

摘  要：作为国家战略规划之一，智慧城市依然处于发展阶段，将视野放之于世

界，借鉴国外建设经验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介绍了日本、韩国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情

况，总结日本、韩国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分析了其实践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以

期对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智慧城市  物联网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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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或正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我国的智

慧城市建设存在过热的现象，但是依然处

于发展阶段，缺少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建

设标准，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有待加强、

建设实践体制创新不足[3]。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在

付诸实践的同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

点之一，研究主要集中于智慧城市的建设

模式[4]、建设路径[5]、迭代发展的问题与逻

辑[6]等。从全球范围看，智慧城市建设尚

处于探索中，已有为数众多的城市将智慧

城市作为其未来发展方向。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发展取向与路径选

择，及时掌握智慧城市发展动态[7]，梳理

与分析典型智慧城市建设案例[8]，有助于

推动我国落实智慧城市目标。日本、韩国

是智慧城市发展相对领先的典范国家：日

本落实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推动策略，通

过政策引导、民众参与以及严谨的示范与

试点计划，使其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发展

典范国家；韩国自1993年起便针对智慧城

市制定发展策略及相关措施，2006年推出

U-Korea基本规划，首尔、水原市自2002

年开始，多次获得全球智慧城市评比的全

球前七大智慧城市奖的奖项[9]。本文拟通

过对日本、韩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进行

观察分析，总结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以

获得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一、日韩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一）日本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日本智慧城市建设的前身是数字社会

建设，2001年制定“E-Japan”战略，2006

年制定“U-Japan”战略，2009年升级为

“I-Japan”战略，演化轨迹清晰，强调技

术创新。2007-2008年开始推动再生能源

及电动汽车等智慧城市相关产业；2009年

以来，更加注重城市自然能源（太阳能、

风能等）开发利用与城市能源消费管理；

2010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新一代

能源与社会体系实证计划》，环境改善在

建设实践中占据突出位置；2011年，提出

“环境示范城市”“环境未来都市”构想，

选出的11个环境未来城市中，日本大地震

灾区占了6个；日本总务省于2012年6月在

《活用信息技术的城市建设与全球化恳

谈会报告书》中提出“信息技术智慧城市

构想”。智慧城市建设可以细分为3类[10]：

（1）部分设施智慧化，比如东京等大城

市；（2）部分设施进一步智能化，设施之

间相互协作，如丰田市、横滨市等；（3）

全部设施智慧化，是智慧城市发展的最

终形态。具体主要体现在：不动产开发层

面、智慧基础设施层面和生活服务层面。

硬件方面，2010年8月，横滨市、丰田

市、京阪奈学研都市及福冈县北九州等相

继发布了5年实践计划，整合电力、燃气、

热能、交通、水处理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等

设施或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必要的

协作效应。软件方面，提供领先技术的产

品服务与提供信息服务，比如，产品服务

渗透到能源、交通、上下水道、医疗、疗

养、婴幼儿教育及老年人服务等各个应

用领域，打造民众能够舒适生活的城市环

境，开发便于消费者能够掌握的产品[11]。

以柏之叶智慧城市、丰田低碳社会系统计

划、北九州智慧城市创造项目为典型案例

进行梳理：（1）柏之叶智慧城市。柏之叶

智慧城市建设基于城市问题解决、居住

环境改善及街区功能复合化等三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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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环境共生、健康长寿、新产业创造设定

为三大建设主体，深入发掘和提出现实与

潜在的课题，运用最新技术智能解决能源

（建成日本最早的街区电力融通系统）、

环境、安全、健康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2）丰田低碳社会系统计划。丰田市致力

于电力、燃气、交通设施智能化，一方面，

推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各

种节能或蓄能设施普及，同时通过家庭能

源管理系统对能源使用进行智能控制；另

一方面，配备移动互联设备，完善城市交

通设施，倡导新型的交通使用模式。（3）

北九州智慧城市创造项目。北九州市部署

具有“动态定价”功能的电力收费系统，

能够依据气象指标等进行电力供求预测，

确定资费价格；设置“地区节电站”，掌

握整个地区的电力供需信息，实现对发电

总量的有效控制；同时，也积极引入了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二）韩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200 4年，在全球信息产业新一轮

“U”化趋势下，韩国政府推出本国政策，

提出“U-Korea”战略，并于2006年3月确

定“U-Korea”总体政策规划，划分为发展

期（2006-2010年）与成熟期（2011-2015

年）两个阶段执行。韩国率先发起“U-

City”计划，具体举措包括建立U-City论

坛、开发U-生态城研发项目、构建U-City

制度规范、升级基础设施及扶持U-City产

业发展。首尔、釜山及仁川松岛新城等众

多城市参与其中，旨在将信息网络融入民

众生活中，通过普及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建

设绿色、数字化的智慧城市[12]。

2011年6月，以首尔为试点，发布

“智慧首尔2015”计划，体现着“以人为

本”：（1）加强ICT基础设施建设，部署

宽带网络实现城市全覆盖，为用户安装智

能电表实现能源管理、建立社区信息平

台反应居民日常诉求等；（2）整合城市

管理架构，对各智慧子系统进行整合，使

相互之间的协同更为高效；（3）逐步扩

大智慧设备使用范围，使城市中各种人群

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智慧应用服务。2014

年5月，韩国政府出台了《物联网基本规

划》，提出促进物联网产业参与者相互合

作、推动物联网开放创新、开发与扩大物

联网服务及实施企业支援等四个战略。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U-City”计划示

范城市有仁川松岛未来城、首尔数字媒体

城等。（1）仁川松岛未来城。松岛未来

城位于距离首尔50公里的仁川市，是韩国

“U-City”开发落实的示范地区之一。在

三星、LG、韩国电信等韩国企业以及美国

地产商盖尔（Gale）、网络解决方案供应

商思科（Cisco）的共同参与开发下，数以

百万计的感测器被嵌入在道路、建筑物、

输电网路、水利系统与废弃物系统中，加

上摄像机的图像传输监控，城市里的道路

车流量、交通状况、用电状况、室内外温

度等信息都可传送到中央控制系统，中央

系统因此可以开始调节路灯的亮度、执行

交通警示或其他智慧便民的应变调节。聚

焦于交通、能源、楼宇及工作空间等的智

慧化改造，推动信息技术、感测技术融入

行政、医疗、教育等中。（2）首尔数字

媒体城。作为韩国最先进的数字媒体娱乐

圈，政府期望创造一个与信息、环境及文

化和谐共生的数字媒体商业圈，成为全球

信息媒体产业的中心。在基础设施部分，

数字媒体城里具有一个独立的光纤宽带，

提供无线宽带系统和卫星通讯服务，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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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媒体城的数字宣传馆中，则以数字展览

的方式展现物联感测的互动体验。数字媒

体城的空间主题配置分为两大主轴：①数

字媒体城，包含众多媒体、信息软件业和

有关单位的进驻，而DMC新技术产业中心

以及产学合作研究中心同时也驻点于其

中；②数字媒体街，街上提供高科技产业

入驻后可用来展示产品的活动空间展场，

也有通过数字化方式展现图像艺术、灯光

艺术、IT展品的艺术公园。

二、日韩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

（一）发挥政策和规划的引导作用

日本、韩国智慧城市的政策和规划

体现着稳步升级、有序衔接、整体规划、

顶层设计，通过立法模式促进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推动宽带网络建设，为打造

“智慧城市”奠定基础。以韩国为例，信

息通信振兴基金（1993年）、《促进信息

化基本法》（1995年）、《促进信息化基

本规划》（1996年）、“Cyber	Korea	21”

政策（1999年）、“e-Korea	Vision	2006”

（2002年）、“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2003年）、“IT839策略”（2004

年）、“U-Korea基本规划”（2006年）、

“国家信息化基本规划”（2008年）、

“物联通信基础设施构建规划”（2009

年）、“物联网基本规划”（2014年）……

U-City的规划内涵持续以“U化”贯彻政策

主轴，包括城市宽带信息网综合规划、部

署指南、融合技术指南、网络运营指南、

应用服务标准及分类标准指南等。每个参

与的市政府将向韩国信息和通信部提交最

终的规划，韩国信息和通信部最后批准最

终的市政规划。不过，韩国政府主导智慧

城市建设，信息和通信部的权力过大对智

慧城市建设其他各参与方造成一定程度的

负面影响。随着信息和通信部于2008年3

月被裁撤，其行政职能被转移到其他相关

部门，政策连续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短暂的消退现象。

（二）通过试点与实践提升建设成效

日韩智慧城市建设体现着“分步推

进、循序渐进、重点建设、示范引领”，

政府部门与企事业组织协作，在顶层设

计、政策制定及组织协调上发挥显著作

用，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体现着系统

性，避免局部改造带来的其他配套滞后。

日本有“未来城市环境构想”“智慧社区

构想”和“ICT智慧城镇构想”三个智慧

城市类型可供选择，不同城市的选择不

同：有的城市仅选择其中一个类型，如下

川町选择“未来城市环境构想”，北见市

选择了“ICT智慧城市构想”；也有城市

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类型，如釜石市选

择“未来城市环境构想”和“智慧社区构

想”，横滨市和北九州市选择了“未来城

市环境构想”和“智慧社区构想”。横滨

智慧型城市计划、丰田低碳社会系统实证

计划、关西科学城─下一世代能源与社会

系统实证计划、北九州智慧型社区建置计

划，按照不同的模式进行试验，试验的重

点在于用户的能源消费管理与节约利用。

韩国试点实践体现着阶段性：在互联互通

阶段侧重于ICT基础设施建设，在进一步

发展阶段偏重应用服务供给，在建设成熟

阶段加强推动管控一体化。

（三）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可持续建设

日本的智慧城市试点体现了其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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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智慧化建设的踏实态度——通过政府部

门的政策支持、企业的资金投入，切实将

信息技术、感测技术融入到城市基础设施

更新换代中。日本ICT基础设施建构完备

目标在“E-Japan战略”“E-Japan	2002重

点计划”及“E-Japan战略II”等战略的支

持下得以实现。严格推行“分区分质”供

水，在城市供水系统、排水系统上安装感

测设施，实现对用户给排水需求的监测控

制与统计分析；自上而下推动，由小范围

到大区域、进而全面多元地对城市电网、

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进行改造与建设。

韩国在其智慧城市建设中，强调对能源、

交通、医疗、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

（保持技术先进，同时融入信息技术），

例如，首尔数字媒体城展现了对媒体与

IT产业结合的深耕，松岛未来城体现了对

物联网科技特性的发挥。日韩的共同之处

在于：（1）科学审视城市的具体状况、

预测城市发展需要，结合不动产开发、

基础设施改造循序渐进建设；（2）采用

整体优化的形式进行道路、供水、能源、

电力及通信等的建设；（3）整合各种系

统平台，实现高效的智慧城市管理服务；

（4）创造高品质生活服务，打造与普及

新的文化艺术。

（四）重视推动智慧城市应用服务发展

日韩智慧城市建设基于公众的需求，

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中。不同城市的基

本条件不同，能源环境、健康养老问题和

产业创新在各个城市的表现形式不同，智

慧城市建设重点和先后次序确定的针对性

不同。居民通过参与规划制定与实施智慧

城市，增强对智慧城市的实感，建立起经

济可持续和生活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体系。

“I-Japan战略”将政策目标聚焦于电子政

务、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具体的应用服

务，达成以民众为主体的“数字安心与活

力社会”，所有人都可得到数字技术的益

处。首尔运用物联网感测器搜罗数据，并

进行数据连接、管理、运算并分析的科技

能力，同时达成交通运输等便民政策制定

的城市责任。韩国政府在试点建设过程中

发现：不能忽视民众（参与和互动），民众

生活环境改善、民主建设加强应是智慧城

市建设的根本目标；如果民众缺席智慧城

市建设，无论建设方案与建设内容看上去

多么完美，由于制度不完善、应用服务未

普及，民众都难以真正从中受益。

三、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近几年，我国智慧城市的战略性部署

相继出台，从新型城镇化、宽带网络、城

市经济、民生应用、云平台建设及信息安

全等，不一而足。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

年，国家层面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发文

有18个。2012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同时配套印发了《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

（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

文件，正式启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申

报工作；2014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在2020年建成一

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发挥试点工作对

整体智慧城市建设的聚集和辐射带动作

用；2015年11月，国家标准委联合中央网

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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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应

用实施的指导意见》，以推动建设的标准

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地方各级政府

结合本地发展实际与需求，颁发了智慧城

市建设规划方案，如《上海市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十三五”规划》《天津市智慧城

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武汉市智慧城

市总体规划》《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2016-2020年）》等。当前，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括：建设

目标和路径认识不足[13]、基础设施的问题

解决能力薄弱、信息共享和集成运用有待

加强[14]、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15]、

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未达到运转应用阶段

等。基于日本、韩国智慧城市建设经验总

结，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

以下几点启示值得重视与参考：

（一）加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日本、韩国在探寻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时注重从宏观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

把握，深刻认识城市发展内涵与外延，明

确预期发展目标，扎实推进城市智能化建

设进程，做到结合城市特色，实现对城市

结构的完善——在城市管理、服务及运行

中体现智慧性创新。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需

要更加注重融合化、移动化、互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建设紧扣区域主旋律，顺

应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地区城市特色，具

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1）从国家战

略层面制定智慧城市规划、可供选择的建

设方案；（2）设立智慧城市领导机构，

实现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统一部署；

（3）智慧城市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设规划既需要注重长远性，又需要体

现动态性；（4）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学

习，可以借助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分享，

使智慧城市建设更具精准性；（5）将宽

带网络部署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扎

实推进，完善城市公交系统，改善民众生

活、出行环境。

（二）完善智慧城市政策法规体系

从现行智慧城市政策法规体系看，

存在国家层面的指导略显不足、建设试点

存在多头管理情形、试点建设机制创新不

足、智慧城市建设标准缺失、信息安全隐

患等问题。智慧城市政策法规需要超越电

信技术政策法规，全方位涉及包括电力、

燃气、交通设施、医疗、建筑等，从本城

市的实际需要出发构建智慧城市建设的政

策法规体系。需要保持智慧城市建设相关

政策法规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并且需要尽可能减少政府部门调整给智慧

城市建设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16]。（1）在

智慧城市较为全面、清晰的建设路线下，

保持相关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2）增强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企事业单

位、科技人员及民众对建设政策的信任

感，确保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

（3）完善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减少官

员个人因素可能对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法规

连续性形成的负面影响。

（三）明晰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目标

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城市开展先行先

试，例如，贵州省云上贵州“7＋N”系统

平台、无锡市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等。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城市政府可能为了

追求政绩而跟风建设，导致智慧城市建设

脱离城市实际资源条件，最终达不到建设

预期，而带来新的“城市病”。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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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过各标明区域与不同面向示范项目进

行多元且交错的试验示范，通过各区域不

同项目的试验示范，交融政策方向、技术

与环境发展、使用端意见等层面，提升民

众参与及应用率，通过厂商补助与民众奖

励诱因等策略，并以量化的试验成果，进

一步衍生新商业模式与新的生活业态。应

厘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激活社会资

本，促进互惠：（1）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创

新平台，构建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

化网络；（2）参与其中的企事业单位、

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具有知情权与表达

权，使试点工作更符合民众利益、更具合

理性；（3）积极培育民众的共享理念，逐

步实现“政府—企业—民众”协同建设框

架；（4）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为

智慧城市试点建设达成一致的利益关系。

（四）注重推动智慧城市应用服务发展

智慧城市建立在数据化与信息化的

基础上，建设内涵是“推动实体设施与信

息基础设施融合发展，形成城市智慧基

础设施”。而数据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必须

解决城市发展与相关部门、行业、群体之

间的数据开发、整合、融合、共享问题。

目前城市间不仅存在数据相互独立、隔离

的状态，连同在城市内数据在不同类别、

行业、部门之间的统计也各行其是。在日

本、韩国智慧城市试点中，也出现了一些

有待解决的议题。例如，松岛未来城整体

智慧城市环境的建构虽已逐渐完备，但

企业、居民的入驻数不如预期，表明一个

城市动态系统的建立需要“智慧居民”更

积极主动参与。应注重从小处着手，从市

政、交通、公共服务、医疗、电力和水利

等基础设施的智慧化做起，通过统筹规

划、应用服务标准化，自下而上地完善城

市应用服务的基础体系。为保护民众利益

和实现智慧应用服务的提供，政府部门有

必要主导、监管智慧应用服务的运营，通

过对供给端、需求端补贴及企业经营模式

创新促进民众共享智慧应用服务；规划协

调，制定智慧城市应用服务标准，结合各

参与主体的实际情况，促进智慧城市应用

服务机制的形成，推进智慧城市应用服务

提供的稳定性、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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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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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s,	smart	city	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develop-

ment.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out	to	the	world	and	draw	lessons	from	overseas.	This	paper	intro-

duces	the	practic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summaries	relevant	

experience.	Hopefully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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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与质量优劣则是这一系统发展的直接体

现。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城市公共基础设

施、休闲环境、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等供

求要素实现耦合协调发展。换句话说，所

谓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指的是影响

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

要素，在和谐一致、良性循环基础上的动态

变化过程。对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过程进行测度，旨在考察城市休闲化系统

要素的相互影响和耦合状况，从而反映和

评估城市休闲化的总体水平和整体质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休闲化的演变特征及协调发展机制研究”（批

准号：17YJC630088）成果。

中国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比较研究 
——以5个计划单列市为例

◎ 刘 松 楼嘉军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

展的一种形态，一般是指一座城市在人均

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以后，就将进

入一个在居民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城市

功能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快速发展的城市休

闲化时期[1]。欧美国家大致在20世纪60～70

年代先后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而我

国的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亦

在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率先跨入城市休闲

化发展时期。然而，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休闲化水平高

摘  要：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其耦合协调发展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休闲化的总体水平和整体质量。文章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

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4-2013年中国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调发

展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①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大致呈持续上升态势，且城市间差

距保持在一定水平。②从子系统功效来看，经济与产业发展对城市休闲化的发展功效

最大，而且变化趋势相对平缓；③耦合协调度比较显示，深圳基本处于领先水平，然而

城市间差距并未逐步拉大。

关键词：城市休闲化  评价指标体系  耦合协调度  计划单列市

【中图分类号】F5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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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城市休闲化的研究起步相对

较早，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

是城市休闲产业与休闲经济发展的理论性

分析[2]；二是城市休闲政策和公共服务管

理[3]；三是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和消费，以

及休闲生活质量和满意度[4]。近年来，城

市休闲化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热衷探讨的

重要课题，研究文献主要体现在休闲城市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5-8]、城市休闲化质量

的量化测度和实证分析[9,10]以及围绕中国城

市休闲化影响机理和动态演进特征开展的

研究[11]。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关

于城市休闲化问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理论

探讨和实证分析。然而，有关城市休闲化

指标体系的内在关联以及系统要素的耦合

协调发展研究仍显不足。此外，中国城市

因历史、文化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

城市休闲化的水平和质量也存在较大差

别，因而城市休闲化的比较分析就具备了

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鉴于此，本文基于耦合协调的视角，

尝试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

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深圳、厦门、宁波、

青岛和大连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的

耦合协调发展。5个计划单列市具有相似

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且均为我国重要的

沿海城市和城市旅游目的地，通过对其城

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比较研究，期待

能够为上述城市乃至国内相似城市的休闲

化发展提供借鉴，更期望能够在理论层面

为国内城市休闲化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城市休闲化

耦合协调发展测评的前提。关于城市休闲

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以往学者主要关

注休闲相关的基础环境、居民消费和产业

能力[1]，以及特色资源[9,10]等指标。然而，

城市噪音和空气质量、城市交通安全以及

居民家庭休闲设备的拥有量等变量未纳

入评价体系之中，而这些指标直接影响着

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参与的频次和质量。如

果将城市休闲化视为一个系统的话，可以

将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

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

生活与消费作为其5个子系统，其中，经

济与产业发展是基础，交通承载与安全是

条件，休闲服务与接待是保证，休闲空间

与环境是载体，休闲生活与消费是主要内

容。因而，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本文设计了由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

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

待和休闲生活与消费5个子系统作为一级

指标、15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构成

的指标体系（见表1），以综合评价中国

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

（二）综合指数计算方法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

除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数据标准化采用

极值法，指标数据趋大时采用正向指标处

理，指标数据趋小时采用负向指标处理。

公式如下：

（1）

其次，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

重。作为衡量相对差异的指标，变异系数

无量纲，具有可比性，常被用来测度并对

比不同时段及不同区域的差异程度[12]，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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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与产业发展

经济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率（%）

产业发展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
就业人数的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住
宿和餐饮业零售总额（亿元），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从业
人数（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个数
（个）

交通承载与安全
城市交通

公共汽车、电车客运量（万人次）、轨道交通客运量（万人
次）、公路运输客运量（万人次）、铁路运输客运量（万人
次）、民用航空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发生数（起）

休闲空间与环境

居住空间 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城市绿化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公
顷）、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城市环境
空气水平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天）、国控主要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等级声效）

环境荣誉 城市获得的国家级荣誉称号数量＊（个）

休闲服务与接待

文化设施
博物馆数量（个）、图书馆数量（个）、文化馆数量
（个）、剧场影剧院数量（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
量（个）

休闲旅游接待
旅行社数量（个）、星级饭店数量（个）、国家4A级以上景
区数量（个）、公园数量（个）

游客接待规模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休闲生活与消费

居民消费

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一年为100）（%）、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城市居民人均家庭设
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元）、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支出（元）、城市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元）、城市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元）

家庭休闲设备
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台）、每百户
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家用电脑拥有量（台）

游客消费 入境过夜旅游者人均花费（美元/人/元）

*城市获得的国家级荣誉称号包括：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体公式如下：

（2）

其中，Vj为第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为第i年份第j项指标的均值，m为年数。指

标权重通过下式求得：

（3）

最后根据各指标权重以及标准化数

据，加权求和计算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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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或

（5）

式（5）中，U1、U2、U3、U4和U5分别

为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

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

生活与消费的评价函数。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系统耦合模型，

可以构建城市休闲化指标体系间的耦合评

价模型：

（6）

然而，模型（6）只能反映评价指标

体系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经济与产

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

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生活与消费

评价指标指数都较差时，仍存在耦合度较

高的可能性，显然这并非是对城市休闲化

水平的真实评价。因而，本研究引入城市

休闲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7）

其中，D为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

C为耦合度，T为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指

数。a、b、c、d、e为待定系数，本研究认

为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

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

生活与消费对于城市休闲化同样重要，因

此取a=b=c=d=e=0.2。

（四）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确保科学性

和客观性，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4年深

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的统计年

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

家和省级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公开出版或官

方网站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个别缺失数

据采用相邻年份均值代替。

二、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比较

依据前述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

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计算步骤，对深圳、

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的城市休闲化进

行综合测度。图1反映了5市城市休闲化综

合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除深圳市

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外，5

市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在2004-2013年间

呈持续上升态势，并且城市间差距保持在

一定水平，未出现逐步拉大的倾向。综合

指数的绝对数值能够反映城市休闲化发

展的差距和态势，就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

0.60以上的较高水平而言，2011年深圳和

宁波最先达到这一目标，2012年5市均在

0.60以上，且深圳市在2013年突破0.80的

更高水平。

通过对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变化趋

势的比较，我们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从

综合指数的波动情况来看，深圳市波动趋

势最为明显，其次是宁波和大连，而青岛

和厦门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的波动相对

较小。第二，从城市间对比情况来看，深

圳市在2005-2007年以及2010年后城市休

闲化综合指数较高，说明深圳城市休闲化

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潜力，宁波、青岛

和大连出现交错上升的趋势，而厦门市在

2004-2013年间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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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二）子系统指数比较

城市休闲化子系统指数能够体现对综

合指数的分解效应，通过对子系统指数的

比较和分析，不但能够解释5市城市休闲

化综合指数水平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的缘

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城市休闲化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和方向。图2反映

了2003-2014年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

子系统指数的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呈现

如下两大特点：

一是从5个子系统的功效来看，经济

与产业发展对城市休闲化发展功效最大，

其次是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生活与消

费，最后是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

环境。这表明，城市的休闲基础、休闲产

业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根本，而休闲条件

和环境是城市休闲化的外在推动力。

二是5个城市的经济与产业发展、休

闲生活与消费子系统指数变化相对平缓，

而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尤

其是休闲空间与环境子系统指数波动较

大，这说明城市休闲化的基础和内容具有

一定连续性，发生急剧变动的可能性相对

较小，而城市休闲化的条件和载体则可以

通过外力予以调整，进而影响其发展方向

和大小的变化。

通过城市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经济

与产业发展子系统指数的时序变化（见图

2-a）中，深圳一直占据相对优势，其次是

大连，宁波和青岛较厦门呈现更快的增长

态势，尤其是宁波表现尤为突出，自2011

年开始其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数已超过青

岛和厦门。图2-b显示出交通承载与安全

子系统指数的变化，其中深圳和大连相对

较高，尤其是深圳在2008年后具有绝对优

势。究其原因，可能与深圳和大连城市地

铁的建设和运营具有一定关联，它为市民

的休闲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是城市休

闲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宁

波交通承载与安全子系统指数有下滑的趋

势，分析发现，宁波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相

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子系统的改善

和指数的提高。图2-c显示，2004-2013年5

市休闲空间与环境子系统指数均存在明显

波动，并且在2010年前后出现“波峰”，

分析认为，主要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余热

未减，加上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到

来，各大城市仍不断加大投入积极改善城

市环境，营造良好旅游休闲氛围，以吸引

境内外游客前往。此外，长期来看，休闲

空间与环境子系统指数未出现明显上涨趋

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受房地产市

场价格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扬的影响，市

区人均居住面积一直局限于较低水平，直

接抑制了休闲空间与环境子系统指数的提

高。休闲服务与接待子系统指数变化（见

图2-d）分析可见，5个城市呈波动上涨态

势，其中，宁波和青岛具有相对优势，深

圳、大连和厦门“旗鼓相当”。然而，深

圳自2011年开始增长迅速，至2013年休闲

服务与接待子系统指数超过其他城市，表

图1  2003-2014年5个计划单列市
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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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深圳休闲产业具有较强的发展潜能，其

城市休闲化水平的提升存在较大空间。图

2-e显示，2004-2013年5个城市休闲生活

与消费子系统指数大致呈持续增长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在2008年前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然而在2008年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滑，之后处于缓慢追赶状态，可能的原

因是深圳开放程度较高，受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较大，导致居民的休闲消费

受到压制，这也使得深圳城市休闲化综合

指数在2008年前后处于劣势地位。

（三）耦合协调度比较

基于5个计划单列市2004-2013年城市

休闲化综合指数的计算，根据式（6）和式

（7），本研究对5市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

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表2和图3显示，

深圳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基本处于领先

水平，表明深圳城市休闲化5个子系统耦

合协调作用更为明显，然而在2008-2010

年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这与其城市休

闲化综合指数的变化存在相似趋势；其次

是宁波，其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呈螺

旋式上升态势，尤其是在2008-2010年曾

取代深圳处于优势地位；然后是大连和青

岛，两个城市的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呈

交互上升状态；最后是厦门，其城市休闲

化耦合协调度落后于其他城市，说明子系

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相对较差。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中国城市休闲化耦

合协调发展状况，借鉴耦合协调度等级划

分相关研究成果[13]，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

图2-a	 经济与产业发展指数 图2-b	 交通承载与安全指数

图2-c	 休闲空间与环境
指数

图2-d	 休闲服务与接待
指数

图2-e	 休闲生活与消费
指数

图3  2003-2014年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子系统指数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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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则进入勉强协调阶段，然而宁波在

2008年率先达到初级协调，并于2009年进

入中级协调阶段，直到2012年深圳和宁波

一并达到良好协调。可以看出，5个计划

单列市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虽有早有

晚、有快有慢，其中深圳略有优势，而厦

门略显滞后，但是5个城市之间仍然表现

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三、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的视角，通过构建

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

型，对中国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的

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从综合指数来看，2004-2013

年5个城市均大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并

且城市间差距保持在一定水平，未出现逐

步拉大的倾向。城市休闲化综合指数的绝

表2  2004-2013年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变化比较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深圳 0.254	 0.378	 0.477	 0.564	 0.500	 0.581	 0.735	 0.797	 0.816	 0.852	

厦门 0.190	 0.244	 0.330	 0.435	 0.461	 0.541	 0.612	 0.644	 0.674	 0.731	

宁波 0.274	 0.379	 0.409	 0.489	 0.627	 0.706	 0.741	 0.798	 0.800	 0.837	

青岛 0.236	 0.305	 0.395	 0.518	 0.571	 0.625	 0.667	 0.671	 0.761	 0.827	

大连 0.244	 0.338	 0.404	 0.493	 0.578	 0.633	 0.723	 0.709	 0.765	 0.793	

划分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

（见表3）。

结合表2和表3分析，从耦合协调等

级来看，2004-2013年间，深圳、宁波和

青岛城市休闲化从中度失调过渡到良好协

调，大连从中度失调过渡到中级协调，而

厦门则从严重失调过渡到中级协调。具体

而言，深圳、宁波、青岛和大连均在2005

年进入轻度失调阶段，2006年深圳、宁波

和大连进入濒临失调阶段，2007年深圳和

表3  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区间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耦合协调等级

0.10以下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图3  2003-2014年5个计划单列市城市
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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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值比较发现，2011年深圳和宁波最先

达到0.60的水平，2012年5个城市均在0.60

以上，且深圳市在2013年突破0.80的更高

水平，而厦门市相对较低。

第二，从子系统指数来看，经济与产

业发展对城市休闲化发展功效最大，其次

是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生活与消费，最

后是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

子系统指数的城市比较显示，深圳经济与

产业发展子系统指数一直占据相对优势，

其次是大连，而宁波和青岛较厦门呈现更

快的增长态势；深圳和大连的交通承载与

安全子系统指数相对较高，宁波存在下

滑趋势；5市休闲空间与环境子系统指数

均存在明显波动，且长期来看不会出现明

显上涨趋势；休闲服务与接待子系统指数

均呈波动上涨态势，其中，宁波和青岛具

有相对优势，深圳、大连和厦门“旗鼓相

当”；休闲生活与消费子系统指数大致呈

持续增长趋势。

第三，从耦合协调度比较来看，深圳

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在绝对数值上基

本处于领先水平，其次是宁波，然后是大

连和青岛，最后是厦门；耦合协调等级方

面，2004-2013年，深圳、宁波和青岛城

市休闲化从中度失调过渡到良好协调，大

连从中度失调过渡到中级协调，而厦门则

从严重失调过渡到中级协调。可以看出，

5市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虽有早有

晚、有快有慢，但是5个城市之间仍然表

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和

耦合协调度模型，比较分析中国5个计划

单列市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调发展，一方

面拓展了目前城市休闲化研究的范畴，具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能够为上述

城市乃至国内相似城市的休闲化质量提升

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然而本研究仍

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仍需科学设计和论证；二是未

从更宽的范围，比如省际城市或区域的角

度，研究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

规律。上述不足成为城市休闲化进一步研

究的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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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Five Municipal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in the State Plan
Liu	Song,	Lou	Jiajun

Abstract: Urban	recreation	is	a	form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overall	level	and	quality.	Based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of	urban	recre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rec-

reation	in	five	municipal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in	the	state	plan	from	2004	to	2013.	The	re-

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urban	recreation	index	has	a	rising	trend,	and	the	gap	between	cities	

maintains	at	a	certain	level.	Secondly,	from	the	view	of	subsystem	function,	economic	and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to	urban	recre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	trend	

is	relatively	flat.	Third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that	Shenzhen	is	in	the	leading	

level;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se	cities	is	not	widened.

Keywords:	urban	recre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u-

nicipal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in	the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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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中央商务区重塑、城市更新、文化

旗舰项目），试图为城市贴上新的形象标

签，其中举办节事活动现已成为较多城市

扭转被动发展局面的重要手段，是增强

对资本等发展要素黏性的重要媒介[1]，甚

至可以触发城市更新、文化旗舰项目建设

等其他形式的空间改良，共同重塑城市空

间与形象。在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

众多学者对节事活动进行了密切关注，涵

括节事活动的基本内涵、效应、感知、策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水安全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Q20161004）。

节事活动运营与城市空间构建
◎ 刘 润 黄冰清 蔡思怡 熊建宏

一、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处于“流空间”中的

地方城市越来越面临特色与地方性缺失

的尴尬和威胁，城市空间发展出现乏力，

尤其对于旅游性、商业性、娱乐性的城

市空间，进而影响了城市的国际或区域竞

争力。这是无数城市亟须破解的难题。在

此背景下，城市开始探索各种方法与手

摘  要：节事活动越来越成为城市空间整合与发展的重要媒介，探究节事活动与

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众多城市地理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首先梳理了节

事活动的内涵、节事活动与城市空间之间存在的“空间节事化”和“节事空间化”两种

倾向，其次围绕节事运营主体分析了节前、节中和节后不同阶段的运营策略及其差异，

再深入到节事活动的空间构建，根据节事活动的属性特征和发展阶段具体分析了城市

空间构建的不同实践与策略，最后提出了当前节事活动举办的几点思考，以期更加清晰

认识节事活动并为其举办提供一定指导。

关键词：节事活动  节事运营  城市空间  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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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营销、管理等核心内容[2-7]。但整体上

现有研究针对节事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

系、节事运营主体的节事运营策略以及具

体的空间构建方式尚缺乏系统、细致的梳

理研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促成节

事新常态[8]，随着节事活动在城市发展中

的地位日渐凸显，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更加

清晰认识节事活动及指导节事活动开展具

有重要意义。

二、节事及其与空间关系

（一）对节事活动的理解

在西方，节事活动常被理解为“节

日和特殊事件”，按照性质可分为文化

庆典、政治性与国家活动、艺术与娱乐、

商业与交易、教育与科学性活动、体育

赛事、娱乐性活动、私人活动等，规模

“应超过100万观众，资本成本至少为5

亿美元，并且其声誉应是一个‘必看的’

节事”[9]。本研究理解的节事活动涵盖国

际、国家、地方、社区等多个层级，其

中，国际和国家这一级的节事活动规模

大、影响深，往往具有城市经济发展的

“造血”功能；地方和社区这一级的数

量多、规模小、影响有限，包括各类旅游

节、摄影展、画展、创意市集、文体比赛

等，与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

切，具有“活血”功能。

当前节事活动与传统相比，具有如下

显著特征：（1）节事活动具有较强的互

动性、体验性、娱乐性、文化性，并且与

旅游、商业、会展具有较高的融合度，因

此成为当前最具“吸人吸金”效应且备受

城市欢迎的一项发展对策；（2）节事活

动是一种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稀缺性资

源，级别越高，国家、城市或地方之间的

争夺就越激烈，因此为提高申办概率，往

往会成立专业化的运营组织或工作小组；

（3）节事活动是一种事件投资，与纯粹

资金投资不同，这种投资具有高度的资源

整合力和发展带动力，通过节事活动可有

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环境、增

强社区发展能力、改善城市品牌形象，对

此资金投资难以奏效；（4）节事活动不

仅是被动的发展客体，也可自主选择，一

些大型节事活动会在全球、全国范围内寻

找符合其节事要求的城市，而小型节事活

动也需要选择其承办主体与举办地点；

（5）节事活动的空间性逐渐受到关注，

即节事举办不再局限于塑造节事自身品

牌，开始日渐强调对举办地的社会经济与

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带动，而这种转变反过

来也促使了节事的市场化与专业化。

（二）节事与空间的关系

节事活动对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

已在园博会、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

等重大节事活动中得到证实[3,7,10]，使得举

办地的城市用地（类型和功能）、产业结

构、人口结构等均出现了显著变化，为此

大型节事活动还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一

种典型的借用外力来促进城市空间生产与

尺度跃迁的发展模式”[11]。节事活动对城

市空间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

即投资引发基础或服务设施建设，进而

产生人口集聚、功能集中。有学者总结，

“大型投资”与“社会动员”是推动城市

“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内在

机制[10]。节事活动作用于空间的方式较为

多样，也越来越综合，主要有规划引导、

项目建设和产业调整等，正如王春雷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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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作为规划工具，对城市空间结构规

划进行战略性调整；基于事件项目建设，

推动城市核心区的极化与边缘区的扩展；

通过空间要素整合，形成新的城市功能

区；依托产业布局调整，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12]。节事活动也未必一定能带来社会经

济的迅速发展，也存在一些负面的空间效

应，如桂林园博园、济南园博园等，受多

种因素影响，节事活动之后这些空间并未

得到有效发展，对其周边的社会经济带动

也极为有限。

如果对空间组织与结构的影响属于

物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那么对于地方性的

影响则属于文化层面、精神层面。节事活

动通过地方性重构促使地方差异化。流空

间削弱了地方之间的差异，大规模的商品

化生产更是破坏了地方性自然生长的机

制。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迫使地方借助节

事活动重新整合地方各类资源以重塑地方

性，通过对流动空间的“场所化”改造实

现“从特殊节庆到特殊地方”的转换[1,9]。

这种改造和转换必然牵涉到对城市民俗

文化、历史建筑、景观风貌等的整合、开

发与利用。其中，城市政府举办的节事活

动是从全城的尺度整合资源，构建整个城

市的地方性，开发商举办的节事活动则是

对其项目空间的地方性构建，或结合社区

特色或引入异地元素。事实证明节事活动

在地方性构建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世博

会推进了昆明旅游目的地品牌化[7]。也有

地方因举办过于商业化、简单化和缺乏本

土内涵的节事活动，致使自身特色不断丢

失，如景区为了吸引游客直接复制异地节

事或者简单化策划的节事活动往往很难真

正持续有效地促进景区发展和营销。

鉴于节事活动对城市空间的重要影

响，目前不少城市区域呈现出“空间的节

事化”倾向，即城市为获得发展而引入节

事活动重塑空间组织、结构或重构地方

性，进而实现空间的资本化、主题化、品

牌化的需求。除此之外，节事活动也具有

空间化的态势，因为任何节事活动都需要

落地，更需要借地方的成功举办不断强化

自身品牌效应、扩大影响范围，进而实现

某种政策、经济或文化的意图。正因为节

事活动与城市空间存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

系才使得城市各级政府、开发商、社区、

个人等利益相关主体积极参与节事运营与

空间构建（图1）。

三、节事运营及其策略

（一）节事运营主体

在我国，节事运营主体主要为承办方

或申办方，部分也包括协助或赞助方，其

主要负责节事活动策划、举办、运作、管理

和综合协调等活动。按属性特征可分为国

家、城市各级政府、公司、企业等不同等

级层次的主体。不同主体进行节事运营的

层次和目的不同（表1）。国家一般承办世

界级、洲际级或国家级节事活动，即公共

办节，由公共财政支撑，一般选择最能代

表国家某方面特色、实力的城市，借助节

	
图1  节事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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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展示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科技

等领域的实力或成绩，增强国家的国际影

响力，提升国家形象；城市政府尤为热衷

各类国家级、区域级或城市级节事活动，

积极地通过大事件促进城市的内外营销以

吸引、创造各种发展的机遇和资本[11,13]，欲

借节事活动增强媒体的关注度和吸引资本

投资，驱动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

展，促进城市宣传；公司、企业主要以项目

开发商、运营商的角色出现，与一些艺术

机构、团体联合，承办城市、片区或社区一

级的节事活动，多属于私人办节，主要服

务于其开发的商业或地产项目。

不同主体掌握的资源不同，在节事

运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家和城市政府

掌握节事活动的主要权力与资源，以行政

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14]，可以调度最

广泛的社会资源，因而其运营的节事活动

规模较大、级别较高，但数量相对较少、

种类也较为有限；而公司、企业和相关组

织仅围绕其项目开发所在地策划、举办相

应的节事活动，其运营的节事活动规模较

小、级别较低，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可不断释放城市内部的发展活力。

围绕节事活动运营，不同主体之间因

存在利益上的趋同或差异而存在合作或竞

争关系。目前节事活动举办越来越成为专

业化的产业运营，需要多个领域的人才、

技术的支持，这是合作开展的重要基础，

同时由于节事活动牵涉过多社会经济等

方面的事务，也因此产生了博弈和竞争。

有学者利用城市增长联盟理论，解释了城

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博弈与解体[13]，如举

办大型节事活动，城市政府、举办地的区

/县政府、举办地相关单位或组织、项目开

发商或投融资公司、商家与从业者、社区

居民等之间经常会围绕活动安排、项目选

址、资金配置、利益分配、环境影响等诸

多问题进行反复的协商、博弈。

（二）节事运营策略

1. 节前准备

节事活动举办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已确定的节事

活动做准备，即“存量性”准备，如在用

地、资金、基建、管理、宣传等方面做具

体谋划，是成功办节和巩固节事活动品牌

的重要保障；第二类为节事活动的引入与

培育做准备，即“增量性”准备，是丰富

节事活动类型、等级的重要途径。其中，

外来引入型节事活动即其品牌注册于其他

地方，举办地需要通过申请、竞争才能获

取举办权，此类节事活动一般具有良好的

品牌和较高的知名度，如中国北京国际音

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能否申办

此类节事活动已经成为当前地方营销的重

要内容，因此国家和城市会积极引入此类

节事活动，以此加快招商引资进度和提升

国家、城市形象。本土培育型节事活动即

挖掘、整合地方节事资源（传统民俗、历

表1  不同节事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 节事层次 办节目的

国家政府 世界、洲际、国家级别 扩大国家影响，彰显国家形象

城市政府 国家、区域、城市级别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招商引资

公司企业 城市、片区、社区级别 增强项目宣传，改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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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美食资源等），通过主题包装、

市场引导、精心策划，形成地方性节事活

动，如成都草莓音乐节、杭州西溪国际艺

术节等。此类节事活动往往能够较容易地

为社会所接受，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也可

更大限度地挖掘、整合本土资源，促使城

市的内生性发展。

鉴于两类节事活动各自的特征，国

家、城市政府一方面积极寻找、引入全球

或全国范围的重大节事活动，成立专门的

申办或筹备委员会，密切对接上级/同级

政府部门或相关协会组织以获取办节资

格，如成都市政府通过与德国慕尼黑市政

府协商获取“慕尼黑啤酒节”在成都的办

节授权，国际木偶节则由国际木偶节联会

的会员国城市申请举办；另一方面，政府

会根据本地的资源情况，积极培育和打造

地方性的节事活动，如地方传统文化民俗

类、体育赛事类、科技创新类、旅游美食

类等。公司、企业也有同样的趋向，一方

面以其项目区范围积极申请市级、区/县

级或纯市场化的节事活动，以此为其项目

做全城宣传，另一方面整合地方资源，自

主设立特定主题的节事活动，推动项目营

销。

2. 节中运营

两种节事活动来源，都面临着相似的

难题：如何使得引入的节事活动尽快落地

生根，如何使得培育的节事活动尽快稳固

成长。这是节事运营主体在办节过程中应

重点考虑的问题，通常包括如下几类关键

策略：

（1）特事特办策略，即成立专门的

节事运营小组，由其主导进行各项统筹

协调，策划节事方案、进行宣传和筹备资

金等。节事运营小组可以由政府领导或企

业负责人临时组成，也可交由市场运营团

体，这体现了当前节事运营的专业化与市

场化态势，如张北草原音乐节是由阳光传

媒集团举办的，而过去政府往往主导节事

运营致使办节效率无法提高。

（2）办节地点选择策略，国家一般

会选择最能代表国家特色与实力的城市，

具体位于城市的什么位置也有较多的要

求。国家、城市政府运营的节事活动多选

择城市内的景区、公园、会展中心、历史

文化街区等最能体现节事活动主题和代

表城市特色的区域，也会综合考虑节事活

动的规模、场所的可进入性、场所周边的

服务配套水平等相关因素。企业、公司主

要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特定项目区、社

区、特色街区等。

（3）办节形式确定策略，节事活动

可以是“一个会场”的形式，也可以是

“一个主会场+若干分会场”的形式，后

一种又可分为同一个城市的主、分会场

和不同城市的主、分会场两种情况。“一

个会场”形式主要是出于集中展示、便于

运营和宣传、节约成本等需求。“一个主

会场+若干分会场”则由于节事活动规模

较大、等级较高，或需要多个地方相互协

作，或出于其他战略性考虑，其中同城的

情形如举办大型文化旅游类节事活动，为

了带动城市多个片区的发展，往往选择一

些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景区或商业区作

为分会场，以在节事活动之后能够让这些

地区迅速成长起来。不同城市的情形如北

京奥运会，将北京作为主会场，青岛、上

海、天津、沈阳、秦皇岛、香港等设为分

会场。

（4）视觉化表现策略，在视觉消费

占据重要地位的当前，建筑景观风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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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俗文化、日常社会生活等都被精致

地视觉化包装、构建，进而为消费者提供

有序、光彩的视觉效果，如成都举办《财

富》全球论坛期间曾围绕“成都印象”

（“非遗”及民俗元素）、“成都味道”

（美食文化）、“成都风韵”（文化娱乐

表演及艺术）、“成都节奏”（时尚元素）

四个方面包装宽窄巷子的视觉形象[15]。

（5）媒体宣传策略，为了促进宣

传，目前不少节事活动的运营主体中往往

包括广告类或传媒类公司；积极制造新闻

热点、亮点，吸引官方媒体、社会媒体和

自媒体，多层覆盖，增强对节事活动和办

节城市、地点密集报道；充分发挥不同媒

体的平台优势，既发挥官方媒体的权威性

和可靠性，也重视自媒体时代草根民众的

宣传，后者的宣传效果往往更生动，因此

要善于利用不同媒体的宣传优势。媒体宣

传可以让形象品牌迅速深入人心，如成都

蓝顶艺术节深化了成都作为艺术聚落的文

化形象。

3. 节后利用

节后关注节事的剩余效益（residu-

als），即主要针对一些大型节事活动的举

办场地或建设的场、馆、所等专项设施开

展后期运营，这体现了办节的日趋理性和

对节事效应的充分利用。节后利用可以是

以城市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化利用，也可以

是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市场化利用，目前节

后利用主要有如下策略：

（1）在空间再利用方面，一般将专

门设立的较大型节事活动场地转变为城

市公共空间（以公园最为常见）或旅游景

区，以满足市民休闲游憩需求，如园博会

后多形成园博园、非遗节后形成非遗园、

世博会后形成世博园等，这种情况属于被

动式空间再利用，其有利之处为可以根据

节后实际情况决定空间的利用方式，风险

相对较小；也有主动式空间再利用，即节

前就已将节事活动举办与城市公共空间或

旅游景区建设融为一体，节事活动一结束

空间就会自动被重新启用，减少了场地的

闲置时间，提高了利用效率，但存在较大

的风险，尤其位于郊区的场地，往往由于

距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而使其运营陷入

僵局。

（2）在设施再利用方面，越来越注

重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和设施兼容利

用角度来配置设施，将节后的基础设施或

服务设施纳入城市公共设施之中，并采取

更加综合多样的金融、经营、管理等措施

提高设施利用率，如2010年广州亚运会场

馆在赛后采取了拓宽投融资渠道、分类经

营、转变和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和培养经营

管理人才等利用对策[16]。

（3）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随着城

市用地的日益紧张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逐渐

凸显，一方面节事活动的场地不再提倡专

门设立，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公园、景区

成为主流，节事活动举办完后可以很快恢

复用地原状，对于景区而言还可以促进旅

游消费；另一方面节事活动的设施建设开

始注重就地取材和材料的生态环保循环利

用，如建设非永久性绿色建筑、或使用简

易的门式刚架，便于拆迁，对废弃建筑厂

房改造利用也日渐重视。

（4）在资源资产处置方面，市场化

利用成为继市政公共化利用后的新的尝

试，依托节事遗留下的资源、资产，注册

成立公司，进而更加持久有效管理资产，

如昆明世博会后，针对遗留资产，成立了

世博集团，并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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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事活动的空间构建

节事活动植入城市空间后需要场地和

空间，也对城市空间提出特定要求，这便

牵涉到对空间如何有效利用的问题，为此

出现了多样化的空间构建实践与策略。

（一）节事活动属性特征与空间构建

不同类别的节事活动对空间需求不

同。对自然环境存在较大依赖的节事活

动对自然环境品质存在较高要求，如音乐

节、桃花节、帐篷节等，一般在远离城区

的户外举办，其空间构建对基本服务需求

要求不高，但对自然环境的保留、利用、

改造要求较高，如植被选择、景观布置、

栈道系统与观景平台建设等。体育赛事、

美食节、民俗节等节事活动需要特定人

群，需依托特定设施或场所，多以人工环

境为主，此类空间构建尤为注重空间的多

样化、精细化布置，通过对空间的分割、

设计、装饰来提升空间的使用效果和使用

效率。

不同级别的节事活动影响着空间使

用。级别不同意味着对节事活动的投入不

同，大型节事活动往往依靠城市财政资

金，对于空间构建的力度较大，从规划编

制到景观设计、风貌协调等全程控制空间

的构建方式与方向；小型节事活动，多为

企业、公司甚至个人出资，且节事活动空

间本身从属于城市空间，在空间构建上不

仅受限于资金，更受限于城市政府对空间

的管控与规治，因此其空间构建偏向精细

化、小尺度和风貌性的构建。

节事活动是否连续也影响空间的构

建。对于非连续性的节事活动（一次性的

节事活动），空间场所多半是临时性的，

在节后还会被用作他途。对于连续性的节

事活动（每隔一段时间举办一次的），城

市政府积极倡导其落地生根，以形成特色

品牌并稳定发挥节事带动效应，因此一般

会依节建设或设置专门的相对永久的空间

场所或设施。

（二）节事活动发展阶段与空间构建

不同时期对空间的利用方式、态度与

需求具有一定差异[17]。早期节事活动举办

的目的笼统地停留在对社会、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贡献，并不注重对空间的利用，

场所只是办节的载体，只需要满足办节的

基本要求即可。随着节事活动对空间发展

意义不断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良好的、

合理的空间使用可以更好地支撑节事活

动，也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此时

首先要对空间场所有特定要求，即要考虑

怎样的空间才能满足节事需求，如园博园

就其场地而言相继经历了会展中心、固有

园林和新建展园三个阶段，成都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从起初的城市公园最终转移到

新建的非遗博览园，这些均体现了从节事

品牌效应到节事经济效应再到节事空间效

应的转型升级。其次，对空间内部也提出

了新要求，开始强调对空间功能性、景观

性/视觉性、主题性/地方性、舒适性/便捷

性的挖掘与打造。

五、结语

节事活动是城市营销的重要工具，

也是整合城市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为明晰节事活动与城市空间的

关系、节事运营策略和空间构建策略，通



154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

过系统梳理研究，得到如下几点主要结

论：（1）节事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资

源、城市投资和社会经济活动，与城市空

间关系密切，总体呈现出“空间节事化”

和“节事空间化”；（2）节事活动主体

包括国家、城市各级政府、公司、企业

等，不同主体掌握的资源不同，利益诉求

也不同，对节事活动运营具有显著影响；

（3）节事运营策略分为节前准备策略、

节中运营策略和节后利用策略，不同运营

主体的策略有差异；（4）不同节事活动

的属性特征和发展阶段影响着空间构建。

针对目前节事活动的大量举办，本研

究提出如下几点思考：（1）引入与培育节

事活动应平衡发展，城市政府不应该只注

重大量引入外来具有知名品牌效应的节事

活动，而忽略对地方性节事活动的培育。

（2）节事活动举办是有成本和风险的，不

是越多越好，过多的节事活动不仅增加资

金压力，更扰乱宣传主题，让外界无法清

晰辨识城市或区域的主要特色，节事活动

举办应该恰如其分。（3）明晰不同节事

运营主体及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职责与关

系，目前较多大型节事活动受政府干预过

多，市场作用较为有限，这不利于节事活

动的产业化与专业化，政府应不断尝试将

节事活动中的某些服务交由市场提供，或

者在节后尝试探索市场化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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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Activity Management and Urban Spatial Construction
Liu	Run,	Huang	Bingqing,	Cai	Siyi,	Xiong	Jianhong

Abstract:	Festival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a	more	important	media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Many	geographers	are	attra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stival	activities	and	urban	space.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festival	activities,	sorts	out	two	kinds	of	tendenc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stival	activities	

and	urban	spac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opera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hases.	Thirdly,	it	discusse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festival	activities,	and	analyzes	the	urban	

spat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festival	activities	in	

detail.	Finally,	it	comes	to	some	conclusions	on	how	to	better	organize	urban	festival	activities.

Keywords: festival	activities;	festival	operation;	urban	space;	spat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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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与城市史

间布局，形塑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是青岛

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4]始建于1898

年至1949年之间的近代工业遗产作为青岛

工业化的见证，是青岛文化遗产中独具特

色和价值的部分。对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

类型和特征进行研究对于揭示其独特价值

内涵、对其进行价值评估以及制定保护和

再生利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业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青岛近代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GIS 技术支持下工业遗产的价值重现”（项目编号：514084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近代德国城市运行机制和工程技术对中国城市化影响之研究”（项目

编号：16YJA770003）成果。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类型和特征研究
◎ 初 妍 陈 雳

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时代的遗留物，不

仅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

包括青岛在内的我国工业城市产业重构和

转型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1]，其中青岛

近代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生利用尤为关

键。[2]

青岛自建置至今，完成了从海防村镇

到“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港口城市、国际滨海

旅游度假城市”的转变。[3]在此过程中，

青岛近代工业支撑和带动青岛经济社会发

展，决定城市的性质和地位，影响城市空

摘  要：青岛近代工业遗产是青岛文化遗产中独具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类型、建筑功能类型、建筑结构形式的调查与分析，总结其特

征，揭示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独特价值形成的内在因素，为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

和保护与再生利用提供切实依据。

关键词：青岛  工业遗产  类型和特征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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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经形成了以交通运输为基础，以纺织

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为骨干，以

食品工业为特色的多层次的较为完整的工

业体系。[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

近代工业企业作为青岛工业的骨干，在青

岛工业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是青岛近代工业的基础。[6]

早在1898年开埠伊始，德占当局在青岛的首

项工程即为兴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在之

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港口和铁路都是政府

重点投资和建设的对象。交通运输业作为

基础工业类型，其实力和发展前景对其他

工业的发展起着直接作用。[7]作为青岛交通

运输业的代表，具有百年历史的大港、小

港和胶济铁路仍然在使用和发展中。

（二）机械制造业

青岛的机械工业始于19世纪末，后来

发展成为青岛的支柱产业之一。青岛第一

家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机械设备制造厂是

1898年德国人开办的海军造船所。1900年

该造船所收归胶奥总督府管理，改称青岛

船坞工艺所，后经百年发展成为现在的北

海船厂。[8]和修造船业一样，青岛的机车

车辆制造业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作

为青岛唯一的机车车辆制造企业，始建于

1900年的四方机车厂从建厂之初即发挥了

重要作用。[9]除修造船业和机车车辆制造

业外，以青岛纺织机械厂为代表的纺织机

械制造业也是我国纺织机械制造和出口的

三大基地之一。[10]

（三）纺织工业

纺织工业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青

岛的支柱产业，与上海和天津一起构成了

我国纺织业“上、青、天”的格局。[11]代

表青岛纺织业的九大纺织厂均为近代工业

企业，在青岛的纺织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12]目前，青岛九大纺织厂中的

国棉一厂至国棉六厂均已搬迁至新厂区，

原厂区保留两座日式建筑，拟建为纺织博

物馆。国棉三厂、四厂、五厂和七厂的原

厂区现已全部拆除，作为房地产开发。国

棉六厂作为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棉纺厂

区，现产权归属青岛海创集团，并拟建为

创意产业园区。国棉八厂和九厂原厂区仍

在使用中。

（四）化学工业

青岛的化学工业始于1919年民族企

业家杨子生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化学染料

厂——维新化学工艺社。[13]20世纪20年代

中期之后，随着一大批染料厂和橡胶厂的

建立，化学橡胶工业迅速成为青岛第三大

产业，仅次于纺织和机械工业。[14]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岛的化学工业继续发

展，成为青岛市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青

岛市也成为全国14个化学工业基地之一和

主要的橡胶加工基地之一。[15]

位于四方区杭州路28号的维新化学工

艺社旧址现保留了该厂最早的建筑之一的

石砌仓库和日本高级职员宿舍以及另一座

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楼。建于1947年的中

纺青岛第一化工厂旧址现为青岛海晶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仍在生产中。由1921年创

建的维新制带厂发展而来的双星集团现已

发展成为跨国界、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国

际型企业集团。同为青岛近代橡胶业骨干

的青岛橡胶六厂仍在生产中，而同泰橡胶

厂现已倒闭，原厂区现处于闲置状态。



158

URBANOLOGY & URBAN HISTORY 

城市学与城市史

（五）食品工业

青岛的食品工业一直是独具特色的

工业类型，其中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更是独

具一格，在全国享有盛名。截至1949年，

青岛具有一定规模的烧锅酒厂已达11家，

同时还有德国、日本、俄国、波兰、立陶

宛等国的商人在青岛开设酒厂，生产啤

酒、清酒、葡萄酒、俄得克、樱桃酒及酒

精等。[16]目前，青岛造酒业的代表企业青

岛啤酒厂已经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得以保

存，百年历史的糖化车间作为工业博物馆

向公众开放；[17]青岛葡萄酒厂也已作为市

级文保单位保存下来。除酒以外，青岛还

生产中国最早的天然矿泉水——崂山矿泉

水和青岛汽水。[18]位于香港西路上的青岛

矿泉水厂老厂区的一座办公楼作为市级文

保单位得以保留。	作为青岛烟草业的代

表企业，颐中烟草公司是山东省第一家机

器卷烟厂。[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颐

中烟草公司即垄断了青岛及周边地区的烟

草市场，至今在全国烟草行业中占据较大

市场份额。目前，颐中烟草公司的老厂房

大部分得以保留，建成为1919产业园。

二、建筑功能类型

在不同行业中，根据建筑的用途，青

岛近代工业遗产厂区内的建筑可分为生产

厂房、动力用房、存储用房和民用建筑四

类。相同类型的建筑由于建造年代、产业

类型、所属工序以及使用功能的差异，其

形态特征也不尽相同。

（一）生产厂房

生产厂房是工业建筑的主体，在厂

区中占据主要位置，其形态由生产规模、

生产性质、生产特征、工艺流程、交通运

输方式以及建筑技术条件决定。青岛近代

工业遗产的生产厂房形态多样，其平面形

式有一字形、矩形、方形、L形、折线形

等，跨数有单跨、双跨、多跨、复合跨，

层数则以单层为主，亦有少数多层厂房。

（二）动力用房

动力用房是工业厂区尤其是大、中型

工厂的必备建筑类型，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供电、供热、供煤气的站房，如自

备电站、锅炉房、煤气站、电机房等；另

一类则是供氢气、氧气、乙炔、压缩空气

的站房。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由于其产业性

质的特点，其动力用房主要为锅炉房、电

机房和变电室三种。

位于市南区观城路67号的原总督府屠

宰场的锅炉房是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现存

的最早的动力用房。该建筑建于1903年，

单层坡屋顶，建筑面积不足100m2，分内外

两间，分别放置锅炉和其他设备（图1）。

原茂昌蛋业冷藏公司的电机房是目前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保存较为完整的电机

用房（图2）。该机房建于1929年，单层，

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平面为变形的矩

形，东部山墙为斜向，与北面墙体呈60°

角，同时作为后来加建的办公楼的西山墙，

建筑在东端南部向前凸出一跨。自始建至

今，该建筑一直作为放置制冷机器的机

房，为厂区的生产车间和库房供应冷气。

除锅炉房、电机房外，变电室也是青

岛近代工业遗产中常见的动力用房。在青

岛各纺织厂中均设有厂区发电站和变电

室。目前，除了尚在生产的纺织厂，已经

搬迁的纺织厂中仅国棉六厂还保留有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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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室。一处建于1978年，两层，砖混结

构，总建筑面积793m2；另一处建于1973，

两层，砖混结构，总建筑面积195m2；第

三处建于1994年，两层，钢筋混凝土结

构，总建筑面积596m2。

	 	
（三）存储用房

与生产用房一样，存储用房也是所有

工业厂区的必备建筑类型，其布局按照工

业生产的流程及节约用地的基本原则，与

生产用房保持密切关系。青岛近代工业遗

产中的存储用房由于生产规模和生产类型

的差异，和生产用房的关系可分为两种：

库房与厂房在一座建筑中和库房与厂房分

属两栋建筑。当库房与厂房在同一座建筑

中时，既有分层布置的情况，也有在同一

层布置的情况。前者如青岛葡萄酒厂老厂

房的酒窖（图3），后者如茂昌蛋厂的生

产大楼。而库房与厂房分属两栋建筑的情

况则较为普遍。

（四）民用建筑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厂区中的民用建筑

是为生产提供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建筑，它

们主要包括办公楼、住宅宿舍、礼堂、影

剧院、餐厅食堂、医院诊所、幼儿园等。

1.办公建筑

办公建筑是供工厂的管理人员使用

的工作场所，其形式既有放在车间内的单

间办公室，也有独立的办公楼。一般情况

下，前者多为供基层管理者使用的办公

室，后者则为中高层管理者使用。这些办

公楼根据建造年代不同，其特征较为明

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建造的大多

规模不大，一般为2～3层，建筑面积300

～600m2，结构形式则以砖混为多，并且

大多已列为文保单位或青岛市优秀历史

建筑，如国棉一厂、二厂的几处办公建筑

（图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造

的办公楼则规模较大，层数较多，如颐中

烟草公司办公楼（图5）。

2.住宅

除办公建筑外，各种类型的住宅是工

业厂区中的民用建筑的主要类型。它们在

各厂区中数量庞大，占地面积巨大，一般

为行列式排布，建筑的风格、细部、色彩

均为统一样式，如国棉六厂职工宿舍。除

了工人住宅外，近代工厂中还有专供外籍

职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居住的别墅，如国棉

六厂经理和副经理别墅以及茂昌蛋厂厂长

的住宅兼办公室（图6）。

3.生活服务建筑

在大型工厂区，诸如礼堂、影剧院、

餐厅食堂、医院诊所、幼儿园等生活服务

用房也一应俱全，这些完善的生活服务设

施充分体现了中、大型企业作为一个独立

		 		 	
图2  茂昌蛋厂机房

		 		 	
图1  总督府屠宰场锅炉房

		 		 	
图2  茂昌蛋厂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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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社会的特征。目前，青岛近代工业建筑

遗产中现存的此类建筑，尤其是近代兴建

的已所剩无几，仅国棉六厂尚存礼堂、厂

医院、食堂等几处。

三、建筑结构形式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厂区内的建筑受

建造年代和建造技术的影响，其建筑结构

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材料角度

看，有木结构、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

构和组合结构形式；从结构受力形式上

看，有梁式结构和拱结构两种形式。

（一）按材料划分

1.木结构

木结构是青岛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中

早期建筑中较为常见的结构类型。在青岛

近代工业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很多工业厂

房、库房为采用木结构形式的单层建筑，

如青岛颐中烟草公司的一处库房（图7）。

该建筑采用传统的穿斗木结构形式，开间

方向共六跨，进深方向四跨，方形细柱，

木质宽梁，进深方向中间跨的梁上再架短

梁，以承托斜向屋顶。建筑外墙和两端的

山墙均为砖砌，屋顶主要为平顶，仅进深

方向中间跨为坡屋顶，其与后一跨之间的

高差为贯通整个开间方向的高侧窗，以解

		 		 	
图6  茂昌蛋厂厂长住宅

决建筑内部的采光和通风问题。

2.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是由块材和砂浆砌筑而成

的墙、柱作为建筑主要受力构件的结构形

式，包括砖结构、石结构和其他材料的砌

块结构。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建筑的砌体

结构以石砌体和砖砌体结构为主（表1）。

 3.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重构件由钢筋和

混凝土构成，它具有坚固、耐久、防火、

抗震、抗腐蚀的特点，是工业厂房的常用

结构类型。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采用此结

构类型的建筑多为生产车间、库房等大空

间建筑。相对于木结构和砌体结构，采用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的建造年代较晚，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结构类型

成为厂房、库房、动力用房的主要类型。

在青岛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中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形式的建筑中，青岛罐头厂（原

	
图7  青岛颐中烟草公司库房

		 		 	
图4  青岛国棉二厂办公建筑

		 		 	
图5  青岛颐中烟草公司办公楼



161

《城市观察》2018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8

表1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砌体结构建筑特征

材料 特点
实例

层数 图片/名称 说明

石

石砌结构多见于青
岛近代工业萌芽期
的工业遗产中，主
要为德人所建。目
前，青岛近代工业
建筑遗产中全部为
石砌的建筑实例为
数不多，以朝连岛
灯塔最为典型。

二层

	朝连岛灯塔

建于德占时期，由灯塔和守塔人
住房两部分组成。守塔人住房为
两层，呈中轴对称形式，建筑
通体均由花岗岩砌成，屋顶为四
坡，覆红色牛舍瓦。建筑的南北
山墙均做成阶梯状，并完全对
称。灯塔建于守塔人住房旁边并
与之相连，下半部为石砌，上半
部为金属。

砖

相对于石砌结构，
砖砌结构则更为常
见，其建筑的建
造年代跨度很大，
几乎贯穿整个20世
纪，其形式以单层
居多，两层和多层
的较为少见。

单层

	颐中烟草公司厂房

单层砖砌结构外墙有砖砌壁柱屋
顶为砖砌层叠挑檐

二层

青岛葡萄酒厂砖砌厂房

建筑地上一层为厂房和办公室，
地下一层为库房，建筑内各墙体
上下对位，是多层砌体结构的标
准形式。

多层

双山水塔

位于四方区河西街道双山社区
内。该水塔建于上世纪20年代，
平面八角形，高九米，建筑面积
200平方米。塔体全部由红砖砌
成，顶部以雉堞式结束，塔内设
有木质楼梯联通上下。该水塔既
是青岛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中多层
砖砌结构建筑的孤例，也是青岛
市区现存唯一的红砖水塔，其遗
产价值的稀缺性极高。

茂昌蛋厂）的电机用房很具代表性。该建

筑始建于1929年，兴建之初即采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形式，后因发展需要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进行了加建。加建部分延续

了原有部分的柱网，柱距、柱跨均与原有

部分保持一致，并在新旧结合处做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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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接处理（图8）。在青岛近代工业建

筑遗产中，根据生产需要，对旧建筑进行

加建和改建的实例并不少见，这也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工业建筑遗产的活态特征。

4.组合结构

组合结构的特征是同一截面或各杆件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作。在青岛近代

工业建筑遗产中建筑的组合结构有砖木组

合结构、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以及砖木钢

组合结构。

在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采用砖木组

合结构的建筑的建造年代一般早于采用钢

和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建筑。为了克服木结

构在强度和耐火性能方面的缺点，厂区内

的建筑开始采用砖木组合结构形式，其中

的典型实例是现已作为啤酒博物馆的青岛

啤酒厂的糖化车间（图9）和大港火车站

站房（图10）。大港火车站站房建于1903

年，采用砖柱和木屋架结构体系，双坡屋

顶，底层柱子宽大厚实，上层较纤细，之

上再架三角形木质屋架。钢和混凝土组合

结构的实例如青岛葡萄酒厂的低温发酵

车间。该建筑为单层，屋架采用钢结构形

式，柱子则为钢筋混凝土材料。砖木钢组

合结构的实例为青岛老火车站。

（二）按结构受力形式划分

按照结构的受力形式，青岛近代工业

遗产中的建筑结构可以分为梁式结构和拱

结构两种形式（表2）。

梁是一种受弯杆，轴线为直线，是青

岛近代工业遗产中常用的结构类型，如青

岛罐头厂电机房。桁架是格构化的一种梁

式结构，所有节点均为铰结力，各杆仅受

轴力。该结构在大跨度的厂房中运用较

多，并且多用于建筑的屋盖结构，如青岛

国棉六厂织布一车间的屋顶。

拱结构也是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的一

种常用的结构形式。拱是一种主要承受轴

向压力并由两端推力维持平衡的曲线或折

线形构件，其力学性能比桁架结构具有更

大的优点，在外荷作用下，拱主要产生压

力，从而使构件摆脱了弯曲变形。如果拱

使用抗压性能好的材料，如砖、石或钢筋

混凝土，材料的性能得以充分发挥。但拱

结构的支座（拱脚）会产生水平推力，并

且该水平推力随拱的跨度的增加而增大，

因而，拱结构主要用于较小空间，跨度较

大的厂房、库房还是以桁架结构为主。在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中，由于建筑风格的原

因，拱结构用于建筑门窗上方的形式较为

普遍，主要出现在厂区中的办公、住宅等

民用建筑中，如大港火车站。此外，也有

主要从结构方面考虑的拱结构形式，如青

岛罐头厂电机房的拱形窗过梁。但拱结构

作为屋顶的实例则较为少见，如青岛万香

图9  青岛啤酒厂糖化车间 图10  大港火车站站房图8  青岛罐头厂电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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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建筑结构形式

结构形式 特点 用途 受力图
建筑实例

照片 图名和说明

梁
结
构

简
支
梁

一 种 受 弯
杆，轴线为
直线

是青岛近代
工业建筑遗
产中常用的
结构类型

	

	

青岛罐头厂
电机房的梁

桁
架

格构化的一
种 梁 式 结
构，所有节
点均为铰结
力，各杆仅
受轴力。

在大跨度的
厂房中运用
较多，并且
多用于建筑
的屋盖结构

	 	
国棉六厂织
布一车间屋
架
三角形木桁
架

拱
结
构

拱
形
过
梁

一种主要承
受轴向压力
并由两端推
力维持平衡
的曲线或折
线形构件。
在外荷作用
下，拱主要
产生压力，
从而使构件
摆脱了弯曲
变形。

用于建筑门
窗上方

大港火车站
拱形门过梁

拱
形
屋
顶

用于较小空
间的厂房

	
总督府屠宰
场锅炉房拱
形楼板
拱结构作为
屋顶的孤例

注：本文图表除图4来自青岛市文物局外，其余图表均为作者自摄和自绘。

斋食品厂（原总督府屠宰场）的锅炉房的

拱形楼板。

四、结束语

青岛近代工业遗产的时代性和地域

性造就了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行业类

型、建筑功能类型和建筑结构形式三个

方面都得以显现。以交通运输业、纺织工

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为

代表的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类型反映出近

代以及现代青岛城市工业化的特征。建筑

功能类型和结构形式则反映出青岛近代工

业遗产的规划布局、设计思想和建造技术

方面的特征。这些类型和特征一起影响并

决定了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价值的内涵与外

延，构成了青岛近代工业遗产价值评估和

保护与再生利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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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ypes and Features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Chu	Yan,	Chen	Li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heri-

tage	of	Qingdao	with	unique	value.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analysis	industrial	type,	architec-

ture	function	type	and	architecture	structure	form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and	summarizes	their	features.	Through	this	work,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inner	factors	of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which	can	provide	solid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f	modern	Qingdao.

Keywords: ingdao;	industrial	heritage;	types	and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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