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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张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随着《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

署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成立，涵盖香港、澳门和珠

三角九市的大湾区建设进入加速轨道。韩正指出，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就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新发展

理念，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因此，在

“一国两制”框架下，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出发，充分研究大湾区各城市的优势与不足，是发挥

粤港澳综合优势、将大湾区打造为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关键所在。

为此，本刊本期约稿分别从特定角度透视“9+2”城市参与大湾

区建设的优势、不足，以期为大湾区研究提供较为深入和全面的

透视。

申明浩等的《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研究》一文，从香港在

构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走廊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角度切入，通

过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的构建，系统研究香港回归20多年来科技创

新景气状态的变化，并选取指标对香港与深圳进行比较。其研究

结论认为，两地对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香港有优越的科技创新环境和完善的国际

技术设备资源，但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参与程度过低，创新

能力较弱；而深圳拥有成熟的制造业基地和极强的创新意识，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将对香

港产业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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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世川的《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困境与对策》

一文，对澳门如何参与大湾区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文章提

出，澳门要充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动其全球竞争力的提

高，必须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出发，要推动经济适度多

元化发展，发挥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作用，抓住中国

与葡语国家贸易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着力推动“三个中心”建

设，并联手横琴积极助力粤港澳自由港建设。

眭文娟等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现状——以珠三角

9市制造业为例》则对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产业协同

予以关注。作为对大湾区产业协同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该文通

过构建产业协同评价指标，对珠三角9市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

同构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大湾区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差

异化特征并存，产业同构是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度分工的结

果，制造业呈现向广深集中的特征。

蔡春林等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设想》一文，则着重关

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发展问题。该文总结了美国两大湾

区和东京湾区开发过程中在环境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梳理了国

际大湾区关于开发和环保的先进理念，并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

前环境治理现状与联合治理机制，提出海陆统筹、合理有序开发

海湾资源，培育绿色产业体系和倡导绿色行为规范，综合布局节

能环保项目，对接国际绿色合作机制，以创新为驱动坚持绿色发

展等建议。

随着粤港澳三地经济的快速融合，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要素流动快速推进，其中人员的高效流动是重中之重。尹

来盛的《粤港澳大湾区口岸合作：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一文重

点关注大湾区口岸合作。文章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粤港澳大湾区在口岸合作中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为促进粤港澳深

度融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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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

榜中掉出前三，如何补齐科技创新不足的

短板，并且在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同时找

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香港各界的关注

点。创新科技产业是香港第三次产业转型

的主要方向，也是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

培育的重点产业领域。近几年深圳的科技

创新领域成果有目共睹，加强与深圳的科

技合作，将对香港科技创新产业提供新的

发展机会。通过对香港的创新能力的景气

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有助于从香港的角

度认识打造“深港创新圈”的重要性，促

【基金项目】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作用研究”

成果。

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研究
◎ 申明浩 谢观霞

一、引言

粤港澳地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加

大跨区域协调发展力度，深化科技创新领

域合作，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

创新平台，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引领科技创

新的领头军。在“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

下，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

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有助于促进港澳与内

地协同发展，还有利于加速香港产业转型

升级，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摘  要：以创新周期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999-2015年相关数

据构造出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根据指数结果显示，香港科技创新景气状态在回归

的近20年先后经历了平稳振动期和剧烈波动期。同时将香港与深圳进行比较，探析香港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深港创新圈”的重要性。

关键词：科技创新景气指数  深港创新圈  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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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二、研究综述

（一）区域科技创新综述

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首

次提出“创新理论”，指出创新是经济

发展的本质规定；Philip Nicholas Cooke

（199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

概念。近几年国内也有诸多学者注意到区

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并以不同的地

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陈国宏、

康艺苹、李美娟（2015）和李泓欣、周燕

（2017）以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为

研究对象，使用动态综合评价法和空间杜

宾分析法探讨科技创新信息要素资源配置

的各项影响因素，证明了研发投入能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存在空间外溢现象。

陈艳华（2017）基于熵权 TOPSIS法，对我

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地区的

10个典型区域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的对策。姜文仙（2016）构建了

广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应用了灰色关联度法评价2000-2013年

广东省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肖田野、罗

广宁、陈丹华（2017）采用2006-2015 年

数据，得出广东各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

系统的耦合度呈增长态势。

（二）景气指数研究综述

景气指数相关内容的研究发展阶段

总体来说可以划分为宏观经济研究阶段

和微观经济研究阶段。19世纪末，Alfred-

Foufille（1888）在《社会和经济的气象研

究》中首次采用了景气方法来监测法国

十年间的经济周期波动并作出预警。W. 

M. Persons（1915）绘制“经济晴雨表”

对经济波动进行定量研究，并编制“哈

佛指数”检测宏观经济变动。G.H.Moore

（1950）基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认为景

气变动是从某些领域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

的过程，采用了“扩散指数”并构建了由

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数构成的监测系统。

20世纪60年代，J.Shiskin提出“综合指数

法”可以反映景气循环振幅。至此，景气

指数的运用得到快速发展，开始从政府向

各个行业部门不断延伸。

我国在1984年出现经济下滑问题后，

加快了对整体经济运行的监控预警，越来

越多的学者也参与景气指数研究。陈国政

（2017）采用加权合成法构建了上市公司

景气指数指标体系。由于季度数据具有更

强的时效性和动态性，张艳芳、江飞涛、

谭运嘉（2015）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

构建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合成指数，对工

业部门发展态势进行季度比较分析；孙延

芳、胡振（2015）利用2003年一季度至2014

年二季度相关数据，研究中国建筑业的周

期波动及影响原因；杨武、宋盼和解时宇

（2015）基于深圳南山区的季度数据，构

建了南山区科技创新景气指数。何健文

（2018）基于主成分法，分析中国高技术

制造业近20年创新发展的周期波动态势。

综上所述，在景气指数研究的长期发

展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对如何更有效地构

建景气指数有了较为完善和科学的方法。

景气指数的应用从宏观经济预测逐渐转向

具体的地区与行业部门，通过采用更多的

计量方法，对不同区域或行业的景气状态

进行研究，能够判断目前的发展态势并作

出预警，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由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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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将景气指数

应用于科技创新领域有助于分析行业及区

域的创新发展状态，因此本文基于主成分

分析法对香港地区科技创新发展景气指数

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

香港地区的初选科技创新景气指标

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香港统计年刊》

（2000-2016年）、国家统计局、《深圳

统计年鉴》和万得数据库。

本文运用PS模型（科技创新过程、

结构维度）进行指标初步筛选：根据区域

科技创新的过程维度（P），将创新发展

过程划分成投入、产出阶段，因此从创新

投入、科技产出和经济产出等方面进行

指标选取；根据区域科技创新的结构维

度（S），将主体区分为政府机构、高校

和企业进行指标筛选。本文最终收集了

1999-2015年香港地区与科技创新活动相

关的年度指标共24个，再对数据中的异常

值和缺失值进行修正。

原始数据经过初步处理之后，每个指

标的量纲仍然存在差异，因此先对指标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时采用极差化法，

设原指标序列为X={x1,x2,…,xi}，处理后的

新序列为W={w1,w2,…,wi}，具体处理公式

如下：

（1）

（二）综合景气指数指标确定

基准周期循环为分析波动周期和特征

提供理论依据，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三种循

环有：古典循环（绝对量变化）、增长循

环（相对量变化）与增长率循环，基准指

标则相当于衡量有关科技创新变量时间序

列先后的尺度。随着时间的变化，香港经

济并未发生大衰退现象，因此大多数相关

指标在量上都是增长的，而每年增长速度

的变化不同，故采用增长率循环法；每年

的专利申请总数能够敏感地反映科技创新

变化活动和发展状态，因此选用专利申请

总数作为构造景气指数的基准指标。

按与基准指标的时差关系，可将处理

后的指标划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

后指标。K-L信息量法是国际上常用的划

分方法之一，通过不断变化备选指标与所

选基准序列的时差来计算K-L信息量，所

得数据越小，越接近真实概率分布。

设基准指标为：J={j1,j2,…,jn}，备选指

标为：B={b1,b2,…,bn}。分别对两者进行标

准化处理，使得指标的和为单位1，可得

到两组新的序列（设为P和Q）：

（2）

（3）

则K-L信息量为：

（4）

其中l’为时差数，当l’<0时表示超前，

l’>0时表示滞后；L为最大时差量，考虑到

科技创新的超前或滞后期不会太长，本文

选取最大时差数为4；nl表示数据取齐后的

实际发生个数。在获得2L+1个kl值后，从

中选择最小值即为备选指标K-L信息量。

若相对应的时差数l’>0，则将该项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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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划分至滞后指标组；若为l’=0，则将

其划分至一致组；若l’<0，则划分至先行

组。结果如表1所示。

（三）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构建

本文采用主成分方法来构建科技创新

景气指数，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确定最终主成分个数。按照方差α的

大小，在已经确定的全部主成分（m个）中求

得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即为该主成分的权重。依据累计

方差贡献率 的

原则合理筛选出n个主成分来完成最终的指

数构建和评价分析。

计算主成分系数得分。根据得分求出

每个主成分的线性加权值：

（5）

计算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的初始值：

（6）

计算最终的科技创新景气值：

（7）

由于滞后指数仅仅是从数据上对已

经出现的事实进行说明，即对运行波动中

波峰和波谷已经出现这一问题进行确认，

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仅对先行、一致指数

进行测算分析。根据上述指数构建方法，

结合运用计量分析工具SPSS17.0，软件基

于累计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进行筛选。

最终得到先行指标组2个主成分，累计贡

献率为87.1%，能较好地代表8个先行指标

的总体变动情况；一致指标组的1个主成

分，其累计贡献率为80.8%。进而分别对

三组进行测算，获得先行指数、一致指数

和滞后指数。

以1999年为基准年，并将该年的指数

值定为100。再按照贡献率对先行指标和

一致指标分别进行线性加权，计算出表2

表1  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的滞后阶数及类型划分

指标名称 滞后阶数 指标类型

企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 1

先行指标

高技术产业总转口货值 2

高等教育研发人员 2

高等教育研发人员占全国比例 2

政府创新与科技基金开支 2

研究与发展开支 2

全国研发支出 3

按主要科目范围划分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高等
教育院校的研究成果数目

4

专利申请总数 基准

一致指标
政府机构研发支出 0

研究与发展开支 0

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 0

地区GDP 1
滞后指标

总研发人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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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香港各年份的科技创新景气指数。

将所得景气指数绘图，得图2。

根据图2中曲线的峰点、谷点和转折

点记录当下的时间，由表 3 可以看出，先

行指数的峰点、波点出现时间均分别领先

一致指数峰点和谷点1~3年，且平均领先

时长都为两年。还可以看出曲线的峰点和

谷点出现的时间相差1~3年，这说明当科

技创新进入相对繁荣期后，在1~3年间将

会进入萧条期。由于2014-2015年先行指

数持续下降，预示着香港科技创新将面临

新的波谷期，并在1~3 年后重新迎来繁荣

期。

四、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分析
比较及对策建议

（一）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分析

根据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曲线可知，先

行指数具有较好的先行效果，先行指数平

均领先两年左右。从一致指数曲线趋势来

看，香港科技创新景气状态经历了以下两

个时期：

平稳振动期（1999-2006年）。香港回

表2  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表

年份 先行指数 一致指数 年份 先行指数 一致指数

1999 100.00 100.00 2008 100.29 100.1304

2000 100.79 100.0984 2009 100.52 99.70321

2001 99.40 100.6746 2010 100.64 100.0362

2002 100.28 100.5288 2011 99.90 100.6003

2003 100.61 100.5077 2012 100.24 99.7732

2004 100.44 100.0955 2013 100.52 100.6527

2005 100.43 100.351 2014 100.29 100.2359

2006 100.33 100.9497 2015 100.24 100.0959

2007 100.26 100.1331

归后，特区政府受中国改革浪潮的影响，

1999年行政报告中指出，“在自由市场的

体制及原则下，政府应为香港的产业在创

新及科技发展方面提供最大的支援”，并

将科技发展方向定位于产业创新和应用

研究。由于市场本身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增

大，政府的支持与政策倾斜使得香港科技

创新景气状况得以改善并持续平稳变化。

在这期间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虽然也呈

现周期变化，但是始终未跌破100点，于

2004年触底后反弹，至2006年达到波峰。

剧烈波动期（2007-2015年）。2006

年以后，香港科技创新进入了动荡时期。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原本应该回

图2  香港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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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景气指数下降，跌破100点后于2009

年触底，并在2012年再次跌破100点。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是香港的王牌产业

之一，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香

港经济波动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科技

创新领域的发展。根据曲线趋势及周期理

论，香港的科技创新近几年仍会有较大波

动。

（二）与深圳科技创新进行比较

深圳的发展始于香港的带动。然而，

从香港回归至今的经济数据可知，香港创

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同

时期的深圳却大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科

技产业发展迅猛，并率先提出将深圳建设

成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因此，将深圳

和香港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比较

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反映两地的差距及合

作发展的前景。

1.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港深几乎在相同时期提出了依靠科技

发展当地经济的战略，两地政府均将科技

创新产业列为重点培育行业，不断完善促

进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表4显示，市场

和政府在两地不同时期内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香港的科技创新主体是外企、高校和

科研院所，这也可以解释香港的高新产品

表3  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的波峰、波谷时间

序号 波峰 波谷

先行指数 一致指数 领先时长 先行指数 一致指数 领先时长

1 2000 2001 1 2001 2004 3

2 2003 2006 3 2004 2007 3

3 2005 2008 3 2008 2009 1

4 2010 2011 1 2011 2012 1

平均时长 2 2

进出口总额大、出口额却很小的原因。深

圳的主要力量是本土企业，当地创新能力

强。此外，两地发展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

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科技创新投入现状

自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视

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但与深圳相

比，香港的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仍然不

足，且二者的差距逐年扩大。香港和深圳

两地的研发经费投入绝对值均持续增长，

香港的增加幅度小于深圳。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深圳的研发支出投入增至

12695百万美元，2015年增长率11.8%，高

于香港的7%。深圳本土企业的经费支出

占深圳总研发支出的绝大部分，自2009年

至2017年占比均高达90%，香港则只占半

数以下，约为40%。2015年，香港的全年

研发总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为0.76%，

而深圳的占比为4.3%，远高于香港。此

外，香港的研发人员投入量也远低于深

圳，深圳研发人员达到二十多万人，而香

港的研发总人数不超过三万。

3.科技创新产出现状

就高科技产业产出而言，自2001年起，

香港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均小于深圳，2003

年深圳的专利授权数量也开始超过香港。

香港2016年专利申请总量为14854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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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港深两地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指标 香港 深圳

提出时间 1997年 1995年

主导角色
一开始市场驱动为主，后期政府“适度
干预”

一开始政府引导为主，后期市场发挥主
导作用

支柱产业 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物流和文化

发展状态
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多方
合作，本土创新能力较弱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重视企业的
研发创新能力，本土创新能力强

主要力量 外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当地企业

制度环境
自由公正的法制环境，高度发达的金融
体系

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优势

利授权6183件，低于同年深圳的56336件和

75043件。由此可以看出，香港的本土创新

能力与深圳存在较大的差距。在2016年高

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中，香港的高新技术

产品进口额约是深圳的两倍，然而高新技

术产品的出口额却只是深圳的1/4，说明香

港科技创新产业产品的贸易以转口贸易为

主，而本身的创新能力不足。相比之下，深

圳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率持续较快

增长，至2016年达到1215亿美元，显示出深

圳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表5  港深两地专利申请、授权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年份

专利申请总数
（件）

专利授权总数
（件）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额（百万美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额（百万美元）

深圳 香港 深圳 香港 深圳 香港 深圳 香港

2009 42279 12408 25894 6099 68434.09 1176699 85021.11 15444

2010 49430 12316 34951 5875 88974.07 1496717 108726.68 19655

2011 63522 14108 39363 5567 99360 1667692 124800 9507

2012 73130 13633 48662 5550 110845.32 1806085 141220 7528

2013 80657 14468 49756 7102 138842.85 1952714 169005.57 5347

2014 82254 13131 53687 6454 110882.08 2106980 136740.8 4284

2015 105481 12914 72120 6458 113910.71 2149571 140337.73 3857

2016 56336 14854 75043 6183 106101.85 2229987 121542.91 3764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年刊和深圳统计年鉴。

（三）对策建议

香港、深圳两地对加快科技创新发

展、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都有着强

烈的需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着

优越的科技创新环境和完善的国际技术设

备资源，然而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参

与程度过低，导致当地创新能力较弱；而

深圳拥有成熟的制造业基地和极强的创新

意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势头猛超香港，

深圳和香港加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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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香港产业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针对深圳和香港科技合作方面，两

地政府和社会推动共同构建“深港创新

圈”，充分利用两地已有资源，发挥“一

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促进两地生产要素

的流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以来，如

何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打造国际化科技

创新基地成为三地的共同诉求。特区政府

要紧抓机遇，加强合作，充分利用两种制

度差异，化被动为主动，促进两地创新科

技产业的合作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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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limate Index Research
Shen Minghao, Xie Guanx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cycle theory an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limate Index is constructed upon relevant 

data from 1999 to 2015.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index, Hong Kong’s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boom ha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steady vibration and violent fluctuations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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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years.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Shenzhen, it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d building the Shenzhen-Hong Kong Innovation 

Circle.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sperity index; Shenzhen-Hong Kong In-

novation Circl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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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便由“局部有限要素互补性合作”逐渐

转变为“全面要素互补性合作”。中国内

地先后在2003年与港澳分别签署了CEPA

协议，为粤港澳三地展开紧密的经贸合

作提供了制度框架，降低了合作的交易成

本；同时，在出口贸易及制造业合作基础

上，促进了粤港澳三地经贸合作的方向逐

步转向服务业。2010年和2011年，中国内

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

议》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4年，

中国内地与港澳又继续签署了《内地与

香港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项目“区域经济增长分化下技术进步适宜性评估及路径优化研究”、国家高端智

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项目“粤港澳联手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机制研究”（1821008-99132-41230038）

成果，2018 年广州市社科联羊城项目“开放新格局下广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模式与路径研究”资助。

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
困境及对策
◎ 钟世川

一、引言

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源远流

长，但实质上20世纪70年代末才是三地

经贸合作的开始。改革开放后，广东利用

港澳的多种要素资源实现经济起飞，而

港澳利用中国内地资源降低制造业成本

来维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成本优势，三地

在优势互补条件下迅速开启了长期的经

贸合作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竞

争力愈加剧烈，粤港澳三地的经贸合作方

摘  要：深入剖析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提出澳门

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必须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出发，推动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发展、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作用、加快建设“一个平台”和“三个

中心”、助推横琴自贸片区建设以及发挥对珠海乃至珠三角西岸的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字：澳门  粤港澳大湾区  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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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和《内地与澳

门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即CEPA升级

版，这意味着粤港澳三地基本实现了服务

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加强了粤港澳三地之

间的经贸合作力度。

2017年，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

府共同签订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中提出，澳门的合作目

标是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

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

作基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香港、澳

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

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

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可见，立足于国

家战略基础上，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

贸合作，有助于澳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

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新时期澳门参与

全球竞争的主要力量，更是推进技术创新

建设创新型、发展型城市的重要载体。为

此，本文深入剖析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经贸合作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

二、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
合作的现状及困境

（一）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
作的现状

1.经济总量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后，粤港澳三地卓有成效

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社会的长期繁荣与发展。据初步统计（如

表1所示），2001年，粤港澳大湾区GDP

为23318.05亿元（港元、澳门元均对人民

币1:1算），到2017年达到了106461.56亿

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87%；在此期

间，粤港澳大湾区GDP的年均增长率达

到10.19%，且2017年大湾区人均GDP达到

15.61万元。澳门GDP由2001年的547.18亿

澳门元增加到2017年的4041.99亿澳门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14.05%；2017年澳门人均

GDP为53.75万澳门元，位居全球第三。由

此可见，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合作

促进了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三地人

民生活水平，为大湾区建设奠定了雄厚的

经济基础。

2.对外贸易方面

（1）对外贸易总量快速上升

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总量迅速上

升。根据表2可知，在2001-2017年期间，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总额由32459.16亿

元增加到85882.0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6.84%。与此同时，澳门对外贸易总额由

2001年的376.43亿澳门元增加到2017年的

871.34亿澳门元，年均增长率为6.31%；

其中，2001年澳门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

191.70亿澳门元、184.73亿澳门元，到2017

年分别为758.51亿澳门元、112.83亿澳门

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8%、-1.21%。

此外，2001-2017年澳门对外贸易额占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1.00%；2017年澳门与广东的贸易往来

中，进口占比和出口占比分别为15.07%、

16.86%。因此，在CEPA框架下，粤港澳

大湾区进出口贸易额总量快速上升，澳门

进出口额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占比较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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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GDP

年份
澳门

（亿澳门元）
粤港澳大湾区

（亿元）
年份

澳门
（亿澳门元）

粤港澳大湾区
（亿元）

2001 547.18 23318.05 2010 2250.51 57889.28

2002 588.26 24515.63 2011 2943.47 66038.16

2003 657.34 26180.71 2012 3438.18 71632.95

2004 849.20 29504.08 2013 4118.65 78809.37

2005 968.73 33369.52 2014 4420.70 84670.77

2006 1183.38 37903.23 2015 3622.13 89872.71

2007 1473.82 43741.21 2016 3622.65 96372.26

2008 1677.60 48698.13 2017 4041.99 106461.56

2009 1714.67 50454.12 - - -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和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表2  200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

年份
澳门（亿澳门元） 粤港澳大湾区（亿元）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2001 191.70 184.73 16616.79 15842.37

2002 203.23 189.25 17173.74 16702.71

2003 220.97 207.00 19271.24 18757.44

2004 279.04 225.61 22652.74 21867.31

2005 313.40 198.23 25204.53 24524.41

2006 365.27 204.61 28200.89 27088.06

2007 431.14 204.31 31293.22 29966.89

2008 430.34 160.25 33243.5 31942.61

2009 369.02 76.73 29990.19 28639.7

2010 441.18 69.60 36520.04 33797.56

2011 622.89 69.71 41463.86 37760.26

2012 709.28 81.60 43508.91 39489.95

2013 810.14 90.94 45373.87 41164.89

2014 899.52 99.15 47493.36 42897.59

2015 846.63 106.92 45464.69 42297.39

2016 713.52 100.47 44248.24 41633.81

2017 758.51 112.83 46928.55 43091.81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和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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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澳门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但与广东

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

（2）货物贸易比重持续下降

伴随CEPA及补充协议实施以来，粤

澳之间的货物贸易快速发展，并且广东

取代香港成为澳门最大的进口货物来源

地；同时，凭借毗邻澳门的地理优势，广

东也成为中国内地与澳门货物贸易量最

大的省份。2001年以来，广东与澳门之间

的货物贸易额占中国内地与澳门之间货

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

尤其是2003年CEPA签署后该比重达到历

史最高（84.30%）。随着中国内地与澳门

经贸关系的加强，广东与澳门之间的货物

贸易额占中国内地与澳门之间货物贸易总

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该比重下降为

70.40%，到2017年该比重仅为31.92%。由

此可见，广东与澳门之间的货物贸易在中

国内地与澳门贸易关系中虽然占据着重要

地位，但货物贸易比重却呈现持续下降态

势。

（3）服务贸易合作发展加快

CEPA的实施与深化进一步扩大了粤

港澳服务业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这为三地

服务贸易合作与发展带来了契机，尤其

是带动了三地旅游服务业的频繁往来。

旅游业是澳门经济的动脉，2017年澳门接

待内地游客达到3261.05万人次，占所有

访澳游客近68.06%，相比CEPA初期增加

了19.76%；香港占访澳游客为18.91%。同

时，2016年澳门经济发展以博彩业、商业

服务、教育医疗、不动产租赁和金融服务

为主要特色，其中，在产业结构中，博彩

业占比达到47.15%（如图1所示），形成

了“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发展产物，是

独具区域经济特色的生存之道；银行业由

2001年的26.51亿澳门元增加到2016年的

197.94亿澳门元，但2016年银行业占整个

产业的比例仅为5.51%。因此，澳门不同

的服务贸易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奠定

了基础，也为“一带一路”承担了国际运

营中心的角色。

3.投资方面

粤港澳三地合作对于中国内地实施

“走出去”战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如港澳现行投资的首选地是广东一样，

广东也是通过粤港澳三地合作率先推行

“走出去”战略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

末开始，珠三角地区坚持市场化改革，与

港澳建立“前店后厂”“厂店结合”“前

店后仓”的商业合作模式，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发展成就，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

和技术的集聚，一些大型跨境交通基建

项目如深港西部通道、珠海横琴口岸新建

旅检大楼、珠澳跨境工业区建设、港珠澳

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等工程陆续完工

 
图1  2016年澳门各产业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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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投入使用。如图2所示，2001-2014年，

大湾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由33323.37亿元

增加到127211.91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2.10%；澳门外商直接投资由2001年的

229.51亿澳门元增加到2016年的2442.71亿

澳门元。其中，2016年来自广东的直接投

资达到20.31亿澳门元，而澳门企业在大湾

区城市的直接投资为104.13亿澳门元。可

见，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中以输出投

资为主，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了优良投

资环境活力。

（二）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
作的困境

1.参与大湾区经贸合作的扶持力度不

够，政策优惠不明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门的龙头

产业就是博彩业，而劳动力、土地等资源

已不再具优势。由于澳门土地空间发展狭

小，经济持续扩张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短

缺，使得土地成本和价格持续上涨，提高

了澳门整体生产成本，制约了澳门经济发

展潜力。为此，澳门政府制订并落实了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一些政策，但

是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了澳门

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经贸合作的扶持

和帮助，使得大湾区城市的企业对澳投资

有所顾忌，主要原因在于澳门本地资源的

需求与实情存在较大矛盾，大湾区城市的

投资企业便会权衡对澳门的投资成本收

益。二是政策优惠少，致使澳门与大湾区

城市之间的许多企业不愿花更多成本进行

长期投资，导致其内部缺乏经贸合作，极

大地制约了澳门经济发展及转型。

2.博彩业“一业独大”，制约其他服

务业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就是澳门，

其博彩业已对当地其他产业产生了极大的

挤出效应，作为主导产业的旅游业也不例

外。根据法律规定，博彩承批公司必须将

博彩毛收入的39%缴纳给澳门特区政府，

而其中的36%是直接用于推广旅游、发展

城市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但从现实经济

发展上来看，博彩业“一业独大”迫使澳

门当地大量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投入

其中，过度挤占社会资源，阻碍并限制了

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澳门参与粤

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3.中小企业经营滞后，制约澳门经济

可持续发展

中小企业作为澳门经济的主体，当

前面临诸多经营问题。第一，澳门中小企

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较为落后，

产品质量处于低端，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

应；同时，澳门多以家族企业方式经营，

管理欠规范，阻碍了当地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第二，澳门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

度不够，当地中小企业欠缺法律保障，没

有专门管理机构，更缺乏与中小企业配套

 
图2   2001-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外商直

接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暨
普查局和《广东统计年鉴》数据处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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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信用担保等政策。此外，博彩业

产生的挤占效应极大地削弱了澳门中小企

业吸纳资金的能力，导致竞争力较弱，难

以适应经济环境的急速变化，限制了澳门

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经贸合作深化

与扩大。

三、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
合作的对策建议

澳门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

必 须 从 其 在 国 际 经 济 中 的 比 较 优 势 出

发，确定澳门在大湾区中的战略定位。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中国内地

与澳门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以多种合作方

式联合“走出去”。并提出支持澳门建设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

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

中国内地与澳门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加

快构建横琴、南沙、前海等地粤港澳合作

平台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及跨省区重

大合作平台建设，提升澳门自身竞争力。

因此，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合作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澳门虽然以博彩业“一业独大”，表

现出产业结构单一状态，但是它仍然是全

球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之一。在粤港澳

大湾区经贸合作中，澳门特区政府应该发

挥澳门作为中国两个国际贸易自由港之一

的优势，并发挥本有的经贸传统优势以及

网络优势，扩大澳门在经贸、旅游、资源

开发等众多领域的经贸平台功能，突出贸

易中介作用，紧紧围绕世界各国尤其是葡

语系国家与中国的服务平台，积极发展转

口贸易、旅游、专业服务、分销、会展、

物流等相关产业，使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得到有效推进。

（二）发挥“一带一路”的节点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澳门应该

“依海而兴”，积极发挥21世纪海上丝路

的关键节点作用；以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为发展方向，开发并拓展海上旅游领域

和范围；通过“一带一路”渠道，推动产

业适度多元化，逐步扭转世界各地对澳

门产业印象，除了博彩以外，还有其他产

业及服务能与他们合作，发掘中国内地市

场或“一带一路”市场共同“走出去”。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搭建中国内地以及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同澳门之间的经

贸服务平台，发挥澳门对“一带一路”战

略的节点作用，使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

贸合作中。

（三）加快建设“一个平台”和“三
个中心”

澳门要发挥自身优势，把握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机遇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关系

蓬勃发展的态势，全面落实和实施“一个

平台”①和“三个中心”②计划，以澳门为

抓手做实、做大、做强当前中国与葡语国

家商贸平台的服务功能。同时，倾力打造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挥华侨文化纽

带，开拓“一带一路”国家旅游市场。将

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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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助推横琴自贸片区建设

澳门各界应积极参与横琴自贸试验

区建设，并联手横琴打造自由贸易港，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为澳门发展提

供更为广阔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也为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方向，并为中国

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营造良好环境。经过3年多发

展，横琴自贸片区按照国家定位，已经出

台了100多项创新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澳

门要素便捷流动、服务业领域开放以及金

融领域创新。因此，澳门应该进一步携手

横琴建设自由贸易港，借助横琴开发的契

机，发挥对珠海乃至珠三角西岸的辐射带

动作用，把澳门的服务及服务业拓展到粤

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内地；同时，利用横

琴开发，弥补澳门空间发展局促的弊端，

释放已有的经济效应，拓展澳门市场空

间，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权，提升产业竞

争力，依托横琴自贸试验区做好澳门在粤

港澳大湾区中的内联桥头堡作用。

注释：
①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合作服务平台。

②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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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o’s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Zhong Shichua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status-quo and difficulties of Macao participating into the eco-

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it is indica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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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o must manifest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moderately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od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should als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Hengqin 

Free Trade Port and exert its impact on Zhuhai and even the west bank of PRD.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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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竞争格局加剧，产业

同构现象凸显，这是否已经对产业升级转

型、城市群整体的功能提升造成了障碍？

现有研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明显

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制造业内部产

业结构趋同仍然存在，而区域产业发展不

协调容易造成城市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不利于城市群的良性发展。现有研究

虽然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进行了分

析，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深莞惠、广肇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模式及广州对策”（课题编号：2018GZWTZD30）

以及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度“羊城青年学人”资助研究项目（18QNXR64）资助。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的发展现状
——以珠三角9市制造业为例

◎ 眭文娟 张 昱 王大卫

一、引言

产业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也

是促进城镇化进程、城市协同发展的先决

条件。得益于改革开放，珠三角经济对地

区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小，外向型经济和民

营企业异常活跃，激发了制造业的蓬勃发

展，由此制造业也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

根本，更是地区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

摘  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协同尤其是制造业协同发

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珠三角9市的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构建产业协同评价指标，对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同构化程度以及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

进行了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效应明显，产业同构是现阶段产

业结构调整和再度分工的结果。因而，要推动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鼓励城市在价值链

上的差异化分工合作，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确保湾区产业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珠三角  产业协同  专业化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1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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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等具体产业带的讨论，尚缺乏对区域制

造业协同的整体认识。那么，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协同发展现状究竟如何呢？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基于2012~2016

年的统计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

协同发展进行探讨。首先，根据大湾区的

发展实际选取了珠三角9市的制造产业作

为研究对象；其次，通过运用产业集聚指

标和产业同构指标构建了产业协同发展的

二维评价指标，并对区域产业的专业化、

同构化进行研判，分析内在原因；根据分

析结果绘制了近五年制造产业集聚图，对

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进行深入分析；最

后，根据研究结论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协同发展的测度指标

本研究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主

要考虑从产业集聚、产业同构两个角度对

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产业协同进行测度

和评价，具体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如下：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农业对自然资源及服务业对人

口集聚和发展阶段的依赖，选择对环境要素

依赖较少的工业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一方面，考虑到珠三角地区是我

国制造业方兴未艾且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

地区，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升级已经步入

到新阶段；另一方面，考虑到制造产业的发

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基础，

对其深入研究有利于掌握产业发展的脉络

方向，因此本文将制造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对2012-201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①。

此外，在制造业具体行业的选取上，

本文依据广东省2016年的制造产业结构现

状、各类细分产业的增加值、对GDP的贡献

率等，选取了占比较大的20个行业作为分

析对象，依照产业具体特征，将其划分为

轻纺产业、石化产业、机电装备产业和电子

信息产业等四大类代表性产业（见表1）。

（二）测度指标

1. 产业集聚指标

参照刘璟等（2012）的做法，本文利

用产业集聚度来刻画和测量地区产业的集

聚程度和专业化程度，代表着地区产业的

比较优势。产业集聚程度是指某城市某一

产业占该城市所有产业的比重与该城市所

在区域范围内所有城市该产业占该地区所

有产业的比重。一般来说，专业聚集程度

指标的值<1，说明相对集中程度较低，该

表1  本研究涉及的四大产业分类及20个具体产业

分类 具体产业

轻纺产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
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化产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机电装备产业
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电子信息产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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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该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该指标数

值>1，则说明该城市该产业的专业水平较

高；若专业集聚程度指标的值>1.5，则可

认为该城市该产业具有非常高的专业化水

平。此外，对产业集聚进行分年度的对比，

有助于发现区域内产业变化的一些特征。

产业集聚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

其中，分子中p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增

加值，pj表示 j城市所有产业的增加值总

和；∑pi表示该地区所有城市i产业的增加

值之和，P表示该地区所有城市所有产业

的增加值之和。

2. 产业同构指标

本文借鉴Krugman(1991)的测量方法，

利用产业结构差异来衡量地区产业分工。

这一指标通过考察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和

同构程度，用以判定地区间的产业竞争关

系，具体测量方法为两城市产业占比差异

的绝对值加总。根据经验，产业同构程度指

标数值分布在0~2之间，数值<0.8表示两城

市产业发展存在着同质化趋势；数值>0.8则

表示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产业同构程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

其中，分子中pij、pik分别表示j、k城

市i产业的增加值，pj、pk表示j、k城市所

有产业的增加值总和。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分析

（一）地区产业专业化分析

本文利用统计数据根据公式1对珠三

角9市2012年、2016年制造业的地区产业集

聚进行计算，由此得出了轻纺产业、石化产

业、机电装备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区域

聚集度指数，用以判定粤港澳大湾区制造

产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具体如图1所示。

总的来看，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均存

在专业化程度较高（产业集聚指数>1.5）

的制造产业。以2016年为例，中山、肇庆、

江门三市在轻纺产业具有较高的集聚程

度，而广州、肇庆、江门、惠州在石化产

业上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珠海、佛山

的机电装备产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而深圳则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具有较高的集

聚水平。这一结果体现了广东省的主导性

产业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图2产业集聚指

数的变化结果显示，部分城市的产业专业

化程度在近几年来发生了变化，如广州、

江门、惠州、肇庆等。因而本文进一步对珠

三角9市四大产业中的细分产业增加值的变

化分别进行了研究，例如，石化产业虽然

在广州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是占广州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一成的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在2012-2016年间有显著的下

降；这一变化在肇庆市更为显著，工业增

加值减少了80%左右；与此同时，江门、惠

州的这一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以上；相反，

广州的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图1  2016年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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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电装备产业有着明显的提升，但其他

城市并没有明显下降。这些现象说明，近

几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在广东省内外

部都有可能发生了空间转移和结构调整。

（二）地区产业同构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地区产业的差异性，

根据Krugman(1991)的测量方法，本文采用

各市统计年鉴中四大产业20类细分产业的

增加值数据，测算出2016年珠三角9市的

产业同构指数，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城市层面看，可计算出珠三角9市

产业同构平均值为0.57，存在一定的产业

趋同现象。其中，表2显示，部分地区制

造业发展呈现了较高的同构现象，如广州

 
图2  2002-2006年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

指数的变化

表2  2016年珠三角9市制造产业同构指数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深圳 1.119 

珠海 0.416 0.844 

佛山 0.243 1.165 0.400 

中山 0.249 1.026 0.440 0.327 

东莞 0.637 0.519 0.632 0.651 0.507 

肇庆 0.243 1.092 0.632 0.454 0.201 0.572 

江门 0.168 1.143 0.584 0.355 0.209 0.624 0.107 

惠州 0.654 0.503 0.650 0.878 0.675 0.299 0.627 0.679 

相对于江门的产业同构指数为0.168，肇庆

相对于江门的产业同构指数仅为0.107，

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分工化程度非常低，

珠三角内部呈现出城市产业局部趋同的特

征。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与深圳，

深圳与佛山、中山、肇庆、江门等广州周

边城市，佛山与惠州的产业差异化程度均

较高，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讨论结果。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广州、深

圳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在四类产业上

的分工差异（见表3和表4），结合图1来看，

产业专业化并非总是带来产业完全趋同现

象，比如，轻纺产业虽然在中山、肇庆、江

门、广州地区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但

上述地区与广州在轻纺工业上的产业同构

指数远高于佛山、东莞等城市，且同样的现

象也出现在石化产业上。这表明，粤港澳

大湾区的传统制造产业已经步入一个较为

成熟的发展时期，各城市找到了自身的产

业定位，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默

契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相反，在更具有政

策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先进制造业上，区域

内产业趋同相对明显，如广州与中山、江门

在机电装备产业存在着明显的同构现象。

而深圳与东莞、惠州之间产业同构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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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州与其他城市分产业同构指数

分类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惠州

广州

轻纺产业 0.135 0.142 0.016 0.078 0.019 0.073 0.046 0.056 

石化产业 0.182 0.066 0.098 0.066 0.132 0.034 0.038 0.010 

机电装备产业 0.242 0.064 0.106 0.058 0.187 0.122 0.072 0.261 

电子信息产业 0.560 0.144 0.023 0.047 0.300 0.014 0.012 0.327 

表4  深圳与其他城市分产业同构指数

分类 广州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惠州

深圳

轻纺产业 0.135 0.007 0.151 0.213 0.154 0.209 0.181 0.079 

石化产业 0.182 0.116 0.084 0.116 0.050 0.216 0.220 0.172 

机电装备产业 0.242 0.306 0.348 0.184 0.055 0.121 0.170 0.019 

电子信息产业 0.560 0.415 0.582 0.513 0.260 0.546 0.572 0.232 

属于产业链上竞合和互补的共赢关系。

（三）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分析

结合上述地区产业集聚、产业差异化

分析结果，本文分别绘制了2012年、2016

年的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图，由此可以判

定珠三角地区内制造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升

级（详见图3）存在如下特征：

首先，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由三中心集

聚逐渐转向两中心引领。广州、深圳等特

大城市的核心地位日益突出，分布形成了

以广州、佛山、肇庆、江门、中山、珠海

等六市为核心的传统制造业集聚和装备制

造业集群，以深圳、东莞、惠州等三市为

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

其次，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的虹吸

效应凸显。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金属制造等传统轻

纺和石化产业逐渐从广州及其周边城市向

江门扩散，家具、文教业等传统轻纺产业
图3  2012、2016年珠三角地区制造

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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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肇庆扩散，而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气

机械和器材等先进制造业由广州集中；得

益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

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电子信息产业

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并使之成为引领珠三

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最后，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从单一聚

焦开始转向多样化、差异化发展。一方面

可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城市对

自身产业基础更加了解，尝试在传统产业

中加大价值链高端参与来拓宽利润空间；

另一方面，在国家新一轮政策、规划的引

导下，各城市也试图扩大传统优势，从先

进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中寻找到定位。因

而，各城市的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将会呈现

出一种动态协同过程。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产业专业化指数、产业同构

指数对珠三角9市制造产业的协同发展进

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内围绕

广州、深圳形成了两个核心产业圈。虽然

部分城市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但是结

合行业内分工来看，一些城市产业同构现

象正在缩减，一些城市的产业差异化程度

正在扩大。这一系列现象充分说明专业化

在促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上起到

了显著作用，区域竞争加剧是正常的，是

市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正常现象。因

此，要理性看待大湾区内产业的同质发展

现状，这是区域产业协同化发展需要经历

的过程，同时对粤港澳地区产业协同的发

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1.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步入了专业

化与差异化共存的关键时期。粤港澳大湾

区内的城市各有产业优势，产业结构也存

在内部差异，具备良性转型的条件。现阶

段所存在的局部趋同，其原因可能是争夺

优质资源造成的城市竞争，或者是政府对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统一规划的结果，

但这并未与破除“低端锁定”向着价值链

的高附加值方向攀升的转型目标相违背。

因此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积极发

挥“看不见”的手在地区资源配置上的作

用，加强城市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合作、鼓

励产业专业化发展下的产品差异化发展。

2.核心城市引领对带动湾区协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反复的动态过

程，目标在于提高增量而非调整存量。传

统优势产业的转移和再次回流可以不断筛

选并增强核心城市的比较优势，这一动态

过程有利于先进制造业的汇聚，同时带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通过正反馈作用

带动高端要素向其他城市扩散。因此，要

明确核心城市的定位，加强城市群在优势

产业上的分工合作，推动湾区内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顺利完成。

3.发挥政府在促进湾区产业协同发展

中的主动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

城市功能的完善，未来的湾区将呈现多中

心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方向。在这动态且复

杂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在促进资源配置、

产业分工合作中难免出现失灵风险。因

此，湾区产业协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

府这只手的调控作用，要构筑要素配置

畅通、产业结构互补、市场融合的网络格

局，需要发展行政机构的主动性，从战略

高度统筹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建设，

建立城市间持续合作的长效机制，实现区

域框架内产业、城市的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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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的数据均取自2013-2017年度的《广东统计年鉴》和涉及珠三角9市的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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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A Case Study of 9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ui Wenjuan, Zhang Yu, Wang Dawei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en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ynergy, especiall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urther highlighted. This paper chooses the representa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9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ives, analyzes the specialization degree and 

the iso morphism degre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ustrial Synergy 

Evaluation Index, and further studies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The ag-

glome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reat Bay Area is obvious, 

and the industrial isomorph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ecial-

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cities, encouraging the differ-

ence of the city in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work to ensure the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RD; industrial synergy; spe-

cialized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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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是在空间布局上陆海统筹，在产

业发展上以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污

染零排放型产业群建设为主，使其与区域

生态环境相协调，宜居宜业，生态优先，

适度开发，合理布局，源头治理，能源清

洁，工业环保。

1.宜居宜业，国际知名。湾区经济作

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是当今国际经济

版图的突出亮点，是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

显著标志。拥有湾区资源禀赋的地区，都

在积极打造宜居宜业、国际知名的绿色经

济增长极。

2.生态优先，适度开发。如果以经济

效益为导向，则存在过度开发倾向，湾区

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按照循环经

济思路和标准，保护生态环境。

3.合理布局，源头治理。在“湾底”部

分以高新技术、污染零排放型产业群建设

为主。“湾边”附近的周围区域以生态涵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设想
◎ 蔡春林 陈 雨

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陆海交接地带，是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也是陆海统筹

的核心区，因此推动大湾区绿色发展尤为

关键。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顶层发展规划呼

之欲出，蓝图和目标渐进清晰，建设世界级

的湾区，需要世界级的环境质量作为支撑。

我们应该从湾区规模、区域环境、战略定

位等方面，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美国和

日本等国际先进大湾区的绿色产业发展，

从理念上、制度上、体制上、产业上解决环

境问题，打造绿色增长极，落实国家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培

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使广东协同港澳地

区在新一轮的全球开放中起引领作用。

一、国际大湾区开发与环境保护
的基本理念

目前国际大湾区开发与环境保护的

摘  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环境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问题。美国

湾区、东京湾区等是发展较为成功的先进国际湾区，东京湾区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

程，生态环境保护历程长期而艰巨。本文通过对先进经验进行借鉴，对大湾区绿色发展

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绿色发展  国际治理  国际湾区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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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资源和环境保护为主。特别注重保护

周边农田、林地、水域和湿地等湾区生态

环境的支柱。致力于科学调整工业布局，

使其与区域生态环境相协调，加强湾区湿

地和其上游地区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的建设，开展沿岸的山地植被改造，加强

沿海滩涂资源、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4.能源清洁，工业环保。大型重工业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

可以通过采取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有力

的环保措施，将环境污染减至国家标准允

许的最低限度。通过国际清洁能源和环保

产业合作，提升湾区绿色经济比重，引领

世界知名湾区发展方向。

二、国际先进湾区开发的环保经
验及教训

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在建设初

期就通过制定改善水质和转移重污染企业

法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条例和减少

碳排放备忘录等，共同推进湾区可持续社

区发展，不仅整治了污染，也创造了良好

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而日本的湾区建设

由于起初陆海统筹意识不强，海洋开发活

动多集中于近岸海域，导致水质恶化、空

气质量下降、海洋生态灾害频发，后经过

治理得到改善，但是付出了较大代价。

（一）美国湾区

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均为全

球知名的湾区，开发过程中特别注重顺应

自然，保护生态。开发之初就将湾区定位

为绿色环保城市，调动社会力量开发与利

用清洁可再生能源，新建筑设计与老社区

改造注重节能与环保，扩大绿色产业规模

和盈利能力，实现绿色投资及产业的商业

可持续。与此同时，鼓励政府和企业发展

城市公交与低排放的交通工具，推广居民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原生态地保留与

扩大城市绿地和菜园等，为居民的绿色生

活方式提供更多的选择，提升普通民众绿

色环保意识，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先污染后治理，代价很大。

东京湾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

环东京湾区域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产业

中心。湾区涵盖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

县和千叶县等“一都三县”。东京湾区开

发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走过弯路，在20

世纪40年代开发初期，建设了很多资源型

工业，填海造地，发展临海型工业园区，

工业、人口密度高度集中在湾区，用地紧

张、水资源不足、陆地下沉、交通拥堵、

自然灾害频发，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

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

染、近海污染等环境问题。东京湾有机物

污染从1955年开始急剧增加，20世纪90年

代以来，赤潮频发，给近海养殖业带来灾

难性后果。东京湾地区的城市化开发、经

济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

并没有使该区域居民更多地感受到经济

繁荣带来的好处，民众要求改善东京湾

生态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自20世纪70年

代开始，日本政府相继通过了《水污染防

治法》《公用水面环境标准》以及《港湾

法》等法律法规，1994年制定“建设环境

和谐友好型港湾——生态港湾”政策，成

为港湾环境行政管理的方针。自2013年开

始实施的为期10年的《东京湾再生行动计

划（第一期）》，以“削减陆地负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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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以及“监测实施”为目标，

极大地推动了港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

善。经过多年的努力，东京湾区环境有了

明显的改善。

三、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现状
及建议

（一）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环境共同治理

方面的历史由来已久，也已经取得了一些

成就（见表1）。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城

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质量相对较

好，但距离世界级水准还有较大的差距。

部分近岸海域以及河流污染严重。

珠三角近岸海域、主要河口污染仍然较为

严重，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状况不容乐观。

2016年6月，广东省发布《2015年广东省

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称，珠江口海域水质

处于劣四类海水标准，同时，深圳河、淡

水河、茅洲河、小东江、独水河、前山河

等跨界河流污染状况仍然突出。

大气污染状况仍然严峻。由于区域内

资源与能源的消耗较大，珠三角地区大气

环境质量总体下降，酸雨发生频率较高、

臭氧浓度高、灰霾天气频发。2015年，

珠三角PM2.5年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

（2016年为32微克/立方米），而纽约地

区约为10微克/立方米，东京约为13微克

/立方米，差距较为明显。近几年香港、

澳门两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PM2.5仍

是影响澳门空气质量指数的主要污染物之

一，而O3则是影响香港空气质量的主要污

染物。粤港澳大湾区初步构建了政府间环

境合作的行动框架，环境合作不断拓展和

深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粤

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仍徘徊在

技术协作层面，三地依然按照各自的法律

法规和行政举措对区域大气污染进行治

理，这种合作方式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

从能源使用角度来看，香港等城市

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还非常有限，清洁电

力依赖输入核电。澳门终端能源消费量自

2009年以来持续增加，几乎100%都来自化

石能源或外购电，清洁低碳能源发展几乎

没有起步。《珠三角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

2020年愿景目标》中提出，2020年，非化

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6%，

清洁能源使用状况较为严峻。能源使用

效率方面形势也不容乐观，有调查表明，

2017年广东省高能效等级家电销售占比全

国最低，居民使用节能高效家电的意识不

强。澳门博彩酒店业发达，用能方式相对

粗放，目前仍没有设置强制性的节能减排

目标，节能工作仅仅是自发行为，具备很

大的节能空间。粤港澳地区跨城市间的轨

道交通系统有待完善，目前私家车使用率

较高，公共交通方面降低能耗潜力巨大。

（二）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
建议

1.综合各区域意见，共同制定粤港澳

大湾区环境保护治理规划。首先，应当对

于湾区水环境的合作治理进行细致规划。

坚持水陆统筹、流域统筹，建立健全跨界

水污染治理体系，同时优化调整珠三角地

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和近海功能区划。其

次，应该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进行相

应的规划引导，建立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体

系，改善湾区空气质量。

2.完善湾区环境治理的合作机制。一

是完善组织机制。完善包括中央层面、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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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区域空气污染机理的研究。持续推进粤

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进一步推动企

业实施清洁生产。

四、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建
设的设想

与国际先进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

的生态环境质量是其发展的一个突出短

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

珠三角制造业的核心区域、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重点港口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

中迫切需要倡导绿色行为规范、培育绿色

产业体系、布局节能环保项目，以推广普

及清洁能源、开展湾区清洁美丽计划等为

重点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措施。

1.激活湾区发展潜力。国际上比较有

名的湾区开发程度已经很高，与城市间的

融合度也较强。而尚未充分开发的粤港

澳大湾区很多地方仍是绿色一片，特别

是珠西肇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惠州

和肇庆，空间和生态都成为其主打的王牌

之一。其中，惠州定位为“绿色化现代山

水城市”，既是生态担当，又有港深腹地

港澳层面、地市与港澳层面在内的多层级

责权明晰、多元主体互动的区域协调机制

总体框架。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通过

缔结环境合作协议、建立利益诉求表达平

台，使城市间的利益纠纷得到及时反映和

反馈。三是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尽快建立

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监测网络和相应的数

据库系统，优化升级珠三角区域大气监控

网络。建立区域机动车污染监控平台，研

究和建立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源清单

开发方法与业务系统，完善大气排放源清

单动态更新工作机制（王玉明，2018）。

3.提高用能主体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利用好节能补贴、碳税等财税政策，鼓励

用能主体进行节能低碳改造，提高节能减

排主动性。同时开展节能低碳宣传培训，

鼓励消费者购买能效等级高的用能产品，

引导形成节能低碳绿色的消费方式，减少

奢侈型、浪费型消费。

4.进一步深化大湾区大气污染合作治

理。建立粤港澳三方区域大气污染减排方

案，进一步优化区域大气环境管理指标体

系。同时继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合作，

完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深化对珠三

表1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联合治理进程

时间 具体内容

2008
深化粤港澳环保合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国家环境保护部联合三地环保部门围绕
“打造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议题展开讨论

2010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列入建设优质生活圈的首项任务

2014
粤港澳三方共同签署的《粤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重点包括共
建粤港澳珠三角空气质量监测平台、联合发布区域空气质量资讯、推动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开展环保科研工作，以及加强三地环保技术交流及推广活动

2015
“粤港澳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在香港举行，通过2016年的工作
计划，重点工作包括继续落实空气污染防治措施，推进减排目标中期回顾研究及
“粤港澳区域性PM2.5联合研究”

2017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指出把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作为合作目标，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列为重要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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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极有可能成为“城市未来”。而肇

庆则有着发展空间广阔、成本优势明显等

特点。珠三角9个城市中，肇庆是土地面

积最大的市，但当前的土地开发强度只有

6.2%，仅为珠三角平均水平的1/3，是大湾

区内土地开展强度最小的城市。这些区域

开发程度低，恰恰说明开发潜力巨大。通

过大湾区的协同发展，香港和澳门能够突

破地域的限制，发挥港澳绿色产业优势，

解决发展的单一化问题；而广东及内地其

他的企业缺乏绿色产业发展经验，需借助

港澳之力，实现共同发展。

2.坚持陆海统筹，有度有序合理开发

海湾资源。陆地和海洋是一个紧密关联的

整体。要以“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主体功

能区规划为指导，统筹各类专项性规划，

有度有序地开发利用海湾，可持续地推进

湾区城市建设（王玉明，2018）。要严格

控制近岸海域开发强度和规模，保证深远

海适度开发，防止人为割裂陆海联系和不

计代价盲目开发海洋。在经济社会发展、

资源优化配置、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要

全面统筹、周密谋划，促进海陆两大系统

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开创陆地文明与

海洋文明协同发展的格局。

3.倡导绿色行为规范。借鉴国际知名

湾区经验，将粤港澳湾区定位为绿色经济

带，加快构建绿色行为规范体系，积极构

建对“陆海林田湖”进行统一管理保护的

体制机制。香港和澳门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现在需要制定统一的绿色行为规范，

从基础做起，在理念认知、行为习惯、制

度保障等方面逐步规范，关键在于执行，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包括常

见的诸如垃圾分类、废品回收、环境清洁

绿化等都要从普通的居民和企业着手，点

滴积累，久久为功，形成绿色工作、绿色

生活习惯，建成绿色湾区。

4.培育绿色产业体系。应用先进的湾

区开发设计理念，以产城一体化的规划思

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

为导向，加快构建以低消耗、低排放、低

污染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主打旅游会

展、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外企驻地、近

岸金融、电商基地、新兴科技等产业，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绿色建

筑、绿色交通和绿色消费等，逐步形成开

放的经济结构和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发

挥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打造

生态、开放、宜居、国际化的一流湾区绿

色产业体系。

5.布局节能环保项目。早在2016年，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的指导意见》，将包括大湾区城市群在

内的泛珠三角区域战略定位为生态文明建

设先行先试区，通过加强流域水环境、区

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区域生态保护

和修复等方式，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6.与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对接。国务院

对泛珠三角区域提出了全国改革开放先行

区、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内地与港澳

深度合作核心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区等五大战

略定位。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密集叠加的地

区，湾区城市要找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叠

加点，实现湾区城市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

之间的有效衔接。紧密结合“一带一路”

“中葡论坛”等国际合作机制进行对接。

例如，在运行机制上推动建立决策共商机

制，在产业发展上着力推动金融与科技的

融合，建设绿色金融和“云湾区”；在文化

上促进融合共生，提升文化归属感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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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做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民意根基。

通过共商共建，实现粤港澳三地创新发

展、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

7.以创新为驱动力，推进湾区城市绿

色化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要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

动。要准确把握湾区城市的发展方向及重

点，建立囊括人才、研发、产品、市场等

各方面因素的绿色创新支撑体系，开展资

源生态环境领域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攻

关，把绿色创新理念融入发展各领域各环

节，推动绿色转型的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同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要以湾区优质产业为抓手，推进生产方式

绿色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湾区绿

色化发展，助力供给侧改革。

参考文献：
[1]伊文婧,梁琦,符冠云,等.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现状和潜力[J].中国能源,2018(06).

[2]陈利,卢瑛莹,陈琴,等.先进湾区生态环保历程及对浙江大湾区建设的经验启示[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8(02).

[3]王玉明.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合作的回顾与展望[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01).

[4]黎泽国.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实施考察[J].开放导报,2017(02).

[5]古春婷.举行珠澳环保合作工作小组会议，继续深化区域环保合作[N].珠海特区报,2017.

[6]吴磊,郑君瑜.粤港区域大气环境管理创新机制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10).

[7]汪阳红,卢伟.优化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的总体思路[J].中国发展观察,2014(01).

[8]王圣军,田军华.粤港澳区域合作创新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08).

[9]陈红燕.界河档案——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工程回顾和展望[J].水利发展研究,2010(01).

作者简介：蔡春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问题。陈雨，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

（责任编辑：卢小文）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Cai Chunlin, Chen Yu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has some achievements in col-

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ut with problems. The bay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kyo are relatively successful examples. Tokyo Bay Area experienced a long and arduous 

ecological process from pollution to protection. and the has be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with lessons from advanced expe-

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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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粤港澳同属一国，但人员之间的往

来仍然受到三地口岸政策的制约。因应国

际竞争的挑战，国家适时出台了《珠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就珠三角未来发展方向及粤港澳

合作做出总体部署。粤港澳三地已就加速

融合、建立粤港澳紧密合作区达成共识，

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

设框架协议》。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世

界级大湾区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推进

粤港澳三地要素特别是人员流通已经具备

了必要性。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口岸合作模

式，全面深入检讨三地人员流通现状与问

题，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畅通三地人员流

通，对粤港澳经济的进一步整合都将产生

粤港澳大湾区口岸合作：
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
◎ 尹来盛

口岸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

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1]。改革开放

初，在“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作用下，粤

港澳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

国两制”的政策下，香港和澳门分别于

1997年和1999年顺利回归祖国，粤港澳合

作翻开了新篇章。香港从远东贸易转口港

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金融、航运和贸易中

心，澳门从远东旅游博彩中心转变为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广东则一跃成为科技产业

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

发展，国际间的竞争转变为城市群之间的

竞争，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建设世界级

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摘  要：深化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

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的

必然选择。随着粤港澳三地经济的快速融合，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流动

快速推进，其中人员的高效流动是重中之重。本文在综述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粤

港澳大湾区在口岸合作中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为促进粤港澳深度融合提供借鉴。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口岸合作  通关模式  一地两检

【中图分类号】DF2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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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粤港澳大湾区口岸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一）粤港澳口岸现状及模式

口岸是人员与货物跨界流动的通道。

根据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类型，粤港澳之

间的口岸可以划分为陆路、铁路、水路3

类。其中，粤港陆路口岸主要分布在毗邻

香港的深圳，目前共有6个陆路口岸；铁

路方面主要有广九铁路将内地与香港相

连，广东境内共设置4个铁路口岸；水路

口岸在深圳有福永码头和蛇口码头等口

岸，珠海、中山、广州、佛山、江门等市

均有直通香港的码头客运业务。与此相

对应，香港陆路口岸主要有沙头角、文锦

渡、罗湖、落马洲、深圳湾等；铁路口岸

则有红磡火车站；水路口岸主要有中国客

运码头、港澳码头、机场码头以及屯门码

头。粤澳之间的陆路口岸主要有拱北口岸

和横琴口岸，澳门则称之为关闸口岸和路

氹新城口岸（如表1）。

粤港澳通关口岸大多采取在粤港两地

边境分别设立边境管制站并分别进行出入

境查验的标准模式——“两地两检”：包

括内地出境检查、香港入境检查、香港出

境检查、内地入境检查等环节。如罗湖口

岸，内地旅客前往香港，乘车到达罗湖口

岸后，进入内地出境大厅进行出境检查，

跨过连接两地口岸的罗湖桥后，进入香港

入境检查大厅完成香港入境检查，最后

再换乘东铁线前往香港目的地；从香港入

境内地也是如此程序。两地的边检部门分

别在各自的管辖区域，按照各自的法律权

限进行出入境检查，因为没有实现旅客资

料的共享和交换使用，因此不涉及对方的

法律问题。以大桥相连接的两地边检站相

隔大约有数百米的距离，中间没有其他交

通工具，只能步行。加上两地边检及中间

步行时间，完成整个通关通常需要45分钟

左右，节假日和高峰期的通关时间会更长

（如图1）。

除深圳湾口岸外，罗湖口岸的通关模

式是目前最普通、最常见的通关模式，不

需特别的法律安排就可实现。目前粤港陆

路口岸均采取这一通关模式，其主要特点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两地边境

管制站分别设立在各自境内，两地分别按

照各自的边检管制政策设立边检管制站；

（2）两地分别进行各自的出入境检查，

互不干涉，各司其职，两地边检不进行资

表1  粤港澳口岸总体分布

口岸类型 粤港口岸 粤澳口岸

陆路口岸
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皇岗—落马洲、福田—落
马洲支线、深圳湾、莲塘—香园围（未开通）

拱北口岸—关闸口岸、横琴
口岸—莲花口岸、珠澳跨境
工业区口岸

水路口岸
深圳蛇口、福永，珠海、
中山、东莞、江门、番
禺、江门、顺德等

中国客运码头、港澳客运
码头、屯门客运码头、香
港国际机场码头

外 港 客 运 码
头、氹仔客运
码头

铁路口岸
东莞（常平）、广州东、
佛山、肇庆

红磡火车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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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共享，也不实行互认；（3）边境两

边同时就是交通换乘枢纽，由于边境分别

在深圳和香港的不同区位，在内地紧邻中

心区，在香港一方则远离中心区，因此内

地交通枢纽有各类长短途交通工具可供选

择，而香港方面只有东铁。

（二）粤港澳口岸主要特征

随着粤港澳三地经济的逐步融合，三

地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人员流通呈

现出许多特征，主要包括：

一是流通总量持续增长。以粤港两

地为例，1993年粤港两地互访人员总人数

仅为2500多万人次，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到2017年达到2.41亿人次。目前粤港两地

互访人员总人数的增长呈现平稳发展的

趋势，2004年-2007年互访人员年均增长

率为6%左右。由于内地赴香港手续繁琐

等原因，目前粤港两地的人员双向流通并

不畅通，由此导致访港广东旅客人数一直

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1997年香港回归

以及2004年CEPA实施后，访港广东旅客

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同时期访粤香港旅客

人数，其中1998年-2003年，访港广东旅

客年均增长24%以上，2004年增长率超过

40%，2005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之后

几年增长率呈不断上涨趋势，2007年达

到13%，访港广东旅客人数占粤港两地互

访人员总人数的比重也从1997年前的6%

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14%左右。2016年粤

港两地人员往来超过2亿人次，日均往来

人员超过60万人次[2]。由此可知，政策因

 
图1  罗湖口岸“两地两检”标准通关模式示意图

在罗湖口岸两地
边检站之间，由
一 座 双 层 人 行
桥连接，桥长61
米，包括两地边
检 大 楼 ， 两 地
边检相距约300
米。

内地边检

香港边检

深港边界

深圳河

罗湖管制站
（香港）

罗湖口岸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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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火
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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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访粤香港旅客人数占粤港人员

流通比重也降到86%~87%，但仍为粤港

人员流通主体。2016年在访港旅客中，

来自广东的旅客达4227.8万人次，占访港

旅客总人次的76%。在访港旅客中，通过

陆路抵港的旅客达1.11亿人次，占总抵港

人数的75.12%。在离港的旅客中，通过

陆路离港的达1.098亿人次，占总离港人

次的74.03%。2017年，澳门入境旅客总

数为3261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为

2219.6万人次，占总数的67.7%，来自广东

的旅客为923.26万人次，占总入境旅客的

28.3%（如图3）。

（三）粤港澳人员流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粤港澳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对粤港澳

人员流通提出了新的要求，现有的口岸合

作模式逐步显现出弊端，难以适应三地经

济更加紧密的需求。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构建，对粤港澳三地人

员的流通提出了新的要求。概括起来，粤

港澳人员流通方面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需要

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策不对等导致粤港澳三地人

员流通的非均衡和不对称。长久以来，粤

港澳人员流通存在着非均衡性和不对称

性。香港、澳门人员进出广东比较容易，

可以凭智能身份证和回乡证在有效期内

无限制多次往返，证照的类型比较简单，

申请也较为方便。而广东人员进出香港、

澳门尽管已经比以前开放很多，但是仍然

不太容易和方便。主要问题是要办理专

门的证件，证件的类型较多，不同类型的

证件有不同的限制和要求，申请程序相对

复杂，申请的时间成本比较大。这种非均

衡性和不对称性既有香港、澳门政策的

 
图2  深圳陆路口岸通关人数

（单位：万人次）

数据来源：深圳市口岸办

素对广东人员往来香港影响很大（如图

2）。

二是访粤旅客（香港居民）是粤港

人员流通的主体。1993年访粤香港旅客

为2440多万人次，访粤香港旅客占粤港

人员流通的95%以上。2007年底这一数字

已达7000多万人次，增长了近3倍，其中

1997年香港回归后，访粤香港旅客人数增

长迅速，1997年-2003年，除2003年“非

典”影响人员流通外，其他年份年增长

率在14%左右。但是近几年访粤香港旅

客人数增长趋于稳定，增长率也趋于下

降，2004年-2007年，年增长率为5.9%，

图3  按居住国家／地区划分的访港旅客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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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有内地政策的因素，当然也受到

香港、澳门接纳程度的制约。但更深层次

的原因，则是由粤港澳人员流通政策的不

对等性决定的。即广东对香港、澳门全面

开放，而香港、澳门对广东则是限制性开

放。根据香港的入境规定，在目前13项香

港入境签证／进入许可中，有5项不适用

于“内地的中国居民”，分别是一般就业

政策、受雇为外籍家庭佣工、来港受训、

来港就读、以受养人身份来港居留，如果

加上“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适用范

围不包括“内地的中国居民”，共有6项

“不适用”。而在这些“不适用”的条款

中，“内地的中国居民”实际上与“阿富

汗、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古巴、老挝、

朝鲜、尼泊尔及越南的国民”享受同等待

遇。尽管“根据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受

雇的人士”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内地人才，

但总体而言，“内地的中国居民”无论是

赴港就业、受训还是就读，实际上并没有

享受到如大多数国家的平等待遇，而是与

少数国家一样享受的是“特殊待遇”。

第二，未能对粤港澳服务业领域的人

员流通做出特殊安排。目前，粤港澳人员

流通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乃是逐步开放内

地各主要城市赴港“自由行”，主要目的

是增加香港的客流，确保香港的旅游、消

费和购物等。实际上，能否实现商务领域

里的粤港澳人员较自由的流通更为重要，

这直接关系到粤港澳合作尤其是以落实

CEPA为核心的粤港澳服务业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因此畅通粤港澳人员之间的商务

流通，应该是当前和今后粤港澳人员流通

政策调整的主要着力点。就广东的现实需

要而言，由于CEPA的逐步深入，香港、

澳门服务业开始进入内地尤其是广东，三

地的服务业整合已经开始，香港公司对内

地人员的聘用数量将大幅增加，而且由于

服务业的特殊性，这些受聘的内地人员具

有更多进出粤港澳的商务需求，而目前的

政策对于这种需求尚未给予高度重视。这

些内地员工和专业人士能否方便地进出

香港、澳门，对于CEPA的落实和粤港澳

服务业的共同发展，是一个关键环节，也

可以说是一个“瓶颈”，解决得好，会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解决得不好，则会起

到消极的阻碍作用。而只有满足这方面的

需求，粤港澳经济才会逐步实现真正的融

合，并在融合过程中不断提升粤港澳三地

的产业形态，甚至催生出新的产业；而只

有达成粤港澳人员流通的畅通无阻，才能

实现上述目标。目前粤港澳三地尚未就此

问题达成共识，也未能就畅通粤港澳服务

业人员流通及时做出安排。

第三，粤港澳人员之间的商务往来仍

存在诸多不便。这种不便主要体现在赴港

签证上。办理赴港签注对申请办理人员的

户口还有特殊要求（如2017年5月前必须

到户口所在地办理通行证和签注），商业

签注门槛较高，签注周期较长，多次往返

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这在企业表现得尤

为突出。企业人员如果不具有珠三角本地

户籍，则难以在广东办理签证，企业员工

很难赴港从事商务活动。自2017年5月1日

起，在广东全省施行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

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因私出入境证

件。广东的企业人员通常需要频繁地往来

于深圳与香港之间，且赴港从事商务活动

时间上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却因为签证的

限制而无法实现多次往返。由于商务签注

受到限制，大部分企业员工都通过自由行

签注赴港。问题在于自由行签注是旅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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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而不是工作签注，如果追究起来，以自

由行签注身份赴港进行工作性质的活动，

在香港实际上是违法的。即使对此不追

究，自由行签注在申请过程中也存在两个

实际的问题，一是申请周期与商务预约周

期不匹配，企业的商务洽谈预约周期基本

是5～10个工作日，而自由行签注的申请

周期是10个工作日，这样当企业需要派员

工赴港参会或陪同商务洽谈时，申请自由

行签注时间上往往来不及；二是准许在港

停留的时间与商务活动时间不匹配，自由

行在港可停留7天，而企业赴港商务活动

停留时间大致在1～3天以内，或当天回来

第二天再去，并不需要一次性停留7天，

企业商务赴港的特点是停留时间短而频率

高。自由行签注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况

且自由行签注并没有对内地完全开放，有

些员工并无申请自由行签注的资格。因此

广东企业大都是企业高层人员商务赴港，

因为其他工作人员可能没有签注。有的企

业不得已采取招聘具有广东户籍的员工以

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香港人员进入广东存在产业

准入条件的限制，广东人员进入香港存在

入境和签证政策的限制。虽然CEPA实施

以来，内地对港澳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进一

步加深，但是政策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还

存在较大差距，港澳地区的专业服务机构

要进入广东仍存在很多困难。一些原有

规定并没有适应CEPA的签署而做出相应

调整，香港律师即使通过内地的资格考试

并获得资格证书，仍然无法在内地开展业

务，因为有关规定不允许一名律师同时在

两家事务所挂靠，香港律师必须取消其在

香港的执业资格，方可获得在内地的职业

资格，这反而使香港律师在通过资格考试

后面临两难选择。类似情况在医疗、房地

产、金融等服务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广东的角度看，目前珠三角民营企业中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存在进出香港不便

的问题，而这些人恰恰又是经常需要随时

前往香港开展商业活动的人员。这就使得

粤港经济联系和合作受到人为的区隔和阻

碍。此外，虽然广东企业到香港设立和注

册机构非常简单，但非国有企业的经理和

管理人员无法获得自由出入香港的证件以

及工作签证，从而大大减少了香港对他们

的利用价值，也大大延缓了两地服务市场

整合的进程。比较而言，广东人员受到的

限制更大，毕竟香港人员可以相对自由地

进出广东。

二、粤港澳大湾区口岸合作的必
要性

第一，CEPA对粤港澳合作的特殊安

排对畅通粤港澳人员流通提出了现实需

求。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了CEPA

协议，在2004年-2012年，又陆续签署了

9个补充协议。CEPA的主要目的之一，就

是内地对香港、澳门开放服务业。而香

港、澳门服务业进入内地的主要地区就是

广东。因此在CEPA协议中，对粤港澳之

间的服务业做出了许多特殊安排。其中粤

港澳2003年的CEPA协议附件四有3个服务

门类的4项安排；2004年的补充协议一有

2个服务门类的2项安排；2005年和2006年

的补充协议二、三各有1个服务门类的1项

安排；2007年的补充协议四有3个服务门

类的4项安排；2008年的补充协议五有10

个服务门类的16项安排；2009年的补充协

议六有8个服务门类的9项安排；20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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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有14个服务领域；2011年的补充

协议涉及3个领域；2012年的补充协议涉

及21个领域的放宽，并增加教育领域的开

放措施。可见CEPA关于粤港澳的特殊安

排呈现逐步拓展和深化的特点。而作为知

识型和智慧型产业，服务业的开放和合作

主要取决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自由流通。

人员的自由流通决定着知识和智慧整合的

水平和效益，也决定着产业的发展。因此

无论是港澳和广东合作共同发展服务业，

还是广东借助港澳的优势发展自身的服务

业，都离不开人员的畅顺流通，这是产业

合作与融合对粤港澳人员流通提出的更高

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产业发展的需求。如

果说“自由行”更多的是旅游观光方面的

放开，那么基于CEPA的粤港澳产业整合

对人员流通的需求，则更具商业价值。

第二，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迫切需

要畅通粤港澳人员流通。打造粤港澳优质

生活圈已经成为粤港澳三地居民的共识。

就粤港澳三地的生活和民生而言，香港、

澳门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半径早已先行一步

拓展到了广东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口岸上

下班高峰期的巨大人流、日益增多的“跨

境学童”以及珠三角部分城市出现的“香

港（澳门）居民小区”，已经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而随着广东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

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加，广东居民的生活半

径正在逐步向香港、澳门拓展，香港、澳

门的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广东部分具有相

当经济实力的居民的重要活动场所。可以

说，香港、澳门和广东居民的生活半径正

在由原来的彼此“相切”“单相切”（香

港、澳门向广东），向“双相切”和更大

范围的“重合”发展。可以预见，在不久

的将来，粤港澳三地居民的生活一体化将

会在广度上拓展和深度上强化。现实的需

求将会对现有的人员流通政策形成“倒

逼”的压力，从而促使两地政府不断调整

和改善人员流通政策，朝着畅通人员流动

的方向发展。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需要认

识到这一必然的发展趋势，未雨绸缪，提

早做出妥善的安排。

第三，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迫切需要畅通

人员流动。2017年7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

商一致，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目的在于强化广

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

要引擎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巩固和

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

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

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

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推进澳门建设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

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努力将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以及内地与

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

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三、国外口岸合作的模式与启示

为使跨境旅客通关更加便利，国外在

通关模式上有所创新。比如美国与加拿大

实行“管进不管出”和“预检”，波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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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罗斯、波兰与德国实行“联检”。国外

对通关模式的这些特殊性安排，对创新粤

港澳通关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加拿大的“预检”模式

美国－加拿大通关模式的特点是“管

进不管出”和“预检”。所谓“管进不管

出”是指两国只对其入境旅客进行查检，

而对出境旅客不加限制。该种模式在北美

的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较常

见①。所谓“预检”（Preclearance），是

指将本国入境检查设施设立于另一国，按

照本国的入境查检法律预先为入境本国的

旅客完成入境查检手续。美国在加拿大派

驻入境人员做预检的做法已有很长的历

史。1952年，美加签署《特殊协议》，加

拿大允许美国派驻边检和海关人员在加

拿大机场为由加拿大往美国的旅客预先办

理美国入境及清关手续；1974年，美加正

式签订《机场预检协议》；1995年，为提

升和改善预检服务，美加签订了《开放航

空协议》，美国边检和海关人员可分别在

加拿大境内7个机场为旅客做预检；2001

年，美加签署了《美加政府间航空预检协

议》，除延续原预检服务外，还将自1997

年起在温哥华机场试验实施的过境预检

服务扩展到更多机场，过境预检服务允许

由第三国过境加拿大往美国的旅客在加拿

大机场直接接受驻加的美国边检和海关

检查。自实施预检以来，美国与加拿大之

间的航空交通量急剧上升。加拿大机场的

使用率也随之急速上升，机场效益大大提

高。不但避免在美国机场造成入境瓶颈，

减少旅客因挤塞导致延误，缩短旅客在美

国机场的转机时间，而且加拿大航班可直

达美国境内没有出入境和海关检查设施的

中小型机场。美加采取一套固定的程序为

预检安排确定法律依据，其基本程序是：

美加双方达成共识后签署协议确定合作模

式，再以双方协议为基础制定具有法律效

力的预检条例，以此作为美国边检与海关

人员在加拿大机场进行预检的法律依据。

2002年5月1日生效的《1999预检条

例》（Preclearance Act ）和2003年5月2

日生效的《2001美加政府间航空预检协

议》（Agreement on Air Transport Preclear-

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现时美加预检的法律依据，

赋予美国预检官员在加拿大机场的预检

区内遵照美国法律，包括美国边检和海关

法律，执行对入境旅客及其物品的有关海

关、出入境、公众健康、食品、动植物健

康等检查。美国预检官员在加拿大机场预

检区内的所有活动，包括出入境和海关检

查，都必须保障加拿大的主权、并依据加

拿大法律来维护旅客权益，包括遵守《权

利与自由宪章》《权利法案》《加拿大人

权法案》等；预检区内犯罪及违法等行为

由加拿大执法人员处理，并以加拿大法律

进行衡量与裁定②。协议按互惠原则同意

加拿大在美国派驻入境人员做预检的权

利。《1999预检条例》的主要内容有：条

例目的；执行原则；预检区界定与管制；

预检官员权力；对旅客检查、对旅客物品

检查；过境预检旅客资料传送和旅客资料

的使用范围；违反预检条例有关规定的惩

罚；实施预检条例的相关规章；定期回顾

条例的执行与运作及条例生效日等细则

等。美加通关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

两国采取了“管进不管出”的通关查检模

式，即只对进入本国的国内外旅客进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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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而对出境的旅客不做例行检查，与粤

港澳现行通关模式相比，省去了一半的人

力物力资源；（2）美加两国分别在对方

主要机场设置入境边检和海关边检，为从

对方国家前往本国的旅客进行边检和海关

的预检；（3）美国海关边检人员按照美

国的法律进行查检，但其自身的生活按照

加拿大法律进行。

（二）波兰—白罗斯的“联检”模式

布列斯特市（Brest）位于白罗斯与波

兰交界处，借助该市临近西欧的区位优

势，1996年8月，白罗斯政府开始在这里建

设一个自由经济区。以该市命名的口岸，

是白罗斯与波兰两国间的一个重要客货两

用陆路口岸。在旅客出入境查验方面，白

罗斯与波兰两国政府通过签订备忘录，实

行联合办公。在边界两侧分别建有两个旅

检场地，但两国查验人员并不是分别在各

自境内的查验场地对出境人员实施查验。

在白罗斯一侧的查验场地，除了白罗斯边

检、海关对出境人员、车辆实施查验外，

波兰边检、海关也跨境在此对将要进入

波兰境内的人员、车辆实施查验。反之，

在波兰一侧的查验场地，除了波兰边检海

关对出境人员、车辆实施查验外，白罗斯

边检、海关也跨境在此对将要进入白罗斯

境内的人员、车辆实施查验。在边境两侧

的每一个旅检场地，两国查验通道紧挨在

一起，双方边检、海关集中在同一场地，

各自依据本国的法规，对旅客独立实施过

境检查。比如，乘小车从白罗斯出境进入

波兰的旅客，两国检查官员集中在白罗斯

境内的查验通道上，查验顺序依次为白罗

斯边检、白罗斯海关、波兰海关、波兰边

检。反之，乘小车从波兰出境进入白罗斯

的旅客，两国检查官员集中在波兰境内的

查验通道上，查验顺序依次为波兰边检、

波兰海关、白罗斯海关、白罗斯边检。旅

客过境，只下一次车，手持一张两国合制

的通行单，接受“两国四方”的查验，每

个查验部门对查验合格的旅客在通行单上

加盖一个印章。最后，旅客持有加盖四个

印章的通行单，即可顺利过境。除边检和

海关外，其他查验部门未在旅检通道上设

卡检查。在货物进出境监管方面，白罗斯

与波兰尚未实行联合办公。目前，两国各

自在本国境内对货物进出进行独立监管。

但监管形式略有不同，波兰仅在口岸查

验，白罗斯在距本方布列斯特口岸5公里

处设有专门的查验场地，所有进出境货物

在此查验后，不再在口岸现场查验，而是

直接从口岸验证放行。波兰－白罗斯“联

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两国采取联合出

入境边检和海关检查，即将波兰出境和白

罗斯入境边检口岸设施设立在靠近波兰边

境一侧，将波兰入境和白罗斯出境查检设

施设立在靠近白罗斯边境一侧，从而拉近

了两国边检的距离，提高了边检效率。其

主要做法是根据客货的流向，将同一口岸

分拆为两部分，并分别设在两国境内[3]。

（三）德国—波兰的“联检”模式

在波兰于2004年加入《申根协定》

（Schengen Agreement）前，德国和波兰

两国为简化两国边境检查，于1992年签署

双边关系协议，商定在同一边界点两侧，

不再分别各建一个口岸，而是选择一侧合

建一个口岸。根据对等原则，奥德河畔法

兰克福口岸[Frankfurt（Oder）]、路德维希

口岸在波兰境内，由波兰政府负责投资建

设；福斯特口岸[Forst（Lausitz）]、波美勒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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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口岸在德国境内，由德国政府负责投资建

设。两国在上述4个口岸实行联合办公。

以波美勒口岸为例。该口岸占地34公顷，

由德国政府投资9500万马克，历时4年于

1996年建成。德、波高速公路从口岸中间

穿过，将口岸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北两

侧都分别建有两国共用的海关大楼、边检

大楼、报关公司、查货台、重点查验台、

检疫站、缓冲停车场等。口岸每天约有

800~1600部车辆过境，全天24小时开放。

在波美勒口岸，两国海关、边检、卫检、

动植检、商检共有员工800人，两国边检

和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幢楼里工作，按照

本国有关法律规定，各自独立行使查验职

能。在旅客入出境查验方面，小车和客车

通道设在高速公路上，其查验程序与白罗

斯的布列斯特口岸基本相同。货车通道与

小车、客车通道分开，有专用货检场地。

货车驶离高速公路，进入口岸监管区域，

在规定场地内，完成报关及其他相关手

续后，再驶入高速公路离去。在高速公路

一边的货检场地，从波兰出境进入德国的

货车，查验程序依次为波兰边检、波兰海

关、德国海关、德国边检。即先由波兰方

面办理出口手续，再由德国方面办理进口

手续。在高速公路另一边的货检场地上，

从德国出境进入波兰的货车，则与上述描

述相反。两国的卫检、动植检和商检均不

在通道查验，由海关代替这些部门履行

验证职能，待发现需要卫检、动植检等部

门检验的项目，海关负责通知有关部门给

予检验。为加快通关速度，两国实行“边

检管人，海关管物”。客运主要由边检负

责，边检人员发现旅客携带走私物品时，

马上交给海关处理；货运主要由海关负

责，海关人员发现随车员工证件不符时，

马上交给边检处理。德国—波兰联检模式

的主要特点是：在德国－波兰边境4个口

岸中，两个口岸设在波兰境内，两个设在

德国境内[3]。其与波兰—白罗斯联检模式

的区别是同一口岸不分拆，两国边检设施

共同设在其中一国，这一点类似于粤港澳

大湾区的深圳湾口岸。

（四）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先入后
出”

马来亚铁路（Malayan Railway）在英

国殖民时代修建，贯穿整个马来半岛，向

北延伸至泰国曼谷，最南端则是新加坡。

这条铁路也沿新柔长堤通过柔佛海峡，

因此通关方式有所不同。以新加坡出发乘

坐火车去马来西亚为例，通常是先入马

来西亚，后出新加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马来亚铁路即使在新加坡境内仍然

属于马来西亚，上了月台就算进了马来西

亚，因此马来西亚的铁路入境边检设在位

于新加坡腹地的丹戎巴葛火车站（Tanjong 

Pagar Station）内，此后在经过兀兰边检站

时再办理新加坡出境手续③。这一特点，

对于探索粤港澳口岸通关模式的特殊安排

颇具启发性。

“预检”和“联检”是国外除了标准

通关模式之外的两种典型的创新型通关模

式。虽然在口岸布局上各有不同，但其基

本原则均是为过境客货运通关提供便利。

美加“预检”模式由于采取“管进不管

出”的单边验放模式，其口岸查检相对简

单。“联检”模式虽然是两检（管进也管

出），但两国的边检操作拉近了距离，甚

至紧靠在一起，并集中在其中一国，实际

上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便利。这些特点和

创新，虽然不是国际普遍模式，但值得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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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在对通关模式进行特殊性安排的过程

中予以借鉴。

四、粤港澳大湾区口岸合作的实
施路径

（一）对粤港澳人员流通做出普惠性
安排并逐步过渡到优惠性安排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

人员流通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限

制不同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的两个国家

或地区的人员流通，以维持本国的社会治

安、控制人口数目和素质，防止非法移民

等；二是促进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生产要

素在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交往或交换，以

达到地区经济规模效益。对此各国或地

区分别采取限制和放宽的出入境政策。目

前，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经

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的资本、劳动力等

生产要素和技术在国际间流动，各国的相

互作用、相互依赖性增强。为了强化本区

域经济的规模效应，许多国家之间开始简

化或减少边境之间不必要的人为阻碍，简

化甚至取消口岸管理制度，以充分利用国

家或地区之间的各种资源。1985年6月14

日，由5个欧洲国家（联邦德国、法国、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卢森堡申根

（Schengen）签署的《申根协定》便是取

消出入境管制的典型。申根协定取消了成

员国相互之间的边境检查点，持有任一成

员国有效身份证或签证的人都可以在所有

成员国境内自由流通，成员国协调对申根

区之外的边境控制。随着申根区经济的不

断发展，协定签订以后不断有新的国家加

入进来，截至2017年，申根协定的成员国

增加到26个，构成了著名的“申根区”。

“申根区”的形成实现了欧盟成员国之间

的人员自由流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

一个里程碑。

（二）尽快落实粤港澳口岸通关模式
特殊性安排有关事宜

正如上述所分析，粤港澳三地通关口

岸的创新（特别是广深港高铁内地在香港

设立口岸），香港和内地都是受益者，两

地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共同推进这一事项。

尽管在具体操作上同样存在较大的困难和

挑战，但粤港澳仍然应该积极争取中央的

首肯和支持，深入研究和推进这一做法的

可行性和操作性。因为随着国际和国内经

济形势的变化，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程度

日趋增大，内地也需要借助香港的国际平

表2 “预检”模式与“联检”模式的比较

预检 联检

查检模式 一地一检（只管进） 一地两检

典型模式 美－加模式 波－白模式 德－波模式

主要用途 航空口岸 陆路口岸 陆路口岸

查检地点 对方境内机场 共同设在出境国家 按口岸数量各设一半

查检距离 —— 较短 较短

查检配合 边检与海关分开 海关边检高度融合 海关边检高度融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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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功能“走出去”，香港经济加速与内地

融合，两地经济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态

势日趋明显，这就需要内地与香港特别是

粤港之间的人员流通更加便利。在港深机

场铁路联络线、广深港高铁西九龙总站、

红磡火车站、中国客运码头和邮轮码头、

香港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等地是否设

立内地口岸的看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了这种心态的影响，对通关模式的创新思

维总体上是谨慎和稳健，甚或趋于保守。

而实际上，铁路口岸和航空口岸通关模式

的创新更具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对粤港

澳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更大，更值得进一步

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并尽快落实。广深

港高铁已于2018年9月23日正式开通，港

珠澳大桥预计将于年内开通，其口岸设置

和通关模式直接关系到两个重大基础设

施效能的发挥，迫切需要借鉴美—加“预

检”模式和新—马特殊安排模式，尽快完

成“一地两检”三步走中的第三步：即完

成香港的立法工作，让“一地两检”政策

在西九龙站、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内地航

线区、港珠澳大桥等地尽早落地。可喜的

是，目前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已正式落实

“一地两检”模式（将两地口岸工作台距

离拉近，但还是有一段距离，并放在铁路

终端），将通关时间缩短到30分钟内，开

启了粤港澳三地通关口岸的新篇章。

（三）统一查验标准和信息共享以推
进粤港澳口岸通关模式创新

目前粤港澳之间的口岸通关是标准

的“两地两检”模式。未来通关模式的演

进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一是继续改善

提升现有的以罗湖口岸为代表的“两地

两检”模式，使通关程序更简单，效率更

高；二是逐步推广深圳湾口岸“一地两

检”模式（德国－波兰“联检”模式）或

波兰－白罗斯“联检”模式；三是“管进

不管出”。通关模式的演变主要涉及的是

两地边检查检标准与信息共享的问题。粤

港澳三地边检部门可以在自愿原则下采集

过境旅客的信息，然后逐步统一内地与香

港、澳门的查检标准。借鉴深圳湾口岸和

香港西九龙站通关模式，进一步拉近边检

工作台距离，从而达到“一机两屏”，实

现真正的“一地两检”及“联检”。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三地限制出入境人员

名单之外人员的信息共享，在保留各自抽

查权的情况下，将一边的出入境检查委托

给另一方一并完成，从而实现“管进不管

出”。比如粤方可将其出境检查委托给港

澳方，内地保留对出境人员进行抽查的权

力。当遇到内地限制出境的人员通关时，

由于香港、澳门边检数据库不存在该类

人员的数据，将限制该类人员入境香港、

澳门，亦即不能出境内地；同样地，从香

港、澳门进入内地也是如此。要实现该种

做法，粤港澳需要综合考虑其边检设施的

位置，并通过签署相关协议来解决可能遇

到的各种问题。

（四）因应粤港澳人员流通多样性的
特点及时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

早期的粤港两地人员流通政策安排，

更多着重于方便香港人士来内地投资和经

商等经济活动。2003年后以开放自由行为

特征的粤港澳人员流通政策，更多考虑的

是通过旅游、观光等活动对香港、澳门的

经济予以支持。实际上，自由行是一种表

面的、浅层次的人员流通，对个体来说，

到港澳旅游观光大都是一次性行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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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层次的商业价值。“自由行”当然

需要，但是还不够。目前粤港澳三地人员

流通呈现多样性的特点，融合了投资、经

商、就业、生活、休闲、消费、旅游等各

个方面。需要从粤港澳三地进一步融合的

目的出发，在充分评估香港、澳门的城市

和环境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检讨进一步放

宽珠三角（内地）人员进入香港、澳门的

政策空间，提高香港、澳门的经济社会活

力，促进三地的全面融合。

注释：
①美—墨的通关模式与美—加有所不同。在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加墨三国中，美国是最

发达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凭简单的证件（如驾驶证等）就能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加拿大和墨西

哥进入美国的查检相对严格，其中墨西哥人员进出美国的查验最为严格。在美国800万~1000万非法

移民中，有400万是由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美国因此加强了美墨边境的管理。虽然名义上仍然是

“管进不管出”，实际上美国会在美墨边境检查出入境人员是否携带大量美元、走私武器弹药以及

出口未经许可的高科技产品等。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美－加之间通关模式的特点。

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规定并非国外通关模式的普遍方式，而是特殊方式。通关特殊安排通常是根

据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特殊情况而做出的，有关规定是两个国家或地区协商谈判的结果。内地与

香港通关模式的特殊安排可以借鉴这种模式，但不宜原封不动地照搬，应该根据内地与香港的特殊

情况做出具体的规定。

③马来亚铁道公司在新加坡境内有3个火车站，分别为： 丹戎巴葛（又称SINGAPURA）、武吉知

马（BUKIT TIMAH）以及兀兰（WOODLANDS），但只有丹戎巴葛火车站正式负责客运/邮包业

务，武吉知马火车站负责信号与行车事宜，兀兰火车站则是新加坡政府设立的出入境关卡，不可办

理客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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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atterns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Yin Laisheng

Abstract: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d jointly creating an world-

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the inevitable choices for high-leve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ir leading role i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opening up of these three place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integr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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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and Macau, the flows of personnel, logistics and capital as well as other elements are rap-

idly advancing, and the efficient flow of personnel is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Through reviewing 

advanced experience overseas, this article proposes new patterns and new paths on port coop-

eratio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to deepen in-

tegration among these three places.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ort cooperation; clearance pat-

tern; juxtaposed bord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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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

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

业发达的现代化城市”①。1984年，广州被

国务院列为全国沿海港口城市、计划单列

市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体现了

广州在全国改革开放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

位。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中

心城市的作用，1986年3月，广州制定的

“七五”计划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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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开了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帷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州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

市功能不断增强。1978年到1991年，广州

地区生产总值从43.09亿元增加到386.67亿

元，增长了7.973倍，城市综合实力跃居全

国城市第三位。这一阶段广州经济发展和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研究
◎ 杨再高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建设
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后广州被列入全

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广州城市发展

定位日益明确，城市建设不断加快。按照

不同时期城市功能定位，可将改革开放40

年来广州城市建设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沿海开放城市建设（1978-1991年）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广州

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中心城市、沿

海开放城市，担负起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

的重任。1979年6月，广州市委三届二次

常委扩大会议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一

摘  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广州城市建设取得的

主要成就，并梳理出几点重要启示，为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示范样本。

关键词：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  改革开放  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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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

基础（表1）。

（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1992-2000年）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

表重要谈话，希望广东争取用20年时间赶

上亚洲“四小龙”。1992年10月，党的十四

大提出“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

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地区”的战略目标。1993年，广州市

委、市政府制定了《广州市十五年基本实

现现代化总体发展方案》，提出要“初步建

成具有强大内外辐射能力的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使东南亚国

家经济受到重创，给广州引进外资和外贸

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加之中国短缺经济时

代结束和轻型加工工业能力的过剩，导致

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

向上海浦东和中西部地区转移，政策优惠

发生倾斜。在新形势下广州提出要在“金

融、科技、教育、信息、商贸、交通、文

化、旅游等方面成为区域中心”。1999年，

广州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建设适宜创业

发展和适宜生活居住城市的发展目标，并

将这一目标列入“十五”规划（表2）。

（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2001-2011年）

迈进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

一体化迅速发展，中国成功加入WTO，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央政

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同签署了CEPA，

广州迎来对外开放新格局，城市建设也

迈入新阶段。2000年，《广州城市建设总

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②制定，提出“南

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发展方

针，构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

空间格局，拉开了新世纪“大广州”战略

的序幕。2003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

政府提出“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提高城

市综合竞争力为核心，全力推进工业化、

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

表1  1978-1991年广州城市建设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1978年 1991年 增长（%）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524.44 602.22 14.8 

常住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446 810 81.6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3.09 386.67 797.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100 367.78 267.8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平方公里） 36.66 520.11 1318.9 

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662 745 12.6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1950.20 5656.90 190.1 

城市（市区）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342 1093 219.6 

自来水管道长度(公里) 1801 3028 68.1 

公园个数(个) 20 26 30.0 

公园面积（平方米） 625 1036 65.8

数据来源：《广州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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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2-2000年广州城市建设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1992年 2000年 增长（%）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612.20 700.69 14.5

常住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823 942 14.5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510.70 2492.74 388.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46.63 25626 5637.6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平方公里） 686.95 3352.99 388.1

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605 1279 111.4 

机场货邮吞吐量（万吨） 17.14 49.19 187.0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6476.93 12455.00 92.3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 18.04 142.98 692.5

城市（市区）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1118 2805 150.9

地铁营运线路长度（公里） 0 18 —

自来水管道长度(公里) 3425 5169 50.9

公园个数(个) 29 72 148.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3.97 31.6 -7.0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1）》《广州50年》。

化名城、山水之都，进一步把广州建成带

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

大都市”的目标要求。2006年颁布的广州

“十一五”规划，强化了建设现代化大都

市的发展目标。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

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广州要强化国

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

教育中心的地位，把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

居城市的“首善之区”和面向世界、服务

全国的国际大都市（表3）。

（四）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建设（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围绕建设国家

重要中心城市的目标，科学把握“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

面推进城市发展。2014年8月，中共广州市

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了“尊重城市发展规

律，围绕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总目标，着

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提升适宜居住、

适宜创新创业创造的城市品质”等目标。

201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三中心一体

系”③建设，重点建设“三大战略枢纽”④，

优化提升“一江两岸三带”⑤，形成“多点

支撑”格局，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2016

年2月，《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的批复》将广州定位为“广东省省会、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建设
取得的成就

40年的改革开放，广州城市建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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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广州”城市空间

格局形成，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增强，

生态城市建设卓有成效，城市精细化管

理成绩显著，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

城乡环境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影响力不断提高，

并已跻身全球一线城市之列。

（一）推动城市外延拓展式向内涵提
升式发展转变，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显著
提升

广州持续推进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实

现从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转变，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

强。根据GaWC发布的2016年世界级城市

名册显示，广州已进入全球一线城市并排

表3  2001-2011年广州城市建设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2001年 2011年 增长（%）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712.6 1275.14 78.9

常住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958 1715 78.9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685.76 12423.44 362.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0213 97588 142.7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平方公里） 3612.61 16708.50 362.5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259.10 1249.11 382.1

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1383 4504 225.7

机场货邮吞吐量（万吨） 53.16 152.92 187.7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13539 44769.53 230.7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 227.62 1442.11 533.6 

铁路客运量（万人次） 2708 10500 287.7 

城市（市区）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5270 10032 90.4

地铁营运线路长度（公里） 18 236 1211.1

自来水管道长度(公里) 10825 16715 54.4

公园个数(个) 125 236 88.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1.44 40.30 28.2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2-2012年。

名第40位，普华永道在2016年、2017年将

广州列为中国“机遇之城”第一名，荣获

“中国可持续发展范例奖”等奖项，市民

对城市环境的满意度也创新高。

1.大都市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广州行政区划经过几次大的变动与调

整，实现了小区合并、大区分解，提高了

行政管理效率，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为

大都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00

年6月，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广州市辖

10个区和2个县级市，市辖区面积从1443.6

平方公里扩大到3843.43平方公里。2005年

4月，撤销东山区，并入越秀区，撤销芳

村区，并入荔湾区，设立广州市南沙区、

萝岗区。2014年2月，萝岗区和黄埔区合

并为新黄埔区，从化市、增城市撤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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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也由1988年的322.67万元/平

方公里提高到2016年的2.63亿元/平方公

里，增长了80.5倍。

2.城市重点功能区建设成效显著

广州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地推进城市

重点功能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

纪90年代，在广州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的背景下，以天河体育中心为核心，

在天河区逐步形成了多功能、复合化的商

业和商务中心。进入21世纪，广州提出围

绕珠江新城和天河体育中心周边商务办

公区建设城市中央商务区，并强化作为新

城市中轴线的发展。至此，珠江新城CBD

已全面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面貌已呈

现。陆续建设琶洲地区、白云新城、白鹅

表4  2012-2016年广州城市建设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2012年 2016年 增长（%）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1283.89 1404.35 9.4

常住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1727 1889 9.4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3551.21 19547.44 44.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105909 141933 34.0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平方公里） 18222.81 26272.03 44.2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1009.71 1249.11 23.7 

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4831 5974 23.7

机场货邮吞吐量（万吨） 163.44 215.92 32.1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45125.15 54437.45 20.6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 1474.36 1885.77 27.9

铁路客运量（万人次） 10703 14348 34.1

城市（市区）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10140 11525.4 13.7 

地铁营运线路长度（公里） 236 316 33.9

自来水管道长度(公里) 16739 22266.2 33.0

公园个数(个) 238 247 3.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15.5 16.8 8.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5 41.8 3.2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13-2017年。

区，广州从“10区2县级市”变为“11个

城区”的格局。市辖区面积从3843.43平方

公里跃升至7434.4平方公里，“大广州”

格局最终形成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大

都市空间格局不断优化，逐步由单一中

心、圈层式城市空间格局向多中心、网络

型、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转变。2014年以

来，广州提出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

建设三大战略枢纽，优化提升“一江两岸

三带”，形成多点支撑的城市空间格局。

随着广州城市空间格局的拓展，建成区面

积不断扩大，城市空间产出效率显著提

升。建成区面积由1980年的170平方公里

扩大到2016年的1249.11平方公里（含增城

区、从化区），扩大了6.35倍；单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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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地区、广州南站、广州（黄埔）临港商

务区等重点功能区，建设中新广州知识

城，拉开南沙新区新一轮开发建设序幕。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重点推进南

沙自贸试验区、“一江两岸三带”、空港

经济区、金融城、国际创新城、琶洲互联

网创新集聚区、琶洲会展功能区等重点地

区规划建设，推动形成多点支撑、联动发

展的空间格局。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先

后引入了阿里巴巴、腾讯、环球公司、唯

品会等十几家互联网龙头企业进驻。南

沙自贸区的明珠湾起步区、蕉门河中心区

和金洲总部经济集聚区基本成型，南沙自

贸区“城市客厅”形态基本形成。白云新

城、黄埔临港经济区、白鹅潭经济圈、南

站商务区等功能区也逐步成型。

3.城市更新改造稳步推进

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周边大量村镇纳

入市区范围，广州按照城市化和现代化的

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推进

城市向精明增长、内涵式发展转变。广州

城市更新改造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⑦：一

是2008年以前危房改造导向的城市更新。

2000年在城市规划发展区范围内划定了138

条城中村并将其纳入改造名录，开展城中

村整治改造试点。从2003年开始，广州以

亚运会为契机加快推动危旧破房的改造。

二是2008-2014年产业置换导向的城市更

新阶段。2008年3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市

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积极

落实省政府“腾笼换鸟”政策，以集体建

设用地上的集体旧厂、村级工业园为改造

重点，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土地承载空

间。三是2009年以来集约用地导向的城市

更新阶段。实施“三旧改造”政策，改造步

伐加快，2009-2012年改造面积达到19.48平

方公里。2013-2015年，停止审批“三旧改

造”项目。2015年，广州市成立了城市更新

局，2016年颁布《城市更新办法》及旧村

庄、旧厂房、旧城镇更新3个配套文件，建

立了全流程政策框架（表4）。2017年出台

《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的实施意见》，城市更新目标转向推进

差异化、网络化、系统化的城市修补和有

机更新，将拆除重建为主的全面改造项目

和功能活化为主的微改造项目予以区分，

兼顾了城市更新的长期效益和实施效率。

（二）推进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
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国家综合交通枢纽
功能逐步增强

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

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是改革开放发展历

程中广州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以后，广州保

持高强度投入，建设了一批枢纽型、功能

性、网络化的重大基础设施，国家综合交

通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广州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推进，已成为全国三大信息枢

纽城市之一。

1.国际航空航运枢纽地位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白云机场的旅

客吞吐量仅为662万人次。受基础设施条

件以及空间发展等因素局限，机场难以适

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2004年，广

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投入营运，飞机起降架

次、旅客吞吐量、货邮行吞吐量三大业务

指标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三大国际枢纽

机场之一。新白云国际机场开通运行第三

跑道，开工建设第二航站楼等设施，机场

的整体设施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6年实

现旅客吞吐量5977.66万人次，位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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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位、世界第15位；货运吞吐量215.26万

吨，位居全国第3位，进入世界超大型航

空枢纽行列（图1）。广州港已发展成为国

家沿海主枢纽港。2016年广州港口货物吞

吐量5.4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884.97万标

箱，分别位居世界第6位和第7位（图2）。

2.全国高铁网络枢纽功能不断增强

经过40年的发展，广州已成为全国四

大铁路客运枢纽之一和华南地区最大的

铁路枢纽。目前广州已接入京广、广深、

广茂、南广、贵广等13条干线铁路（运营

里程1674公里），形成了客货列车基本分

线运行的“双人”字形格局以及广州火车

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广州北站“三

主一辅”枢纽格局。2012年以来广州先后

建设开通广珠城际、广深港客专、广珠货

线等5条线路。贵广、南广高铁的开通，拉

近了广州与我国中部、西南部城市之间的

联系。同时，改建广深Ⅲ线、V线广州东

至新塘段，续建广清城际（广州北站至清

远广州段）、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

南站广州段）、广汕客专等一批国铁城际

轨道项目。铁路客运量从2012年的1.07亿

人次增长至2016年的1.43亿万人次，增长

了33.6%，总体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3.城市地铁网络建设加速推进

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建设，广州地铁一

号线于1999年6月正式全线开通运营，开

启了地铁时代。到2016年底，广州市内城

市轨道交通共有10条运营路线（广州地铁

一到八号、广佛线及APM线），地铁现有

线路总里程为308.7公里，共190个车站，

开通里程居全国第三、世界前十。随着跨

越式的发展，广州地铁进入了大线网运营

时代，客流快速增加，日均客流超过750

万人次，最高日客运量达到1002万人次，

承担了全市超过45%的公交客流运送任

务，客流强度全国第一。地铁已经成为广

州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为建

设成为枢纽型网络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4.国家信息枢纽功能不断增强

广州已成为我国三大通信枢纽、三大

互联网核心节点、三大互联网交换中心、

三大因特网国际出入口之一，国家信息枢

纽功能不断增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位居全国前列，全市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

 
图1  1978-2016年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情况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0-2017年；《广
州50年》。

图2  1978-2016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
集装箱吞吐量情况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0-2017年；《广
州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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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000G（占全国58％），是中国内地最大

的互联网出口。固定宽带普及率超过70％，

4G用户900多万户，位居全国第一。广州

超算中心的天河二号计算能力全球领先，

六次蝉联世界超级计算机第一名。 “互联

网+”应用成效显著，腾讯研究院发布“中

国互联网+指数（2016）”，广州位列全国

“互联网+”总指数100强第3名，仅次于北

京、深圳。

（三）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美
丽广州”建设取得成效

1.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取得成效

经过多年的生态环境治理，广州城市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近年来广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

建设发展全过程，加强城市环境治理和山

城田海的生态城市建设，高水平打造“一

江两岸三带”和一批湿地、花园、公园、

生态廊道等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城市环境

治理和山城田海的生态城市建设。2016年

广州积极申报“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建

设以水为骨架、水绿相融的岭南山水城

市。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6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307天，优良比例84.1％。实

施森林进城、森林围城战略，森林覆盖率

达42.14％，森林蓄积量1668万立方米，建

成森林公园83个。城市公园从72个增加到

247个，建成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南沙湿

地公园、天河大观湿地公园等18个湿地公

园，其中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规划面积达到

869公顷，是全国特大城市中心区最大的

国家湿地公园。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000

年的29.6%提高到2016年的36.7%，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从7.87平方米增加到16.80平方

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均居全国前列。

2.城市污染治理取得重要进展

1998年广州首次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建设“两个适宜”城市。近年来围绕

建设生态文明和改善环境质量，政府加大

投入，推进环境管理信息建设，改善环境保

护设施，污染治理能力不断提升。2016年广

州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84.7％，PM2.5

全年平均浓度达到了36微克，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实施“南粤水更清”项目，推行河

长制，实施51条河流河涌治理工程，推进35

条黑臭河涌控源截污，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在全国率先发布水质指数（WQI），污水处

理能力不断提升，污水处理厂从2006年的

11座增加到2016年的49座，城镇污水处理率

和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从71.67%、59.96%

增加到94.2％、94.2%。

3.垃圾分类处理走在全国前列

广州是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城市和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2011年出台全国第一部规范垃圾分类管理

的地方政府规章《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暂行规定》，并陆续出台了《广州

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管理办法》《广州

市生活垃圾运输车辆技术规范》等规范性

文件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了垃圾分类的

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创新垃圾分类全流程

设计，实现“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及全过程监管”垃

圾分类处理流程再造。在社区、学校、集团

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创建活动，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加快推进垃

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2015年，全市在运

行中的大型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9座，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5.24％。广州现

已逐步形成生活垃圾“三化四分类”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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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模式，为全国其他城市解决垃圾处理这

个大难题提供了生动的“广州样本”，获得

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发的“2015中国城

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

（四）推进城市标准化、精细化管理，
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以建设干净整

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为抓手，坚持标准化

精细化品质化管理，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不断提高，为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

境和“幸福广州”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1.“智慧广州”助推城市管理上水平

近年来，广州围绕城市管理精细化、

民生服务精准化，推进智慧城管、智慧交

通、智慧社区、智慧政务等建设应用，创

建智慧城市的示范点。建成了集信息公

开、网上审批、政民互动等功能于一体的

“一站式”城市管理门户网站，建成城市

管理互联互动工作平台。实施“智慧城

管”工程，整合政务服务、交通、环境、

应急、网格化等平台功能，运用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

“数字化城管” 向“智慧化城管” 升级，

主要包括建立智慧城管建设、运行、管理

标准规范体系和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

合，加快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

能整合，带动城市管理工作精细化、智能

化，推动城市环境更干净、更整洁。

2.社区网格化管理全国推广

广州在长期推行“三级政府、四级网

络”管理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推动社区

网络化管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

以街道、社区、网络为区域范围，以事件

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

城市网络化管理信息平台，为打通政府公

众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基本保证。

2016年，市、区、街（镇）三级网格化服

务管理中心建设基本完成，1540个城市社

区被划分为16658个基础网格，实现网格

化服务管理覆盖率100％。在20个部门176

项公共事项首批入格管理的政策管理下，

全年上报网格事件共634.97万件，其中城

市部件类3万件、干净整洁类9.6万件、来

穗人员服务管理类1.7万件、综治维稳类

2958件，办结率高达96.2％。社区网格化

服务管理模式促进社区服务管理工作从

被动向主动、从粗放向精细、从分散向协

同、从封闭向开放、从无序向有序的“五

个转变”效果显著。

3.“平安广州”建设成效显著

积极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创建“平安广州”工作示范区，“平安广

州”、“法治广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在全国创新建立了完善的情报指挥调度

联席会议、区域性治安防控等级响应等四

项勤务机制，根据警情对治安环境进行动

态管理。通过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各区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出租车服务管

理办法，出租屋和外来人口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根据2017年广州市统计局关于“市

民对平安广州创建工作成效评价”的调查

结果显示，市民对“平安广州”创建的知

晓率为88.3%，市民对“平安广州”创建

成效的满意度为70.3%，市民对“社会治

安”的满意度达到82.4%。

（五）落实国家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引领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取得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坚持实施城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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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统筹发展战略，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

统筹市域空间协调发展，推进广佛同城

化、广佛肇经济圈、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

建设，引领珠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泛珠三

角省会城市、高铁沿线城市深化合作，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打造世界级城

市群，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

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1.广佛同城化引领区域合作创新发展

经过多年协同发展，广佛同城化发

展取得显著成果。2016年两市地区生产总

值总量达2.82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35.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13万元，接

近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达到世界银行划

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广佛区域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

年的1.8∶46.0∶52.2优化调整为2015年的

1.4∶39.1∶59.5。两市全面推动交通、水

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领域对接，基

本形成了以城际轨道交通为骨架、高快速

路为支撑、交界区市政道路为补充的广佛

一体化交通线网。

2.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

广州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

用，主动引领推进广佛肇经济圈、广清一

体化、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等不同层面区

域合作持续深入发展。2016年广佛肇（怀

集）经济合作区完成投资3.83亿元，累计

入园项目68个，建成投产项目31个；广清

产业合作园（清城片区）已签约项目104

个，总投资约500亿元；佛山（云浮）产

业转移工业园累计入园项目292个，投资

额566亿元。

3.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广州作为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

作的倡导者，在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

市的合作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2003年

泛珠三角九个省会城市签署了《泛珠三角

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2006年广州市

政府成立了推进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合作

协调领导小组。广州设立了广州南站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园区，积极推进泛珠三角城

市共建一批产业合作园区。加强了与泛珠

三角地区铁路、水运、航空、信息、能源

领域合作，利用黄金水道和港口群资源，

合力打造我国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出

海国际大通道。强化区域重要流域水资源

保护，推进水环境污染、空气污染联防联

控，共同开展生态红线划定、生态补偿、

排污权交易等机制探索。

4.“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地位凸显

广州深入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和海丝沿线友城战略，大

力开辟新的空中、海上国际航线，不断加

强与沿线国家港口的务实合作，加快构建

链接“一带一路”网络。依托广交会、广

博会等品牌展会搭建了一批“一带一路”

经贸投资促进平台，举办了中国广州国际

投资年会、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

城市发展合作高端论坛、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主题论坛、广州—东盟

外贸交流会等活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

遗。开通中欧班列，加强沿线城市产能合

作项目建设，2013年以来广州已累计在沿

线国家设立166家企业，中方协议投资额

21亿美元。2016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总额达2160.9亿元，占全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1/4，121届“广交会”来自

沿线国家的采购商超过8万人，占境外采

购商总人数的45%。

5.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不断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深入贯彻落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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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城乡发展系列战略措施，实施了一系列

强农惠民工程，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城乡全面发

展的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深入推行，积

极推进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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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城乡统筹土地管理创新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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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建一批国家级、省级名镇名村，完成89个

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和86个名村、6个名镇

创建。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村通水

泥路基本实现，城乡自来水全面普及。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医疗保险、低保制

度逐步实现一体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逐步健全，初步构建“农村十里文化

圈”。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

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城镇

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65.03%提高到2017年

的86.14%，提高了21.11个百分点。

三、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建设
的经验启示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广州城市建设发展

的历程，获得了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市
共建、共治、共享

1.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理念

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承载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和人

的全面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

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广州城市

决策者和建设者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具体体现在：

一是城市发展坚持精明增长，科学统筹新

城区与旧城区的协调发展，拉开城市空间

发展格局，在加快推进新城区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不断优化旧城区的环境，使城

市建设过程成为不断提高城市品质的过

程，优化市民的工作生活环境。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分类

引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是在城市建

设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迫切

需要解决的惠民工程做起，努力创造更方

便、更舒适、更和谐的城市环境。

2.坚持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推进

城市建设发展

坚持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推进城

市建设全面发展。一是以城市建设重点工

程为抓手，推动城市建设发展。如广州始

终紧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机场、

新港口、新铁路客运站等大型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道路网的建

设，构建城市道路主骨架，完善城市交通

路网。二是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

转变，构建城市共建共享格局。近年来，

广州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

创新城市建设管理方式，由城市管理向城

市共管、共治、服务转变，为企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人民提供完善的公

共服务和工作生活环境。

3.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广州在城市建设中，注重集民智、聚

民力、顺民心，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

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中，形成了“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

城市人民管”的良好局面。一是体现在城

市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成

立了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并向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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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公开推选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

和公众代表。在编制城市规划过程中，通

过民意调查等方式促进公众参与，通过官

方网站、新闻媒体或者规划地段竖立告示

牌公示、举行民主投票、听证会等形式，

广泛征求公众和专家意见；在规划实施过

程中公众对违反规划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

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已从浅层次的知情

权走向更为深层次的参与权和举报权。二

是在推进城市管理中让市民及时知情、积

极参与、有效监管，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

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城市建设管理中，实现

城市共治共管。广州拥有12345政府服务

热线、月度城管接访日、广州城管委官网

政务信箱、电子邮箱、传真以及微博、微

信等公众参与平台，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

渠道日益多元化。成立了城市管理公咨委

制度，通过 “互联网+政务”渠道，吸引

市民深度参与城市管理。

（二）坚持规划引领发展，构建国际
化大都市空间格局

1.全国首开城市战略规划先河

2000年，广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城市

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形成《广

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确

立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发展

战略，着重对空间结构、生态环境和综合

交通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性部署，成功带

动广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2007年提出

“中调”战略，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拓展

向内涵提升转变，实现城市集约和可持续

发展，体现了城市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的

先进发展理念。广州已摸索出一种具有科

学性、独创性的规划编制工作模式，即通

过战略规划的编制，对城市战略问题进行

前瞻性研究，并将其作为总体规划基础与

技术支撑，从而有效地指导广州城市建设

和发展，受到规划界的普遍认可。

2.推行“三规合一”规划管理模式创新

在1994年广州市总体规划修编方案

的基础上，广州学习借鉴美国的“区划”

和香港的“法定图”开展分区规划，以城

市土地利用和道路交通规制为核心，分解

了总体规划的人口规模、用地布局、公共

设施、配套设施，并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深度。2001年起，广州整合了分区规划

和近20项重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各类

专项规划、规划管理动态信息，完成中心

八区（中心组团）的分区规划与控制性规

划导则和规划管理“一张图”平台，统一

了规划管理依据，在全国率先实现规划管

理办公自动化；实现了公共媒体的“一张

图”成果公示，形成了公众参与的平台。

2015年广州创新开展“三规合一”，探索

完善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广州市“多规

合一”工作方案》。实现多个部门的专

业规划纳入全市“一张图”平台，完成

“多规合一”的“一张图”“一个信息平

台”和“一个协调机制”的工作内容，实

现“国土空间”“规划空间”和“经济空

间”在“一张图”上的协调统一。

3.举办重大节事活动助推城市建设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发展历

程可以发现，“六运会”“九运会”“亚运

会”、《财富》论坛等重大节事活动是广

州城市发展及竞争力提升的助推器，对增

强广州的中心城市功能、扩大国际知名度

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城市建

设管理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六运会”

的举办推动了广州城市的第一次“东进”，

形成了天河地区以“六运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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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体育中心为核心，集商业、商务、体

育、文化、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

区，突破了围绕旧城过度集聚发展的空间

结构，推动了城市空间发展的快速东进。

二是“九运会”的举办推动了广州主城区

的第二次“东进”，向天河区东部拓展，

且对城市的功能提升与环境品质改善起

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三是“亚运会”的举

办对正处于产业扩张、空间拓展跨越发展

期的广州城市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刺激的作

用。将“亚运会”筹备与城市整体和长远

发展相结合，出台《面向2010年亚运会的

城市规划建设纲要》等行动计划，推动了

一批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建设，多项城市重

点建设工程在“亚运会”前完工。亚运会

还带动了重点地区发展，布局形成了“两

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

局（“两心”指天河新城市中心和白云新

城），完善多中心国际大都市的空间结构。

四是《财富》论坛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广州

全面融入接轨和互联互通国际，提升了国

际大都市城市形象，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三）坚持交通先行发展，构建全球
互联互通的国际交通枢纽

广州坚持交通先行发展，注重建设国

际机场、港口、高铁枢纽站点等战略性交

通枢纽，加快推进城市对内对外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

1.注重建设国际化交通枢纽

一是推进新白云国际机场建设，不断

提升航空枢纽功能。2016年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5960万人次，进入世

界超大型航空枢纽行列。二是重点推进广

州港、南沙港区建设，提升国际航运枢纽

功能。2016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5.4

亿吨，全球排第6，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75

万标箱，全球排第7。三是推进铁路枢纽

站建设，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2010年

广州南站建成启用，广州北站相继建成，

大大提升了广州陆路交通枢纽承载能力。

2.构建“环+放射线”的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

1988年，广州市和法国里昂市合作完

成了“十”字形“两线”地铁方案。1997

年广州首次在全国开展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强调了老城市中心和新城市中心的

联系，并预留了与周边城市的衔接条件。

2000年之后，为切合广州战略规划的“十

字”方针，加强市区与市郊地区的联系，

建立了“交通引导发展（TOD）”的土地开

发模式。2011年通过增加地铁环线、放射

线和加密线，规划形成了由19条线路组成

的“环+放射线”形态，内环路以内轨道站

点600米覆盖范围基本达到国际大都市水

平。如今，广州地铁网络横跨广佛两市、

覆盖全市各区，形成了总长309公里的轨道

交通线网，里程居中国第三、世界前十。

3.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

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财力有限，难以

支撑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广州本着解

放思想、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索

出不少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创新举措。

以广州地铁为例，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

设，地铁一号线成为国内第一条由地方政

府自筹资金兴建的地铁，成功攻克了“世

界地质博物馆”的难关，地铁建设也引领

着国内其他城市的地铁发展，成为全国地

铁的教科书。2016年广州通过广花一级公

路、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天河智慧城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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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探索PPP模式推进基础设施投融

资管理体制创新改革。

（四）坚持城市管理创新，探索城市
管理精细化品质化发展之路

1.推动城管综合执法机制创新

作为全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城

市，广州经过多年的改革，逐步形成了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以块为主，条条保

证，社会监督，依法治城”的城市管理体

制。在全国较早成立全市城市管理工作的

领导指挥机构——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建

立“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

区、街），四级网络（市、区、街、居委

会）”的城市管理体制，形成了市、区、

街（镇）权责统一的层级管理框架。加强

了综合执法、环卫保洁、市政燃气等城

市管理队伍规范化建设，实现了服务、管

理、执法的有机融合。通过“荔湾模式”

和“车陂模式”推广，积极探索城管和派

出所、工商所、卫生监督所等联合执法，

创新建立公安城管联合执法联席会议、联

络员、检查督办、信息通报、监督考核制

度，在破解管不到、管不好、管不长等城

市管理疑难杂症上成效显著。坚持以人为

本原则，试行“有堵有疏”管理新模式。

2.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自2012年开展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

理以来，广州市各区、街道按照“一个组

织架构、一张基础网格、一支网格队伍、

一套信息系统、一套管理制度”的基本架

构，初步构建起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新格局。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

点：一是推动公共服务事项纳入网格化管

理。按照“先易后难、分批入格”原则，

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环境保

护、社会治安管理、平安建设、消防、安

全生产、矛盾纠纷调处、来穗人员（含外

国人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等领域，约200

项公共事项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做到网

格管理全覆盖，实现“大事不出网、小事

不出格”。二是完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制度规范。已形成社区网格精细化服务管

理机制，制定出台广州市统一的网格员工

作规范和实务操作流程，建立各有关部门

服务管理队伍与网格员协同联动工作机

制。三是推进城市管理基础信息互融共

享。逐步建立起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初步实现数据统一采

集、动态统一管理，并与社区网格化基础

信息数据互融共通，搭建城市管理基础信

息大数据库，为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提供

了技术保障。

（五）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提出建设“两

个适宜”城市，之后广州积极探索走发展

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之路。

其实践做法如下：一是推进大气污染治

理。强化环境分区管理，实施落后产能淘

汰，狠抓工业污染治理。二是推进水污染

治理。实施“水更清”行动计划，制定实

施《广州市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

工作方案》，建立水环境治理联席会议机

制，重点推进黑臭河涌、广佛跨界水体整

治。三是推进垃圾分类，加快推进垃圾分

类处理设施建设，创新垃圾分类全流程设

计，实现“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全过程监管”

的垃圾分类处理流程再造，垃圾分类走在

全国前列，成功创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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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示范城市。四是推进城乡综合整治和跨

区域污染协同治理。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

保障工程，开展乡镇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工

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

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广佛肇跨界环

境污染联合执法机制及三地监测预警与信

息通报机制，与清远、河源、东莞等周边

区域协同推进跨界污染整治。

（六）坚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索
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共同发展模式

广州长期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城乡发

展战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

村的方针，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逐

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农村和城市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实践做法主要有：一是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

策，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二是加强城乡一

体化规划建设，推动“多规合一”。三是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地区延伸。

开展农村生态示范村创建工作，推进村容

村貌整治。四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

村建设，深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

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创建美丽乡村和

名镇名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五

化”融合发展。五是完善城乡协调发展机

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在全省率先开展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进行城乡一

元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试点。六是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加

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和促进转移就业。

壮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扶持发展乡村旅

游，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注释：
①柳宏秋,赵卫权,许永舜.广州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广州城市建设发展报告[M],2007.

②李萍萍,吕传廷,袁奇峰,等.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③三中心一体系：指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④三大战略枢纽：指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⑤一江两岸三带：指珠江两岸经济带、创新带、景观带。

⑥吴智文.广州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治理[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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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Yang Zaigao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uangzhou’s urban construc-

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Guangzhou’s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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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sorts out several important inspirations, providing a good development model 

for China’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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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依托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契机和巨大的推动力。

一、服务贸易概况

服务贸易是一国的法人或自然人在

其境内或进入他国境内向外国的法人或

自然人提供服务的贸易行为。在关贸总

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各国

成员经过反复讨论，将服务贸易界定为

如下四种方式：第一，跨境交付（Cross-

border Supply），即从一成员的境内向任

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第二，境外

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即从一成

员的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

提供服务；第三，商业存在（Commercial 

广东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创新发展研究
◎ 余 欣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服务贸易是我

国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

东服务业更是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

头，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内部结构

不断调整和优化，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地方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在服务贸易管理

体制、开放路径、促进机制、政策体系、

监管制度、发展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打

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带动全国服务

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另外，广东率先与香港、澳门基本实

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也为深化粤港澳合

摘  要：随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及经济快速转型，广东要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走在全国前列，服务业必将成为下一个主要增长动力。结合当今世界发展新模式和新

形势，分析了广东服务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探讨存在问题，并就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广

东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创新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广东服务贸易  贸易自由化  贸易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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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即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

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第

四，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

sons），即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

存在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

中国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是

近年来增长迅速。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

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服务进出口额

从2007年的2509亿美元攀升至2014年的

6043.4亿美元，7年时间里增长了1.4倍。

“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

易总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额之和）中的

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增

速高出货物贸易增速10.3个百分点，服务

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12.3%，比

2013年提高0.8个百分点①。

二、广东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及
现状分析

广东省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省。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为迅速建立起产业比较优势，广

东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大量引进国外技

术、设备和国内短缺的资源、资金，大力

吸引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

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广东以

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国际分工格局。

进入新世纪，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

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广东经济强

省、外贸大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但随着

原有劳动力、土地资源比较优势逐步弱

化，环境、资源方面的约束日益突出，特

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新一轮

产业转移的发展，都促使广东对外贸易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特别是在“十一五”期

间，广东外经贸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结构

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广东经济由第二

产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201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历史上首次超过50%，标志着服务业主导

经济时代的来临，三次产业从“二三一”

格局升级为“三二一”格局，其中现代服

务业对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

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2

年的27.3%提高到2016年的32.3%，提升了

5.0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贡

献了高达94.3%的份额。

近年来，从自贸区建设到“一带一路”，

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对外经济

迎来多重发展机遇，也承担着更为重要的

核心枢纽责任。广东是“一带一路”的重

要支点，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

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广东是深化改革的试验田，而且必须

为全国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先行先

试的有力支撑。

目前广东正充分利用香港服务经济的

优势，把香港的金融投资、贸易物流、管

理咨询、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国际化等

服务功能，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体系相结

合，从而提升制造业整体素质。粤港两地

逐步建立服务业新型竞合关系，规范粤港

相同层次的服务企业在客户资源、业务推

广、经营成本、报价等方面的竞争，推动香

港在中高端服务领域与广东互补合作。通

过引进香港现代服务业，既可为广东服务

领域带来外来竞争压力，形成完善质量、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还可为

开创新业务、提供新产品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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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广东一直致力于建设服务贸易强省，

取得不少成绩。当然也应该看到，广东对

外贸易仍处于量的发展阶段，虽已开始转

型升级，但其内在促进机制还不成熟，任

务依然艰巨、紧迫，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一）市场空间与行业结构存在问题

第一，隐形壁垒制约市场空间。实践

中因为存在观念和制度差异，导致广东省

一些基础性服务行业，如公共教育、基础

医疗卫生、基础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

育等服务领域还未实现彻底放开。因市场

制度不健全，仍存在未开放与半开放的服

务领域。第二，广东服务业发展程度参差

不齐。较有优势的是软件信息、文化旅游

与交通运输等行业，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

业则较为薄弱，现代服务业如金融、航运

与物流等发展情况尚不尽如人意。第三，

通货膨胀削弱了比较优势。近年来，广东

省服务行业的总体价格涨幅很高，由此降

低了广东服务业的贸易优势。服务业价格

上涨有两大原因：一是市场作用。与制造

业相比，服务行业附加价值较高，所使用

的人力资源层次也较高，加上有市场限制

及垄断等因素，故而总产值比制造业上升

得更快，而总产量上升却比较慢，因此服

务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就比较严重，其结

果会导致需求降低，迫使生产量更少，造

成恶性循环。广东在三地服务贸易中的比

较优势降低，导致贸易份额下降、经济增

长停滞的现象。二是非市场作用。由于禁

止、管制和限制竞争等问题，导致服务业

高收费、低竞争，降低了广东省服务业的

贸易优势。

（二）标杆型企业数量偏少 ,服务业
整体规模偏小

广东服务业企业整体规模偏小，重点

品牌企业不多，专业水平和竞争力还不强。

2015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

入户均规模为1.03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

100亿元的大型企业仅有13家，营业收入

超1亿元的有1871家，剩下的，即有近九

成的企业营业收入规模都在全省平均水

平以下，表明服务业企业平均规模偏小、

经营比较分散。缺少规模化、专业化的核

心企业和龙头企业，本土核心企业更是稀

少，重点企业对整个行业的集聚和带动作

用尚不明显。

（三）“负面清单”落实仍存在困难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有赖CEPA来实

现，但CEPA实施多年来，仍存在条文不明

确、信息不透明、实际开放程度低于文本

开放程度、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CEPA负

面清单出台后，整个内地市场对港澳服务

业敞开了大门，打破了服务业企业进入的

外部壁垒，其开放程度和优惠力度高于中

国加入WTO承诺的水平。然而，港澳服务

贸易的相关企业进入内地时，根据中山大

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近几年的调查数据

显示，近七成的企业认为其所在行业的港

澳服务贸易提供者对负面清单的使用程度

为基本没有，或使用程度仍较低。因而，

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宣传CEPA负面清单协

议、落实负面清单优惠条款应当是实现粤

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或称为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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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广东服务贸易自由化及
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体系，促进服务贸易
发展

修订完善《服务出口重点领域指导目

录》等服务贸易领域相关目录，充分利用

现有资金渠道，积极开拓海外服务市场，

鼓励新兴服务出口和重点服务进口。研究

完善试点地区面向出口的服务型企业所得

税政策。结合全面实施营改增改革，对服

务出口实行免税，符合条件的可实行零税

率，鼓励扩大服务出口。发挥好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加大出口信用保

险和出口信贷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拓

宽服务贸易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外汇管理

措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的

跨境使用。

（二）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

建立服务贸易重点联系企业运行监测

机制，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举措，切实防范

骗税和骗取补贴的行为。探索建立商务、

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信息共享、协同

执法的服务贸易监管体系。全面建立服务

贸易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并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

开，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探索创新技术贸易管理模式，逐步将有关

服务贸易管理事项纳入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

（三）创新发展模式，提升便利化水平

依托自贸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建设一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挥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政策优势，发展仓储物流、

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维修、国际结算、

分销、展览等服务贸易，重点建设数字产

品与服务、维修、研发设计等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探索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运用

数字技术提升服务可贸易性，推动数字内

容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推

动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

“服务+”整体出口。积极拓展新兴服务

贸易，重点推进服务外包、技术贸易、文

化贸易发展。

深入改革通关监管制度和模式，为

与展览、维修、研发设计等服务贸易相关

的货物、物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提升

跨境交付、自然人移动等方面的便利化水

平，完善签证便利政策，健全境外专业人

才流动机制，畅通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

新创业渠道，推动职业资格互认。提升移

动支付、消费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

积极发展入境游。

（四）深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
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推进广州、深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推动广州在做大跨境电商

B2B出口、跨境电商出口结汇便利化政策

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深圳在推行跨境电

商进口、建设深港跨境电商质量安全试验

区等方面取得突破；在国外打造一批跨境

电商公共海外仓示范基地，鼓励企业通过

公共海外仓发展M2B2C跨境电商分销模

式。

此外，积极组织省级电商示范县建

设，推动县域经济“农商互联”融合式发

展模式。加快实施电商精准扶贫工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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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遴选5个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示范县，

打造21个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企业品牌。加

快贫困村电商扶贫站点建设，扶持一批电

商扶贫示范网店，实施农村电商人才实操

培训。

（五）加强粤港澳服务业贸易深度合作

促进香港高端服务业与广东实体经济

的结合，是深化粤港澳合作的最大特点及

优势。第一，应大力发展与广东制造业相

配套的，以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为代表的

生产性服务业。第二，应继续发展以现代

旅游、现代商贸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

第三，要支持港澳专业服务提供者到广东

开办法律和会计、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

机构，支持港澳检验检测计量、律师和会

计、建筑设计、医疗保健、教育培训、育幼

养老等专业服务在广东集聚发展，积极推

动粤港澳检验检测计量的三方互认工作。

充分发挥自贸区功能，以促进粤港

澳服务业深度融合。2016年2月14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海、海南、

深圳、广州等10个省市和5个国家级新区

开展服务贸易制度创新发展试点。广东自

贸区要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突

破口，携手港澳共建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

地，为内地和港澳全面实现服务贸易自由

化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努力走在全国改

革发展的最前列。

（六）提高企业实力和服务质量，增
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加强服务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研发能

力，促进广东省服务产业升级。广东省的

产业升级，既可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劳

动者素质的提高去实现，还可通过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

要加大对服务贸易科技研发的扶持

力度，鼓励和保护创新活动，加大自主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引

导作用。前往世界有关国家开展调研，引

进新的服务产品、控制新的供应来源、尝

试新的企业组织，通过这些方法提升广东

省服务业质量。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较

高，可通过模仿、示范效应等途径，向技

术比较先进的企业学习取经。而传统服务

业技术含量偏低，较难采用机械化、标准

化，应设法揉入现代商业元素，促进技能

进步、推动产业升级。

（七）加强推广宣传，促进信息交流
及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和推广方式，可

让企业及时了解最新政策动向、审批状态

等，同时让有关部门了解企业面临的具体

问题，消除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服

务贸易自由化更好地发展。在基础设施方

面，继续完善粤港澳三地机场、高速铁路

及公路、“一站式”地铁、大桥与港口等方

面的建设，实现高效的连接，把香港、澳门

纳入广东“一小时生活圈”之内，使粤港澳

服务贸易推动广东服务贸易上新台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服务贸易是我国

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提出了“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要求，

其中之一是要求广东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这不仅赋予了广

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责任担

当，而且为广东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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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广东服务贸易自由

化，必将强力助推广东经济迈向新台阶，

同时推动广东乃至大珠三角地区成长为亚

太乃至全球极具活力的世界级经济带和现

代化城市群，是中国身处当下世界发展格

局、经济社会转型必须要达成的目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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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ervice trad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d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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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而言，发展

特色小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特色小镇提出以产业为核心，使得欠

发达城市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产业资源，

进行特色化建设，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二，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城镇化水平

相对较低，发展特色小镇可以借助国家支

持这一机遇，推进和完善其城镇设施建

设，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2] 

目前，对特色小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

研究较少。其中，张雪以磐安江南药镇为

例，提出欠发达小城镇传统产业升级、以

项目带动产业发展的特色产业创建路径[3]；

向定伟、秦德莉以全域旅游的视角，分析了

欠发达城市发展特色小镇研究
——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

◎ 吴逸然

一、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镇化的推

进，发展小城镇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城镇

化的热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小城镇已经

成为推动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小

城镇的特色产业培育带动当地经济的发

展。[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新型城

镇化的推进，人们逐步认识到小城镇对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近几年来，我国大力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但是在我国，由于地

区之间的差异较大，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

发展特色小镇也有所区别，其意义也有所

摘  要：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从住建部等部门培育特色小镇的要求出发，对发达

地区城市及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特色小镇存在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欠发达城市

在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体制机制、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差异，

根据欠发达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特色小镇的路径主要有：根据市情选择适合产

业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以及推进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关键词：欠发达城市  特色小镇  发展差异  湛江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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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中坝镇特色小镇规划，为欠发达地

区建设旅游型特色小镇提供借鉴经验[4]；郝

华勇从地域空间、产业阶段、城镇化水平、

科技水平以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分析了欠发

达地区与浙江等发达地区相比的差距[5-6]，

认为欠发达地区建设特色小镇过程中应处

理好其与建制镇、产业发展、城镇空间组

织、科技创新以及价值认知与文化融合等

方面的关系[7]。

本文以湛江为例，分析欠发达城市与

发达地区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的区别，

并针对欠发达城市的特色小镇建设提出相

应措施建议。

二、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地区发展
特色小镇的区别

（一）研究城市的基本情况

湛江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广东省

21个地级市之一。2016年湛江市生产总值

为2584.43亿元，在广东21个地级市当中排

第8名，但人均生产总值为35612元[8]，在

广东省各地级市中排第16名，人均生产总

值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湛江的经济较不

发达，属于欠发达城市。

（二）发展特色小镇的差异

根据住建部等部门对申请国家级特色

小镇的通知，目前对特色小镇建设的要求

主要集中于产业形态、生态环境、文化传

承、设施服务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本文

结合特色小镇建设要求与实际情况，以湛

江为例，对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地区小城镇

建设的区别进行分析。作为欠发达城市，

湛江的特色小镇建设与发达地区城市存在

一定差异。

1.产业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欠发达

城市与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及产业基础上

有所不同，因而在发展特色小镇的核心产

业方面也有所区别。

从产业结构看，发达地区的产业结

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占比

较低，在特色小镇的开发中，多以发展制

造业、创新产业为主。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达，如浙江省虽然推进传统产业小镇发

展[10]，但互联网小镇等高新产业小镇也发

展迅速，主要侧重于推进以第二、三产业

为主的特色小镇发展[9]，推动创新经济在

小镇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专业镇发展

水平很高，目前很多专业镇积极转向特色

小镇，专业镇相比普通城镇来说，起点更

高。而欠发达城市的小城镇多数缺乏良好

的产业基础，且产业多以农业或初级工业

为主，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2016年，湛江的“三产”比例为19.3∶

38.2∶42.5，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在全省21

个地级市当中，湛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排到

了第三，是典型的农业大市（表1）。

因此，在产业发展上，湛江与长三

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基础有

着较大区别，特别是其小城镇的产业基础

也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区别，产业基础的薄

弱使得欠发达城市的特色小镇建设不适宜

照搬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建设的路径，应当

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

2.城镇建设

国内较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地

区的城镇建设水平较高，因而在城镇建设

方面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而欠

发达城市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配

套设施建设不足。以湛江为例，2016年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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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产业结构表

城市
产业比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广州 1.2 29.4 69.4

深圳 0.0 39.9 60.1

珠海 2.0 48.5 49.5

汕头 5.2 50.5 44.3

佛山 1.7 59.6 38.7

韶关 13.8 36.6 49.6

河源 11.2 43.6 45.2

梅州 19.8 35.3 44.9

惠州 5.0 53.9 41.1

汕尾 15.7 44.5 39.8

东莞 0.3 46.5 53.2

中山 2.1 52.4 45.5

江门 7.8 47.6 44.6

阳江 17.2 41.0 41.8

湛江 19.3 38.1 42.6

茂名 16.5 40.2 43.3

肇庆 15.2 48.0 36.8

清远 15.4 36.6 48.0

潮州 7.2 51.5 41.3

揭阳 9.4 55.7 34.9

云浮 20.1 41.4 38.5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7》。

江城镇化率为41.44%，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在各地级市中排名19，城镇化水平较

低（表2）。

欠发达城市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城镇

化水平落后的同时，城镇配套设施的建设

也相对落后。多数小城镇在垃圾处理、污

水处理等市政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

均不完善，这些基础设施的落后不利于其

旅游产业的发展及宜居城镇的打造。

3.体制机制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在市场活力上存在区别，导致

发展特色小镇在政府引导、人才引进及土

地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政府引导方面。长三角地区民营

经济发达，在特色小镇的发展方面，企业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而浙江

发展特色小镇并不局限于建制镇，而是将

特色小镇作为平台，以企业为主导推动特

色小镇的发展。而多数欠发达城市的民营

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需要政府发挥更多

的引导作用。

二是人才引进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

落后对人才引进、城镇发展等产生负面影

响，不利于特色小镇的发展。从统计年鉴

可以看出，湛江市户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

湛江无论是省内净迁移数还是省外净迁移

数都为负数，说明湛江在人才引进方面缺

乏足够的吸引力，城市经济的落后使得人

才不愿意留在本市，经济的落后导致吸引

人才的政策力度较小，无法从外地吸收更

多更高端的人才，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地区

的发展缺乏创新，造成恶性循环（表3）。

三是土地问题。特色小镇的发展需要

土地配套政策的支持。但是对于多数欠发

达地区的小城镇而言，目前小城镇建设的

土地征用及开发在政策上的保障较少，被

征地农民的搬迁安置问题亟待解决，并且

在建设过程中容易出现土地粗放管理的现

象，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4.文化传承及环境保护

在文化传承方面，发达地区文化保护

做得相对较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

区开始重视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文化保护

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到位，而欠发达

城市在文化保护方面投入的经费及精力相

对不如发达地区，对于发展特色小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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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年广东省各地级市城镇化率情况表

城市 城镇化率% 排名 城市 城镇化率% 排名

全省 69.20 东莞 89.14 3

广州 86.06 6 中山 88.20 5

深圳 100.00 1 江门 65.06 9

珠海 88.80 4 阳江 50.81 14

汕头 70.30 7 湛江 41.44 19

佛山 94.95 2 茂名 40.80 21

韶关 54.79 12 肇庆 46.08 17

河源 43.04 18 清远 50.00 15

梅州 48.59 16 潮州 64.00 10

惠州 69.05 8 揭阳 51.00 13

汕尾 55.08 11 云浮 40.95 20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7》。

表3  2016年广东省各市迁移情况表

省内净迁移 省外净迁移 总净迁移 排名

全省 -49685 194357 144672

广州 35113 37380 72493 3

深圳 70144 131313 201457 1

珠海 3347 5256 8603 8

汕头 -12591 -754 -13345 15

佛山 41597 31974 73571 2

韶关 -16631 240 -16391 16

河源 -13986 -4484 -18470 18

梅州 -23682 -541 -24223 20

惠州 5271 15689 20960 5

汕尾 -7886 -3120 -11006 13

东莞 13064 24044 37108 4

中山 5395 6432 11827 6

江门 -3473 -562 -4035 9

阳江 -5543 530 -5013 10

湛江 -19524 -3481 -23005 19

茂名 -14218 -3648 -17866 17

肇庆 -8250 -728 -8978 12

清远 2766 6294 9060 7

潮州 -6341 -6563 -12904 14

揭阳 -88841 -38895 -127736 21

云浮 -5416 -2019 -7435 11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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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城市仍有较大的挖掘潜力，但在自

身文化保护工作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生态环境方面，欠发达地区工业发

展进程较慢，因此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保留

较好，如湛江在广东省空气质量排名一直

靠前，整体来说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对

于发展特色小镇而言，具有优良生态环境

的优势条件。

三、湛江推进特色小镇建设路径

（一）根据市情选择合适产业发展 

欠发达城市发展特色小镇不能一味照

搬发达地区特色小镇的发展经验，应当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特

色产业，并注重对产业的培育[11]。

欠发达城市的城镇在第二、第三产

业缺乏良好的产业基础，特别是高端制造

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较为落

后，因此发展特色小镇需从自身产业条件

和资源优势着手，选择符合本城镇实际情

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去发展。

从湛江的市情来看，湛江市是农业

大市，而且拥有丰富的滨海资源，生态环

境良好，在特色小镇产业发展选择的过程

中，应当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

自身发展的产业来进行培育。

第一，湛江是农业大市，农业经济占

比重较高，推动农业特色小镇建设有利于

湛江各镇植根于自身农业特色，发挥农业

优势。其中，廉江安铺镇以“智农食谷”

现代农业为产业特色成功申请国家级特色

小镇。湛江发展农业特色小镇具有天然优

势，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高附加值

农产品加工业及农业休闲业等现代农业特

色小镇建设[12]。

第二，湛江是海洋大市，海岸线长达

2023.6公里。广东省注重海洋特色小镇发

展，出台了《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广东省海岸

带地区将建成60个海洋特色小镇和150个

美丽渔村，滨海旅游公路的提出也有利于

海岸沿线地区发展海洋小镇，因此湛江发

展海洋小镇具有较好的前景。

第三，湛江的生态环境良好，空气

质量在广东长期排在前列，适合发展健

康养生小镇尤其是健康养老小镇。根据

统计数据，2016年湛江60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户籍总人口的14.13%（广东省平均为

8.55%），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具有较大

的养老市场的潜力。目前湛江市遂溪县已

有玥珑湖生态城等养老产业基地正在建

设，湛江可利用自身潜在的养老市场及优

良的环境吸引投资，推进养老小镇建设。

除此以外，湛江还可以在旅游特色小

镇、文化特色小镇等方面着手，根据自身

特色发展小镇，如遂溪河头正在推进红色

文化特色小镇建设等，各城镇可根据自身

的资源优势及产业基础选择特色产业发

展。

（二）大力推进城镇设施建设

欠发达城市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城

镇化水平较低，城镇配套建设尚未完善，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需要大力推进城镇配

套设施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交通设

施建设、特色产业配套及旅游设施配套。

交通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对小镇的

产业发展还是旅游发展，交通都是关键影

响因素，因此要推进小镇内外交通系统的

完善。

特色产业配套方面。产业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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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配套设施的支持，因此要做好核心产

业的配套，可导入科研基地、教育培训设

施、产业博物馆及其他产业配套，推进产

业发展。

旅游设施配套方面。需要完善旅游设

施配套服务，包括住宿、餐饮、购物以及

休闲娱乐等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

（三）完善相应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的完善对于促进特色小镇的

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进政府引导，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欠发达城市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发

达，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扶持措施，以

政府引导为主要作用因素推动特色小镇建

设。

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发达地区在

建设发展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可以提供较大

的资金、土地及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企业

对发达城市的特色小镇建设也能够给予较

大的投资力度。而欠发达城市对特色小镇

的建设发展相对而言能够提供的支持力度

较小，因此，需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利

用政策红利推动小镇建设。

三是推进完善人才政策。积极吸引人

才，出台对人才引进有利的政策措施，提

高参与特色小镇建设人才的福利待遇，尤

其是专业型人才，应当实行一人一议，争

取做到既能吸引人才，又能留住人才。此

外，推进与科研院校进行合作，实现产学

研合作，借助科研院校的力量推进小镇的

创新发展。

四是合理解决土地使用问题。从全国

政策来看，主要是对特色小镇在土地利用

方面提出集约化发展的要求，广东省针对

特色小镇提出保障用地、先行办理用地转

用及供地手续以及对示范小镇给予用地奖

励等政策。在特色小镇的征地建设当中，

欠发达城市的小城镇应当向被征地农民进

行积极宣传，根据目前的土地政策合理解

决农民的搬迁安置，同时，加强土地的集

约化利用，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四）推进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保护

在文化传承方面，积极推进传统文

化保护[13]。目前在国家级特色小镇申请当

中，文化旅游小镇占有较大比例，因此，

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推进特色小镇的建

设，文化的传承保护是重要环节。

在生态环境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推进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保障，需

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避免产业的发

展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走“先发

展后治理”的道路。

四、结论

1.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对欠发达城市具

有重要意义。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对于推进产业

发展及城镇化建设均发挥了正面作用，因

此，我国提出了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以特

色小镇的发展推动城镇化的新一轮建设。

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特色小镇的建设是

一次重大机遇，有利于其优化产业结构，

利用产业资源实现进一步发展，同时推动

城镇化建设，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2.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发展特色小

镇存在差异。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发展

特色小镇在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体制机

制、文化传承及环境保护方面均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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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产业发展上，欠发达城市的产业结

构以传统产业为主；在城镇建设上，欠发

达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建设相对

较落后；在体制机制上，欠发达城市的民

营经济不发达，人才流失以及土地问题较

为棘手；在文化传承及环境保护上，欠发

达城市通常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文化

传承及环境保护的意识相对淡薄。

3.欠发达城市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需要

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包括：根据市情选择

合适的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加快完善交通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及旅

游配套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体制机

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进完善人才政

策，并合理解决土地使用问题；推进文化

传承及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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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Under-developed Cities: A Case 
Study of Zhanjia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Wu Yiran

Abstract: Taking the city of Zhanjia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characteristic town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crepancies of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between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cities. The latter are less advanced in industrial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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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quo, it is better to choose the right industry, promote urbanization, 

optimize system mechanism, carry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providing reference to other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underdevelop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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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实行差别化调控。[2]住建部部

长王蒙徽指出：“要持续提升公租房保障

能力，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

体，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

务工人员、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纳入保

障范围。”[3]可见未来住房制度的核心理

念将是“自住优先、新市民优先、低收入

者保障优先、改善需求优先”。

租购并举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

合理疏导，是对房地产领域重销售轻租赁

的再平衡（我国住房租赁占比仅6%，而美

国的旧金山、纽约和日本东京租房人群都

超过40%[4]），是我国政府健全房地产市场

消费结构的重要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解

【基金项目】201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8SJA1018），徐州市社会科学

研究课题（18XSM-142）阶段研究成果。

租购并举政策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
行为经济学解读及建议
◎袁韶华 汪应宏 左晓宝 年立辉 翟鸣元 

一、研究背景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直

接影响国计民生。近年来，围绕房地产行

业，我国政府进行了若干次调控。从2015

年“化解房地产库存”、2016年“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到2017年“让全

体人民住有所居”，中央政府的调控重点

逐渐转向“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1]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也指出目前的工作重点：一是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二

是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摘  要：本文结合租购并举政策的宏观背景，基于房地产消费倾向大数据调查的

结论，利用行为经济学原理，分析了房地产市场表现和市场行为（如乐购舍租、追涨、

地王、惜租等）背后的潜意识动机，并对租购并举政策的落地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  租购并举  行为经济学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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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流动人口、新就业群体、低收入群体的

实际居住问题。据统计，2016年末我国流

动人口高达2.45亿人，2017年我国各类棚

户区改造项目开工609万套，完成投资1.84

万亿元，2018年新一轮580万套棚户区改

造工程也已启动。[5]流动人口、新增就业人

口、老旧棚户区居民购买力相对较弱，相

对于高企的房价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租

赁住房将成为一定时期内的必然需求。易

居研究院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城市生活租

房时代已经来到，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已形

成一片新的蓝海；链家报告称，未来中国

将有约2亿人进入租房市场；中国银行业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也对房地产业作

出了趋势性判断：中国的增量房地产需求

确实在放缓，现在市场上占比越来越大的

是存量市场，租房市场将迎来新发展。[6]

继北京、上海开始共有产权保障房试

点之后，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开始了住

房租赁的试点，北京、上海、沈阳、南京

等13个城市开始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的试点。[7]据北京市规划国土委

数据，北京计划于今后五年内供应1000公

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8]

住房租赁市场的广阔前景也吸引了不少企

业进驻和合作投资开发。如万科旗下的长

租公寓“泊寓”、链家的“自如”租赁品

牌，《南方日报》等推出的“广州地铁沿

线住房平均租金汉堡指数”“长租公寓租

房群体画像”等大数据分析产品[9]；建行

银行广东分行也将向广东住房租赁市场提

供不少于2000亿元的专项贷款资金，并设

立500亿元的广东建信住房租赁发展基金

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此外，33家房企

将推出300万套租赁房源，助力广东安居

梦的实现[10]。

房屋租购并举是我国政府改善房地产

消费及供给结构的有益探索，对房地产业

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但是，

房地产租赁这一消费形式却存在诸多的

心理障碍、制度限制和现实瓶颈，这在一

定程度上将抵消政策的效力，使租购并举

举步维艰。本文基于房地产消费心理大数

据调查，结合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政策分

析，试图探讨租购并举政策背景下消费者

市场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原因，并给出了相

关建议。

二、租购并举政策的市场反应

租购并举政策的实施释放了“房屋

销售与租赁并重”的政策信号。2017年7

月，上海首次出让租赁用地，随后广州出

台“租赁16条”，北京、佛山、深圳等多

个城市也陆续增加了租赁性质用地的供

应；[11]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链家、我

爱我家、建设银行等建立的服务平台、

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也已上线运行；此外，

国内首宗央企租赁住房REITs产品在上交

所获批；[12]开发商、中介机构、酒店等纷

纷进入住房租赁领域。截至2018年3月22

日，我国共有233家长租公寓相关企业成

立，上海最多，共49家；北京已开业的集

中式长租公寓品牌达到20个左右，门店数

量超过80家。

供给侧的改变可谓风起云涌，与此

同时，消费者一侧的表现却耐人寻味。京

沪深等房价高企的一线城市租赁市场呈

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以上海为例，2017

年18个品牌长租公寓在沪项目数量增加了

80%，而地理位置优越的长租公寓入住率

已超过95%；北京一家名为“包租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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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机构，主推地铁沿线15分钟以内的分

散式女性公寓，出租率高达95%~98%。[13]

与一线城市的火爆相比，二线城市

房地产租赁市场相对平静。根据一项为

期6个月的房地产消费意愿调查，在购

房与租房的选择上，高达82%的被调查

者选择购房，原因前3位分别为子女上

学（36%）、工作需要（21%）、结婚需

要（14%），最看重的社会权利主要是

受教育权（22%）、医疗保险（21%）、

社会保障权（18%）。选择租房的群体

中，租房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工作流动性大

（38%）、购房压力大（14%），他们倾

向于简单或中等装修的房屋（87%），要

求租赁房源交通便捷（26%）、地理位置

优越（24%）、租金合理（17%）且治安

良好（17%）；在房屋租赁过程中，他们

最担心的行为分别是：业主随意违约、驱

赶房客（27%），不退押金（23%），乱

涨租金（22%）等。

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是很多青年群

体、新就业群体、外来打工者的住房之

殇，租房是别无选择，而二线城市消费者

乐购舍租的行为则体现了消费者对政策落

地实施的市场瓶颈的真实担忧。

三、房地产市场行为的行为经济
学解读

（一）行为经济学的理论 [14]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

是西方经济学的前沿学科，是经济学和心

理学的结合，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等人创立，近年来许多诺贝尔奖获

得者都来自行为经济学领域。不同于传统

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行为经济学关

注人行为背后的潜意识动机，因为人的非

理性行为，不是偶然的发挥失常，而是普

遍存在的。

（二）“有土斯有财”——消费者热
衷购房的心理基础

租购并举政策的最大心理障碍来自

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即

“有土斯有财”“安居才能乐业”的观念。

相对于其他财产，土地和房屋偷不走拿不

去，它带来的莫大安全感是任何其他财产

都无法比拟的。“广置田屋传之子孙”是

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也是现代社会众

生相的典型缩影。“一鸟在手好过百鸟在

林”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商家、炒家巧妙

营造的“劲销盘”“日光盘”的推波助澜

下，很多消费者过高估计自己的消费水平

和抗风险能力，举全家之力，耗尽几代人

积蓄，甚至背负高额债务杀入购房市场。

过高的杠杆率加大了个人风险，降低了生

活质量，也为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

（三）“懊悔理论”“博傻理论”——
消费者追涨的心理内因

Gloomes和R Sugden提出了“懊悔理

论”（Regret Theory），将其作为偏好反

转发生的一种程序理性的解释。该理论认

为人们对某个赌局的偏好依赖于可以选择

的其他可能选项。懊悔理论效用函数具有

斜对称特性，且人们会偏爱较小程度的失

望，这种心理特质被称为懊悔厌恶（Re-

gret Aversion）。

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虽然房价高

涨屡被人诟病，但房地产市场也成就了无

数的富翁，当购房群体成为既得利益者，

累积了百万千万资产时，当时基于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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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市场预判或者政策预期而没有购房的

群体面对现在依然高位运行的房地产市

场，只能望洋兴叹。政策数十次调控，房

价屡调屡涨的现实更强化了房价高涨的

心理预期。因为害怕后悔，害怕房价涨得

更高，很多刚需消费者也在“羊群效应”

的裹挟下，基于对以往房价更低时没有购

房的“懊悔厌恶”心理，为了减少后悔，

义无反顾冲进了房地产市场，“宁与人共

醉，不要我独醒”，投机者的入市则使得

这种追涨态势更加疯狂。

“博傻理论”是指在资本市场中，人

们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

花高价购买，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

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他们那儿买走。

“博傻理论”告诉人们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是：在这个世界上，傻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做最后一个傻子。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

戏中，很多城市的房价芝麻开花节节高，

与收入、GDP悬殊巨大：河南许昌和焦作

的房价最高点与省会郑州不相上下；安徽

阜阳和安庆的房价最高点已达到省会合肥

的水平；浙江海宁和柯桥的房价最高点与

省会杭州基本持平……这些房价高到离

谱，远远脱离了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

如果说“懊悔理论”是普通刚需阶层

无奈进入楼市的心理动因，“博傻理论”

则使炒家们陷入了最后的疯狂，导致楼

市脱离了居住属性，变成了奢侈品和投资

品。

（四）“地王”——开发商撬动楼市
的“价格之锚”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

指当人们对某个事物或事件做评估时，会

依赖周围的环境，会将某些特定数值（称

为参照点）作为初始参照值，这个初始参

照值像锚一样制约着评估结果，从而影响

消费价格。

“地王”就是开发商撬动楼市的“价

格之锚”。每当新的“地王”出现，周边

楼盘都是涨声一片。土地已是天价，再加

上楼盘的建设成本，房价岂能不高？“地

王”的出现成为衡量周围房产价值的锚定

点，带动了上涨预期，进而导致周边房价

上涨，成为楼市火爆的助燃剂。在个别调

控措施乏力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只用来拉

高房价的“地王”，开发商只热衷于拍出

天价土地，拉高周边房市，囤积几年后在

价格高位将土地转手获利，这样的土地离

房屋的建设日期万里之遥。类似的策略轻

松化解了政府供地的努力目标——住房供

给，使房价长期高位运行。

（五）“效用贴现与跨期抉择”——
消费者购房而不租房的潜意识动机

贴现是指客户在急需资金时，将持

有的商业汇票，经过背书卖给银行，以便

提前取得现款。经济学中的贴现不仅用于

金钱，还用于效用。传统的贴现效用理论

认为，各个时段的贴现率恒定不变（保罗

·A·萨缪尔森），而George Loewenstein

对此进行了修正，他发现收益和损失的贴

现率不一致，远期的收益比较不值钱，贴

现率更高，而远期的损失更值钱，贴现率

更低。而跨期抉择是针对不同时间段，对

“成本—收益”进行的权衡。

购房的一次性成本较高，且发生在

近期，而租房可以减少一次性支付的资金

压力，成本较低，但要在未来持续性地面

临损失（租金），即远期损失，因为远期

的损失更值钱，一次次付款的痛楚，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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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们居住的愉悦感。再加上中国房地产

中介行业管理缺位，对租客的权益保护欠

缺，房东随意涨租金，驱赶租户，使得租

客没有心理的安全感。而且租金支付只是

换来暂时的居住权，产权是别人的，在房

地产景气的时候，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

租金也相应抬高，支付的痛楚将与日俱

增，而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整

个社会的通胀，住房依然具有保值增值功

能，产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租房者远期

的损失更大。根据损失规避原理，消费者

无论是基于远期支付的更大痛楚，还是基

于对房地产产权的拥有，或是对租赁安全

感缺失的抗拒，都会选择购房，而不是租

房居住。

（六）“禀赋效应”——房东惜租的
潜意识动机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为获取商品愿

意支付的钱数，要大大低于被纳入参考点

后放弃该商品所愿意接受的钱数，即同样

一件商品，拥有这件商品的人，比那些还

未拥有的人，会对其估价更高，所谓“敝

帚自珍”。

该理论可以解释房东的惜租行为，房

屋的价值在其拥有者（房东）眼中，比潜

在的租客眼中的价值要高，房屋出租虽然

可以带来租金收益，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

缺失、房客与房东的互不信任，所以房东

更担心潜在的房屋设备损坏、非法使用、

房屋贬值等风险，房东（尤其是新房的房

东）宁愿将房屋空置，也不愿出租。而拥

有大量房源的投机炒房客更是倾向于将房

屋伺机高价转手，而不是出租，这导致了

大量的房屋空置，不仅是社会资源的巨大

浪费，也是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这些空

置的房源是政府租购并举政策供给侧改

革，以及房地产调控的重中之重。

四、租购并举政策的实施建议

（一）租赁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
土地情结的改变

房屋租赁市场与销售市场合理并存，

消费者可以按自身消费水平、消费习惯自

主选择，这是衡量房地产市场是否成熟、

健康的关键，国外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已经

相对完善，如德国、法国等，但我国目前房

屋的租赁以热点城市为主、中短期租赁为

主。租赁市场（尤其长期租赁）的发展需

要革新中国人延续千年的土地情结，非一

朝之功。长期租赁虽然有助于保证房地产

市场的稳定，但长期租赁资金回收期长，

收益相对较低，风险较高，所以很多开发

商倾向于销售物业，而不是持有出租。

就目前而言，房屋租赁应主要面向

一二线热点城市的新入职群体、低收入

群体、工作不稳定人群、青年群体，由市

场提供租赁房源，结合区域特点、就业特

点，结合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制度改革

等，为其提供住房保障，构建租购并举、

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市场。

（二）应注重相关政策的构建与完
善，减少消费者“懊悔”的砝码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应注重相关政

策的不断完善，应注重政策的实施效力，

减少购房者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

减少政策失灵对消费者的反向激励，从而

减少购房者的后悔值，使房地产销售市场

回归合理水平。市场大量的空置房源、恶

意炒卖行为应成为房产税、空置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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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对象，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财

政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利率政策

等的综合应用。

（三）减少土地财政的依赖，避免“地
王”的领涨效应

高房价源于高地价，土地财政是高

房价的最大推手。地方政府作为垄断的土

地供给者，是卖地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如

果不进行土地财政改革，许多地方政府将

面临破产，国民经济将无可维系，严重影

响社会的稳定。地方政府应采取科学合理

的竞标方式出让土地，避免仅用于撬动楼

市价格的天价土地的出现，用补差价、市

场准入、限期开发等手段加强这些“晒太

阳”的“地王”的治理，惩罚失信开发商

的炒卖土地行为，避免“地王”的领涨效

应，促使房价合理回归。

（四）完善房屋租赁双方权益保障机
制，构建公平、守信的市场氛围

政府应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加强房地产中介的管理，防止中介交易欺

诈、违法吃差价等行为；也应加强房地产

租赁双方权益的保护和违规行为的惩罚力

度，杜绝房东随意驱赶房客、租金乱涨、

交易欺诈、不退押金以及房客拖欠租金、

损毁设施、非法使用等市场乱象，这方面

可借鉴世界各国的成熟经验。

如德国，房东无权随意解除租赁合

同，除非房东自用；房租超过“合理房租”

20%属于违法，超过50%构成犯罪；[15]房东

有权获得租客的重要个人信息（工作证

明、个人征信记录、前房东推荐信等），租

客连续两个月没有付全租金，业主可以要

求租客搬走，也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意

大利要求租客必须把身份证件复印一份留

给房东，由房东报警察局备案，不履行该

义务是违法行为[16]。英国地方政府也颁布

禁令驱逐不良房东与中介机构，维护房屋

租赁市场稳定。日本对房地产中介从业者

有严格的注册和考核管理制度，租房要有

保证人，提供经济收入、诚信记录等，以防

租房者交不出房租。美国纽约甚至专门有

“租金控制及稳定”政策，约定每年租金只

能以非常小的比例上涨，但如果租客年收

入超过一定数额，租金就恢复到市场价[17]。

政府健全市场法律法规，保障租赁双

方合法权益，才能给房东、租客提供事实

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长期租赁才有可能

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居住常态，这对于一线

房地产销售市场的降温至关重要，对租赁

市场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五）空置房源的激活——租购并
举政策背景下供给侧变革的首要着手点

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需要解决租赁房

源的供给问题。向市场出让租赁用地，或

者试点集体土地上开发租赁房屋，固然有

助于增加租赁房源供给，但周期较长，且

可能由于投资回收期过长、风险较大被开

发商弃买，短期内增加租赁房源供给最有

效的方法莫过于激活空置房屋，这对二三

线城市尤其重要。

大量空置房屋是投机盛行的后果，也

是影响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

世界各国都对房屋的浪费行为予以坚决打

击，如征收空置税、罚款甚至直接推倒，

防止社会资源浪费（表1）。日本针对空置

房屋（长期无人居住且连续五年没有水电

消费），推出了“空置房银行”服务，由

地方政府委托的机构运营，辅之以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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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补助金、制度扶持，致力于修缮和重

新利用空置房，相关部门可以对房主提出

改善建议、劝告直至采取强制修缮措施

并要求房主承担相关费用。在“空置房银

行”登记的房主不仅更易找到房客，而且

还可能获得修缮、改造空置房的补助金。[19]

我国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可以空置房

源的盘活作为主要入手点，结合对租赁双

方权益的保障，辅之以各类政策措施（如

空房出租用作住房给予免税、奖励；空置

超过三个月征收空置税、社会资源浪费税

等），鼓励空置房源进入市场。当自身权

益可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禀赋效应所

带来的不安全感将大大减少，房东的出租

意愿将大大提高，从而可以短期内增加住

房供给、缓解住房紧张问题。长期来看也

有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打击投机炒

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对整个实体经

济的发展有百利无一害。

五、总结

租购并举政策作为一种消费导向，目

的是促进房地产消费结构的合理改进，防

止民众过度透支消费能力。但是由于中国

老百姓买房置业的消费倾向短时间内难以

改变，且住房上附着的社会权利目前没有

替代机制，所以近期我国房地产租赁市场

将以短期租赁为主，以一二线城市为主。

政府应关注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注重廉

租房、公租房的建设，完善公租房的申请

和退出机制，优先保障困难群体，这是建

设稳定的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政府还应注

重租赁、中介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完善，保

障租赁双方的合理权益，维护公平、诚信

的市场氛围，这是长期租赁发展的前提，

也是租赁成为中国百姓生活常态的必经之

路。

表1  各国防止房屋空置的措施[18]

国家 防止房屋空置措施

法国
第一住所免征空置税，第二住所按面积交纳空置税，第一年缴纳房屋市值10%的罚
金，第二年12.5%，第三年15%，依次累加

德国 政府要求空置房屋的业主必须在短期内使房屋重新利用

韩国 第一套房资产增值税税率9%，第二套36%，第三套60%到75%

英国
第一住所免征空置税，第二套住房免税2年，供业主选择哪套作为第一住所，之后对
第二套住宅开征空置税

荷兰 允许人们入住他人持有的闲置一年以上的空房

瑞典 将无人居住的住房推倒

丹麦 对闲置6周以上房屋的所有者进行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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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common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sale and 

lease, an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a big data survey of real estate consumption propens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ubconscious motivation behind real estate market performance and market 

behavior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principle. I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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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治理

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

们，尽管政府可以推进现代国家形成，并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但是社

会的问题可以由社会自己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经历

了将近70年的变迁。无论各地发展经验多

么千差万别，它们都在经历着由传统行政

化治理向多元合作治理的阶段。然而，传

【基金项目】上海师范大学 2018 年度校级文科青年学术骨干培育项目“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城市基

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政治功能提升研究”（A-7031-18-004029）。

城市社区治理的桥梁：
社区大楼管理小组运作机制案例与启示
◎ 张振洋

一、引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着传统国

家向现代国家的剧烈转型，转型期同时也

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如何解决社会

矛盾，维持社会的持久稳定是众多转型国

家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基层

社区作为国家的细胞，它的治理状况对于

摘  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转型，社会治理的转型在所难

免。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国家放权予社会，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区共治，进而实现自

治。在此过程中，大量基层性中介组织得以出现，成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纽带。

以上海市B社区的大楼管理小组为例，揭示了建立在资源支持机制、协商议事机制、社

区服务机制和社区认同培育机制基础上的大楼管理小组在电梯整修工作中是如何运作

的。通过对案例进行总结，从5个不同方面对B社区的大楼管理小组治理实践进行了反

思。如何实现该大楼管理小组的可复制和制度化，推进社区合作治理，是后续研究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社区治理  大楼管理小组  运作机制  绩效合法性  合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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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行政化治理正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内

卷化问题，政府的投入无法保证其可持续

性。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化治理无法妥善

解决诸如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利益

的表达和综合、共识营造和社区冲突等问

题[1]。针对于此，目前上海市的城市基层

社区正通过区域化大党建的形式，整合社

会各方面资源、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有效地开展基层社区建设。

传统的社区治理研究由两大路径组

成，一是自上而下的路径，一是自下而上

的路径。前者关注国家、政府等行政力量

对于社区治理的干预和控制[2]，其主要手

段是行政命令和动员[3-4]；后者关注基层力

量，尤其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区治

理中的作用[5-6]，其主要方式包括协商、合

作和参与等[5-11]。然而，传统的两大路径

既无法解释国家在社区治理中逐步对社

会进行的权力让渡，也无法解释国家对于

社区治理的柔性控制。因此，后续研究需

要将两种路径有机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展

示和理解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

互动。上海市的区域化党建工作则为这一

理论努力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尽管在上海

市区域化党建工作中，党组织引导下的共

治和自治路径各异，在体系建设、机制完

善、平台搭建、骨干培养等方面均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尝试，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

成果。但是，它们的共性在于在国家力量

（党组织和居委会）的领导下，通过整合

社区居民、培育党员精英领导的基层社会

组织，实现对于社会力量的吸纳，达成国

家与社会的合作。那么，这种主要由党员

精英组成，本质上又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基

层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后文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二、区域化党建背景下的社区治
理：B社区案例

B社区位于上海市P区，面积0.67平方

公里，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目前小

区共有户数1596户，常住人口3917人，其

中，户籍人数2895人，外来人口350人左

右，60岁以上人口882人。

社区内多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式多

层公房，是早期为了安置市中心动迁户以

及单位福利分房的项目。产权结构分为售

后公房及商品房两种，其中有18层的3栋

高层商品房，共有432户住家。

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市开始推广

党员进社区服务群众的“双报到”制度，

并最终充实完善了“区域化党建”的制度

设计，旨在以党建为抓手，整合体制内和

体制外资源，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满足社

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不断

加强基层群众工作、提高小区服务质量的

过程中，B社区逐步成立了72个楼组，推

选产生了80个楼组长，并发展了党员221

人。后文将会展示由6名楼组长的大楼管

理小组如何成为沟通国家和社会力量的重

要载体。

（一）大楼管理小组

B社区内的居民楼房主要由3栋高层

商品房和其他多层的售后公房构成。其

中，3栋高层大楼的人口数和老龄人口数

约占整个大居民区的1/4，在册党员数约

占1/3。因为是商品房，业主所支付的物业

管理费与售后公房有所区别，所住居民对

物业管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由于种种原

因，所住居民与原物业公司、业委会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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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较深，特别是经历了与原物业公司的一

场司法纠纷后，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

鉴于大楼各层的楼组长工作能力较强，同

时也来自居民当中，内嵌于B 社区，因此

他们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鉴于此，B

社区党总支、居委会设想在3栋高层中组

成一个管理小组，在物业、业委会、居委

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纽带作用。设想提出

后，就得到了物业公司、业委会和3栋高

层居民的一致赞同。2011年底，3栋大楼

在居民区党总支的指导下，从12位楼组

长中选出6位楼组长（其中4名为党员），

成立了大楼自我管理小组，并由楼组长、

居民区党总支委员Y担任自我管理小组组

长，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大楼管理小组

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大楼管理小组在3栋高楼的日常管理

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这在一定程度

上源于其特殊的结构设计。从自上而下的

角度来看，管理小组要接受社区党组织

的领导，但同时行政化色彩相对较低；从

自下向上的角度来看，小组成员全部由大

楼居民从12名楼组长中推选产生，必须及

时回应居民的基本诉求；从横向关系上来

看，管理小组从大楼居民的利益出发，就

大楼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业委会、物业公

司进行协商讨论，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与

此同时，管理小组充分培养和挖掘自身的

群众基础，鼓励小区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到

为社区服务的队列中来，还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兴趣、娱乐活动。

（二）运作机制

大楼管理小组作为社区党组织和居

委会与社区居民实现上下互动的桥梁和纽

带，在培育社区认同、服务社区群众方面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下文将重点考察

大楼管理小组的运作机制。

1. 资源支持机制

为了解决工作的场地问题，管理小组

将3栋大楼的废弃垃圾房简单装修后，创

办起“邻里之家”作为每周楼组长接待日

的固定场所。每周为老年人测血压、理发

的场地问题也一并得到解决。

同时，为了解决管理、服务中资金短

缺的问题，管理小组在大楼的门卫室前设

立了废旧物品收集点，把楼组居民随手扔

掉的废品收集起来变卖，以此来弥补关怀

老人、走访病人等方面的开销。更有热心

居民将不用的桌椅板凳捐赠到“邻里之

家”，以方便各种活动之用。

除此之外，从2011年开始，3栋高楼

的业主还重新获得了每橦楼房108室的经

营收益权。笔者进行调研时，这3间房产

主要出租给小区内的外来工，平均每间每

月可获得800元租金收入，一年共计近3万

元积累，是3栋高楼开展各种维修工作的

资金来源。为了规范财务管理，每栋楼由

两位楼组长分别负责钱和账，并且对于每

项财务开支都在楼道公告栏上定期、不定图1  B社区组织结构图

大楼
居民

大楼管理小组

组长

居民区党总支 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

兴趣小组 志愿者

领导/权力关系

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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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示。

大楼管理小组运作资金的顺利解决

为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奠定了重要基础。同

时，由于小组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社区的

租金收入，使其在坚持社区党组织和居委

会领导的同时，更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

诉求。

2. 协商议事机制

管理小组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协商议事，其基本机制充分体现了民主价

值、自治精神和服务导向。

首先，各楼组通过楼组长接待日，全

面收集大楼居民的各类诉求，坚持“能解

决的予以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反馈

给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委会”的工作原

则。然后，在每月一次由管理小组、物业

公司、业委会等各方参加的联席会议上，

管理小组就收集到的重要问题与物业公

司、业委会进行深入讨论，并敦促各方全

力加以解决。接着，管理小组会就问题解

决的情况接受居民的反馈，并作进一步跟

进和协调，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目前，大楼管理小组的沟通协调机制

主要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其中，每月

10号，管理小组都要会同业委会、居委会和

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一起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上一个月以来社区居民普遍反映的问

题，并协力寻求解决途径。如若遇到法定

节假日、双休日或其他事因，联席会议择日

另行举行。另外，如若发生其他需要解决

的事项，管理小组会与物业公司、业委会

等进行紧急磋商，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协商议事机制是社区居民表达利益诉

求、实现利益整合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培

育社区共识、协调社区矛盾，而大楼管理

小组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3. 社区服务机制

管理小组还主动承担了部分社区服

务的直接提供职责，形成了对行政化公共

服务机制的重要补充，成为社区居民自我

服务的典型案例。由于小区内的老年人数

量众多，管理小组就发动小区内的志愿者

为老年人开展各种精细化服务，如每周五

定期为小区老年人进行血压测量，并准确

记录在册；每月15号为老年人提供理发服

务，若有需要志愿者还主动上门。此外，

管理小组还定期、不定期地组织看望独居

老人、小区病人，不断提升弱势群体对于

社区的归属感。

通过开展以上服务，大楼管理小组的

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延伸，远远超越了当初

“沟通桥梁”的功能定位。公共服务的开

展，也进一步地帮助其在社区居民心中积累

了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12]，

使得管理小组与楼栋居民间的交往温度得

以提升。

4. 社区认同培育机制

管理小组还时常扮演着“老娘舅”

的角色，积极化解各种邻里纠纷和家庭矛

盾，为小区的和谐和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得社区矛盾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有效地维护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提升了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精神认同。

同时，管理小组还经常接受居民区

党总支的指导，串门走访，宣传党和国家

的基本政策、防火防盗基本常识，主动询

问社区居民在生活中的困难，鼓励邻里

互助。另外，管理小组还发动小区老人走

出家门，参加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现

在，小区每周三和周五定期举行的沪剧班

活动深受老年人的欢迎。

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大楼居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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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相互认识，小区成为了一个“熟人社

会”，社会资本得以形成，并开始在社区治

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邻里关系和家

庭关系更加和睦。由此，社区居民的社区认

同感得以提升。社区认同的提升为一些棘

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电梯整修

工作的顺利完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三、协同治理整合者：电梯整修
工作中的大楼管理小组

3栋高楼建成于1995年-1996年，使

用至今已20多年，很多设施都亟待翻新修

整，特别是6台电梯因使用频率高而破损

严重，而且最初投入使用时电梯顶部并没

有安装窗户，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3栋

高楼的居民多次向居委会、业委会反映，

希望问题能够得到尽快解决，但由于各种

原因，电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成为

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大楼管理小组成立

后，为及时回应居民诉求，建立管理小组

在居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全方位启动运作

机制，主导着电梯整修工作。

（一）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居民诉求输
入与管理小组利益整合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

争和执政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是实现

上下互动的一个重要机制。大楼管理小组

建立后通过重拾群众性治理价值，实现了

居民利益诉求输入与管理小组利益整合的

良性互动，寻找到了“一条适宜中国共产

党在群众动员机制上返本开新、促成其基

层组织恢复社会动员活力的道路”[13]。

大楼管理小组成立之后，不仅在楼组

长接待日，即使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也

陆续有楼栋居民向管理小组表达对电梯安

全的担忧，并急切期待早日进行整修。反

映得多了，管理小组就意识到问题的紧迫

性，立刻与物业管理公司沟通，督促其尽

快提出初步整修方案。

（二）联席会议中的方案讨论与利益
分歧显现

治理问题不仅具有技术性，更具有政

治性，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门艺术。实现多

元协同是解决治理问题的重要机制。因此，

大楼管理小组通过召开所有利益相关方参

与的联席会议，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管理小组、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

民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各利益相关方

均表达出了己方的意见和要求。然而，双

方随后却发现彼此之间存在重大的利益分

歧，整修方案遇到了阻碍。一方面，根据

物业公司的初步方案，物业公司通过工程

外包，施工公司的最终报价太高，远远高

出了居民的预期；另一方面，业委会很难

从维修基金中为此次整修提供资金支持，

因为维修基金归属整个社区业委会，而此

次电梯整修只涉及其中的3栋高层商品房。

（三）利益分歧的解决与自我服务决
策的作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区居民都在

等待政府和社区服务，缺乏主动性。毫无

疑问，社区自治无法以这种心理状态为基

础。只有社区居民不断提升政治效能感，

参与社区治理，实现自我服务，才是现代

社会公民应具备的素质。在电梯修理工作

陷入困境后，大楼管理小组的成员发挥主

动性，不断推进居民的自我服务工作。

联席会议结束后，电梯整修计划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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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法满足现有方案，一度陷入困境。但

是，管理小组在以Y为代表的几名党员成

员的带领下，通过周密的调查了解市场行

情，最终发现原施工公司的报价远远高出

市场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包含的人工费

用太高。

针对于此，管理小组决定通过自我服

务，解决资金与方案不匹配的问题。经过

与物业公司协商，并经由楼栋居民同意，

管理小组自行到建材市场采购维修器材，

由厂方负责安装，顺利地以较低成本实现

了对电梯的修缮，成功地解决了广大大楼

居民的诉求。

（四）绩效合法性积累与居民认可度
提升

积累的治理绩效普遍存在于社区党组

织和居委会主导的社区治理中[14]。电梯的

成功翻修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小组的威望，

其工作成绩和方式得到3栋高楼居民的普

遍认可。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高层

的住户习惯性地将电动车等重物带入电

梯，严重损坏了电梯厢内的复合地板。

针对这种情况，管理小组经过讨论

后决定，再为每座电梯添置一块地毯，同

时，管理小组还与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

公司一起协商策划在小区内修建一个专门

的自行车、电动机停车棚，以解决高层住

户的停车之忧。同时，针对广大高层居民

所普遍关注的维修资金问题，此次电梯整

修及地毯购置的费用则最终通过租金收

入来支付。3栋高层的居民在没有多余支

出的情况下，就解决了大家的急难愁盼问

题，大大提升了其对管理小组工作的满意

度。显而易见的是，大楼管理小组通过不

断地解决社区高层居民的现实需要，为自

己在社区居民中立足提升了合法性支持。

四、B社区大楼管理小组治理实
践的理论反思

大楼管理小组在B社区的成功治理中

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实现了居民利益

的表达、综合，提升了对于居民需求的回

应度，形成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做法，值

得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

（一）自下而上的治理载体能够提升
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性

大楼管理小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填

补业委会的功能缺失而生。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3栋大楼的房产性质较为特别，当

初业委会的设立并没有将这种差异考虑进

去，也无法对高楼居民的利益诉求作出回

应，以致后来高楼居民与业委会、物业公

司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并酿就了一场耗时耗

财的官司。

大楼管理小组与业委会同为居民自治

的组织，只是二者出现的方式有异，后者

是国家法定的，而前者更具基层性。从实

际运作情况来看，管理小组更为楼栋居民

所接受，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小区（楼

栋）的利益更为一致，共同体认同度更

高；其二，管理小组衍生出了更多的服务

功能，更受居民欢迎；其三，小组能够容

纳更多的居民参与，并将自下而上的参与

和自上而下的领导很好地结合起来。

管理小组从其诞生到其运作成熟表

明，基层自治的成功实践，关键不在于它的

组织形式或名称，而在于其是否能够在最

大程度地动员参与的同时，对民众的诉求

作出及时的回应。而楼栋居民的态度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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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业和业委会的）不信任到（对管理小

组的）信任的转变也说明，更好的自治能够

为政府和草根组织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从

而为基层管理和服务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二）互信包容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
系的授权协作是自治成功的软实力

B社区成功的自治实践得益于组织上

的优良设计和运作机制上的独特创新，主

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大楼管理小组得到了居民区党

总支、居委会、业委会等的授权和包容，

由此获得了“生存权”的合法性。成立大

楼管理小组的最初动议是由居民区党总支

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的，一开始就赋予其组

织制度上的合法性，为其顺利开展工作提

供了基础；大楼管理小组的成员是由推选

后的3栋高楼的楼组长构成的，楼组长长

期以来都是居委会开展社区工作的重要帮

手，因此，大楼管理小组的工作也在相当

大程度上得到了居委会的认可和支持；另

外，业委会也将部分管理权限主动让渡给

管理小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管理小组

还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3栋高楼出租

的108室都是由业委会代其与租方签订合

同的，而租金的征收、管理和处置等权力

则交给管理小组行使。没有不同组织间形

成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管理小

组的成立和运转是不可能的。

其次，沟通协作的工作方式和灵活多

样的服务提供是管理小组焕发活力的重要

原因。新成立的管理小组一方面接受党的

领导，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民众诉求的回

应，其工作方式的行政色彩在一定程度上

得以消解，这实际上来自于行政化组织的

充分信任和授权。同时，管理小组在与楼

栋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互

动的过程中，也更加强调沟通、理解和双

赢，成为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实现柔性控制

的重要抓手[2]。

（三）提升社会资本是社区自治的目
标和文化基础

从职责范围来看，管理小组与现有

的业委会和居委会都有一定的重叠，对其

性质或工作边界进行具体界定操作性不

强。因为管理小组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

着3栋高楼的居民而展开的，小至空调滴

水维修，大至邻里内部矛盾调解，凡是小

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都会直接反映到

管理小组来，管理小组将会予以处理。以

“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需求，整合

社区资源予以解决，能够极大地提升社区

社会资本，形成居民对大楼管理小组的高

度信任的横向网络。

相应地，“情面”也成了管理小组工

作过程中所能动用的重要资源。通过参加

社区举办的各项文体娱乐活动，楼栋居民

之间的熟识度和亲近感不断提升，为治理

问题的解决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各楼

组长在广大社区居民中也拥有一定的威

望，在解决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如募捐

征集、邻里纠纷调解等，各位楼组长不仅

要晓之以理，更重要的是动之以情，社会资

本就发挥了正式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党的领导是社区自治的制度内核

基层自治中党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用区域化党建带动社区建设和治理

的前提。一方面，党的领导可以为基层自

治提供正确的方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明

确的思路。有时候完全依靠群众的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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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解决问题。B社区3栋高

楼的居民虽对原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不满已

久，但只有在得到党总支的明确指导后才

真正通过大楼管理小组实现了自我组织和

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为基层

自治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人事基础。

管理小组6名成员中，包括楼组长在内的

4名成员都是党员。这完全体现了民意诉

求，因为6名管理小组成员完全由楼栋居

民推选产生的。而这些党员之所以得以当

选和胜任，是因为他们在平时的工作和生

活中能够很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拥有

良好的群众基础。

（五）社区治理的成功建立在成功整
合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一大

基本特征，它既是推动基层自治的重要动

力，也往往构成自治工作顺利开展的严重

阻力。不过，基层自治要充分体现民主讨

论和协商一致原则，很可能这种自治往往

不可能真正做成任何事情，因为总是会有

少数人的利益存在。社区内部的多元化利

益可以通过加强社区认同感的培养来进行

整合，具体途径包括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

活动、加强宣传等，这也是管理小组目前

所致力于从事的工作。但是，社区认同感

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少数人的利益也

并不会被完全消除。

另外，B社区的自治实践实质上还是

社区精英带领下的自治，这是目前的现实

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普通民众

的自发参与和自我管理。如何发挥传统乡

绅治理的优势，并在精英的带领下将更多

的群众发动起来参与社区治理，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社区治理的去行政化[15]，还需要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五、结语

B社区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两个方

面：一方面，坚持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

领导，在体制规定的合法空间内运作；另

一方面，坚持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充分发

挥社区精英的群众基础，调动社区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通过自上而下的指

导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社区共治得

以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大楼管理小组

发挥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作

用，是社区合作治理的整合者。

当然，B社区的案例仍然存在一系列问

题，集中体现在其可复制性和制度化上。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拥有良好

的自治骨干，其经验的可复制性需要考虑

其结构性条件。同时，大楼管理小组通过

绩效累积合法性存在事本主义逻辑，如何

实现管理的制度化、实现社区合作治理的

常态化，仍然需要今后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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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dg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mplications from Building Management Group
Zhang Zhenyang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led to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which also can be see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empowered much more room by the state and co-governance between them has been gradually 

achieved and self-governance is emerging in some communities. A lot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ve sprung up as bridg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group as a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isting of resource-supporting 

mechanism, deliberation mechanism, community service mechanism and consensus-nurturing 

mechanism, operates in the project of repairing the elevator in community B in Shanghai. It then 

sums up the case mentioned, on which reflections in five aspects are made. The paper argues that 

following studies need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repl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group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o pave way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building management group; operation mechanism; 

performance legitimac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99

《城市观察》2018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No. 5, 2018

种行为，开始停缴物业费。在停缴6个

月后，他被物业告上法庭，但由于双方

证据不足，法院建议庭外和解。经此事

之后，霓先生决定组建业委会，并向街

道办事处询问具体成立流程。但目前霓

先生所居住的小区入住率为30%，未达

到业委会成立要求的50%。于是，霓先

生欲成立临时业委会，但该事情被街

道办、房管局和开发商互相推诿，没有

下文。后来霓先生想组织更多人成立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

（18XZZ006）。

城市治理视域下
中美业委会成立流程比较研究
——兼论业委会成立难问题

◎ 李利文

一、问题提出：从一则案例说起

案例：无锡市某小区霓先生拿到

房子后开始装修，由于新房装修需要

工程部同意，但霓先生性情刚烈，不愿

走“人情路”，导致其与保安大打出

手。装修完工后，因停车问题，霓先生

与物业间的矛盾再次升级。入住后，物

业还经常停水停电。霓先生为抵制这

摘  要：业委会成立难问题主要存在“维权工具说”“利益相关说”和“权力意识

说”三种解释路径，现有研究很少从业主组织成立流程视角进行剖析。根据环境-组织

-行为三维视角构建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诊断性分析框架，以寻找业委会成立难的

根源所在。通过中美业主组织流程比较研究发现，影响业委会成立的核心是植根于宏

观环境中的业委会的目标设定，其在整个业委会成立流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支配着包括

筹备、选举、交接和备案等多个环节。从该视角出发，业委会成立难的问题应该从业委

会目标替换、模式切换和流程再造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

关键词：业委会  成立流程  中美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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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无奈大家都不太关心小区公共事

务。①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尽管该小区的

入住率不高，但其深刻地反映了当前我国

城市社区治理中业委会成立难的普遍问

题。业委会成立难在何处？根据材料可以

提炼出三个“难处”：一是维权似乎成为

业委会成立的必要条件；二是政府认同是

业委会成立的重要影响因子；三是业主意

识是业委会成立的重要前提。

这三个“难处”对应着现有研究中零

星分布的关于业委会成立难的三种解释。

一是“维权工具说”。即将业委会视为维

权的工具，因而受到地方政府和物业公司

的排斥。王汉生和吴莹认为成立业委会的

想法大多源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行动的需

要，如向开发商维权、更换物业等[1]。业主

也深刻地认识到，开发商前期遗留的问题

大多带有公共权益性质，没有业委会很难

进行有效维权[2]。陈鹏还根据“维权”和

“自治”两个阶段，将业委会分为“斗争

型业委会”和“常规型业委会”，现阶段

业委会基本上是因维权需要而成立的[3]。

这种解释主要存在于业委会研究的社会运

动理论范式中；二是“利益相关说”。即

业委会的成立对多个利益主体产生相关影

响。夏建中认为：“业委会的主要工作就

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4]。”即

业委会成立限制了物业的权力。张磊通过

对七个社区业主的调研发现：房地产商利

益集团是业委会成立的最大障碍[5]。而且

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会直

接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

业委会成立的前提条件[6]。更重要的是，

赋予房管局和街道办对业委会成立和运

作的监督权，会使业委会更容易受地方政

府的干预和影响[7]。这种解释在实务界相

当普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三是“权利

意识说”。李连江认为权力意识包括两层

含义，一是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二是

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来实现这种保护[8]。

然而我国业主大多对小区公共事务表现冷

漠，不愿积极参与。朱健刚认为业委会在

社区中并未被居民从文化上接受和认同，

居民尚未有与陌生人共组社团的意愿[9]。

这种解释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

式微。

通过对上海市XH区的调研发现，业

委会成立难不仅与这三种解释紧密相关，

而且与业委会成立流程高度相关，尤其是

镶嵌于业委会成立流程中的制度安排、流

程结构和理性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和《业主大

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等法律法规对

业委会成立流程的具体规定（见图1），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一般成立一个业主大

会，业主大会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已交付的

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总面积50%。当达

到条件时，建设单位应及时报送筹备首次

业主大会所需的文件，区、县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

该在收到业主提出筹备业主大会书面申

请后60日内，负责组织、指导成立首次业

主大会会议筹备组。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

备组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代表、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代表和居民委员会代

表组成。筹备组应当自组成之日起90日内

完成筹备工作，组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

议，表决通过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文件

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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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备案

手续。最后，业委会持备案证明向公安机

关申请刻制业主大会印章和业委会印章。

从整个成立流程来看，制度安排、流程结

构和理性行为都深深嵌入业委会成立流

程各个环节之中，成为影响业委会成立的

“政治机会”。

反观美国，其业主组织的成立不仅得

到居民的高度认可，而且得到开发商和地

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不仅没有面临国内

业委会“难产”问题，而且带有业主组织

的房地产开发受到热烈欢迎。“一些没有

成立业主组织的老社区甚至试图通过相关

程序成立业主组织，对小区公共事务进行

管理[10]。” 1980年-2000年，美国新开发

的房地产半数以上都建立了业主组织[11]。

目前美国至少有6200万居民（占美国人

口总量的20%左右）居住在带有业主组织

的房屋中[12]。现在美国业主组织的数量是

1970年的30多倍，是地方政府数量的3倍

以上，而且其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还在

快速“蔓延”[13]。中美之间业主组织的成

立状况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别？目前，国

内研究很少从与业委会成立密切相关的流

程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剖析，本文试图通过

一个诊断性分析框架来比较中美业主组织

成立流程，以回答这一问题。

二、美国业主组织的分类与成立
流程

在对比中美业主组织成立流程之前，

首先对美国业主组织的分类与成立流程进

行简要介绍。在美国并不是所有房地产都

建立了业主组织，大部分传统社区（Tra-

ditional Community）还没有建立业主组

织，其小区公共事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来进

行管理。但最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共有权

益房地产（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s）

大都建立了业主组织。共有权益房地产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公寓（Condo-

minium）、规划房地产（Planned Develop-

ment）和股份合作制（Stock Cooperative）
[14]。三种房产类型分别对应公寓协会、住

房协会和股份合作社三种业主组织。公寓

协会和住房协会占美国居住区协会总量

的95%以上，发展十分迅速。虽然三种类

型的业主组织都具有“志愿性、排他性、

替换性、自给性和策略性”[15]，但三者之

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见表1）。公

 
图1  我国业委会成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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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业主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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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一般是位于城区的高层高密度建筑，公

共空间较小，一般由公寓协会进行管理和

维持。股份合作制一般也是位于城区的高

层高密度建筑，公共空间也较小，一般由

股份合作社进行打理，但股份合作社可以

进行买卖，个人只是通过契约获取其中部

分股份。规划房地产一般是指位于城郊的

分散的独栋房屋（Detached Single-family 

Homes），公共空间较大。与公寓和规划

房地产相比，股份合作制受到政府冷落，

因为股份合作制建设的整个房产只需要

一次抵押贷款，而其他两种类型房产是

独户出售的，100个单元就会产生100份抵

押贷款，由此产生的聘请律师等费用也会

更多[16]。因而，公寓和规划房地产更受地

方政府和市场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门禁

社区（Gated Communities）也是规划房地

产的一种类型，其一般都建有业主组织，

“门禁社区一般可以分为生活方式导向型

（Lifestyle Communities）、权势彰显导向

型（Prestige Communities）和安全防护导

向型（the Security Zone）[17]”。我国新开发

的房产类型，主要类似于美国的公寓和规

划房地产，且许多社区设有围墙和门禁，

也就类似于美国所称的门禁社区。

无论美国哪种类型的业主组织，其成

立流程都是类似的（见图2）。在美国只

要开发商的房产开发满足规划居住房地产

分区制（Plann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Zoning）和联邦、州、地方政府法律法规

的要求，开发商就可以通过起草和制定

《契约、先行条件和规则》（Declaration 

of Covenants,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简

称DCC&Rs）来成立业主组织[18]。DCC&Rs

起草一般先于业主组织成立，因为其对业

主组织成立的具体流程、治理结构和具体

细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在房产开发时，根

据DCC&Rs规定，“开发商一般会指定一

个初始董事会，该董事会的投票权重是

其他业主的3倍，这一规定可以确保房产

在数年内顺利建成”[19]。初始董事会按照

DCC&Rs细则进行管理。在这一阶段，如

果业主董事会需要取得法人资格，则需要

到对业主组织成立有管辖权的政府办公

室登记存档，这样业主董事会才成为法律

实体，才能从房产开发项目中独立出来。

一旦居民购买这类房产并签订DCC&Rs，

居民就“自动并强制加入业主组织（Au-

tomatic, Mandatory Membership Organiza-

tions）”[20]，并须严格遵守业主组织的相

关规定。一般在第一个房产项目地块或单

元出售后的几个月或者大部分的业主权益

表1  三种房产业主组织的差异

公寓 股份合作制 规划房地产

建筑类型 高层 高层 低层独栋

建筑密度 高 高 低

区域位置 城区 城区 郊区或城郊

政府态度 鼓励 消极 鼓励

公共空间 小 小 大

资料来源：根据Evan Mckenzie. Beyond Privatopia: Rethinking Residential Private Government[M].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2011:8-10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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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转移给新业主之后，按照项目法律文书

规定，第一次全体大会通常会在开发商或

者开发商雇佣的社区协会管理公司组织

下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产生新董事

会，由开发商实际掌权的初任董事会将全

部控制权转交给新董事会，新董事会成员

一般是在开发期购买地块和单元的人，因

而其代表新业主的实际利益[21]。业主组织

成立后可以到州私营服务公司服务供应机

构刻制印章或会员证书等，但美国一些州

对组织印章并无特别规定，一般除非是法

律要求或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往来需求，不

然协会印章并无多大用处。

三、中美业主组织成立流程的差
异比较：一个诊断性框架

根据比较研究方法论，两种相似组

织导致不同的结果，应该重点比较两种组

织的不同点。为更深入系统地对中美业主

组织成立流程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前先引

入一个用来找寻问题和确认目标的“诊断

性框架”（Diagnostic Framing）[22]，用以

区分提供解决问题方案的“策略性框架”

（Prognostic Framing）和用以论证行动合

理性的“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

ing）。笔者根据环境-组织-行为构建了

一个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的诊断性分析框

架（见图3），试图通过业主组织成立流

程差异的中美对比来找出业主组织在我国

成立难的“病因”。  

1. 宏观环境

业主组织成立流程虽然是一个微观具

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宏观环境的影响，而且有时这一影响还起

着根因性作用。从上述两国业主组织成立

流程来看，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个宏观环境

因素是社会基础和法治环境。就社会基础

而言，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生长”的社

会，而我国是一个自上而下“构建”的社

会，两者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差别。美国

“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管理”[23]，而

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基础会造就不同的社会环境，

业主组织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其在很

大程度上受业主的自治能力和社会自治传

统的影响，而在社会基础较强的国家，业主

组织的自治能力也可能更强，因为良好的

社会自治传统不仅为业主组织成立输送优

质的人力资源，而且还为业主组织成立提

 
图2  美国业主组织成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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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起来的社区业主自治组织，但两个国

家的业主组织在组织目标、成立方式和组

建次序上都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两国业

主组织成立的目标不一致。美国业主组织

的成立是为了在地方政府之外创建一个能

更好地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自治组织，来

“保证房产保值增值、维护社区安全和满

足业主需求”[25]，即成立业主组织是人们对

更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而

在我国许多地方要么没有成立业委会，要

么是各种维权活动促使业主被迫成立业委

会，真正依靠业主自主成立业委会的情况

非常少。亦即，我国业委会成立是一种被

动行为，而非主动行为。其次，两国业主

组织的成立方式也不一样。在美国，业主

组织主要是由开发商来组建，开发商通过

政府审批拿到项目，然后将土地细分为地

块和单元进行销售。开发商成立业主组织

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其“更好地管理包括开

放空间、街道和娱乐设施在内的公共空间

（common areas）”[26]。我国业委会成立是

由政府主导的，一般当物业管理区域内已

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物总面积的

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就法治环境而言，美

国很早就建立了“以野心来对抗野心”[24]的

制衡制度，而我国虽然法治进程在不断推

进，但“人治”观念还很浓厚，法治还相对

薄弱。从业主组织的成立流程来看，中国的

基层行政部门对业主组织成立具有重要影

响，在业委会成立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基层

行政部门的指导、组织、审批、备案、登记

等，离开基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业委会几

乎无法成立，因此搞好与基层政府部门的

“关系”是业委会成立的关键。反观美国，

地方政府对业主组织成立的干预较少，主

要是通过联邦、州或地方法规来进行调

节，只要业主组织的成立没有违背法律法

规，成立业主组织完全属于开发商和业主

自身的自治行为，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国社会

较强的自治传统和自组织能力。可见，中美

两国在宏观环境上的差异为业主组织成立

流程的差异定下了基调。

2. 中观组织

中观层次是指业主组织自身的一些性

质对业主组织成立流程的影响。虽然这里

所指的业主组织都是指商品房开发过程中

 
图3  基于成立流程比较的业主组织成立难的诊断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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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时，则由建设单位或开发商向当地政

府部门及时报送筹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所

需材料；建设单位或开发商不提出的，可

以由业主提出。但往往在国内很多情况是

开发商只指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管理，

绝口不提组建业委会事宜，而广大业主在

很多情况下又缺乏自主治理的意识，只有

当业主与物业产生矛盾、无处伸张时才会

想到要成立业委会，而此时成立业委会已

然成为一种维权行为。最后，两国业主组

织的组建次序也不一样。美国业主组织成

立之前开发商就已经拟定好了业主细则和

管理规约，以后的初任董事会、第一次业

主大会、权力交接、业委会组成等都按照

提前拟定的细则和管理规约进行操作，即

“业主组织已提前创建于文件中”[27]。而

我国业委会成立虽然按法定程序进行，但

其中的弹性很大。只有当业主入住率达到

50%时才有可能建立业委会，而美国只要

业主一入住就有业委会提供服务。两国业

委会在备案登记环节也不一样，在美国是

成立前备案，在国内则是成立后备案。成

立前备案实质上是一种自治权的赋予，而

成立后备案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业主自

治的一种监督和控制，两者存在实质性差

别。    

3. 微观行为

利益相关者在理性经济人角色支配

下的微观个体行为也会对业主组织成立流

程产生深刻影响。从中美业主组织成立流

程而言，利益相关最紧密的两个主体分别

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单位（开发商）。在美

国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推动业主组织成

立，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业主组

织被视为地方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提供地方公共服务上对地方政府有

一定的“替代优势”[28]，能更好地满足社

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且这种优势

也不会使地方政府在基层“被业主组织所

取代”[29]；二是业主组织成立有利于缓解

美国的财政危机，因为业主组织可以通过

“双重税收（Double Taxation）”向业主

征收两次费用，“一次以业主组织提供的

‘私人服务’为由而收费，一次以地方政

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由而课税”[30]，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政府开源节流，缓

解地方公共财政危机。正是因为这两个理

由，美国地方政府对成立业主组织一般持

鼓励态度，尤其是鼓励带有业主组织的共

有权益房地产的开发。而且在美国，开发

商也是业主组织成立的积极推动者，发展

带有业主组织的共有权益房地产至少对其

有两方面优势：一是节约成本，即将大批

分散的住户集中在一个区域，共同提供公

共服务，节约了土地成本和运作成本[31]；

二是更多商机，即房产开发之后，开发商

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开发如高尔夫、健身

房等营利性企业，创造收益。因此，美国

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是业主组织成立的

积极推动者。在国内，地方政府和开发商

对成立业委会并无多大兴趣，有时甚至抑

制和阻碍其成立。就地方政府而言，一方

面希望业委会能够成立起来，为其分担一

部分社区公共事务，一方面却又设置重重

障碍阻碍其成立。因为许多业委会成立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的自治，而是为了小

区业主维权。而且在我国缺乏自治传统，

业主组织在缺乏政府引导下很难有效地进

行运作。再者，社区公共事务仍由带有浓

厚行政色彩的居委会进行治理。许多地方

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成立业委会只

会耗费其有限的精力，很难达到预想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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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因而基本持消极的态度。就开发商而

言，业委会成立会加强对物业的监管，有

利于小区业主的维权行动（为其提供组织

合法性），增加物业的工作量，面临业委

会成立炒掉前任物业的风险等，这些都直

接影响开发商或物业的利益，因而开发商

和物业一般对业委会成立持消极态度。

4. 诊断反馈

从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中美业主组

织流程在宏观环境、中观组织和微观行为

三个层次上都存在明显差别，这三个层次

的主要影响因素都对业主组织成立流程

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宏观环境的影响

下，美国的业主组织成立流程是社会力量

支配的，而我国业委会成立流程是地方政

府支配的，这两种流程模式为业主提供的

控制权和政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但从发

生逻辑上而言，植根于宏观环境中的业主

组织目标差异支配着个体行为，是影响业

主组织成立的核心逻辑。业主组织成立目

标的差异是影响业主组织成立流程的逻辑

起点，而业主组织成立目标在不同的社会

基础和法治环境作用下又塑造了不同的流

程结构，业主组织流程结构在微观个体利

益的嵌入下选择了不同的成立方式和组建

次序，即使这些成立流程为法律法规所固

化，但以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

代表的个体理性的嵌入，很容易让法律法

规所固化的“成立流程”流于形式，而实

质上为个体理性所操纵和支配。因而，从

业委会成立流程视角的诊断结果来看，业

委会成立难的关键在于业委会成立目标的

定位不准确，再加上在社会基础和法制环

境等不健全的情况下，业委会成立与地方

政府和开发商等多元利益相悖，两者之间

形成了巨大张力，从而导致我国业委会的

组建率一直不高。

四、中美业主组织成立流程比较
的启示

黑格（Rod Hague）和哈罗普（Martin 

Harrop）认为：“比较研究能够扩大我们

的理解，能够改善分类并提供解释乃至预

测的潜力”[32]。通过中美业主组织成立流

程的比较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中美两国业

主组织成立流程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影

响因素，这也为我国业委会成立难的解释

提供了一个视角，这种比较研究对我们的

启示也是多元的。

1. 服务与维权：业委会成立目标的合

理定位

业委会成立目标不当是引发整个业委

会成立流程受阻的逻辑核心。美国业主组

织的成立初衷在于提供更好的社区公共服

务，而我国业委会成立的目标则异化为维

权。美国业主组织是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为地方政府和业主组织的主

要目标一致，业主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是

一种合作互补关系。而在我国业主自治意

识缺乏的情况下，业委会很难通过法律法

规规定的正当流程而成立，往往是等到社

区内部出现问题时才在艰难的维权过程中

成立，这使得业委会成立的方式和目的都

已异化为维权，业委会与地方政府之间演

化为一种对立关系。而在我国当前基层社

会治理求稳的逻辑下，以维权为目的的业

委会成立自然会受到排挤和阻碍。另外，

业委会成立没有提前意识，往往被动地卷

入维权行为。很多业委会在没有及时成立

的情况下，就被动地被业主赋予“维权”

的意义，业委会成立目标被现实行动所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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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被地方政府视为稳定的威胁。因而，

在业委会成立过程中一定要合理界定其成

立目标。应该看到，业委会是业主自主治

理社区公共事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

主要任务是为小区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和

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并非仅是业主维

权的工具。政府也应该将业委会视为重要

合作伙伴，而不是维稳对象。

2. 政府与社会：业委会成立模式的合

理转换

美国业主组织的成立流程基本是社会

主导的，地方政府在业主组织成立过程中

干预很少，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主

组织基本能在开发商的主持下成立起来。

而在我国业委会的成立流程基本是政府主

导的，地方政府在业委会成立流程的各个

环节都有介入和干预的机会。比如条件满

足时要报送地方政府，筹备组建立时要有

地方政府代表参与，业主大会召开时要接

受地方政府指导，以及审批备案等环节也

需要地方政府批准。因而，中美两国业委

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成立模式，美国业主

组织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社会和法律，当业

主组织所管辖区域范围的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时，“业主组织会随时准备就公共服务

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向政府官员表达当地居

民的要求”[33]；而我国业委会的合法性主

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理由和机会

介入业委会成立流程的各个环节，对地方

治理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我国业委会的成

立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我国的政

治、行政环境紧密相连的，尤其是我国强

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过

来，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惯性还很大。因

而我国业委会自治还需加强社会力量的培

育，政府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适当释

放社会空间。只有这样，业委会才能在政

府与社会的平衡中寻求生存空间。

3. 利益与制度：业委会成立流程的合

理再造

虽然业委会的成立流程主要受业委会

的成立目标和成立模式影响，但在具体流

程设计上进行适当的优化和改善，也有利

于业主自治空间的扩展。首先，美国业主

组织在成立前一般先由开发商在政府审批

下创建于文件中，以后各个环节只是按文

件进行具体操作，愿意遵守相关细则的可

购买相关房产，不愿遵守的则可购买其他

房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用脚投票”的

结果。这样减少了业主组织成立过程中各

种耗时耗力的沟通和协调。而我国业委会

成立时规章制度的拟定一般都是在筹备和

第一次业主大会等环节中进行，这样在沟

通和讨论中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甚至可

能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

的做法，在房产开发过程中由房地产商在

地方政府监督下负责拟定业委会细则，并

负责成立业委会。其次，美国是事前登记

备案，而我国是事后登记备案。这种登记

备案次序的差异实质上体现的是地方政府

在业委会成立中的干预程度，事前登记是

放权的标志，事后登记则是集权的标志。

我国业委会成立难在一定程度上与此密切

相关。例如业委会成立之后想以法人主体

身份进行法律诉讼，如果缺乏政府登记备

案，法院将会以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进行

驳回。因而，业委会成立流程再造实质上

是一个制度优化和利益协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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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该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是我国许多地方业委会面临的典型问题，而根据个案研究方法论，典型问题

具有一定的外推性。在上海市XH区业委会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类似的问题还大量存在，但该案例具

有较强的整合性，能较全面反映调研中发现的多种现象，因此本文采用此案例。资料来源：e房网：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所不能突破的阻力》,http://www.efw.cn/news/n197860.html,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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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o-US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Homeowner 
Association under the Urban Governance Perspective
Li Liwen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main explanati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of establishing Homeowner 

Association, i.e., the tool of right-defending, stakeholder theory and consciousness of civil rights. 

The existing studies seldom analyze this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acro-medium-micro diagnostic analyzing frame-

work according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organization-behavior. 

Through comparing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HOA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re logic aff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HOA is the goal setting of HOA, which is 

grounded in macro social environment and dominates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election, han-

dover and filing. Therefore, the difficulties of establishing HOA should be solved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object substitution, mode switching and process reengineering.

Keywords: homeowner association; establishment process; Sino-U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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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为代表的环境抗争就是例证。皮特·

何（Peter Ho）全面论证了中国环境保护

主义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ism）。环境抗争行动在城市

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嵌入性”的共生

结构，采取多要素结合的策略实现自身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生成机理及优化策略研究”

（15CZZ034）；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地方治理中的学习型政策变迁范式研究”（GDZT201505）；

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课题“城市邻避抗争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研究”（GDYB2018004）。

行动进入过程：
环境抗争与城市治理的共生结构
◎ 杨志军

当今世界处于风险社会，城市治理

面临巨大挑战。人口集聚、交通堵塞、环

境污染、居住昂贵等问题时刻挑动公共

管理部门的神经，其中在环境方面涌现出

来的问题日益成为政府管理的心病和老

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拦路虎，以城市邻避

摘  要：形成并保持良性政策变迁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能力，环境抗争引发非

常规政策变迁经常性挑战现有城市治理秩序，削弱城市治理能力，是现代城市治理格

局锻造的重要议程。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从二者的共生结构来看，市场力量进

入政治过程形成环境抗争的脱嵌基础，环保组织进入政府过程依靠身份合法的资源获

取，社会力量进入政策过程显示共识建构的双面效果，环境评价进入社会过程获得治

理工具的评估效果，居民自治进入实践过程探索城市治理的落地行动。在政府、市场、

社会共同建构多元协作环境治理体系的趋势下，现代城市治理必然要求消弭环境抗争

危害，建立开放参与的民主决策体系，从政策体系和政府过程上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

进而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风险社会  环境抗争  城市治理  共生结构  多元协作

【中图分类号】D035.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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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即三个方面：组织自律、自

觉地去政治化立场、对非正式策略与关系

的依赖[1]。环境保护行动者来源于我国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涌现出来

的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

的各类民间性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

各类群众团队。环境抗争行动者产生于新

世纪以来城市邻避型公共工程项目兴建过

程中地方居民以暴力抗议的方式反对，从

而达到“一闹就灵”的效果，表现为现有

项目“一闹就缓”“一闹就迁”“一闹就

停”“一闹就改”，迫使地方政府作出某

种政策改变，回应民意，满足要求。他们

与城市治理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共生关

系结构里面，环保组织、公民、新闻媒体

和其他参与或者从事环保活动的组织是如

何让自身的行动进入到政府及政治过程，

本质上是要形成良性政策变迁能力，由此

构成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能力。

一、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能力是
良性政策变迁

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国家治理迈向

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中枢推动作用。纵观全

世界城市政府的使命和功能，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具备推动良性政策变迁的能力。因

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政府组织代表民

众成为最大的合法公共组织，其职能就是

促进经济增长、优化市场监管、提高公共

服务、搞好环境保护。这些职能的发挥靠

的是政策，每一个职能投射出来的良好治

理行为，即善治的达成，都需要依靠政策

来完成。政策的迟与早、公与私往往关系

到城市治理的优劣，而衡量城市政府政策

能力的关键就是看贯穿政策决策到评估的

政策变迁过程是不是良性的。形成并保持

良性政策变迁能力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

能力，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经常

性挑战现有城市治理秩序，削弱城市治理

能力，是现代城市治理格局锻造的重要突

破议程，同时也为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

带来了机遇[2]。

从政策循环论的角度看，绝大部分

公共政策变迁过程都是一样的：问题建构

与议程设置、形成多数的支持联盟、政策

设计与合法化、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然

而，在不可胜数的政策中，由问题出现、

提案产生到政策制定再到结束都遵循此规

律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政策都会经历

次数不等、规模不一的变迁过程，最后走

向终结。即使政策演变至结束，也不能说

其作用就完全消失，某些特点依然可能为

其他政策所继承。因此，值得讨论的焦点

不是政策是否需要改变，而是政策为什么

会改变、改变的形态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变

等实质的政策变迁问题。城市治理中必须

依靠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往往产生于政策

变迁过程，政策变迁是良性的、政策本身

必然是好的；同理，若一个政策的制定出

台是有问题的，政策变迁必然是无序的、

不可持续的。所以，良性的政策变迁必须

满足以下要素：

（1）良性政策变迁具有政策接续的

意义。Lester和Stewart认为政策在执行之

后，有时并非直接走向终结，而是改为以

某种形式继续存在。所谓政策变迁就是指

以一个或多个政策取代现有的政策，包括

新政策的采用和现存政策的修正或废止。

通常以下列三种情形出现：一是现有政策

的渐进改变；二是特定政策领域内新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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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三是选民重组式选举之后的重大

政策转变[3]。一般来讲，政策变迁的原因

来自原始政策解决所设定问题的程度、政

策执行的技巧、政策执行所暴露的缺陷以

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团体的政治权力和

意识等。这些原因会带来不同的政策变迁

形式，一种是常规政策变迁，亦即一项政

策从决策到执行到监督再到终结，再到产

生新的政策，整个过程较为平稳；另一种

是非常规政策变迁，一项政策的变迁不是

依靠政策自我演进过程来进行，而是通过

突发性外部事件改变政策运行轨迹，政策

改变往往非常急迫。常规性的政策变迁往

往都是良性的，非常规政策变迁往往都是

无序的和不可持续的。城市邻避抗争行动

经常产生非常规政策变迁，地方政府往往

作出突发性、临机性、即时性和消极性的

决策型回应，改变原有政策决策。[4]

（2）良性政策变迁符合政策学习的

特质。Hall将政策学习定义为针对过去的

经验与新的资讯，有计划地调整政策目标

与执行技术的一种企图。并指出这种学习

过程是中性的，不表示学习所得的政策一

定能够获得更好或更有效率的结果[5]。萨

巴蒂尔将政策取向的学习界定为涉及思想

或行为意图上的持久性改变，这种改变起

因于过去的经验，与实现或修正个人或群

体的信念体系规则有关[6]。简言之，无论

是政策复制、政策移植还是政策扩散，都

跟政策学习有关，城市治理体系中形成的

良性政策变迁必定是基于信仰体系的共

同取向不断进行政策学习的过程。政策学

习是良性政策变迁的持久性过程，这种学

习过程不仅是政策的目标、内容及工具，

也包括行政技术、制度配套、意识形态、

政策理念以及负面的经验教训等，在学习

主体上包括组织本身过去经验的学习、同

部门的学习、跨部门间的学习甚至是跨国

间的学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学习

都来自政策移植，都能够带来政策创新。

政策学习和政策移植会带来政策趋同，政

策学习的压力可能来自对政策创新缺乏信

心、对较佳解决方案的偏好、对解决问题

的焦虑、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他国的过度

依赖等，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

具、政策结果以及政策风格等面向产生一

致性。这是我们需要谨防的。

（3）良性政策变迁满足政策创新的

要求。政策创新过程指在特定行政系统

中，使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服务满足于

公民时代的变化要求，不论这个理念是源

自于个人创见，还是修正或借用他人的想

法。Robers和King将政策创新的过程分为

4个阶段：创造、设计、执行和制度化[7]。

政策创新作为改变现状的最高级别的政策

变迁活动，或者作为最佳形式的政策变迁

结果，不是单纯的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

的各种活动的公共政策内涵，就政策变迁

的广义内涵而言，必须纳入政策创新的变

迁类型才完整。城市治理体系中的良性政

策变迁能力可从两个层面来比较：一是结

果的层面，即回归到政策的内容和精神。

如果新旧政策之间存在相同的核心价值或

核心目标时，政策连续的成分较高；若二

者互不相属，则政策创新的成分较多。二

是过程的层面。政策创新是由无到有的政

策过程，是政府以有作为取代原来的不作

为或无作为。从政策创新视角来看，城市

治理就是基于对政策现状的改变，破除利

益动员的障碍，全面评估试错以及未知的

风险，满足政策标的的期望和解决问题的

要求，从而制定一种全新的政策活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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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政策方案在问题建构和议程设置等阶

段具备创造的属性。

因此，良性政策变迁行为及过程一定

是按照循环论的观点看待公共政策的决策

过程，也就是以演进的研究途径（evolu-

tionary approach）将一项公共政策的决策

过程划分为议程设定、政策规划、政策执

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之后产生政策变

迁。城市治理中会存在一些固化的政策变

迁思维，但是良性政策变迁往往源自人们

或政策行动者对于社会问题本质的信仰、

价值及态度的改变。基于深层的共同行动

的理念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对于经济与社会

利益的主张而已，更是一种将智识或情感

的承诺组织化、系统化与法规化的权力。

在政策变迁的轨迹中，可以说，基于智识

与情感的理念甚至比直接的物质利益对于

公共政策制定更具影响力。政策理念提供

了特定问题情境的因果解释，也提供了未

来问题情境的预测，更规范了达成预期政

策结果的政策干预方式。政策理念影响了

分析政策问题以及规划政策设计的原理、

策略和模型。城市治理的良性政策变迁过

程是在历经较长时间的渐进式政策制定

之后，发生较短时间的政策范式转移，再

回归新政策范式下的渐进式政策制定与

执行，这个过程所呈现的动态性也影响了

政策变迁的良性“焦点”（focus）和“面

向”（locus）。

二、市场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环
境抗争的脱嵌基础

围绕环境抗争嵌入城市治理的现状，

聚焦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格局锻造，

首先要关注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

迁的政治经济基础。卡尔·波兰尼将人类

的经济交换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市场、互

惠和再分配。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将市

场对社会的嵌入性理解为自由资本主义最

初的冲动，即资本主义发展中以市场竞争

为主的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中；但实

际上，波兰尼是在用“嵌入性”说明早期

文明生产与分配秩序得以进行的行为原

则，其社会的经济制度仅仅是社会组织与

功能，是“嵌入”（embedded）社会之中

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

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资本或者

市场经济力量则试图改变现状，创造一个

“脱嵌”（disembedding）的社会，让社会

从属于市场，结果是市场脱嵌轻而易举。

波兰尼视角下嵌入性的本质是要收敛甚至

压制资本的原始冲动和运行边界，如果任

由市场经济的本性肆虐前行是荒谬且危

险的，并且会引起自发的社会自我保护机

制。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垄断性所

带来的社会福利压制的客观情势时，市场

竞争关系需要重新嵌入社会关系，特别是

需要重新嵌入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中才

能保证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福利的一种生成

机制而不是毁灭机制。新的社会自我保护

机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互动过程就是“双

向运动”[8]。波兰尼希望的以释放资本的

自由冲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真正嵌

入社会关系，社会也没有如此大的正能量

能够约束资本的扩张和变迁本性，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试图创造的是一个脱嵌

的社会，但是完全的脱嵌又是不可能的。

市场企业的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形成

了政治经济一体化权力格局，可称之为所

谓的“结盟”。任何市场力量的主体必然

是企业，在环境抗争的行动场域里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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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者直接冲击的固然是地方政府，或者引

起自上而下的环保体系的变迁，或者引致

自上而下的政策系统的变化，但是化工企

业或者一大批具有污染风险的邻避型设

施才是背后的真正因素。在嵌入性的视角

下，以污染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与以权

力整合、利益交换为过程的政治体系相结

合时，侵蚀和损害社会体系中的制度、道

德、规范等。平稳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很难看到社会力的体现，只有当环境抗

争作为最主要的反冲社会力出现的时候，

才算是对市场“脱嵌”罪恶的一种惩罚。

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当一大批污染

企业静悄悄地进入政治过程、影响政府体

系，决定政策产出的时候，市场经济中的

隐秘交换行为根本无法嵌入到社会之中。

而当社会意识到这种脱嵌行为已经严重

威胁到自身生命和健康安全并且影响到

代际公平的时候，只有通过抗争的方式采

取自我保护运动，这就是环境抗争行动的

脱嵌基础，从而形成危害城市治理的重要

方面。说到底，人们的反抗不是什么环保

运动，而应该被理解为力图抵制经济“脱

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是社会的自我保

护[9]。环境抗争行动作为市场脱嵌形势中

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产生机理是复杂

的，既混合了社会心理和资源动员，又掺

杂了制度化机遇和抗争政治，但是其影响

是明显的，在市场脱嵌罪恶中，这一行动

持续引发城市治理问题。

三、环保组织进入政府过程：身
份合法的资源获取

围绕环境抗争嵌入城市治理的现状，

聚焦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格局锻造，

其次要关注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

迁的环保组织动员方式。皮特·何（Peter 

Ho）讲到，中国环境行动主义者所表现

的“嵌入性”是政府体系对环保行动的约

束，这种约束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产生

了环境行动者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立场和

自律的组织制度；另一种是产生了环保组

织身份合法化之后的资源获取。前者一定

程度上带来了绿色行动主义的兴起；后者

使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出现

了变化。环保组织嵌入式社会行动是在党

和国家对社会行动主义予以严格控制的同

时，又留有相当的非正式空间供非政府组

织和行动者开展活动。一方面，在嵌入性

体制中，游戏规则是挂靠制和协商性的，

通过行动展示其本身是国家发展的伙伴

而非对手，环保类社会组织就会获得相

当大的活动空间并发挥组织影响力；另一

方面，嵌入式行动主义是介于党、国家和

社会之间的协商式共生关系，党和国家为

此设置了明确的界限，而非政府组织则不

断尝试去拓展这片已经存在的“模糊性空

间”。事实上，通过保持去政治化的政治

立场、组织自律的制度形式以及避免显示

出其存在发展成为广泛的草根运动的可能

等形式，绿色非政府组织及其行动者们已

经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关系。[10]

当环保组织以合法化的身份进入政府

过程后，其与政府的协商合作的共生关系

就成为环保组织获取资源，成为社会行动

主义者的最佳途径。可以观察到两点：其

一，环保类非政府组织遵循去政治化的环

保立场和自律的组织制度，正是形成某种

“无运动的运动”的原因[11]。所以，目前

发生的绝大部分城市邻避抗争行动基本不

存在与中央权力机构的直接对抗，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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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断裂、小规模以及原子化的个人

利益诉求为主要行动特征，这些特征在中

国环保组织的行动中也尤为明显。这种环

境保护主义的绿色行动主要集中在环保意

识的提升、环保教育、环保研究和倡导，

与此同时缺乏其他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广

泛的、来源于民众支持的适合运动等积极

且激进的民主化运动。其二，环保组织所

采取的双重策略，不仅是生存策略，还是

发展模式。一方面依赖政府获得合法性身

份，另一方面求助公民以获得行动和表现

的散布性支持，已经逐渐引发了社会结构

的成功变革，比如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成

功改革就是明显的进步。这种嵌入式的行

动是环保组织始终扮演着国家合作伙伴的

角色，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特定理念和目标

的代表与拥护者。最后，环保组织利用身

份认同和资源获取的正当性与便利性，在

不断推动环保议题的深入以适应市民社会

的自身价值认识，同时也在积蓄环保方面

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这也是另一种嵌入式

结果，让人喜闻乐见。组织合法化形式开

展职能发挥和角色扮演的城市治理活动，

已经吸纳了各个方面的各类社会组织机构

参与城市治理，成为城市政府的帮手而非

对手。不同组织之间赋予身份合法化之后

的资源获取和活动开展，都是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进行，环境抗争行

动既是现有格局问题的爆发点，又是这一

格局有待夯实的突破点。

四、社会力量进入政策过程：共
识建构的双面效果

围绕环境抗争嵌入城市治理的现状，

聚焦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格局锻造，

然后要关注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

迁的社会共识建构效果。除了环保组织之

外，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被称之为公

民力量的兴起；以新闻媒体为主导的舆论

力被称之为公共舆论的力量；以互联网科

技为代表的网络力量被称之为数字公民的

集体智慧或者被冠以“我们的防火墙”称

号[12]。三者在环境抗争领域的兴起被统称

为环境抗争的社会力量或者公共力量。就

公民个人来讲，针对发生在身边或者居住

区域附近的环境污染事件，参与直接的抗

议示威或者暴力宣泄的行为，这是邻避效

应的直接反应。从新闻媒体来看，众多环

境抗争事件往往以被报道后引起广泛注

意从而激发更高程度的动员和抗争，最后

导致事件引起相关方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重

视，基于维稳的逻辑必须回应抗争性维权

的诉求。从互联网科技的力量来看，社会

抗争与互联网在中国情境下的有机结合使

得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开始迅速出

现。在类型上既包含了发生在虚拟世界的

在线集体行动和发生在现实世界的离线集

体行动，也包含了集体行动组织和人际网

络在内的网络结构。一般情况下，网络社

会的到来，已经将在线的网络集体行动与

实际行动者的议题兴趣联系起来，后者很

大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影响，并且其中集体

行动组织成员的身份更多地在线上和线下

交替转化。同时，将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联

系起来的人际网络对行动者参与集体行动

非常关键，比如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以及

同学关系等。这种人际网络的强度由中国

社会关系场域中的差序格局决定。但也有

人提醒，“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

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

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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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暂时性的。”[13]

环境抗争的公民、新闻媒体和互联网

的力量共同发生作用进入政策过程的直接

效果就是影响政府决策。其作用机理是建

构共识型动员，也就是形成一种“共意性

社会运动”；作用反馈的类型可为政府产

生“决策型回应”模式。特别是环境抗争行

动的形成机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产生于

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本地（小区）居民

与兴建邻避设施的地方政府及企业之间在

项目风险上存在迥然不同的认知，正是这

种明显的“风险感知偏差”导致环境抗争

事件频发[14]。这种建构共识型的共意动员

结构往往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带来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闹就灵”“花钱

买平安”等普遍性现象。一般来讲，基于利

益诉求的议题单一型环境抗争往往能够在

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解决的手段是通过停

止建设或者道歉搬迁等方式，虽然宽慰安

抚了民心，但是经济成本却无法收回。在民

众抗议呈现“集体无意识”的裹挟浪潮时，

城市治理的逻辑应该回到“爱哭的孩子不

能总是哄”的预知认识上来。

五、环境评价进入社会过程：治
理工具的评估效果

围绕环境抗争嵌入城市治理的现状，

聚焦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格局锻造，

再而要关注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

迁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境评价分为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

sessment, EIA）和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EA）。前者是

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

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

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15]。后者是对政

府部门的战略性决策行为及其可供选择方

案的环境影响和效应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

评价的过程，它为政府政策、规划、计划

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环境影响评价上的技术

支持[16]。两个评价都以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形式展示结果。目前环境治理有多达八种

方式来开展工作，这些手段涉及行政、经

济和法律等方方面面。例如环保部开展的

水专项治理以及制定的规划编制就在很大

程度上运用了行政、经济、法律三种治理

手段，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十一五”期

间，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孔海南团队牵头实施国家水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为洱海保护

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科技

进展和社会效益。[17]

如果按照环境评价的环节和措施来

看，环境评价只是环境政策过程的最后一

个环节，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就是公众参

与，尤其是开放有序的公众参与体现了环

境治理的科学性，也显示出环境政策的正

当性，更可以看出环境评价的规范性。然

而，从政策决策、执行和评价的正当性与

有效性两个维度来看，目前的环境影响评

价和战略环评都没有很好地坚持公众参与

原则，导致环境治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

条内容明确指出：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

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

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

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

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但是在实际

工作中，不管是专项规划还是建设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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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

的。正是如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扩大了环评公众参与范围，优化公

众参与程序和形式。党的十九大也提出了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要求

的重要举措，同时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强了信息公开和

公众参与，第53条明确指出：“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

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因此，在公

众参与进入社会过程作为环境影响评价

主要手段的城市治理工作亦会受到助益。

将有序的公众参与输入政策决策前段，形

成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政策决策模

式，打破现有凝闭型政策体制，打造开放

参与型政策体制，将邻避效应改造为迎臂

效果，是城市治理拥抱开放有序公民参与

的必经过程。

六、居民自治进入实践过程：城
市治理的落地操作

围绕环境抗争嵌入城市治理的现状，

聚焦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和格局锻造，

最后要关注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

的居民自治操作路径。任何一项城市治理

方案的落实，都不免回到基层社区治理。

以新吸纳主义的思路来设计居民区自治联

席理事会的专业委员会，带来以下几个创

新：

（一）解决居委会行政化问题

居委会一直以来基本上是行政化取

向，如果不能去行政化，也可以采用稀释

行政化的办法，譬如实施“增量自治”。

通过设置专业委员会，对上实现功能的无

缝隙对接，对下实现社区矛盾的整合。同

时，通过专业服务的竞争，建成统筹协调

居民自治的平台，向下动员参与力量，拓

展居民自治的空间和内涵。

（二）解决能人政治落幕问题

当前诸多社区尤其是成熟老社区管

理，其基本经验是在居委会组织机构的

强有力领导下，在居委会主任超凡个人领

导才能的主枢纽驱动下，以日常工作内容

为抓手，以党员同志的模范带头作用为长

线，以达成建设优秀示范社区为目的。这

样的社区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在基本的制度

机制治理框架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居委会

主任如遇退休或工作调动，将面临治理真

空。因此，专业委员会的设立能有效弥补

这一缺陷，通过发展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议事型”自治组织，使新吸纳主义的组

织功能落地开花。

（三）解决居委会法律地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中提到：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

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

27 号文件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责

进行了梳理界定，概括归纳为三个方面 ：

一是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二是依

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

机关开展工作，三是依法依规开展有关

监督活动，从而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有效开

展工作提供依据。通过成立专业委员会，

解决居委会处于层层压力之下（中央、市



118

ECO-CITY

生态城市

和区）、处于条块的压力之下（街道）、

处于居民的压力之下的困境，通过居民自

治实现主动性角色转换，形成“街居+团

队”的社区服务体系。

综上所述，环境抗争与城市治理的共

生结构诠释过程主要聚焦五个方面：一是

市场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形成环境抗争的

脱嵌基础；二是环保组织进入政府过程依

靠身份合法的资源获取；三是社会力量进

入政策过程显示共识建构的双面效果；四

是环境评价进入社会过程获得治理工具

的评估效果；五是居民自治进入实践过程

探索城市治理的落地行动。五个方面的逻

辑结构是基于嵌入式环境行动主义的现状

议题来展示的。当企业嵌入地方社会时，

会破坏生态环境，损害人们的健康；当企

业“脱嵌”而显示出专横的面目时，则会

对居民或者公民构成经济和健康的双重侵

害。环保组织由于在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

越来越去政治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政府

走得更近被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作的方法

和决定项目规模与成败的关键[18]。社会力

量进入政策过程更多地遵循地方政府统合

主义路径，任何可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

归功于他们与政府的合作以及地方政府对

他们的支持。最后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环境

治理的重要环节，还没有设立精确科学的

公众参与规范性和约束性指标。如果仅靠

行政体系通过资金投入、动员力量来执行

专项计划来达到减缓污染的目的，可能是

不够的，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建构

多元协作环境治理体系的要求和趋势下，

需要通过城市基层社区自治和共治格局锻

造工程，依托社区共治议事联席理事会，

建立若干专业委员会，吸纳城市治理问

题。因此，对于环境抗争，现代城市治理

的未来必然要求消弭其危害，建立开放参

与的民主决策体系，从政策体系和决策过

程上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进而助推国家

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Peter Ho. Embedded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J]. China Information, 

2007(21): 187.

[2]杨志军,欧阳文忠.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

报,2017(1).

[3]Lester,  J.  P. &  J.  Stewart,  Jr.  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2000:145.

[4]杨志军.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4).

[5]Hall, Peter A.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ian, Comparative Politics,1993,25(3): 278.

[6]Sabatier, Paul A. And Hank C.  Jenkins-Simith.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93:42.

[7]Robers, Nancy C. And Paula J. King. Transforming Public Policy: Dynamics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1996:5-8.

[8]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9]熊易寒.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J].读书,2007(9).

[10]Peter Ho.“Self-imposed censorship and de-politicized politics  in China: Green activism or  a color 

revolution? ” In Ho P and Edmonds RL, e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119

《城市观察》2018年第5期
Urban Insight, No. 5, 2018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20-43.

[11]杨志军.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治理之道[J].浙江社会科学,2018(3).

[12]莱茵戈德.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M].张子凌,老卡,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3.

[13]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09(4).

[14]杨志军,梁陞.风险感知偏差视角下城市邻避抗争的运行机理与治理之道[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8(4).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新华网,  2002-10-29,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 

2002-10/29/content_611415.htm.

[16]朱坦.战略环境评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17]姜泓冰.为了洱海水清岸碧（绿色家园）——记国家重大课题“水专项”洱海治理项目负责人、

上海交大教授孔海南[N].人民日报,2013-04-27(10).

[18]Hsu,  J.  and Hasmath, R. The Local Corporatist  State  and NGO Rel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23):87.

作者简介：杨志军，博士，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策过程

理论、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研究。

（责任编辑：陈丁力）

From Action  to Process:  the Symbiotic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Struggle and 
Urban Governance
Yang Zhiju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enign policy changes is the core capability of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struggle, which triggers unconventional policy chang-

es, often challenges existing urban governance order and weakens urban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s an important agend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pattern. Under the 

trend that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jointly construct the multiple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will inevitably require eliminating 

the harm of environmental struggle, establishing an open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system,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from the policy system and gov-

ernment process, and thus boos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risky society; environmental struggle; urban governance; symbio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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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托并深度应用现代智能技术，创新社会治

理模式，全面推进智慧治理，开创社会善

治新时代。

社会智慧化是社会信息化不断演绎的

新进程，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新阶

段，它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基础和前提，以

智能化和智慧化为工具和手段，以和谐稳

定、充满活力的有序发展为追求目标，是

一个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

形态。

从当代社会智慧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来看，智慧社会具有感知、融合、共享、

【基金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面向新时代的智慧社

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8XAA050）部分研究成果。

我国城市智慧社会治理的模式分析与
系统实施建议
◎ 王 操

一、智慧治理的社会背景和内涵

（一）智慧治理的社会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智慧社

会”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与“数字中国”

“网络强国”一起提出的，并且强调要打

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这就要求我们顺应智慧

社会的时代要求，深入理解当代社会信息

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基本趋势，充分依

摘  要：为了探寻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本文对社会治理理论、现代智能技术以

及我国社会治理智慧化系统建设的实际案例进行了跟踪研究，提出了智慧治理的一般框

架、体系结构和技术支撑体系，具体分析了智慧治理的处理逻辑和功能实现机制，并认

为，深入研究社会各领域具体内容的治理模式，分类建立针对性的治理模型是智慧治

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关键，最后提出智慧治理系统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智慧社会  智慧治理  智慧决策

【中图分类号】D668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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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智能等基本特征。第一，智慧社会

是一个万物感知的社会。在信息获取方

面，通过充分利用各种传感器和传感网等

现代感知技术，实现社会底层设施和部件

的智能监测监视和底层社会信息的自动

采集，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静态和动态信

息的充分获取，最终实现社会各领域各层

面的万物感知。第二，智慧社会是一个万

物互联的社会。在社会沟通方面，通过充

分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宽带泛在网

络，实现社会中的人人互联、物物互联和

人物互联，使得信息、知识、智慧能够便

捷地在线共享，使得社会沟通能够充分、

便捷、高效地实现。第三，智慧社会是一

个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断智慧化的社

会。在社会管理和决策方面，通过充分利

用商业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

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得管理决策能够

科学、民主、高效地进行，实现战略制定

和战略决策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最终实现

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智慧化。

（二）智慧治理的内涵

要顺应智慧社会的时代要求，就要

充分利用现代智能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模

式，开创智慧治理新时代。

目前，智慧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概念，

更无统一的定义。按照构词结构来看，

智慧治理是一个偏正词组，指智慧、聪明

地治理，而“治理”可以是公共治理或私

域治理，也可以是市场治理、政府治理或

社会治理，甚至可以是国家治理或全球

治理。这里，“智慧治理”作为“智慧社

会”的子内容，其中的“治理”专指“社

会治理”，即现代社会的智慧治理或智

慧化的社会治理，简称“智慧治理”。显

然，智慧治理应该是智慧社会的主要治理

模式[1]。公共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善治，即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同理，社会治理的

目的也应该是实现社会领域的善治，即实

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智慧治理中的“智慧”是指社会治理

多元主体中的人和物化系统在现代新科

技环境下发展得更加“智慧”。在物化系

统方面，“智慧”可以是更智能地运行、

更智能地监测、更智能地控制；在人的方

面，“智慧”可以是更智慧地学习、更智

慧地分享、更智慧地决策、更智慧地创

新。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理

念，随着社会信息化、知识化、智慧化的

不断演进，智慧治理的内容和形式都将不

断丰富。

二、智慧治理的体系构成

治理理论本身是一个不够成熟且体系

复杂的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在公共

事务领域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体现，其

理论涉及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

管理学等各个学科，其目的是综合地运用

各学科知识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显然，

西方的治理和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过

程是一个理论体系探索过程，从发展历程

来看也是一个治理理念的思辨过程。而我

国的社会治理是在我国深化体制改革和社

会转型的实际需求中提出的，既需要满足

社会治理理论上的本质需求，即社会公共

利益最大化，更需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

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如稳定、和谐、良

序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实践

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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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结合我国

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借鉴公共治理的基

本理念，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如下：

①治理目标：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具体表现为社会价值追求公平正义，社会

运行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发展有序

和可持续。

②治理策略：“共治、共建、共享”。

③治理体制：“五位一体”，即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④治理机制：“四化同步”，即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⑤治理内容：分为基本治理、专业治

理和特殊治理三个方面[2]。基本治理指最

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内容，

主要包括：电子政务、人口及其流动、法

人责任、基础部件、社区/乡村、网络虚

拟空间、舆论引导等治理内容。其中，基

础部件指构成社会的诸多硬件，如道路、

交通、桥梁、房屋、学校、医院、商场、

公园、广场等。专业治理指与专业技术

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内容，主要包括：社会

信用、文化文明、公共安全、应急事件防

治等治理内容。特殊治理指不同地区、不

同领域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治理

内容，主要包括：民族自治、民间乡绅治

理、网格化管理、稳定和谐等。

⑥战略方向：从“为民服务”转向

“与民服务”；从“刚性治理”转向“刚

柔并济”；从“党建统领”转向“一核多

元”；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培育”；

从“条块分设”转向“智慧协同”。

按 照 上 述 社 会 治 理 体 系 的 逻 辑 框

架，参考国家标准“物联网第3部分：

参考体系结构与通用技术要求”（GB/

T33474-2016），我们提出智慧治理的参

考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智慧治理参考体系结构共分为六个

域，从上到下分别是用户域、服务提供

域、感知控制域、目标对象域、资源交换

域、运维管控域。

用户域包括政府用户系统、社会组织

用户系统、社会公众用户系统、企业用户

系统等，分别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政府、

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企业等提供参与社

会治理的软件应用接口。通过这些接口，

多元治理主体可以即时在线获取相关信

息，充分沟通和协商，并在智能技术的支

持下科学、民主地制定治理决策。

服务提供域由基础服务和治理业务服

务两大软件功能体系构成。基础服务体系

包括数据处理体系和通用基础服务体系。

数据处理体系对多源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向治理业务服务体系提供数据支撑；通用

基础服务体系承担服务管理、用户管理、

标识管理、地理信息管理等基础性功能，

向治理业务服务体系提供基础性通用服务

支撑。治理业务服务体系承担各类治理业

务的处理功能，向各类治理主体提供在线

信息获取、在线沟通和协商、协同式智慧

化决策等服务。

感知控制域是各类社会信息采集以

及各类社会管理和服务执行的智能控制

体系，由智能化自动采集和执行体系与人

工数据采集、报送和管理、服务执行体系

两大功能体系构成。智能化自动采集和执

行体系主要由感知设备和物联网构成，进

行智能化自动信息采集和管理、服务执行

（如交通治理、网格化管理）。人工数据

采集和管理、服务执行体系主要承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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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治理参考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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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杂的信息采集和管理、服务执行任务

（如社会调查、社情民意调查）。

目标对象域是社会治理的信息源和管

理、服务的对象，目标对象域、资源交换

域、运维管控域的功能与国家标准“物联

网第3部分：参考体系结构与通用技术要

求”（GB/T33474-2016）中一致。

中央计算平台是服务提供域、资源交

换域、运维管控域的支撑平台，向服务提

供、资源交换、运维管控功能提供存储、

计算和网络支撑，既可以部署在云端，也

可以部署在治理中心。边缘计算平台是

感知控制域的支撑平台，位于感知控制域

侧，就近提供存储、计算和网络支撑，实

现感知和控制执行的智能化。中央计算平

台与边缘计算平台之间通过广域网连接。

三、智慧治理的运行模式分析

智慧治理平台的基本应用逻辑如图2

所示。智能感知系统是智慧治理平台的信

息采集系统，采集相关的多源社会信息，

支持智慧治理中心的决策制定。智能执行

系统是智慧治理平台的执行系统，接受智

慧治理中心的指令进行社会管理、宏观调

控和公共服务。智慧治理中心是智慧治理

平台的核心系统，是整个治理平台的“大

脑”，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智慧治理中心实

现分享、沟通、协商和多元决策。

（一）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采集与处理是智能感知系统的基

本功能。在传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一功

能是由纯人工方式来完成的；在智慧治理

过程中，采用智能感知与人工采集相结合

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纯人工方式完成数

据采集与处理任务有两大缺点，一是工作

量浩大且频度低、效率低、不规范；二是难

以全面覆盖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不能满足多元治理的要求。采用智能感知

与人工采集相结合的方式不但可以全面解

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实现信息获取多源

化和社情感知泛在化，随时随地感知社会

运行状况，充分了解社情民意，还可以对多

源信息进行智能化采集和处理，按照现场

实际情况调整采集频度，统一数据格式，通

过边缘计算平台对采集的实时数据进行短

周期分析，满足数字技术处理的要求。

智能感知系统的数据采集分为三种模

式，一是定点智能监测，二是移动智能采

集，三是人工收集。定点智能监测模式主

要适合监测固定目标或经过特定地点的移

动目标，获取固定目标部件或设施的运行

或安全状态信息，也可以获取移动目标经

过特定地点的信息，一般部署在建筑物、

街道、道路、基础设施等需要监视的社会

底层部件或设施旁，可以采用RFID（射

频识别，俗称电子标签）、视频监测、遥

测遥感和各种传感器技术。例如，可以采

用这种监测模式获取停车场的车位使用情

况、交通要道的违章情况、公交车班次的

实时信息、重要设施的损毁情况、重要场

所的拥挤情况、危险区域的安全情况等信

息。移动智能采集模式主要适合对移动目

标进行监测，也可以对特定线路的固定目

标进行巡查，获取移动目标或特定线路上

巡查目标的运行或安全状态信息，一般部

署在车辆、船只、监测气球甚至飞机上，

可以采用RFID、视频监测、遥测遥感技

术。例如，可以在移动的车辆上装上视频

信息采集设备，获取交通拥堵状态的动态

信息或对特定线路上相关设施状态进行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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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工收集模式主要适合采集频度要求

低且可以多种信息同时收集的情况，人工

收集也可细分为人工主动收集和人工被动

登记两类。人工主动收集的典型例子是复

杂问题调研和社情民意调查，人工被动登

记的典型例子是与民生相关的事项登记。

另外，人工收集模式也可以借助智能卡、

二维码、条形码、手机拍照等技术提高采

集效率。例如，在停车场入口和出口处借

助刷卡付费获取停车场的车位使用率，在

智慧治理中心设立市民投诉中心，获取市

民对社会事件现场的手机拍照信息等。

案例一：人脸信息的智能采集与身

份识别

为了帮助公安侦查人员快速识别并

辨别特定人员真实身份，重庆公安部门

采用某公司提供的重点人群身份识别系

统，为公安视频侦查、治安管理、刑侦

立案等工作提供支撑。

系统实施的基本方案包括：①在城

市各主要场所人员进出通道合理设置高

清人员卡口监控点，形成覆盖全部区域

人员监控，实现严密的监控覆盖，全面记

录监控区域出入及内部通行人员；②设

计一套高清人脸智能采集系统，实现高

质量的人脸自动抓拍、自动识别、自动比

对、自动报警、轨迹回放等功能；③依托

公安图像传输专网，运用成熟的SOA体

图2  智慧治理系统的基本应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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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框架和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人工智

能技术，搭建人脸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实

现全市人脸卡口数据的实时转发、统一

存储、深入分析、深度应用；④人脸信

息综合应用平台与公安业务信息库建立

连接，提供人脸布控及动态比对预警、

人员轨迹追踪查询、人员身份鉴别查询

等实战应用功能，为公安治安防控、刑侦

破案、反恐防暴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2015年11月25日，重庆北城天街重

点人群身份识别系统投入使用后，有效

警情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4%，路面“双

抢”警情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5%，刑事破

案率比上年同期提升了近11个百分点。[3]

从感知角度来看，重点人群身份识

别系统采用现代信息感知技术以及图像

识别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视

频处理、分析、对比等技术的应用，实

现人脸信息的自动抓拍、自动识别、自

动对比等人脸信息采集的智能化。

（二）多元协商与决策

多元协商与决策是智慧治理中心的基

本功能。在传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一

功能也是由纯人工方式完成的，多元治理

主体通过传统的方式对话、竞争、妥协、

合作形成集体行动和治理措施。在传统

模式中，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交互

手段，沟通、协商和决策效率低下。因为

社会治理问题通常涉及面广，利益目标多

元，复杂度高，多元主体的竞争和妥协过

程本质上是多元利益目标主体之间复杂的

动态博弈过程。为了达成合作，形成集体

行动，这一博弈过程不但需要在秉持合作

精神的前提下得到完备的信息支持，还需

要得到迅速、强大的分析和计算支持，因

此多元主体的协同决策过程往往也是一个

高强度的分析计算过程。在智慧治理过程

中，多元治理主体在现代通信网络和信息

系统平台上进行交互和信息共享，在智慧

治理中心平台的支持下进行沟通、协商，

并在多元决策软件支持下制定决策，形成

治理举措，实现多元协商即时化和协同决

策智慧化。

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无论

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不断探索，是

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西方，“治理”

的提出来自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浪潮，但对

“治理”的探讨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广大学

者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反思后的思辨过程

中。在我国，在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向社

会赋权增能的过程中，源于实践并用于指

导实践、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共治是我国

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由于西方

的治理理论体系本身并不成熟，秉持自由、

民主精神的多元主体存在理念多元和目标

多元的内在本质，在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

之间权利与责任边界难以清晰划分的现实

困难，最终容易形成权利冲突、问责困难、

绩效低下、治理缺位等治理失灵的结果。

因此，在我国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应当

把握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提倡多元共治的合作精神；二是坚持法治

原则，理顺政府内部、政府间的权责界限，

推进政市分开、政社分开，明确政府、市

场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和权力边界，健全法

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三是提升各级

政府、市场各类主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

体的治理能力，政府向市场放权、向社会

放权，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创造更多的空

间；四是开发提升共治技术，为多元主体

共同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和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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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分析，社会治理的内容包

括基本治理、专业治理和特殊治理三个大

类，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治理内

容属于不同的决策类型，智慧化思路和技

术模式也应该是极具个性化的。但从多元

协商与决策制定的共性来看，应该加强三

个方面的智慧化建设：一是加强多元主体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探索，发挥

我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利用党的领导权威

和政治权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五

位一体”体制，用中国智慧创造中国特色

的智慧治理模式，破解西方治理理论中的

一系列难题，走出困境，克服目前西方公

共治理理论的缺陷，建立互动合作的正和

博弈关系。例如，杨立华在从资源/资本、

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西方

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

种深层原因的基础上，从“产品—制度”

分析（PIA）的角度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难

题的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

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

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

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

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4]。又如，

王春婷在跟踪分析公共领域与治理范式的

演进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共治范

式来突破西方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并提出

了以社会共治解除合法性危机的路径[5]。

二是加强支持多元协商的信息系统研发，

为多元主体沟通、对话、协商提供便捷高

效的信息平台支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的

大数据中心研发和建设，汇聚社会治理范

围内各层面的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加强

数据分析和挖掘，为协同共治提供决策支

持。四是加强支持多方博弈的软件系统研

发，为多元主体高效地从对话、竞争、妥

协走向合作提供软件支持。

案例二：城市大脑——城市底层智

慧监控模式的探索

为了充分利用城市运行产生的静态

和动态数据支持城市治理的全面精准化

和即时化，杭州市于2016年10月发布了城

市数据大脑计划，计划在阿里云公司的技

术支撑下实施城市综合治理项目，旨在实

现城市治理、服务、产业发展模式全面突

破。城市数据大脑项目第一期——城市

交通小脑工程（简称“城市大脑V1.0”）

的建设目标是解决城市交通治理的突出

问题，实现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集约

化、人性化。目前，阿里云已经提出城

市大脑V2.0计划，重庆、深圳、雄安、西

安、苏州、衢州等城市也相继计划或正在

实施城市大脑项目。而且，城市大脑作为

一种城市底层综合治理智慧化理念已经

开始在全国各地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

目前的城市大脑技术结构从下到上

分为三层：飞天计算平台、数据资源平

台、IT服务平台。其中，数据资源平台和

IT服务平台为开放平台，可以承载其他厂

商产品。飞天计算平台具有EB级存储能

力、PB级处理能力、百万路级别视频实

时分析能力，为城市大脑提供足够的计

算能力，具备极致弹性，支持全量城市数

据的实时计算。数据资源平台对全网数

据实时汇聚，让数据真正成为资源，保障

数据安全，提升数据质量，通过数据调

度实现数据价值。目前，IT服务平台的支

撑技术主要包括图像识别、视频识别、

机器学习、大数据处理等，IT服务平台的

功能主要聚焦城市交通治理领域，具体

包含以下几个子系统：交通态势评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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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灯控制策略优化、城市事件感知、应

急车辆优先通行、公交调度优化、重点

车辆监控；未来，IT服务平台应该拓展到

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医疗卫生、

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区治理等城市底

层智慧监控和服务的更广泛的领域。

在2017年10月的云栖大会上，杭州

城市大脑交出了周年答卷：与交通数据

相连的128个信号灯路口，试点区域通

行时间减少15.3%。在主城区，城市大

脑日均事件报警500次以上，准确率达

92%，大大提高了执法指向性。[6]

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

底层综合治理智慧化的探索对城市智慧

治理的推进和落实具有很好的示范价值。

案例三：社区大脑——城市社区智

慧监控模式的探索

社区大脑是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街

道2017年实施的社区治理智慧化试点

项目，旨在实现社区公共安全、公共服

务、公共管理的精细化。

社区大脑的技术结构大致分为两个

方面，一是结合街道网格化管理在居民

小区广布传感器，形成基于物联网的感

知体系；二是建立大脑中心。感知体系的

形式是在居民封闭小区形成进出小区“四

件套”（人脸识别高清探头、人体红外感

应计数提示器、机动车进出控制、智慧大

屏），进出楼道“三件套”（门磁监控、

二维码开门、电子巡更），进入家庭“三

件套”（远程抄表、煤气泄漏报警、独居

老人生命探测等公共服务探测器），非

机动车车棚“七件套”（其中，进门“三

件套”：指纹、二维码、刷卡；消防安全

“三件套”：烟雾感应、电弧消除、智能

充电；另外还有高清探头一套）。同时，

在公共电梯、餐饮场所、公共厕所还布

设了一批感应器、无线摄像头和电子鼻

等。大脑中心包括大数据处理和其他人

工智能技术系统以及巨幅显示墙和三维

社区地图等设施，形成社区大脑的智慧

中心，其功能包括数据的可视化和社区

管理情况与现状的实时浏览、管理数据

和信息的分析和调用、非常状况的报警

和治理任务的调度和派单等。

依靠社区大脑，一批治安问题或社

区顽症得到了有效整治。[7]通过在重点

隐患场所安装无线探头和对门监控，街

道和公安等部门共整治涉黄发廊、小足

浴店34家；4家商铺的占道经营行为被

根治。此外，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在

短短几天里就查处了30余起交通违章行

为，2起垃圾偷倒案件；通过“明厨亮

灶”监管，5家饭店进行了整改。2017

年四季度以来，控江辖区的入室盗窃案

件和涉黄涉赌110案件接报数均同比下

降80%左右。[8]

社区大脑的基本特点如下：（1）

智能感知系统广泛采用各类传感设备和

物联网技术；（2）社区大脑中心采用

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3）治理

措施的执行主要依靠人工完成；（4）

社区治理的内容主要定位于社区底层环

境的智慧监控和服务。

案例四：小区块大数据——智信社

会治理模式的探索

2017年，广东省佛山禅城推出“小

区块大数据”平台，利用“区块链”技

术公开透明、可以追踪、不可篡改等特

点，联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网络社

会与现实社会，努力营造摩擦最小、效

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信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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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智信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技术

框架建构于2015年和2016年相继建设的

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和大数据综合试验

运行框架之上，其核心是2017年成功开

发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信禅城IMI

（我是我）”应用程序。利用区块链技

术的真实性、安全性、稳定性特点，支

撑禅城深挖信用价值，建设智信社会。

市民只需点开手机移动终端，录入信

息，填表上传。工作人员审核后即可发

回或快递至当事人。

目前，智信禅城IMI的主要应用模

式包括：“区块链+食安菜妈”配上身

份ID，可随时查证，成为菜篮子“安全

卫士”。“区块链+社区矫正”构建公

开、透明、规范运行，有效预防在矫人

员重新犯罪。“区块链+公证”实现司

法公证申请无纸化，可一小时取证，减

少了假证、错证发生率。

目前，全区第一批5大类、20个服务

事项已经实现办事“零跑腿”“无纸化”。

在2015年至2017年的3年内，禅城市场主

体年均增加近2万户，累计实有市场主体

超过12万户，摆脱了产业空心化危机，名

列“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第九名。[9]

201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

了《告别传统管治迈向智慧善治》一文，

称禅城没有特殊资源，地域空间有限，

却通过制度创新，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改变了凭经验、拍

脑袋决策方式，探索出“效率高、成本

低、服务优”的现代社会治理新路。[10]

虽然区块链技术不属于人工智能技

术，与智慧治理中的“智慧”相去甚远，

但区块链技术却是支撑信用安全实现的

新一代技术模式。因此，智信社会治理

模式是一种将智慧与信用安全相结合的

治理模式，它利用区块链技术支撑社会

治理的信用安全功能实现，利用大数据处

理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智慧功能实现。

（三）综合管控与服务

智慧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向社会提供良

好的管理和高水平的服务，实现社会公共

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善治。综合管理和控

制以及公共服务的执行是智能执行系统的

基本功能，这种执行分为自动化智能执行

和人工执行两种模式，实现基础管理智能

化、综合调控精准化和公共服务贴心化。

自动化智能执行模式适合对底层物理

环境、建筑物、交通道路和各种硬件设施

的监控，而且这种监控也是以信息提醒为

主，最后的执行主要还是人工完成，因为

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

如，电子站牌报站、交通拥堵情况提醒、

停车场位置提示、城市部件缺损提示等，

通过实时监控实现基础管理智能化。

人工执行模式适合与人相关的综合管

理、调控和服务方面的治理。由于社会综

合管理、调控和服务往往都与社会各方的

利益诉求息息相关，因此涉及的目标对象

广、关系复杂，而且一般还涉及社会道德

或情感因素，必须由人工来执行。例如，

政务管理和服务、家政服务、养老助残、

福利发放、社会动员、安全事件处理等。

四、智慧治理系统实施的建议

从我国智慧治理发展的实际情况看，

无论是治理内容方面还是智能技术的应用

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表现出一派繁荣

景象。治理内容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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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底层部件或事件的信息采集和智能监控

方面，智能技术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基

于物联网的智能感知、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技术方面。但

是，从社会治理的需求和智能技术的应用

方面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包括治

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不足、治理内容宽度和

深度不足、智能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

足等方面，尤其缺乏针对各类具体社会内

容治理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我国智慧治

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强化或突破：

1.社会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创新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五

位一体”（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和“四化同

步”（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

化）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制和机制。

但是，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务中需要更加

具体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制度安排，因为

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确立和权责规则制定

是与治理的具体内容范围密切相关的，这

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治理内容进行有针对性

的组织模式设计和制度安排。

2.智慧治理的内容和范围拓展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目前的智慧治理

主要聚焦在交通、社区、公共安全等城市

底层部件或事件的信息采集和监控方面，

因为这方面内容的治理主体基本上是政府

单一主体，较少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和公

民个人等方面的参与，尤其是在民主决策

方面的参与。由此可知，推进智慧治理内

容和范围的拓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

变，在于权力的下放。只有针对具体的治

理领域明确了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及其权

限和责任，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

推进智慧化进程。

3.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模型创新

西方的公共治理侧重于理论思辨，但

在落地实施方面缺少方法论方面的指导。

我国引进公共治理理念的时间较短，而且

主要局限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领域。

但是，智慧治理的落地实施是一种庞大、

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理念和理论的

指导，还需要工程的方法指导。因此，社会

治理的模式和模型创新必须分门别类地针

对具体社会领域和内容，并在公共管理与

服务领域的研究人员与工程领域的技术人

员通力合作的前提下进行。具体来说，应

该针对不同的具体治理领域和内容，研究

提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针对其中的竞争、妥

协、合作等博弈过程建立具体的模型，为软

件系统的研发提供具体的业务逻辑结构。

4.技术应用的方法和模式创新

当前，支持智慧社会系统建设的主要

技术是感知、物联网、高速泛在网络、仿

真与模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区块链等信息通信技术，但与

高级“智慧”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业，任何一

项大数据处理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成

果都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因此从事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研发的企业往往有

较明确具体的领域和方向局限并表现出较

强的专注性和擅长。另一方面，由于智慧

治理的实施往往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多种智能技术支持，因此，智慧治理

的应用模式应该是一种平台开放、多种技

术产品集成的模式，即依托一个开放的计

算、存储、数据支撑平台，承载并集成多

家智能技术产品，以便充分发挥和利用不

同技术厂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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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 Analysis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 for  the Smart Society 
Governance in China
Wang Cao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y to actualize the smart governance, this paper carries 

on a tracking study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moder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ntelligence system. It puts for-

ward the general framework, system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for smart governance, 

analyzes the processing logic and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smart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that it studying the governance mode of various social fields and establishing the tar-

geted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is the key to realize smart governanc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smart society; smart governance; smart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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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发达国家城市，其中美国城市占据了

半壁江山。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高度集中

于少数城市，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发展不

平衡，城市间发展差距较大。美国、德国

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竞争力普遍

较强，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

竞争力是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中

心城市发展较为突出，其他城市发展较为

失衡。分析北美洲城市的科技创新、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中心群网化中国城市新体系的决定机制研究”（71774170）成果。

决定北美洲大中城市竞争力的耦合协调度
——基于北美洲131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分析

◎ 刘笑男 倪鹏飞 李启航 李 博

一、引言与文献

城市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

和地区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生存发展的

重大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

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2017-2018）》显示，在全球城市竞争

力排名前十强中，除中国的深圳外，其他

摘  要：采用统计分析、耦合协调度分析、相对指数分析、OLS回归分析等方法，

建立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包括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产业体系、营商环境、营

商成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要素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竞

争力排名越高的城市，其耦合协调度也越高；经济竞争力排名越低的城市，其耦合协调

度也越低，经济竞争力与耦合协调度存在高度相关性。耦合协调度处于优质协调和良

好协调的城市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金融科技创新城市和区域性金融科技

创新城市；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等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影响北美

洲城市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不同，各地应因地制宜，抓住城市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补短

板、强弱项，协调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关键词：全球城市  经济竞争力  耦合协调度  相对指数

【中图分类号】F299.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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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业体系等指标的耦合协调度以及

各指标对经济竞争力的相对发展指数，找

出哪些因素是与经济竞争力同步发展的，

哪些因素是超前或滞后于城市竞争力的发

展，这对于城市未来发展中因地制宜、发

挥比较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耦合协同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

理学家哈肯提出来的。它最初用于激光物

理学领域，之后逐渐应用于生物、化学、

社会学等领域[1]。中国的廖重斌以珠江三角

洲城市群为例，按照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从简洁

到详细3个不同的层次，从而对环境与经济

发展的状况进行耦合协调度的分析[2]。马丽

研究了中国350个样本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

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以耦合协调度的

高低分析了城市的工业结构分布格局[3]。段

佩利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方法以及地理回

归加权的方法，以沿海城市为例，探讨了

城市的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

耦合协调情况[4]。倪鹏飞等学者在对城市竞

争力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2003

年和2006年开始对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全球

城市竞争力进行年度和双年度的评估，将

城市竞争力的内涵概括为一个城市在竞争

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吸

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

占领和控制市场，创造价值，从而为其居

民提供福利的能力[5-10]。

本文构造了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指标体

系，包含10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体

系，构建解释性指标与经济竞争力的耦合

协调度，设立耦合协调度的等级（表1，

表2），分析北美洲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的

格局状况，并与北美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二者之间的正相关

性。本文待验证的主要假设为：决定城市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耦合协

调度越高，城市竞争力越高。

二、变量、模型与数据

（一）耦合协调度的模型设定

1.两两变量间的耦合协调度

 

 

设正数x1、x2、x3…xm为描述经济竞争

力解释性因素特征的m指标；正数y1、y2、

y3…yn为描述经济竞争力特征的n个指标。

描述经济竞争力解释性因素特征的函

数为

描述经济竞争力特征的函数为  

 

rmax为最大值，rmin为最小值。

rmax或者rmin是相对于指标 的规划值、对

比标准值、期望值或者最理想状态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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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Cv为耦合度，为了使得协调度

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赋予调节系数k，k的

取值范围一般介于2～5之间, 为了研究分

析的方便，本文取k=2。D为耦合协调度，

T为经济竞争力的解释性指标与经济竞争

力的综合评价指数，它反映经济竞争力解

释性指标与经济竞争力的整体水平。 、

是在综合评价指数中赋予的f (x)、g(y)的
权数。

2.多变量的协调耦合度

 

 

 

其中fi(x)表示一个城市的第i个变量的

数值，Cv表示一个城市n个变量之间的协

调度， 表示评价体系中赋予第i个变量

的权重，D表示n个变量之间的协调耦合

度。

耦合度C只反映耦合总系统各子系统

之间相互依赖、影响的强度。耦合度与耦

合协调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间耦合

度高的，耦合协调性不一定强，因为可能

存在同步较低的现象；但耦合协调性较高

的，系统间耦合会较强，因为这赋予了系

统间的权重系数。

（二）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城市竞争力从根本上讲是区位竞争

力，它是竞争力要素的投入、过程以及最

终价值的表现。借鉴倪鹏飞的城市竞争力

“弓弦箭”模型，构建城市竞争力的因素

决定模型如下：

GUCIi=F (FE、TI、IS、HR、LD、

CC、SE、IN、LE)

GUCIi是被解释变量（经济竞争力），

它是由经济增量和经济密度这两个显示性

指标经由非线性加权计算得到的。其中，

经济增量（当年GDP与上一年GDP差）是

规模指标，经济密度（地均GDP）是效率

指标。本文中的经济竞争力的指数是由五

年增量和人均GDP修正的经济密度这两个

指标合成计算得到的。

结合北美洲的城市情况，本文选择超

过50万人口的131个北美洲城市为样本，

其中包含美国75个城市，墨西哥35个城

市，加拿大9个城市，多米尼共和国和洪

都拉斯各2个城市，巴拿马、波多黎各、

哥斯达黎加、古巴、海地、萨尔瓦多、危

地马拉和牙买加各1个城市。需要指出的

是，本文所选的城市口径均使用大都市区

口径，样本选择参照《全球城市竞争力报

告（2017-2018）》，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实证部分首先分析了北美洲城市耦合

协调度的状况，其次相应分析了欧洲城市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结构、等级类型结构；

最后利用回归分析实证检验耦合协调度是

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状况

如图1所示，北美洲城市的耦合协调

度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大多数城市的

耦合协调度均值0.6，处于良好协调状态；

小部分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在0.5以下，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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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及类型划分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类型的划分

耦合协调度 0～0.5 0.5～0.6 0.6～0.8 0.8～1

协调类型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协调等级 4 3 2 1

濒临失调状态；极个别城市耦合协调度在

0.8以上，处于优质协调状态。处于良好协

调状态的城市占北美样本城市的比例高达

56.49%，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的城市占北美

洲样本城市的比例为11.45%，北美洲城市

的耦合协调度高低不同。具体来看，北美

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是0.618，中位数

是0.635，方差是0.017，变异系数是0.21，

其中有43.5%的城市耦合协调度低于整体

均值水平；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城市高度集

中在美国和加拿大，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城

市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等国家。

图2是北美洲城市经济竞争力与耦合

协调度的散点图。横轴是经济竞争力九大

解释性指标的耦合协调度，纵轴是经济竞

争力。由图2的散点图可以看出，经济竞

表2  城市经济竞争力解释变量指标体系

分项指标 指标名称 分项指标 指标名称

金融服务 
FE

银行指数
营商成本

CC

贷款利率

银行分支机构指数 税收占GDP比重

交易所指数 人均收入/基准宾馆价格

科技创新 
TI

专利指数 制度成本
SE

经商便利度

论文指数 经济自由度

产业体系 
IS

生产性服务企业指数
基础设施

IN

航运便利度

科技企业指数 宽带用户量

人力资本
HR

劳动力人口数量（15-59） 航空线数、机场距离的对数？

青年人口占比 生活环境
LE

PM2.5

大学指数 犯罪率

 当地需求 
LD 总可支配收入

争力与耦合协调度的相关性比较强，二者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存在一条拟合程

度较好的拟合双曲线：

其中，y代表经济竞争力，x代表耦合

协调度。

（二）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等级
及类型

为了对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数据进

行全面分析，表3和表4分别进行了数据统

计和等级类型划分。表3对各城市的经济

竞争力进行排名，分为前10名、第11-20

名、第21-50名、第51-80名、第81-131名

五组，其中前十名的城市耦合协调度均值

在0.8左右，处于优质协调状态，第11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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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普遍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表4细分了

每一等级类型的城市的状况，该等级类型

呈现金字塔状的形式。综合分析可知，北

美洲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不同

国家的城市间发展差距较大。美国和加拿

大等北美洲发达国家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

平较高，城市各要素的协调性发展普遍较

好，墨西哥、古巴、海地等北美洲不发达

国家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城市各

要素的发展缺乏协调性。

（三）耦合协调度的相对指数分析

解释性指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反

映九大解释性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但是

不能反映解释性指标和被解释性指标间的

相对发展程度。为此，表5和图3展现了各

图1  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对比图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图2  北美洲城市经济竞争力与耦合
协调度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
据库。

第80名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6至0.8

之间，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第80名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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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指标与经济竞争力的相对发展程

度。通常，相对指数范围介于0.8与1.2之

间的是较为同步，低于0.8或高于1.2则为

滞后或者是超前于经济竞争力的发展。由

表5可知，北美洲131个样本城市的营商成

本、营商环境、生活环境的相对指数普遍

高于1.2，超前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发展；

北美洲城市的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产业

体系的相对指数普遍低于0.8，滞后于城

市经济竞争力的发展。北美洲131个样本

城市的人力资源、当地需求、基础设施相

对指数在0.8～1.2，几乎与经济竞争力是

同步发展的。当地需求、营商环境等相对

表3  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数据统计

耦合协调度 前10名 11-20名 21-50名 51-80名 81-131名 全部

均值 0.814 0.752 0.689 0.633 0.502 0.618 

中位数 0.804 0.753 0.691 0.635 0.536 0.635 

方差 0.002 0.000 0.000 0.000 0.015 0.017 

标准差 0.049 0.016 0.021 0.016 0.122 0.130 

变异系数 0.060 0.021 0.031 0.026 0.243 0.210 

协调类型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勉强协调 良好协调

协调等级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二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第二等级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表4  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及类型

等级 类型 城市数量 均值 城市（前10名）

第一等级 优质协调 6 0.833
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多伦多、洛杉矶、波士
顿等

第二等级 良好协调 74 0.680
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费
城、圣地亚哥（美国）、温哥华、匹兹堡、蒙特
利尔、明尼阿波利斯等

第三等级 勉强协调 36 0.555
莱昂、艾伦镇、埃莫西约、圣胡安、阿尔伯克
基、圣何塞（哥斯达黎加）、亚克朗市、奥格登
—莱顿、科泉市、金斯敦等

第四等级 濒临失调 15 0.376
哈拉巴、比亚埃尔莫萨、圣萨尔瓦多、圣佩德罗
苏拉、奇瓦瓦、阿卡普尔科、瓦哈卡、阿瓜斯卡
连特斯、墨西卡利、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等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发展指数均在2.7～6，远远超前于经济竞

争力的发展水平。研究结果发现：第一，

在较低的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产业体系

的相对指数中，墨西哥的金融服务相对指

数、加拿大的科技创新相对指数相对高于

北美洲国家的其他城市，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的产业体系相对指数普遍低于北

美洲国家的其他城市，美国的产业体系相

对指数最低。第二，在中等的人力资本、

当地需求、基础设施相对发展指数中，美

国、加拿大城市的人力资本和当地需求相

对发展指数普遍低于北美洲城市的平均水

平，且美国城市的人力资本相对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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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其经济竞争力的发展。第三，在较

高的营商成本、营商环境、生活环境相对

发展指数中，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

马拉的营商成本、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和

生活环境相对发展指数普遍高于美国和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四）影响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
因素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是否是

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表6和表7

中，耦合协调度对经济竞争力进行了基准

回归分析和因素回归分析。

表6中，回归（1）表示经济竞争力指

数单独与耦合协调度的回归结果，回归

（2）至（6）表示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条

件下，依次加入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产

业体系、营商成本和生活环境等变量，逐

次进行经济竞争力与耦合协调度的回归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随着解释性变量的逐

渐增多，耦合协调度和其他解释性变量与

经济竞争力的显著性水平是一致的，这说

明回归结果是稳健性的。在（1）至（5）

的回归分析中，经济竞争力指数与耦合协

调度均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在

表5  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相对指数表

区域
金融服
务相对

指数

科技创
新相对

指数

产业体
系相对

指数

人力资
本相对

指数

当地需
求相对

指数

营商成
本相对

指数

营商环
境相对

指数

基础设
施相对

指数

生活环
境相对

指数

美国 0.398 0.77 0.177 0.555 1.146 1.37 1.472 0.965 1.121

墨西哥 0.585 0.389 0.127 1.01 1.62 2.329 2.555 1.764 1.925

加拿大 0.416 0.837 0.253 0.789 1.084 1.462 1.479 1.005 1.349

其他 0.475 0.393 0.294 0.918 1.322 1.321 1.839 1.369 1.441

北美洲 0.457 0.638 0.18 0.726 1.285 1.628 1.795 1.218 1.381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图3  北美洲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相对指数图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
据库。

表6中可知，除产业体系外，耦合协调度、

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力资本、营商成

本、营商环境等7个指标与经济竞争力均

是显著性相关。另外，在回归分析（6）

中，由各解释性变量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情况可知：耦合协调度、金融服务对经济

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其各影响因

素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5、0.491。科技创

新、营商成本、生活环境对经济竞争力影

响作用也很明显，其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0.286、0.2、0.169。综上所述，耦

合协调度、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与经济竞

争力具有较为稳健和强烈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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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进行了分位数回归，选取0.1、

0.25、0.5、0.75与0.9这五个代表性分位

点，这五个分位点上影响因素的符号方向

和显著性水平基本是一致的，但系数大小

与显著性水平则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第

一，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贡献在

居中的分位点附近更高一些，但在0.1和

0.9分位点不显著，这表明其对经济竞争

力中等偏上水平的城市贡献较大。第二，

金融服务对于经济竞争力的贡献随着城市

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逐渐扩大。第三，营

商成本在0.1和0.75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均为

0.185，中间分位点的回归系数为0.13，而

在另外两个分位点上是不显著的。第四，

生活环境在0.9分位点上不显著，其他分

表6  经济竞争力与耦合协调度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名
经济竞争力

（1） （2） （3） （4） （5） （6）

耦合协调度
1.146*** 0.495*** 0.357*** 0.356*** 0.262** 0.295**

（13.22） （3.99） （2.89） （2.87） （2.17） （2.45）

科技创新
0.467*** 0.397*** 0.397*** 0.328*** 0.286***

（6.59） （5.68） （5.65） （4.74） （4.00）

金融服务
0.493*** 0.555** 0.445* 0.491**

（3.81） （2.24） （1.87） （2.08）

产业体系
-0.0515 0.138 0.102

（-0.29） （0.79） （0.59）

营商成本
0.248*** 0.200***

（3.78） （2.90）

生活环境
0.169**

（1.98）

常数项
-0.197*** 0.0427 0.0450 0.0371 -0.0578 -0.140*

（-3.60） （0.71） （0.79） （0.59） （-0.89） （-1.83）

样本量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拟合优度 0.572 0.678 0.709 0.707 0.734 0.741

注：括号表示t统计量，*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
性水平。

位点上均显著，且在中低分位点上的显著

性较好。第五，营商环境对经济竞争力较

低的分位点水平的贡献性比较大，而在分

位点的中高水平并不显著，这表明对经济

竞争力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贡献，而对经

济竞争力较高的城市贡献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北美洲131个样本城市的耦合

协调度研究分析可知：第一，北美洲城市

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总体发展不均衡，不同

国家的城市间的发展差距较大。第二，耦

合协调度是决定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耦合协调度与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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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指数。有效发挥墨西哥等欠发达国

家城市中强于北美洲其他城市发展的相

对指数对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促进城

市经济竞争力的发展，提高城市的耦合协

调度。第三，不同分位点的城市应采取不

同的政策以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不同分

位点的城市应当在巩固已有优势的同时，

因地制宜着力提升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城市人力资源水

平、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高更好地

驱动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表7  经济竞争力与耦合协调度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名
经济竞争力

OLS 0.1分位 0.25分位 0.5分位 0.75分位 0.9分位

耦合协调度
0.295** 0.733*** 0.267 0.0692 0.129 0.255

（2.45） （4.02） （1.47） （0.55） （0.79） （1.15）

科技创新
0.286*** 0.0253 0.256** 0.351*** 0.299*** 0.156

（4.00） （0.23） （2.37） （4.69） （3.07） （1.19）

金融服务
0.491** 0.224 0.694* 0.997*** 1.027*** 1.658***

（2.08） （0.63） （1.95） （4.04） （3.20） （3.83）

产业体系
0.102 0.193 -0.0439 -0.0571 0.151 -0.126

（0.59） （0.74） （-0.17） （-0.32） （0.64） （-0.40）

营商成本
0.200*** 0.185* 0.128 0.130* 0.185* 0.124

（2.90） （1.77） （1.23） （1.80） （1.97） （0.98）

生活环境
0.169** 0.253* 0.313** 0.158* 0.195* 0.226

（1.98） （1.96） （2.43） （1.78） （1.68） （1.45）

常数项
-0.140* -0.435*** -0.242** -0.0582 -0.109 -0.166

（-1.83） （-3.76） （-2.09） （-0.73） （-1.05） （-1.18）

样本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拟合优度 0.741

注：括号表示t统计量，*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
性水平。

强的相关性。第三，不同分位点上城市的

耦合协调度与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均不同程

度地显著相关，且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产业体系、营商成本、营商环境等因素对

不同分位点城市的影响不同。

提高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的建议有：第

一，墨西哥等不发达国家需要提高城市的

耦合协调度，缩减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的

差异，同步提高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从

而提升北美洲城市的整体经济竞争力水

平。第二，提高滞后于城市经济竞争力发

展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产业体系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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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titivenes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 Sample Study of 131 Cities
Liu Xiaoman, Ni Pengfei, Li Qihang, Li Bo

Abstract: The coupling degree of interpretative indicators such as business cost, infra-

structur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dopts statistical analysi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alysis, relative index model analysis and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ranks higher. In cities,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higher; 

the lower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the lowe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he higher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cities with good 

coordination and good coordination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i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d regional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it-

ies; cities with low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ities such as Mexico and 

othe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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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orth America, all localities should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grasp the key drivers of urban 

development, supplement shortcoming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coordinat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Keywords: global city;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coupling; degree of coordination; rela-

tiv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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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育均等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

教育均等化的内涵诠释上，科尔曼将教育

机会均等化在不同社会阶段和形态下的

不同内涵予以总结，并从教育的不同环节

阐释了其概念：“进入教育、参与教育、

教育结果和教育对生活前景机会的影响

均等”。瑞典教育学家胡森总结出了教育

机会均等学说，赋予“平等”三种内涵：

“起点、过程和结果均等”，同时指出

“机会”主要是指“学校外部的各种物质

因素、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设施、家庭环

境中的某些心理因素、学校环境中的某些

心理因素、学校学习条件”。①还有学者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区房’溢价与城市基础教育均衡性研究”（16BJY151）、国家统

计局科研所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新型城镇化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及绩效评价”阶段性成果。

中国基础教育均等化进程评估
（2003-2014 年）

◎ 石绍宾 李 敏

一、引言

基础教育均等化是指一国之内不同

区域的基础教育实现均衡发展，公民能够

享受大体相当的教育条件和质量。基础

教育的均等化能够推动教育体系、制度更

加完善，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平等，进而促

进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差距的缩小，实现

从“人口红利”占优向人力资源占优的飞

跃。目前在我国，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已广

泛普及，但是各个地区的基础教育供给水

平相差较大，均等化有待提高。

摘  要：基础教育均等化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均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和

民主权利的实现。本文从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含义和必要性出发，构建包括基础教育投

入、产出和受益三方面在内的衡量基础教育总体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评估

2003-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发展状况。

关键词：基础教育均等化  教育投入-产出-收益指标  进程评估 

【中图分类号】G63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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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和平等进行了区分，小费恩·布

里姆莱和鲁龙·R·贾弗乐德在《教育财

政学——因应变革时代》中指出，公平是

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和需求而因材施教。

在教育公平的实现上，弗里德曼提出了教

育券理论，发挥市场机制在改善教育公平

中的效应。但杰夫·惠迪则认为市场并不

能有效解决教育平等，反而会拉大教育和

社会差距，应该站在社会整体利益上制定

教育政策。国内教育均等化研究也涌现了

许多宝贵成果。首先，在教育均等化的内

涵上，迟福林（2007）指出，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要义是为广大公民提供相当的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莫凡（2010）认为，

义务教育均等化是逐渐推进的，且城乡、

区域和校际间的差异会永远客观存在，因

此要在差异适当的情况下，争取公民义务

教育的“底线均等”②；娄世桥（2013）认

为基本教育均等化的真正实现，应在特

定时间、空间上，考虑地区实际情况和差

异，结合具体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次，

在基础教育均等化程度的评估上，吕炜、

刘国辉（2010）测算了1998年至2007年各

省市区（除港澳台）的教育基尼指数，分

析了与基础教育均等化改善相关的因素；

卢洪友、祁毓（2013）从教育投入、产出

和受益出发，建立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评估体系，全面评价了中国2003-2009

年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罗哲、

张宇豪（2016）从绩效的角度出发，参考

平衡积分卡，形成了一套教育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绩效评价体系。最后，在均等化

策略上，胡祖才（2010）提出当下基本教

育均等化的推进要以人为本，由政府做主

导，公平为前提，重点在质量；杨宗凯等

（2015）认为，未来信息技术将是促进教

育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利用网络信息技术

可以完成基础教育信息资源均衡配置模型

的构建。综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

十分重视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均等

化实现，义务教育的完善将成为我国教育

事业的长期努力方向之一。

二、评估方法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均等化

应建立在机会均等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

基础之上。从此观点出发，笔者结合中国

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卢洪友在《中

国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研究报

告》③中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对我国2003-2014年基础教育均等化进程

进行了量化评估。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教

育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一级指标，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产出和受益三个二级

指标等六层级次，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1。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将这些指

标体系中最低级单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计算得分，方法如下：

如果该指标数值与教育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呈正向关系，则：

 

如果该指标数值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程度呈负向关系，则：

其中 是31个省区基年（2003年）

中该指标对应原始数据最大的一个，
为最小的一个。

其次，将投入、产出和受益三个方面

的下属指标分别从最低级单项指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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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础教育均等化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六级指标

教育
基本
公共
服务

1.投
入类
指标

1.1
经费
保障
程度

1.1.1经费占
用资源比重

1.1.1a教育经费占GDP比重 　
1.1.1b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教育
支出占比

　

1.1.2生均财
政教育支出

1.1.2a生均公用经费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

1.1.2b生均事业费
小学生均事业费
初中生均事业费

1.1.2c生均基本建设支出
小学生均基本建设支出
初中生均基本建设支出

1.2
物质
设施
基础

1.2.1生均活
动面积

1.2.1a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小学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1.2.1b生均校舍面积
小学生均校舍面积
初中生均校舍面积

1.2.2生均教
学设备

1.2.2a生均教学用房
小学生均教学用房
初中生均教学用房

1.2.2b生均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小学生均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初中生均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1.2.3生均图
书资料

1.2.3a生均图书藏量
小学生均藏书量
初中生均藏书量

1.2.3b生均电子图书藏量
小学生均电子图书藏书量
初中生均电子图书藏书量

1.2.4生均固
定资产总值

1.2.4a小学生均固定资产总值 　
1.2.4b初中生均固定资产总值 　

1.3
人力
资源
投入

1.3.1教师数
量

1.3.1a小学生均专任教师师生比 　
1.3.1b初中生均专任教师师生比 　

1.3.2教师质
量

1.3.2a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师生
比

小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师生比
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师生比

1.3.2b中教三级及以上教师师生
比

小学中教三级及以上教师师生比
初中中教三级及以上教师师生比

2.产
出类
指标

2.1
义务
教育
机构
密度

2.1.1人均拥
有学校数

2.1.1a人均拥有小学学校数
2.1.1b人均拥有初中学校数

2.1.2单位行
政 面 积 拥 有
学校数

2.1.2a单位行政面积拥有小学数

2.1.2b单位行政面积拥有初中数

2.2
义务
教育
入学
率与
升学

率

2.2.1义务教
育入学率

适龄儿童入学率

2.2.2义务教
育升学率

2.2.2a小学升学率

2.2.2b初中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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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算术平均的方法，由低级到高级层

层合成，最终得到各省区2003-2014年基

础教育投入、产出、受益水平的得分。最

后，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一级指标

得分由投入、产出、受益水平三个二级指

标按照0.3、0.3、0.4的比重合成得到。

在考察均等化进程的动态变化时，笔

者将所有省区指标得分的均值看作全国基

础教育的标准水平，计算指标的标准差，

进而得到中国2003-2014年基础教育均等

化的发展趋势。如果指标标准差小，说明

全国各省区基础教育水平的总体离散程度

小，均等化水平较高；反之，则说明均等

化水平较差。

在研究各省区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相

对进程时，笔者以全国基础教育各项指标

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水平，将该省区相应

各项指标得分与标准水平相比，若比值高

于1，则该省区基础教育该项指标水平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均等化相对进程较好；

若该比值低于1，则该省区基础教育该项

指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均等化相对

进程较差。

本文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公报以及教育事业发展公报。需要说

明的是，由于2012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

计年鉴》和2014年教育经费数据的缺失，

我们在计算2012年的指标体系中去掉了投

入指标中的经费保障程度指标以及其下级

一系列指标，2014年的指标体系则去掉了

经费占用资源比重指标以及其下级一系列

指标。

三、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总体进
程分析

（一）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及均
等化进程

1.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

通过指标计算和合成，我们得到了

全国2003-2014年中国基础教育总体、投

入、产出和受益水平得分④情况及变化趋

势，如图1所示。

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2014年全国

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均在不断增长，平均

得分由2003年的5.23逐年增长至2014年的

8.726，年均增长率为4.79%。由此可见，

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在不断上升，义务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指标 五级指标 六级指标

教育
基本
公共
服务

3.受
益类
指标

3.1
全民
受教
育水

平

3.1.1人均受
教育年限

　

3.2
大众
化识
字率

3.2.1文盲或
者 半 文 盲 占
15岁以上人

口比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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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逐渐由简单的普及向着更公平

和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这得益于我国在

教育投入、均等化领域坚持实施的各项政

策以及地方各省市区的配合。具体来看，

中西部地区的改善明显，特别是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得分在西部

地区乃至全国排名中一直比较靠前且较稳

定。

由于一级指标是由教育投入、产出和

受益三个二级指标按比例合成得到的，总

体水平的增长得益于投入、产出、受益水

平的不断增长。单纯从比重来看，受益水

平得分对总体水平得分的贡献最大，公民

的受教育年限和质量有所提高，但其年平

均增长率仅有1.81%，增速较慢，而投入

水平得分所占的合成比重虽仅为0.3，但

其年平均增长率为14.7%，增速较快，对

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提高的带动最突出，可

见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的投入。相

反，产出变化并不明显，一是受国家拆点

并校政策影响，学校数量减少，二是投入

-产出效率不高。因此，在今后基础教育

均等化的推进中，除要保证财力物力投入

之外，还要注重投入的产出-受益效率，

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2.全国基础教育均等化进程

图2是以标准差的形式表现的2003-2014

年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产出和受益

均等化水平的变化趋势。除了基础教育投

入水平的标准差一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势且数值较大外，其他三项指标的标准差

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基础教育总体水平

的标准差由2003年的1.12上升到2014年的

1.62，标准差年均增长率为4.08%，总体

上维持在一个平稳、较低的水平上，具体

分析来看，2003-2006年呈略微上升的趋

势，2006-2010年呈下降趋势，2010-2014

年在轻微波动中略有上升；产出水平和

受益水平省际差异在2003-2008年变化较

小，2008-2010年变化较大，下降到了1以

下，在2010年以后，产出和受益水平均在

波动中有所上升，总体来看，产出和受益

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67%和0.19%。由

此看来，无论是总体保障程度，还是教育

投入、产出和受益水平，我国基础教育省

际均等化水平改善都没有想象中显著，尤

其是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过大，需要

加强关注和重视。

四、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分区域
进程分析

（一）分区域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及
均等化进程分析

图3是2003-2014年全国、各区域的基

础教育总体水平得分变化趋势。全国和东

部、中部、西部的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得分⑤

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图1  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产出和受益

水平得分值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2003-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各省

市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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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区域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及
均等化进程变化趋势

图5反映的是全国和各区域基础教育

投入水平得分趋势。由图我们可以看出，全

国和各区域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均呈上升趋

势。东部地区持续遥遥领先，且增速较快，

年增长率14.25%，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

主要得益于经济实力雄厚，投入教育事业

的资金充足，财政支持力度较大，为各项

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保障，且高素

质教师资源丰富、教师数量充足。中西部

地区投入水平大体相当，增速也较快，平

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14.49%和15.58%，快

于东部地区，但始终未能超越全国和东部

地区平均水平，这主要与中西部地区经济

落后，教育资金投入占GDP、国家财政教育

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重较低有关。

图6反映的是全国以及各区域基础教

育投入水平均等化进程状况。无论是全

国，还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差

异都有不断拉大的倾向。东部地区内部

差异最大，标准差由2003年的1.72上升到

2014年的5.69，年均增长率为12.69%。中

部和西部内部差距较小，但年均增长率也

分别达到8.41%和15.60%。从全国范围来

4.79%、4.79%、3.94%、5.47%，且增长速

度较平稳，东部基础教育总体水平位于全

国平均水平之上，中部基础教育总体水平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则一直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图4反映的是全国和各区域基础教育

总体水平均等化进程。东部地区基础教育

总体水平内部差异呈上升趋势，标准差年

均增长率为7.19%，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虽然

有所波动，但没有明显缩小，标准差年均

增长率为1.07%，但是总体上看内部差异

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内

部差距最小。从全国范围来看，2010年之

前，各省之间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差异有所

下降，2011年之后各省差异在波动中有所

上升，省际间标准差年均增长率为4.08%。

 
图2  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产出和受益

均等化水平变化趋势

 
图3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总体水平

得分趋势图

 
图4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均

等化进程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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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校的学校布局调整，东部地区产出下

降。中部地区产出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

大体一致，2009-2010年甚至超过东部和

全国平均水平，产出水平有所改善，西部

地区的产出水平虽然始终位于全国平均

以下，但是差距在不断缩小，且年增速为

2.10%，在三个地区中最高，这主要是由

于义务教育学校较早年有所增多，义务教

育机构密度提高，前期教育投入成果已有

所显现。总体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

各地区，教育产出水平都增长缓慢，某些

年份甚至有连续下降的趋势。

图8是全国以及各地区基础教育产出

水平均等化进程变化趋势图。中部和西部

基础教育产出水平内部差异有所缩小，由

2003年的1.73和1.18降至2014年的0.69和

0.77，分别以每年6.83%、2.18%的速度下

降。东部内部差异波动较大，但近几年总

体上较早年内部差异在缩小，标准差年均

变化率为40.69%。全国省际之间基础教育

产出水平差异总体上虽有波动，但也在慢

慢缩小，中部地区产出水平差异最小。

（四）分区域基础教育受益水平及均
等化进程变化趋势

图9描述了全国以及各区域基础教育

看，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省际差异较大，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基础教育投入的均

等化，不仅要缩小东、中、西部之间在教

育政策保障、执行和转移支付效率上的差

距，也要重视区域内部差距，推进更全面

的均等化。

（三）分区域基础教育产出水平及均
等化进程变化趋势

图7描述了全国、各区域2003-2014

年基础教育产出水平得分趋势。东部地

区虽然依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

2005-2010年一直下降，2011年之后才略

有回升，每年增速为1.12%，原因是东部

地区省份原本教育事业基础较好，经费、

物质、人力投入的边际产出较小，加上拆

图5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投入水平
得分趋势图

 
图6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均

等化进程

 
图7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产出水平

得分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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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水平得分趋势。全国和各地区的基础

教育受益得分都有所缓慢增长，其中东部

的分值高于全国和其他区域的平均水平，

中部的受益水平也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虽位于全国均值水平之下，但是西部

省份在教育受益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善，收

益水平年均增长率为2.55%，增长速度最

快，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人

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文盲人数减少，国家

对西部教育支持和保障上的努力已经有所

收获。

由图10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受益水

平内部差异最大，标准差平均每年增长

2.15%，其次是东部，标准差平均每年以

1.58%的速度下降，中部内部省份间差异最

小，标准差年均下降率为4.17%。在2010年

图8  全国、各地区基础教育产出水平均
等化进程

之前，全国以及各地区受益水平差异均有

不同程度的缩小，西部省份之间的差距虽

大但缩小趋势最为明显，2010年之后，东

部、西部内部省份间受益水平差距又有所

拉大，中部地区继续保持缩小的趋势。全

国省际间差异与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变化趋

势大致相同，2010年至2014年略有扩大。

五、中国分省基础教育均等化相
对进程分析

在研究各省区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相

对进程时，笔者以全国基础教育各项指标

得分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水平，将该省区

相应指标得分与标准水平相比，若比值高

于1，则该省区基础教育水平高于标准水

平，均等化水平较高；反之，则该省区基

础教育水平低于标准水平，均等化水平较

低。具体结果如表2、表3所示。

通过计算，从2003年至2014年各省基

础教育均等化相对进程水平及排序状况

来看，东部省份在总体、投入、产出和受

益得分方面大都处在全国前列，其次为中

部省份，西部省份基础教育均等化相对进

程较为落后。从各指标的省份排序变动来

看，产出均等化相对进程排序波动较大，

图9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受益水平
得分趋势图

 
图10  全国、各区域基础教育受益水平

均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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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省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均等化相对进程得分

年度 2003 2009 2014 2003-2014

省份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均分 排序

北 京 1.54 1 1.52 1 1.65 1 1.52 1

天 津 1.26 3 1.26 3 1.35 3 1.29 3

河 北 1.06 7 0.99 16 0.89 24 0.99 15

山 西 1.21 4 1.04 8 0.96 14 1.05 8

内蒙古 1.00 16 1.04 10 1.05 8 1.04 11

辽 宁 1.17 5 1.12 6 1.14 4 1.12 4

吉 林 1.08 6 1.12 5 1.04 11 1.10 5

黑龙江 0.96 22 1.03 11 1.02 12 1.02 12

上 海 1.48 2 1.43 2 1.42 2 1.41 2

江 苏 0.96 21 1.04 7 1.12 5 1.05 9

浙 江 1.06 9 1.04 9 1.05 9 1.05 10

安 徽 0.93 24 0.86 27 0.92 19 0.89 25

福 建 0.99 17 0.97 17 0.93 17 0.95 19

江 西 1.03 12 0.95 18 0.87 26 0.93 22

山 东 1.00 15 1.00 14 0.96 15 1.00 14

河 南 1.06 8 0.94 20 0.89 23 0.95 21

湖 北 0.96 23 0.94 22 0.96 16 0.95 20

湖 南 1.06 10 1.02 12 0.90 21 1.00 13

广 东 1.04 11 0.95 19 0.92 18 0.96 18

广 西 0.97 19 0.88 25 0.80 29 0.88 26

海 南 0.97 20 0.94 21 1.06 7 1.09 6

重 庆 1.02 13 0.91 24 0.91 20 0.93 23

四 川 0.89 26 0.87 26 0.86 27 0.87 27

贵 州 0.78 29 0.82 28 0.79 30 0.80 29

云 南 0.70 30 0.77 30 0.77 31 0.76 30

西 藏 0.30 31 0.64 31 0.83 28 0.60 31

陕 西 1.02 14 1.00 15 1.02 13 0.99 16

甘 肃 0.83 27 0.81 29 0.90 22 0.83 28

青 海 0.79 28 1.02 13 1.05 10 0.98 17

宁 夏 0.91 25 0.94 23 0.89 25 0.91 24

新 疆 0.98 18 1.12 4 1.07 6 1.08 7

数据来源：2003-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各
省市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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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受益均等化相对进程排序波动较

小，原因在于教育投入主要依靠财政支

持，受基数效应的影响，各省教育投入均

在原来基础上略有扩大，个别中西部省份

投入可能更大，相对之间的排序状况变化

不大。受益指标主要是指人均受教育年

限和文盲率，此变化是随着教育的发展慢

慢改善的，效果显现缓慢，各省排序变化

小。产出水平排序变化较大，主要是因为

“拆点并校”等政策，使得学校数量在短

时间内的增减变化较大，体现在各省的学

校密度的变化上就更加明显。

注释：
①[瑞典]托尔斯顿·胡森著,张人杰译.社会出身与教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2.

②莫凡.广东义务教育均等化问题与对策.广东科技,2010(9).

③卢洪友,祁毓.中国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研究报告.学习与实践,2013(2).

④全国基础教育总体、投入、产出和受益得分分别由相应指标所有省份的均值代替，下同。

⑤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的基础教育总体水平得分由该区域内省份的均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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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Education Equal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2003-2014)
Shi Shaobin, Li Min

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equ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stable equilibrium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fairness and democratic right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necessity of basic education equa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to measure the overall level of basic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input, output and benefi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asse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asic education equaliza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Keywords: basic education equalization; education input-output-return indicato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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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

宏观语境中，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

化品牌，强化国际化的创造与创新有助于

深圳在国际对外交往和交流中，利用城市

品牌的独特魅力吸引和利用国内外的各种

有利资源，塑造富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形

象，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圳城
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多层次内涵

文化品牌是城市营销的核心要素，是

城市无形资源的浓缩，并以其特有的个性

化符号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形成显著性标

“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圳城市文化品牌
建设的优势、问题与路径
◎ 王林生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历

史背景中，我国为主动参与和融入世界经

济体系而提出的重要倡议。深圳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城市、中国对外贸

易的“海上门户”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不仅承载着中国经

济文化走向世界与深化对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使命，也担负着不断强化城市自身产业

职能，积极拓展城市影响力的重要职责。

2016年，深圳发布《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以国际

先进城市为标杆的文化品牌体系”。在此

摘  要：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圳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上

的重要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为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从不同

的角度看，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具有不同的内涵。深圳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具有文化对

外开放、文化产业、文化金融、城市会展功能、“设计之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优势，

但也存在品牌核心价值不清晰、城市文化品牌识别体系不健全、城市品牌传播整合营

销规划缺失、城市文化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为深圳城市文化品牌的打

造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  城市文化品牌  深圳

【中图分类号】G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8.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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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我国对外开

放的新格局，这一构想旨在巩固和发展我

国与沿线相关国家互联、互通、互惠的双

边关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驱动

力。在这一整体格局下，深圳加强城市文

化品牌建设，就是要强化深圳自身的社会

认可度，推进城市在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

中的有效连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深圳

城市文化品牌具有多层内涵。

第一，在国际城市体系中，文化品牌

的打造有助于城市国际地位的提升。“一

带一路”倡议，就是在尊重公平竞争和市

场规律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发展社会、

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领域的双边关系，

在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推动城市成为全

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重要力量。深圳作为

我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

口城市和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城

市。某种程度上，深圳加强自身的城市文

化品牌建设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主动担当的体现。这是因为深圳具有沿海

开放城市的创新优势、先发优势，能够通

过强化自身在经贸与文化交流中的国际供

给能力，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的话语权。一批优质的品牌性企业，如华

为、腾讯、中兴等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已走出国门，抢占了行业发展的制高点，

创造了1384项国际标准，成为具有世界供

给能力的知名企业。目前，虽然已经有62

家国际国内标准组织秘书处在深圳落户，

但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四大世界

城市相比，深圳仍缺乏世界影响力。因

此，深圳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世界

城市竞争中，“努力构建公正、真实、强

大、富有吸引力，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目

标真正有用的声誉”[1]，且能够真实反映

城市精神、愿景、意志的城市文化品牌，

不仅能加深世界对深圳的认知，还可进一

步增强深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中的地

位。某种程度上，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缩影，深圳城市文化品牌的成功打造将有

助于深圳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以中

国城市排头兵的身份走向世界。

第二，在国内城市体系中，文化品牌

的打造有助于增强城市转型发展的示范效

应。“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融入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通过科学规划产业布

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倡议

的相关政策着重指出“广东、陕西、福建

等‘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提升绿色发展水

平”[2]，实施一批具有示范性、带动性的项

目，以探索经济的绿色、创新发展之路。在

这个意义上，促进节点城市的转型升级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

深圳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加快自身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以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为重点，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优质文化产品、创意理念、文化资本、高

新技术的过程中，化解产业存量，提升发

展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抓住城市转型升

级的先机，提升国际一流的文化产品供给

能力，为国内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示范。

第三，在城市自身发展体系中，文化

品牌的打造有助于城市强化质量领先优

势。“一带一路”倡议从整体上来说能在

双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化解产能、扩大

贸易，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聚焦国内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

此在这个层面上二者具有相同的逻辑起

点。当前，深圳正在实施“文化创新发展

2020”，就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根据产

业存在的问题，补齐文化建设存在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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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提升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价值导

向功能，构建以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为特征

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而文化品牌的根本

就是质量，因此，深圳城市文化品牌的打

造，就是通过提升城市自身的文化发展水

平，实现产业的提质增效，进而凭借质量

领先的优势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圳城
市文化品牌建设的优势

城市文化品牌是为推进城市文化建

设，在全面衡量城市文化资源和产业资

源的基础上，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提升做

出的发展性规划，它能够“反映一个清晰

的城市策略及其技能、资源和能力的侧重

点”[3]。成功的城市文化品牌既能整合各

种文化优势，又能借此实现产品价值的转

化与增值。“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

是中国城市和产业发展、崛起的重要机

遇，深圳在以城市文化品牌打造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具有多种优势。

（一）文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带

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进入全方位开放的

新时期，即中国不仅是要将国外先进的技

术、优秀的文化引进来，也要推动中国的

技术、文化积极地走出去。深圳是对外开

放最早的城市，在长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圳背靠粤港澳大湾

区，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列入《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就意味着“一带

一路”倡议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深圳

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设计层面的叠加优

势。目前，深圳是国家认定的三大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之一，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进行海上文化贸易距离最近的经

济发达城市之一，深圳利用对外开放的经

验优势、前海优势，与港澳台、东南亚等

地区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等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与推广活动。

2016年在吉隆坡举办的中国（深圳）—马

来西亚（吉隆坡）经贸合作交流会，2017

年在澳门举行的“首届深澳创意周——深

圳·澳门首届国际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

大赛”、在深圳举办的“中国（深圳）—

新加坡创新合作交流会”等活动，促进了

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

部门、企业界的广泛对接与深入合作。

（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发达的文化产业是深圳打造城市文化

品牌的重要支撑，这一方面在于城市能以

产业运作的模式助力品牌的传播，另一方

面在于产业的不断创新能为城市品牌的传

播提供内驱动力。目前，深圳共有8个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1个国家原创音乐基地，1

个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4个广东省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3个广东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如表1）。2017年，深圳文化产

业增加值超过21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

为10%，强劲的产业实力为城市品牌的传

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深圳的一些

品牌性企业，如腾讯、华强、华为等也发

挥各自的产业优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

动，拓展国际市场。2017年，腾讯联合瞭

望智库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发挥产

业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深圳的对外平台开放

优势，启动了针对“一带一路”的传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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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收集与研究项目，拓展深圳城市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整体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推广，实现以企业“走出去”带动

城市形象对外宣传的目的。

（三）文化金融的介入与创新

金融是城市品牌构建不可或缺的要

素，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当越来越多中国资本进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时，金融品牌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金融机构作为连接金融资本

与文化企业的中介，在推动金融资本注入

的同时，也能提升金融机构所在城市的影

响力。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国家级的

“文化+金融”平台，积极推动对外文化

投资和项目孵化活动。2017年，深圳文化

产权交易所联合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中证南山并购投资基金发起成立的

“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基金，就是

充分发挥自身的金融优势，通过高效务实

的金融服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深度融合，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本身的

发展空间。

（四）城市会展功能的完善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市品牌得以构

建的基础和载体，在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的过程中，深圳所具有的文化交流

展示功能对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发挥了重

要作用。深圳文博会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

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作为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品牌性资

源，文博会不仅是审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平台，还肩负着国家文化“走出去”

的重任。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2017年，深圳文博会秉持开放合作的精

神，设立“一带一路·国际馆”，邀请亚欧

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区域的35个国家及地区

的海外文化贸易型企业参展。目前，深圳

文博会已经成为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文化贸易与交流的重要平台，而

且通过文博会，深圳不仅进一步积聚了文

化建设与发展的势能，也优化了城市产业

结构，成为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助推器。

（五）“设计之都”品牌的塑造

“设计之都”是深圳打造城市文化

品牌的重要内容，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深圳为世

界上第六个“设计之都”，成为我国首个

获此殊荣的城市。深圳在设计产业和设

计创新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基础，平面设

表1  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一览表

项目 内容 数量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华侨城集团、大芬油画村、雅昌企业集团、腾讯、深圳
古玩城、华强文化科技、永丰源、南岭文化创意园

8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华侨城集团 1

国家原创音乐基地 梅沙原创音乐前沿基地 1

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 深圳怡景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 1

广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环球数码、腾讯、天威视讯、雅昌 4

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田面设计之都创意产业园、深圳文化创意园、怡景国家
动漫画产业基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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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字内容和在线互动设计、装潢设计

等，均具有一定的世界声誉。为提升深圳

作为国际“设计之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影响力，2015年，深圳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一带一路”全球创

意城市峰会，提出要加强与曼谷、首尔、

柏林、悉尼等中心城市的合作，积极拓展

深圳发展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为积极

推动深圳设计产业的发展、积极打造“深

圳设计”，深圳在2017年举办了首届“丝

绸之路”国际设计论坛及系列活动，邀请

了“丝绸之路”沿线14个国家和地区300

多位设计行业的负责人和设计师，凸显出

论坛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高端化的

特色。国际设计论坛的举办，使深圳又拥

有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文化

品牌。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

流与合作，深圳在重构“一带一路”沿线

设计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

务链的过程中，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某种程度上，“设计之都”建设促进

了深圳第二产业升级和创新型城市建设，

对深圳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和营销具有积

极意义。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圳城
市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深圳城市文化的优势性资源推动了深

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进程，但是相对来

说，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还没有达到应

有的水平与高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文化品牌核心价值不清晰

城市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决定着城

市寻求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深圳城市文化建设向纵深

拓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深圳

一直在进行着城市品牌的探索。新世纪

以来，深圳曾提出四大城市品牌建设，即

“一是以大运会为契机，推广深圳城市人

文形象品牌。二是以深港合作为契机，推

广深港大都会形象品牌。三是以文博会

为契机，推广深圳城市文化形象品牌。四

是以高交会为契机，推广深圳城市科技形

象品牌。[4]”四大城市品牌的提出虽然指

出了城市发展的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

大运会与深港合作、文博会和高交会相

比，只是一个时间段内的标志性事件，不

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四大城

市品牌缺乏共有的核心价值的支撑，存在

一定的先天缺陷。而且，单就品牌的设定

来说，“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

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5]，

具有相对唯一性，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

城市的形象，并使之与其他的竞争城市相

区别，然而四大品牌的设定未能将品牌建

设的重点凸显出来，与品牌建设的内涵略

显背离。2011年，《深圳市推进国际化城

市建设行动纲要》中再次确立了建设现

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发展定位，2016年

出台的《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

案）》在沿袭2011年纲要的基础上又提出

“构建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的文化品牌

体系”，均强调了“国际化”和“先进城

市”的品牌旨向，但深圳本身已是一个国

际化的城市，而先进本身又缺乏具体的内

容，因此这一品牌指向与其他城市相比，

差异化、个性化的特征明显不足。综上，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及以深

圳为平台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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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圳仍需结合城市文化建设的特色与

优势，对城市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进行精

准定位。

（二）城市文化品牌识别体系不健全

区域品牌是一个地区的附加吸引力，

品牌的视觉识别体系则是辨识城市最显著

的标志，也是城市塑造区域品牌和表达自

己地域独特性的核心概念。一个具有鲜明

个性化的城市品牌识别表征不仅能够增

强城市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注意力，也能

将这种关注力转化为城市可资利用的生产

力。城市文化品牌识别体系，“是通过基

础设施、建筑物、工业设备等物质基础以

及艺术、人物、政治和地方商品等精神纽

带来表达的”[6]。也就是说，城市品牌视

觉识别表征的提炼源于一个统一的、相互

协调的各社会构成要素的共同支撑，需要

地区形象、特征和体验相结合。一个独特

品牌识别和相对完善的品牌识别体系，是

城市赢得广泛声誉并在其他体验者心中形

成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径。目前，深圳仍然

缺乏必要的品牌识别系统。2011年，深圳

成立了“深圳城市形象全球征集工作领导

小组”，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设计方案，

但最终由于入围方案未能很好地提炼出深

圳这座改革先锋城市的人文精神内涵，以

及缺乏必要的国际化表达等多方面原因，

城市形象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使得城市

文化品牌识别体系的建立一度搁浅。缺乏

必要的品牌识别系统不利于一个正在崛

起的、致力于国际化并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的现代都市的发展。但这也

说明，城市文化品牌及其识别体系的构建

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

会过程。

（三）城市文化品牌传播整合营销
规划缺失

整合营销从传播受众的需求出发，

围绕品牌的核心价值，根据目标传播群

体的特征和需求，运用多种宣传推广途

径，如广告、新闻、促销、公关、活动，

并使彼此之间相互衔接，使营销过程统

一、协调、完整、充分地与目标传播群体

相接触。目前，深圳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开展了一系列营销活动，如“一带一

路”国际音乐季、“一带一路”企业家高

峰论坛、“一带一路”海内外企业合作洽

谈会、“一带一路”国际创客峰会、文博

会、高交会等。但这些活动的举办仅限于

深圳，不但没走出国门，未能针对“一带

一路”沿线的某一区域或城市进行外向型

营销，且活动跨越多个部门，它们彼此独

立，缺乏相互协调配合与营销整合，资源

使用的相对分散制约了营销效果的最大

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整体格局中，深圳城市文化品

牌的营销效果有限。

（四）城市文化品牌治理体系不健全

城市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是未来

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治理主体来

说，它强调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多方合作

治理，以此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而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当前世界城市面

临可持续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提出国际社会必须以共商、共建、共享的

理念推进城市治理，维护开放型的国际城

市文化体系。然而，深圳与其他国际大都

市相比，影响力依然有限。在对外推动城市

文明互鉴、构建新型城市发展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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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旗帜性作用不甚明显，而且深圳本

身正处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政府的

城市治理智慧、完善和相互配合的治理结

构，以及参与治理的成熟的公民意识和公

民责任担当依然欠缺，因此一套符合现代

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治理体系亟待建立。

四、推进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的路径与对策

城市文化品牌无疑是深圳城市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根据以上梳理出的相关问

题，本文拟就推进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准确定位城市
品牌

顶层设计是深圳城市文化品牌打造的

重要渠道，它要求政府在城市文化品牌的

打造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城市文化品牌

既关系到城市当前的建设，又关系到城市

未来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为城

市的自我审视和品牌的打造提供了机遇，

这就需要深圳不仅仅是在城市自身发展的

体系之内围绕产业要素和产业体系打造城

市文化品牌，而且还要在“一带一路”的

开放格局中，肩负着与沿线国家进行文化

交流、文化合作、文化贸易的责任。这就

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加强对城市文

化品牌核心价值的研究、规划与设计。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视域中进行城市

文化品牌建设，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发挥品

牌核心价值的作用，强化城市特色的竞争

力，因此，城市文化品牌核心价值的遴选

可以在政府主导下通过设立城市文化品牌

专家组的形式，结合城市发展实际，采用

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方法，比较深圳与“一

带一路”沿线相似城市的竞争优势，从而

提炼出既符合深圳发展实际，又兼具国际

领先优势，既特色鲜明，又能持续发展的

文化品牌。

（二）构建城市品牌识别系统，提升
城市品牌认知

城市文化品牌的识别系统是城市形

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它是通过一定

的视觉设计，将城市的精神、人文内涵、

城市生活和发展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

而“一带一路”倡议为城市文化品牌识别

系统的内容深化与挖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加快深圳城市文化品牌识别系统构

建，既要充分发挥“深圳城市形象全球征

集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尽最大可能统

筹利用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创意资源，

又要发掘自身文化要素，找准品牌识别体

系所需要的“清晰和有特性地加以表达的

核心概念”[7]，避免2011年征集工作那样

的尴尬。这就需要将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

视作一个系统性工程，不能将深圳城市文

化品牌视作为迎合“一带一路”倡议而使

用的媒体海外宣传符号和城市形象的自我

建设，而是要将其视作有关城市整体利益

的工程，是城市全面提升的发展过程。

（三）强化品牌整合营销与传播，扩
大城市品牌影响力

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与营销，是一个

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的系统性工程。

推进城市文化品牌的整合性营销，首先，

加强在“一带一路”格局中城市文化品牌

的规划建设，从顶层设计的高度，集中各

领域的资源，统筹利用深圳作为文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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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文博会、高交会等优

势性资源，力争使各种资源的利用率最大

化。其次，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文化需求。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面

临“一带一路”的整体格局，肩负着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而要实现这

一目的，外向型的整合营销就显得必不可

少，这就需要城市文化品牌的营销必须走

出国门，针对特定的营销城市或地区指定

特定的策略，以实现与品牌营销受众群体

关注点的契合。最后，利用重大事件的影

响，做好城市文化品牌的推广。重大事件

能够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利用重大事件

营销应避免事件之间的孤立，可以通过设

立城市文化品牌营销机构的方式协调重大

事件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充分把握大众的

注意力，进而实现城市文化品牌的传播。

（四）培育和推介优秀企业品牌，发
挥城市文化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联动效应

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利用企业

品牌推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从属于整合

营销的范畴，但是随着知名品牌营销比单

纯城市形象推广活动取得的效果明显，越

来越多的城市日益关注城市文化品牌与企

业品牌的联动效应。深圳具有一批知名的

文化企业，而且都已经走出国门，具有一

定的国际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过程中，腾讯、华强、华为等都以各

种形式积极制定或参与到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往和贸易活动中，且在产品

营销本土化的过程中，使这些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人们通过文化产品形成对产品来源

国和来源城市的直接体验，对深圳国际城

市形象和文化品牌的塑造起到了良好的推

动作用。因此，今后进一步发挥深圳的产

业优势，培育优秀的企业并鼓励企业走出

去，形成城市文化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联动

效应，这是深圳城市文化品牌打造可以选

择的重要路径。

（五）创新城市品牌治理，提升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培育和建立城市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

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过程，需要依据时

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品牌打造的途径，建立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治理体系。信息化、

数据化和智慧化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

也构成了创新城市品牌治理的重要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在

这些领域取得了进展，香港的“大数据

驱动的城市发展”、新加坡的“智慧国家

2025”计划、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以“数字

特拉维夫”为依托推进市民参与等，均在

规划、建设、管理等层面为深圳城市文化

品牌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硬件与软件层面的

各种借鉴。也只有在学习借鉴更为先进的

城市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深圳

才能最大限度地统筹城市规划、空间、规

模、产业等各领域，实现城市文化品牌培

育路径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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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of Shenzhen’s Urban Cultural Br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Linsheng

Abstract: The urban cultural brand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a city’s culture construction. 

Shenzhen, as an important node c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its urban cultural brand construction.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henzhen’s urban cultural 

brand construction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Shenzhen’s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e brand 

not only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cultural opening up, culture industry, cultural finance and 

exhibition functions, but als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brand core value, the urban 

imperfect culture brand recognition system, disorganized dissemination integration marketing 

plan and managementt. These problem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s urban cultural bran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rban cultural brand;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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