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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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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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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学术参考资料。现针对以下栏目征稿：

1．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从多角度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学术文章。

2．广州经验：广州地区城市建设、管理与城市发展的经验介绍。

3．广州视角：着眼于广州城市发展的研究性文章。

4．区域与城镇化：研究城市区域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统筹等问题的文章。

5．城市经济：研究城市经济新动态，把脉产业经济动态，探索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文

章。

6．城市空间：聚焦于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拓展、城市空间改造等问题的文章。

7．城市社会治理：主要关注城市社区建设、城市公共服务管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

服务、老龄社会等问题。

8．生态城市：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文章。

9．智慧城市：研究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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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析，求同存异、择优汰劣。

11．城市文化：关于城市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创新城市文化等方面的文章。

12．城市学与城市史：关于城市学基础理论及中外城市发展史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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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000～2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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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尊重研究者的智慧成果，优稿优酬。

欢迎各学科、各领域的城市研究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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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专栏主持人：方海，广东工业大学粤港澳设计文化与战略研究中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进入全面开展和深化的重要历史机遇期。《规划纲要》提出

建设“人文湾区”，为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总纲和指引，是

未来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和亮点。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地理、

文化渊源、人文精神、风俗习惯上同气连枝，有着深刻的人文价

值链，同属岭南文化的核心区域，是 “人文湾区”建设最重要的

基础所在。

要把握岭南文化这一共同文化背景的优势，不断加强粤港澳

三地间文化交流融合的推进和升级，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

品、繁荣文化市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繁荣发展，为“国际一流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供给

和软实力支持。

本期专栏的6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以设计战略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激发湾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确立

文化自信的思路进行探讨。

一是从设计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考察。《粤港澳大湾

区设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研究》分析了设计与产业融合

上的现状与趋势，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结合湾区

多方优势，阐述了设计业与文化遗产、博物馆、艺术社区等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全球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经验对广州

的启示》一文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的理念与措施

进行梳理和比较，结合广州设计产业实际发展情况，分析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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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足，分别从产业政策、制度建设、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品

牌活动等多角度对广州设计产业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服务

设计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研究》运用设计学、经济学与统

计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间协同创新、

打破传统行政区域束缚、共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共同

创造和整体性思维”，并将其作为服务设计的核心理念。

二是从城乡文化的角度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质

的战略思考》一文强调城市发展的文化历史脉络和设计及美学问

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在借鉴吸收国际大都市文化

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构建大湾区和广州的文化发展战略。《平民艺

术家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改造》一文探究文化艺

术创新的驱动模式，分析总结了平民艺术家对于城市设计的影响

力。广州在借鉴学习和吸取经验中孕育出自身的路径，让平民艺

术家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建设中激发城市活力，致力城

市更新。

三是从空间设计的角度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

同关系及边界增长潜力分析》的作者尝试从空间协同关系的边界

效应视角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边界增长潜力和“去边界化”

空间协同模式，以期获得相关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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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港澳设计与相关产业融合
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作为一个分支研

究，应从多层次、全方位、多领域与纽约

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知名湾区进行对

比，通过横向比较总结自身优势和劣势。

目前，中国50强企业中有21家来自粤港澳

地区，占全国比重的42%，远远高于国内

【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设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战略研究”（2018GZWTZD32）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的战略研究
◎ 方 海 安 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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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抓

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

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设计发展

应加快推动设计创新与相关产业的融合，

在抢抓转型升级新机遇的同时，推动广州

成为世界级城市，引领粤港澳产业升级转

型，进而使设计战略为“一带一路”的建

设服务。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的设计文化立足于深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和区域优势，探讨

设计与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的策略，有利于推动设计创新与相关产业的整合，引领粤港澳

产业升级转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在设计与产业融合

上的现状与趋势，明确了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结合其地理优势、文化优势、设计人才

和产业园区优势，从多方面阐述设计要与文化遗产、博物馆、艺术社区等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设计产业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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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和地区。在政府大力提倡设计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让以绿色设计和可持续发展为核

心的设计带动相关产业与国际的交流合

作。

（一）设计与产业融合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协同发展

粤港澳地区的协同发展应形成优势互

补。一方面，粤港澳地区可以借助港澳的

优质设计和国际化平台广泛地聚合全球设

计资源，提高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

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支撑。另一

方面，港澳设计服务企业可依托广东完备

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市场潜力，实现设计创

新成果产业化，在内地形成新的消费市场

需求并向国际市场拓展。推动设计创新与

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粤港澳产业升

级转型，增强民族产品全球竞争力，通过

设计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使广州

成为世界级城市文化品牌，促进设计文化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协

同发展。

（二）设计与产业融合促进产、学、
研资源协作

促进产、学、研的协同合作能够使产

业优势、技术创新优势与设计资源优势在

大湾区内形成放大和扩散效应，可强化粤

港澳设计驱动的协同创新模式，这种模式

的确立有利于促进设计驱动的创新联盟，

从而更好地发挥各地设计优势，实现资源

互补。

第一，在院校方面，可健全和完善

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提升创新平台

服务能力。大湾区拥有国家一流和世界一

流的教育、科研资源，建构起设计创新与

商业化之间的桥梁，让知识创新与技术进

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产、学、研有效

协同，将成果提升转化成生产力，通过研

发、孵化、专利和产品交易等对各种平台

服务进行提升，提高设计驱动创新的产业

成果转化效率。

第二，在产业方面，可吸引港澳设

计人才到珠三角地区，提高凝聚力和向

心力。从事创新创业、设计交流和服务活

动，有利于增进港澳年轻一代与内地的密

切联系。产业开展基于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新装备的设计应用研发，促进大

湾区设计与产业协同发展，推动设计服务

向高端综合设计拓展。

政府、院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基础性、

前瞻性的设计研发，对粤港澳地区在“中

国制造2025”战略中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提供有力支撑。

二、粤港澳设计发展的现状与优势

（一）设计与产业发展的现状

自2010年广东提出打造“粤港设计

走廊”战略以来，涌现出华为、中兴、美

的、格力、广汽等一批设计引领创新型企

业。设计与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品的质

量、结构和品牌影响力，同时推动“广东

制造”向“广东创造”转变。目前，大湾

区设计服务产业发展居国内领先地位，仅

工业设计企业就有1200余家位于粤港澳大

湾区内，设计创意产业园区有100多个，

已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向珠海、东

莞、佛山、中山等城市发散的设计产业城

市群。

以公共艺术、设计博物馆和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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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设计产业群已初见成

效。“2018艺术深圳”举办期间，大湾区

内重点艺术机构相继推出展览和活动，为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艺术联动效应创造积

极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

文创设计产业研究院正式启动，将融合政

府、媒体、金融、智库等各方优势，集聚

专家、人才、信息、资金等高端资源，为

设计文化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平台和

支撑。

（二）设计与产业融合的优势

1. 地理位置优势

粤港澳地区交通条件便利，拥有香港

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广

州、深圳等重要港口，以及香港、广州、

深圳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空枢纽。并

且，随着“1小时生活圈”的构建，港珠

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和虎门二

桥等重大交通设施的不断发展，大湾区将

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交通中心

和航运中心。仅2016年大湾区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总计6520万标箱，远超世界三大湾

区，是全球港口最密集、航运最繁忙的区

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

通，必然会使设计与产业加快升级。

2. 历史文化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有悠久而特殊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积淀。从秦朝开始，广州一直

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

心，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自东

汉时期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明清

时期，广州、香港、澳门作为对外贸易大

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近代以来，

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促使多元化设计理

念在粤港澳地区空前发展，既继承和发扬

本土文化精神，也积极吸收国际前沿设计

理念和先进设计管理体制。南越王墓博

物馆、陈家祠、中山纪念堂等文化遗产见

证了广州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发展历程，

而石湾陶瓷、香云纱等工艺的发展状况也

展现了传统因素的强健活力。在“一带一

路”理念的引导下，以广府悠久历史文化

为根基，充分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区域

文化资源，探索传统设计文化和智慧服务

当代的新路径，必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自信的重要展现。

3. 设计人才优势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工业设计城时提出“下次来时希望看到

8000名设计师”的殷切希望，至2017年短

短5年时间，设计城已聚集海内外优秀设

计研发人员8120名。粤港澳地区集中了众

多知名学府，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广东工

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均设立了与设计相关

的专业和课程，正是这些高等学府每年向

该地区输送大量的设计人才，为粤港澳大

湾区提供了良好的人才资源。

4. 产业园区优势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吸引着众多

国内外设计产业来此发展，大湾区完全可

以充分发挥本身科技优势，对接全球创新

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推动三地

设计与产业融合的创新体制，使新材料、

新技术、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随着广州设计之都被定位为“粤港澳大湾

区设计产业聚集的‘国际品牌摇篮’”，将

引进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时

装设计等设计全产业链，打造集研发、设

计、展览、教育等为一体的粤港澳大湾区

设计产业聚集地。目前，大湾区拥有16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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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2016年的进出口贸易

额约1.7万亿美元，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

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格力电

器公司考察时指出，“制造业的核心就是

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

主创新争取。我们要有自主创新的骨气和

志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1]。

粤港澳大湾区要抓住建设机遇，将设计创

新与相关产业融合作为该地区发展的战略

核心，发挥核心增长作用带动大湾区共同

发展，向国际一流湾区迈进。

三、粤港澳设计与产业融合的主
要建议

（一）提升粤港澳城市形象，以设计
创建旅游、文创、影视等相关产业的融
合模式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规划纲要》）中指出，要“优化提

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

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规划纲

要》还指出，应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

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优势互

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

级产业集群”。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

市形象，以设计为切入点寻求产业融合模

式，正是这一规划精神的一种有效实施。

第一，以广州申报“设计之都”为抓

手，以设计驱动创新为引擎，促进产业升

级和城市转型，打造设计明星城市群。作

为融经济、信息、科技、文化为一体的国

家重点区域规划地，粤港澳大湾区充满健

康活力的形象更需要设计文化的全方位

展示。香港、澳门设计服务业实力雄厚、

开放程度高，强大的需求带动了旅游、

文博、酒店、影视、展览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而广州、深圳作为广东省的两座经济

双子星，本身就具备通过设计融合相关产

业共同提升的潜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设

计明星城市群正是对这种得天独厚的特

殊地域经济文化优势的有效利用。可立足

各地产业优势，借力大湾区内外的文化需

求，使大湾区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创新中心

和国际化设计产业的聚集地。

第二，以大湾区文化建设与传播为路

径，有效利用设计产业资源，寻求文创、

旅游、影视等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打造城

市文化名片。例如目前粤港澳（深圳）影

视文化创意产业园已经是集合影视艺术

创作、影视技术制作、影视人才孵化、时

尚创意设计、文化主题酒店、文化创客空

间、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产业聚合型影视

文化创意产业园”，应该在这种产业园发

展模式中进一步挖掘设计的杠杆潜能及其

对城市文化气质的建设意义。可整合旅游

资源与文创设计、影视创作，发展相关主

题文化产业园，搭建大湾区文化形象传播

网络。

第三，发展旅游文创业。一方面，旅

游为文创产业提供了设计载体和创意平

台，让设计创意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与

反馈；另一方面，旅游为设计文创产业提

供了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意思路，让设

计文创在粤港澳大湾区新经济环境下不断

突破创新。目前涉及的相关内容仅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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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规划以及某些专项性的文化规划，如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旅游规划及公共文化

设施规划等，内容分散交叉，且并未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规划。其中，艺术手段

通常仅作为某些孤立的、片段式场所的营

造方法，而缺乏一种整体引导。在大湾区

的发展规划中，艺术与社区共生是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路，随着城市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各地区也展示着独特的地

方文化。

（二）发展艺术社区，以设计探索商
业、文教与城乡建设的共生路径

《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特色城

镇。充分发挥珠三角九市特色城镇数量

多、体量大的优势，培育一批具有特色优

势的魅力城镇，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发展特色产业，传承传统

文化，形成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支

撑”。并且，还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推动珠三角九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全

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建设具有

岭南特色的宜居城乡”。粤港澳大湾区同

时拥有一流的教育科研资源、雄厚的经济

实力以及丰富的城乡面貌，推动粤港澳艺

术社区的建设，是积极促进艺术与社区、

城市与乡村协同发展的良性途径。

第一，促进艺术社区的商业发展。艺

术社区强调根据自身社区的历史、文化、

经济和社会背景，采取相应的艺术手段介

入生活[2]。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达、文化

传播迅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体，

而大湾区诞生的混合型新文化艺术也将成

为引领全球的文化艺术形态。深圳、香港

是世界上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大

湾区将继续走引进道路，用良好的前景和

政策吸引大批资本与一流人才进入艺术产

业，为有现代商业能力的专业艺术服务机

构提供庞大的商业发展机遇[3]。粤港澳大

湾区的艺术社区发展相较于内陆地区交流

性更广泛、文化环境更宽松，艺术社区的

发展不仅能够配合大湾区的地域塑造形式

美感，更重要的是能以艺术的方式共同协

商、共同参与，从而反映大湾区的利益主

体与公共精神、经历与文化意志、贡献与

价值理想。

第二，实现艺术社区与校园对接。教

育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富有基础性、

长远性的意义[4]。艺术社区建设作为高校

艺术设计类科研的主要内容之一，由高校

教师带领学生在校外进行教学实践，实

现从校内到校外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

了解市场、认识相关产业。本着项目辅助

教学的原则，以学生自主实践为导向开展

相关教学工作，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再局

限于课堂的理论讲学，而是走出课堂进入

实践。艺术实践教学要重视学生的素质培

养，帮助、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

品质，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基本素养[5]。

同时，艺术教育是一个大的文化教育

范畴，在全民艺术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

艺术内容和形式走入社区、走进人们的生

活。对于社区文化建设来说，艺术具有不

可代替的作用。首先，艺术丰富了社区的文

化生活。我们过去的社区生活方式比较封

闭，业余生活也呆板无趣，居民更多关注

的是自己家的生活状态，或者因为忙于生

活工作而忽略了文化精神方面的发展[6]。现

今，粤港澳大湾区内许多学校引入了艺术

社区作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将艺术知识以

入驻的方式扎根于校园，让校园文化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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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也让教学的过程充满趣味性和实

践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面临着极大挑

战，现代互联网正推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

前沿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应该跟

上时代的步伐实现变革创新。

第三，调研自然村落，发展城乡建设。

调研粤港澳大湾区的传统乡镇村落，将现

代设计文化策略引入乡村建设，既不破

坏传统社区人文生态，又有效促进乡村振

兴。发扬具有本土生态特色的艺术社区有

三个好处：第一，打造出植根于本土文化

的艺术社区，强调自身的文化历史性和居

民参与性从而促进地域文化交流。第二，

分析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结合当地的文化

特性进行对应的艺术实践。第三，当地艺

术家就地取材与居民在社区空间进行艺术

创作，共同完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优秀艺术

作品。社区艺术最为重要的本质和功能是

以艺术的力量参与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

它所彰显的是公众的文化诉求，体现城乡

居民的生存境遇，从而传递精神价值、缓

解社会矛盾，给公众提供思考的空间。

位于广东佛山顺德区的青田自然村，

地处平原地带，河网交错，是典型的岭南

传统水乡，这里仍然保留着较原始的村落

形态和历史遗存。2016年，广东工业大学

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选择了青田作为发展

城乡建设的实践基地，提出中国乡村建设

新理论，并发布《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

兴的文明路径》。“青田范式”是用艺术

融入的方式促进乡村复兴，通过尊重大环

境和谨慎使用当地元素，实现空间的新意

义：不仅要保留村落多样性的自然遗产，

还要保存乡村文化及信仰体系，建立多主

体联动的“情感共同体”，重塑被市场经

济所击垮而逐渐淡去的礼俗社会。

（三）推动设计博物馆建设，以设计
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化，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设计共同体

《规划纲要》指出，要“塑造湾区人

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

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

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

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

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

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

魅力”。大力推动设计博物馆的建设，是

完全符合这一发展规划的。

第一，以设计博物馆展现和弘扬地域

特色文化。博物馆本身作为设计和产业融

合的作品，可以同时引入大湾区的传统工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近现代以来中外交

流背景下大湾区内的各类设计，打造出具

有地域产业特色的设计博物馆，使博物馆

成为集中展现城市文化形象的窗口。2016

年位于荔湾西关恩宁路的广州粤剧艺术

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该馆充分体现了岭南

文化特色和西关文化风情，并整合周边历

史文化资源，吸收西关传统园林建筑之精

华，形成一座展示粤剧艺术的博物馆。随

着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区域特色

的目的地逐渐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

品牌形象消费是信息社会发展和商品经济

发达的共同结果，人们的消费行动力开始

从实物消费发展到品牌形象消费[7]。借鉴

这一理念，打造大湾区独特的品牌形象，

将传统工艺如潮州木雕、肇庆端砚、剪纸

玉雕、酸枝红木家具、龙舟等纳入设计博

物馆，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是推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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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博物馆品牌形象的主要方式之一。

第二，结合城市发展历史建设设计博

物馆。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于2012年、

2010年和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

为“设计之城”，同时也被确立为兴建设

计博物馆的备选城市。“设计之城”的称

号不仅表明设计被大众所关注，同时设计

也为城市的振兴作出贡献。例如北京清华

艺术博物馆以“彰显人文、荟萃艺术、涵

养新风、化育菁华”为己任，坚持中西融

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通过不懈努力

把艺术馆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博物

馆。再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筑由原南

市发电厂改造而来，它见证了上海从工业

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城市变迁，2010年上海

世博会期间曾是“城市未来馆”。设计博

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当代设计艺

术展示与学习的平台，促进不同设计艺术

门类之间的合作和知识生产。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的发展历史与设计博物馆相融

合，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叙述着人对历

史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文化发展

的根基，是民众精神家园的寄托，为城市

的振兴奠定文化基石。

第三，以设计博物馆为依托，构建产

学研有效协同模式。健全和完善的产学研

制度是从事创新创业、设计交流和服务活

动的基础，是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设计共同

体、走向一流创新型湾区的关键一步。以

设计博物馆为依托，汇集相关产业资源与

教学科研力量，使设计博物馆成为培养设

计人才、促进设计与其他产业融合的重要

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目标是打造高

水平世界一流大学，打造“环高校知识经

济圈”和全球创新中心，打造“东方的硅

谷”。要不断加强与港澳高校的联系、交

流与合作，共同助力粤港澳三地协调创新

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8]。设计博

物馆作为孵化器不仅给学生提供实践和研

究的平台，还为设计师提供交流、策划与

互动的机会。例如，广东工业大学浩泽莱

德设计博物馆是广东省唯一一座坐落在高

校的设计博物馆，收藏了15—20世纪欧洲

经典工业设计产品4000多件，包括1913年

法国生产的老爷车、1909年的雷诺汽车在

内；该馆主要用于教学、科研、国际学术

交流与合作，同时向社会免费开放，为青

少年设计与科普教育提供基地，必将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新名片。设计博物馆

与高校的设计学科相结合，可为学生提供

学习和信息交流的平台，构筑创新要素集

聚的环高校创新圈，构建政府、产业、高

校、金融、中介多要素融聚的“造血”式

集成创新体系[9]。

第四，在设计博物馆实现主题专业化

与信息智能化。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建筑

之一，其主题表现在自身的定位中。公共

文化建筑的集中建设能将各个不同文化建

筑在功能上进行互补互助[10]。以设计和艺

术为主题的博物馆或单独为某些艺术设计

流派、设计品牌设立的博物馆，除了展出

各式各样的展品之外，同时兼具文化价值

和品牌价值的传播功能。设计博物馆作为

文化建筑群的一个子集，在功能复合化的

建筑情况下更多倾向于专业化。就其形态

而言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综合性单体

建筑中以一种元素展开，而各项功能都集

中在单体建筑中；第二种是将各个单体建

筑组合，而这个单体建筑以各种不同的功

能合成。

信息智能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向

也是创新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目标之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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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设计博物馆而言智能化不仅体现在陈列

的展品上，也表现在博物馆的日常内部管

理中。陈列展示作为“前台”是博物馆走

向现代化和未来的重要指标。设计博物馆

在展品的陈列上采用跨媒介的技术来完成

基本职能，如电影、电视、投影、幻灯、

录像等，尤其在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人工智

能方面取得巨大进展，AI、VR等交互式

的沉浸体验技术日趋成熟。日常管理工作

是博物馆的“后台”，主要围绕藏品的收

藏、储存、研究、教育、修复展开对外的

信息交流与传递，如数字化博物馆、藏品

分类数据、信息数据库、展览设计辅助系

统、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这些智能化的

技术是连接博物馆与公众的桥梁，也是维

系博物馆与观众情感的链条，有助于唤起

当代公众对传统地域文化记忆的精神共

鸣。但这些都是博物馆的辅助内容，它们

并不能替代传统博物馆的地位和作用。粤

港澳大湾区设计博物馆的建设应该合理有

效地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寻求传统

博物馆周边产业群与新媒体技术产业群优

势互补的创新路径。

总之，推进粤港澳设计与相关产业的

融合，要坚守“一国之本”，发挥“两制

之利”。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

关区”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创新体制机制，

合理开发湾区传统文化资源，激活本土设

计文化创新，是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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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tegic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ang Hai, An Sh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based on profound Lingnan traditional design culture and regional advantages.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related industries, can lead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

tion of the Bay Area industries,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Bay Are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industry 

in the Bay Area, the positioning and role of the Greater Bay are clarified. Combined with its geo-

graphical advantages, cultural advantages, design talents and industrial park advantages, the in-

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sign with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s, art communities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are expounded from many aspects.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sign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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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
的经验

（一）赫尔辛基——设计主导的智
慧之城

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是一座古

典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都市，连续多

【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广州‘设计之都’申报路径与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发展研究”（2018GZWTZD33）。

全球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经验
对广州的启示
◎ 王 娟 温文静 邓小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产业的

衰败和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人口

的高速增长，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设

计日益成为推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创新活

力的主要工具。以文化为资源、以设计创

新为手段发展设计产业的做法成为全球许

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转型、经济增长和

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

摘  要：发展设计产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转型方面的独特竞争价

值，日益成为全球许多城市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创立地区品牌和增强竞争力的重

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的理念与措施进行梳理和比较，总结其

经验对广州发展设计产业的启示。结合广州设计产业实际发展情况，分析其优势与不

足，探讨广州发展设计产业对其产业发展、城市规划、文化传播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

分别从产业政策、制度建设、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品牌活动等多角度对广州设计产业

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设计产业  文化创意  广州设计  产业转型  城市更新

【中图分类号】J50-0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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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20世

纪90年代中期，由于能源匮乏，芬兰政府

当即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发展创

意型产业。1997年，政府集合学术界、艺

术界、产业界、教育部和文化部等人员组

建芬兰文化产业委员会，借鉴他人的经验

规划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制定了

“以设计主导城市发展”的战略，推动经

济转型和城市发展，使赫尔辛基逐渐成为

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和设计都市。

赫尔辛基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

其一，打造“设计区”名片。赫尔辛基政

府在市中心规划出一片“设计区”，将当

地的创意工作者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设

计产业集聚地。该设计区跨越25个街区，

由200家不同类型的设计商店组成，里面包

括画廊、古玩店、设计工作室、时装店、博

物馆、餐厅和各种展览馆，诸如设计博物

馆、芬兰建筑博物馆和芬兰设计论坛都坐

落此地。设计区聚集了许多民间手工艺人

和独立设计师的本土品牌，不仅吸引了海

内外的游客到此消费，还将这些品牌拓展

到海外市场。园区内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

动、设计论坛，还有艺术之夜、赫尔辛基

设计周、时装展示交易会等，让设计师与

公众得到良性的互动。其二，精心筹划设

计活动。赫尔辛基政府积极推动各种设计

论坛、竞赛、展览和设计周等交流活动的

举办，为公众和设计师们打造国际性的交

流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意氛围。自20世纪80

年代开始举办芬兰设计论坛，搭建国内外

展览和比赛等交流平台，让设计师和企业

有机会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从2012年起，

每年都举办赫尔辛基设计周，让不同的设

计师有机会充分展示所长，让公众更好地

了解不同的设计文化与产品。其三，产、

学、研相结合，重视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

芬兰政府十分注重产、学、研相结合，促进

设计行业发展的同时培养年轻的设计师。

政府、企业和高校相互合作，推动创新成

果的开发。在设计教育方面，芬兰已经形

成了独特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和设计人才

培养体系。芬兰的小学生已经可以开始接

触到建筑设计方面的内容；中学生可以学

习家具设计、陶瓷设计、纺织品及服装设

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设计学科；高

校的设计教育更是注重跨边界、跨学科思

维方式的培养。将设计融入生活中的每一

个部分，孩子们在设计氛围浓厚的环境中

长大，不仅从小培养了尊重设计的意识，

还有助于日后为创意行业储备人才。

（二）柏林——兼容并蓄的创意之城

德国首都柏林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柏

林工业设计从19世纪兴起，包豪斯文化为

其设计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

年代，柏林市的传统工业发展受到资源短

缺和地理位置不佳等条件限制，但其传统

工业遗产和低廉的老厂房租金为柏林聚集

了一批创意设计人才。

柏林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理念：其

一，“以高起点的设计规划实现城市重

建，以大规模的创意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的理念，集聚了大量创意设计企业及艺术

设计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意文化源泉；

其二，“节能、低碳”的设计理念，使柏林

由以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导向生态、环

保、节能的新型文化时尚之都转型；其三，

“用创意工业保护设计”的理念，强调创

意设计在产品质量控制中的重要性，有助

于创意设计产品的开发[1]。三大理念在相互

交织中推动着柏林设计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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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其

一，政府明确发展战略，成立城市创意产

业推进部，并发布文件，明确提出文化创

意产业作为柏林经济发展支柱，以此吸引

了大量文创企业和设计人才集聚。其二，

建立圆桌会议制度，柏林市政府定期主办

圆桌会议，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共同参与

创意设计产业与经济发展议题。其三，完

善行业组织机制，建立柏林国际设计中心

（IDZ）、创意柏林联盟（CREATEBER-

LIN）、创意工业（CO）等致力于设计领

域与其他领域交融的组织。其四，落实政

府支持补贴，政府主要从资金扶持和场地

减租两方面对创意设计产业和创意设计人

员给予大力支持，如对DMY国际设计节、

创意柏林和社区创意活动等的资助。其

五，举办大量文化创意活动，如“柏林国

际设计节”“if设计大奖”“柏林国际电

影节”“柏林跨媒体艺术节”等。其六，

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创意人才配套体系，

注重设计人才培养。

柏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在

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建设完善

的服务平台、举办创意设计活动、注重创

意人才培养、落实政府支持补贴等举措，

使柏林的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迅速。设计产

业吸引了大量基金投入，并逐渐发展成为

柏林市的支柱产业。[2]

（三）神户——震后复兴的设计都会

神户是日本第六大城市，兵库县首

府。自19世纪60年代神户港成为日本的贸

易窗口后，神户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定

居，西方文化得以在日本传播，营造了神

户对各种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城市

带来良好的文化创意氛围。从20世纪70年

代开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出渐进式的

计划，将神户打造成拥有浓厚创新氛围的

国际都市。1995年神户发生阪神地震，政

府更加积极转变产业结构，提出“以创造

性方式实现灾区复兴”，将大部分的第一

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2006年，神户商工会议所提交了一份

建设设计之都的建议书，以此作为城市转

型的机会。2008年10月神户市正式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

神户政府在空间方面进行宜居城市

设计、在文化方面深入日常生活设计和在

经济方面推进商业设计，从三个维度来发

展设计产业。在经济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整合创意人员和创意公司的资源，积

极提供创意活动的场所，将设计融入日常

生活，让不同的文化融合为创造新价值的

源泉。在生活上，邀请专业的设计师队伍

规划宜居城市，在保护历史景观、延续城

市文脉的同时美化街区，打造真正的城市

品牌。为了将国内外的文化艺术力量汇集

到神户，促进城市繁荣、激发城市活力，

从2007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神户双年

展”，其会场每年都会覆盖整个城市，不

仅是艺术设计者的交流活动，而且让全城

的市民都参与进来，让文化艺术激活城市

的创意力。[3]

神户注重经济、文化、城市三方面均

衡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改善

生活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设计产

业的发展成果。

（四）首尔——历劫雾霾的设计奇迹

首尔是韩国的首都，也是韩国的文化

创意产业中心、国家设计的核心，首尔附

近集聚了游戏产业园区、观光旅游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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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化园区、出版产业园区和艺术产业

园区，大约73％的韩国设计师集中在首尔。

首尔曾经是一个经历工业化负面影响的城

市，伴随城市人口增长，雾霾等环境污染

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政府开始注重宜居城

市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首尔政府意识

到设计对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的重要性，把

设计提到国家建设的层面，开启了“设计

首尔”计划，以设计作为支点，挖掘国家发

展潜力，增强城市文化、经济的竞争力。

首尔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其

一，对城市进行创意改造，建设“设计街

道”、东大门设计广场（DDP）等高质量的

设计城市地标，成为旅游热点。其二，提出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城市，改

善城市生活环境。其三，实施全民参与的

推动机制，如举办首尔设计博览会、设计

韩国、首尔设计节、首尔时尚周等多个以设

计为主导的大型文化活动，不仅向公众、

向世界介绍韩国设计，还让设计更多地走

进市民生活。其四，积极促进创意设计市

场化。大力扶持年轻设计师和中小设计企

业，加快实现市场化。首尔时装设计中心、

首尔数字媒体城等为国内外企业的交流互

动搭建了有效平台。其五，积极组织和参

与国际交流活动，举办、承办设计论坛、

国际会议和设计奥运等大型设计活动，扩

大城市和设计师的国际影响力。[2]其六，通

过韩国设计促进会、首尔设计基金会、首

尔设计中心、首尔时装中心等多个设计机

构，在政策推动和资金投入等方面支持设

计产业。目前，设计行业已成为首尔的主导

产业，创造了超过17万个工作岗位[4]。

（五）小结

以文化为资源，以先进理念、创新思

想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为核心的创意设

计产业，通过融合不同类型的创意活动寻

求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可以为社

会创造新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统产业的

衰败与创意设计产业令人动心的发展前景

使得设计产业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累积了悠久的创意与文化资源的赫尔辛

基、柏林、神户、首尔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紧跟时代潮流，敏锐地审时度势，及时调

整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大力发展设计产

业，通过政府主导成功将创意资源与城市

发展相融合，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

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综合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内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
的经验

（一）深圳——活力四射的后起之秀

深圳原本是一个边陲的小渔村，但

却在短短30年间发展成为一座创意无限、

活力四射的城市，其设计产业的发展在全

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深圳早期凭借改革

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得益于香港的

印刷业务而拉动了平面设计的发展，曾被

誉为“平面设计之都”。2003年，深圳市

政府决定确立“文化立市”的战略，树立

“文化经济”的理念[5]，总结出“活的传

统，新的文化”这一城市文化精神特征，

并将“设计”与“创新”作为文化精神的

载体。2008年，深圳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之都”称号的城

市。2009—2012年，深圳文化产品及文化

相关产品的出口均呈每年20%以上的速度

增长。2018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

值达2621.77亿元，超过GDP比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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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为资源、以设计为主推力的文化创

意产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据统

计，目前深圳市拥有文化企业近5万家，

从业人员超过90万人，规模以上企业3000

多家，境内外上市企业40多家。[6]

深圳发展设计创意产业的措施主要

有：其一，文化政策助力深圳创意设计产

业的发展。深圳不断制定和颁布对创意设

计产业的利好政策，以及大量与科技创新

有关的政策法规，推进其发展。其二，优

化创新创业和投资环境。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以来深圳围绕创新共出台了55个相

关政策文件[7]。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行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创业投资环

境。其三，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全力扶持设

计产业发展。2011年起政府每年预算安排

专项资金扶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各区

也分别制定了资助、奖励、补贴、贷款贴

息等扶持政策。依据近年发展实际情况，

2017年颁布的《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将“十三五”期间的重

点放在拓展数字创意内容、巩固创意设计

优势、培育壮大时尚产业、推动“文化+”

发展方面。其四，大力发展民营及中小微

文化创意企业。深圳持续鼓励民营及中小

企业发展，设立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并多次修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资

助方式主要包括补贴、奖励、贴息三种。

对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入驻政府投资建设

的创新型产业用房，政府也予以补贴，推

动其转型升级。其五，大力发展设计教育

和促进对创意人才的培育，为设计产业培

养高层次的人才。

（二）上海——东情西韵的国际都会

上海是一个古今交融、东情西韵、文

化荟萃的国际大都市。面对当年由于工业

化发展带来的中大型企业重组和大面积厂

房闲置等困境，上海市采取的是旧城改造

和创意城市建设措施：将废弃厂房改造成

创意产业园，建设了8号桥、M50、电子坊

等创意产业园区；还开展了“上海设计双

年展”“上海国际创意设计产业周”“上

海电子艺术节”等大型文化项目，目的是

宣传和普及设计文化，助力创意设计产

业。2012—2015年，上海制订了发展创意

设计产业的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工业设

计、建筑设计、时尚设计和信息网络设计

四个重点领域。此后又制定了《上海创意

与设计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要进一步发挥创意和设计在城市建设和产

业升级中的先导和引领作用，加快上海国

际设计之都、时尚之都、品牌之都建设，

加快创意设计向相关产业渗透融合发展。

目前，上海创意设计产业发展成效卓越，

并成为上海市的支柱产业。

上海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理念：其

一，绿色设计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城市发

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利用设计与产

业融合下的技术层面，在发展创意产业

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建设绿色城市。

让设计服务于人、施惠于民。其二，跨文

化融合发展。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自古以

来就显示出多元包容、开放创新的开阔胸

襟。创意设计与科学技术、金融资本、文

化艺术、制作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上海发展

设计产业的亮点之一，如多家金融服务机

构在上海设立，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之间

互取所需、共同发展。其三，全民参与。

设计需要全民参与，互相尊重。如上海设

计之都活动周、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全

球创意教育论坛等都为民众提供了参与设



21

《城市观察》2019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9

计的机会和平台。设计与人与城市在相互

促进中共同进步。

上海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一是

制定以创意设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文化软实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以

及提升城市文化底蕴和内涵的重要战略；

二是促进城市交流合作，拓宽创意产业发

展空间，凝聚创意资本和人才，并向公众

渗透设计意识；三是不断推动自主创新型

城市建设和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促进社会

各界建设创意城市的动力；四是打造城市

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三）北京——古今交融的魅力首都 

北京拥有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

地、751时尚设计场、国家广告产业园、798

艺术区、北京亮点设计中心、歌华设计馆

等设计行业的集聚区，为国内外设计师提

供了一个能充分展现才华的优秀平台。北

京拥有多个集设计、艺术、学术于一体的

设计博物馆，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等著名设计院校，为设计产业储

备人才。随着不断地发展，北京逐步实现

从传统工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以设计为

核心的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崛起。

北京发展设计产业的理念是“科技+

文化+设计”，三者促进经济建设和城市发

展相融合。目前，北京设计产业已形成工

业、工程、建筑、服装和时尚设计等12个分

支领域，设计院校100多所，规模以上设计

企业800多家。设计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结构

优化的动力，成为拉动首都经济的支柱。

北京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其

一，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推动设计产业发

展。2010年，以工信部为首的11个国家部

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

若干指导意见》。2012 年出台的《北京市

促进设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

各类设计创新活动，提升北京市自主创新

能力，确立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

色北京”为指导思想，并明确了一系列目

标。还出台了《北京“设计之都”建设发

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等政策文

件，不断适应市场的多种需求，促进产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其二，建立中国设计交

易市场。2012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与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携手推进的中国设计交易

市场开业，其在解决中国设计产业资源分

散、设计交易对接渠道不畅等问题，推动

科技文化融合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其三，品牌活动和

展会造福于民。每年北京都会举办品牌活

动北京国际设计周，吸引800多万人次参

加；北京文博会、设计博览会等更是成为

北京文化活动中的特色项目，带动文化旅

游的发展。而设计惠民利民也加快了北京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

（四）武汉——老城新生的中部枢纽

武汉在桥梁工程、高速铁路、城市

规划等工程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处于领

先水平。50%的世界大跨度桥梁、60%的

中国已建成高铁、30%以上的中国重大工

程由武汉设计。武汉的工程设计行业在

全国的排名长期稳居前三，全国 1/3 重点

工程出自武汉设计师之手，工程类大专院

校、科研机构、在校人数规模全国名列前

茅。[8]2017年，武汉市工业设计产业总营

收195.9亿元，带动下游产业经济价值超过

千亿元。目前，武汉已拥有3个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40家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和

1860家工业设计或产品设计企业。[9]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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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工程设计、工业设计和创意设计产业

在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制

定了设计产业促进与提升规划。

武汉发展设计产业的理念：一是老城

新生，可持续发展。武汉将创意设计作为

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驱动力，

促进创意设计向古老城市的文化、经济、

社会、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深入渗透，促进

老城的基础设施、文化遗产、社区环境的改

善，让老城市不断焕发出新活力，构建绿色

武汉。二是以人为本。武汉倡导和践行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用创新的公共政策设计

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更新规划、文

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重要城市议

程，实现城市共建共享的公共治理格局。

武汉发展设计产业的主要措施：一

是发挥工程设计产业优势，不断推进产业

发展整合。逐步形成以综合交通、低碳建

筑、水环境、地下空间、节能和新能源等

工程设计咨询业为重点的绿色低碳产业

群，并形成工程设计产业创新发展的示范

区，使武汉在全国工程设计产业发展中起

到重要的带动作用。二是在长江沿岸打造

融城市生态、历史文化与创意服务为一体

的创意城市示范区。三是提升武汉设计双

年展影响力，开辟江滩公园公共环境艺术

展览。四是政府与大学、企业、非政府组

织等广泛合作，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领域

的青年人才参与国内外高水平交流等。

（五）小结

设计产业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

经济转型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价值，

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与重要

引擎。世界各国包括工业发达的老牌城市

和新兴经济体城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较发达城市都纷纷开始挖掘城市创意设

计资源，重视设计文化遗产，积极发展设

计产业，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

文化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些城市普遍具

有特色的创意资产和文化资源、一定规模

的创意文化产业、大量的文化基础设施、

丰富的品牌展会和设计文化交流活动、较

高的民众参与度与广泛的国际交流。其发

展理念普遍都注重科技、文化与设计的结

合，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政府普

遍重视制定以创意设计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并不断出台

政策推动设计产业的发展。

三、推动广州设计产业发展的思
路和建议

（一）广州设计产业的发展现状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大背景下，

广州正处于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中，谋求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

动”的转变，发展设计产业是实现这一转

型的重要手段。广州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意

资源、全国领先的设计行业，创造了较大

的创意设计产业产值。广州的T.I.T创意园、

羊城创意产业园、巨大创意产业园等多个

创意设计产业园以及正在建设的白云区

“广州国际设计之都”，吸引了粤港澳大湾

区设计产业的集聚发展。广州丰富的设计

教育资源也已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暨南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多

所高等学府培育了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

为广州设计产业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近年，广州创意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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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计产业的表现相当突出，从增加值、

营业收入、法人单位数、从业人数等方

面看，设计产业已成为当中的主导产业。

但也存在对设计产业重要性认识有待加

强、设计产业政策有待完善、设计产业公

共服务体系不完善、设计资源分散、整体

效益不高、文化资源开发深度和广度不

足等问题。根据《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告

（2018）》显示，广州设计产业生产要素

基础良好，但其市场占有和产业规模落后

于上海，生产效率滞后于深圳。广州的创

新能力指标与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等

地方差距明显。可见，广州设计产业现实

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有待提高[9]。

（二）广州大力发展设计产业的意义

1. 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

业融合，推动广州经济发展

广州大力发展设计产业能集聚高端产

业要素，带动文化、科技与产业相交融，使

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同时促进设计业与

制造业、服务业进行产业融合，并创造出新

的业态和新的生产、服务模式，实现双赢。

2. 有利于促进广州城市规划和设计，

建设绿色宜居的国际大都市

设计和文化将为城市提供新的竞争

力。广州大力发展设计产业，有利于触发

设计创新的力量，以绿色设计和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进行城市规划和市政运营，实现

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的国

际大都市。充分发挥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

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引领作用，推动大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设计规划和建设。

3. 有利于形成重视设计的社会文化环

境，提升设计社会价值 

国际市场上的一流品牌大多来自发达

国家，这与其重视设计有很大关系。芬兰

的赫尔辛基是全球重视设计的代表城市，

在赫尔辛基，每个人都关注设计、谈论设

计、享受设计甚至批评设计，设计受到了

无上的尊重[10]，大批设计师继而涌现，设

计产业也能从中得以更好地发展，形成良

性的社会循环。广州作为省会和国家中心

城市，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纽带，有

责任营造重视设计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大

湾区创意型产业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助

力设计新生力量的成长。

4. 有利于塑造广州品牌，提升城市国

际影响力

设计产业的发展规模，已经成为衡量

一个城市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首尔政

府鼓励和支持设计业的发展，多项政策向

设计产业倾斜，三星、LG等大批韩国自主

设计品牌崛起。除了提升韩国设计市场的

价值，还大大增强了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和

美誉度。作为千年商都和古代丝绸之路主

港的广州，曾经因出口贸易行销世界造就

了昔日辉煌，广州自古以来开放包容、兼

收并蓄的精神，如今要在新时代翻开新的

历史篇章。广州应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机遇，大力发展设计产业，充分挖

掘本土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本土传统设计

与当代创意相结合，塑造具有广州特色的

本土品牌，推动“广州制造”向“广州品

牌”转变，营造品牌效应，提升城市魅力

和国际影响力。

（三）推动广州发展设计产业的几点
建议

1. 政府牵头制订设计产业政策和发展

战略，培育高水平设计企业和设计中心

作为省会的广州有着独特的城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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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曾是通往世界的“南大门”，两千多

年来一直是长盛不衰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岭

南文化的中心地，改革开放后更是珠三角

城市群、华南经济圈的区域中心，以及粤

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之一，拥有服装、

皮具、鞋业、箱包、珠宝首饰、家具等众

多以设计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创意型时尚

产业，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设计创意无

限的城市，具有良好的文化基因和产业基

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明

确提出广州应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因此，可以以

“文化与设计融合科技与产业”为核心理

念，政府联合高校、产业、协会的力量，牵

头制订设计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培育一

批高水平设计企业和设计中心，并在政策

推动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对优势设计产业发

展给予大力支持，促进其更好发展。

2. 加强设计产业制度建设，培育广州

创意设计新业态

优化设计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

培育和形成有新广州文化特色的创意设计

产业发展模式。一是健全设计产业管理制

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创新管理机制，加大政策鼓励和资金支持

力度，服务设计产业。二是建立完善的设

计产权保护体系，保护原创设计。加强设

计产权制度建设，保护设计主体的设计成

果和利益，并加大向全社会的宣传力度，

提高原创积极性。三是完善设计产业投融

资机制，简化程序，为设计企业创造良好

的发展空间。 

3. 设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让设计的能量渗透到经济发展中，

完善产业链，促进设计业与制造业、服务

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促进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品

牌”转变。一是以设计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转化为文化消费品，以创意推动文化资源

向经营资源转化，拉动广州的文化消费，

促进设计交流与创新，发挥广州文化纽带

作用，为人文湾区赋能。二是利用设计推

动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挖掘地区独

特的文化基因，通过创新的设计理念打造

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景区规划，打造文化

精品，提升旅游地区的附加值，推动文化

旅游的发展。

4. 整合设计文化基础设施，完善以人

为中心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通过政府主导、行业协作，整合设计

设施，提高服务效能，完善以人为中心的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营造全民参与设计的

良好氛围。一是推进设计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筹建设计展览馆、设计博物馆、设计

广场等设计主题场所。二是政府主导整合

设计资源，完善设计服务平台，增强设计

服务的供给能力，营造互惠发展的设计环

境。三是加大各设计院校设计主题展览的

宣传力度和对外开放力度，方便设计师和

普通市民参观交流。四是将新媒体的优势

与广州传统媒体相结合，提高设计内容的

生产能力和宣传力度。五是健全就业服务

体系，支持设计产业的创业就业，完善职

业培训与就业指导服务。

5.整合推动广州国际品牌展会和活

动，建设创意社区

一是整合推动“广东设计周”“广州

三年展”“省长杯”设计大赛等品牌展会

和设计交流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广

州设计活动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与深圳、

珠海、香港、澳门等地品牌展会和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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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带动文化旅游的发展。二是

联合高校、街道和普通市民，举办市民创

意设计大赛，建设若干个示范性创意社

区，用创意设计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

质。促进社会公众对创意设计的审美、功

能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的理解，激发普

通市民参与创意设计，提升修养和改善生

活品质，让设计融入日常生活施惠于民。

四、结语

设计是所有产业的源头，欧美和日韩

的典型城市都以大力发展设计产业作为振

兴经济、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项基本

政策。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在2019年正式出台，广州作为国家的

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应充分发挥

其引领作用，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雄

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以“文化与设计融合科技与产业”为核心

理念，大力发展设计产业，促进科技、设

计、文化与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相融合，

培育提升广州的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借鉴国内外典型城市发展设计产业的

经验，结合广州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我们

可以从产业政策、制度建设、产业融合、

公共服务、品牌活动等方面进行改进。广

州应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以

设计驱动创新为引擎，强化创意设计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提高设计产业整体效益和

国际竞争力，带动大湾区协同创新和共同

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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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ity’s Experience in Design Indust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upon Guangzhou
Wang Juan, Wen Wenjing, Deng Xiaosh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dustry has a unique competitive value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

portant means for man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achie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through creating regional brands and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design industries in typical cities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experi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design industry. It analyz-

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Guangzhou’s development 

on design industry from industry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c., and 

gives suggest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industrial polic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ublic service and brand activities.

Keywords: design industry; cultural creativity; designed in Guangzhou;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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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合作。”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全文共有29处谈到了服务业，其中

第六章第三节又重点强调了“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一

步明确了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良好的现代服

务业基础，如有世界最大的海港和空港

【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设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战略研究”（2018GZWTZD32）、2018 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羊城青年学人项目“粤港

澳大湾区设计驱动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18QNXR1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课题项目“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研究”（2019GZGJ146）、广东省教育厅

“创新强校工程”特色创新类人文社科科研项目（2017WTSCX094）成果。

服务设计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发展研究
◎ 陈 坤 方 海 

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发展的
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

摘  要： 服务设计的时代已经来临，粤港澳大湾区仅靠传统制造业已难以适应未

来的竞争，迫切需要转型升级。本文运用了设计学、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探索

如何通过服务设计来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与发展。共同创造和整体性思维是服务

设计的核心理念，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创新，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束

缚，共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服务设计将成为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发展的

重要引擎。

关键词：服务设计  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  发展

【中图分类号】TB47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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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群，区域内拥有3个全球性大港 （香港、

深圳、广州），香港依托国际市场发展服

务业，金融、航运物流、信息以及专业服

务等国际领先，深圳的金融机构数量和管

理资本总额约占全国的1/3，完善的金融服

务为创新与发展注入发展活力。2017年，

粤港澳大湾区的GDP规模达到1.34万亿美

元，已经超过了旧金山湾区（表1）。以目

前的增长速度，有望在5年内成为世界经

济总量第一的湾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深圳—香港地区超越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

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仅次于

东京湾区。2018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2018—2019》，报告显示深圳市位居

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排行榜5强，香港和

广州都已跻身全球20强。所以粤港澳大湾

区是四大湾区中最有发展潜力的湾区，在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有着

独特的地位和优势。

二、服务设计及其价值

服务设计的时代已经来临，后工业

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产品生产经

济逐渐转变为服务性经济。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物质文明的日趋完善，人们不只是关

注物质产品本身，对产品引发的各种服务

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服务从附加价值逐渐

转变为核心主体，服务设计已经成为全球

设计领域的核心命题。我们先回顾一下服

务设计发展的历程。“服务设计”兴起于

20世纪90年代，该词于1991年出现在比尔

·柯林斯（Bill Hollins）夫妇的设计管理

学著作中，同年被科隆国际设计研究学院

的迈克尔·霍夫（Michael Erlhoff）作为一

门学科正式提出。2004年，欧洲多个高校

建立了服务设计网络，共同开展了学术研

究。在服务性经济时代，产品被赋予了新

的价值与意义，即只有将服务融入产品中

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组合。美国的

约瑟夫·派恩（Joseph Pine）和詹姆斯·

吉尔摩（James Gilmore）在《体验经济》

一书中指出，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

的，而创造出的体验则是令人难忘的。服

务设计也非常重视提升用户体验，以用户

为中心，与用户体验设计和交互设计也有

诸多交叉融合之处。服务设计并不排斥传

统的产品设计与制造业，也是一种整体而

系统的思维方式，包括服务模式、商业模

式、平台和社会创新等的系统性设计。

2018年马云先生在首届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上阐述了他的新制造理念，

表1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5.6 2.15 3.68 1.8

城市数量/个 11 31 10 12

人口/万人 7000 6500 4396 2340

GDP/万亿美元 1.34 1.72 1.3 0.8

第三产业占比/% 65.6 89.4 82.3 82.8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香港贸易发展局、万得，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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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讲中说：“新制造是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完美结合，未来将没有纯制造业，也

没有纯服务业，未来的制造业一定是服务

业，服务业也必须是制造业。” 可见服务

业之于制造业的重要性，虽然服务业中的

“服务”和服务设计中的“服务”并非同

一概念，但服务设计是服务业创新与发展

的重要引擎，服务业又为服务设计提供了

广阔机会。英国已经把服务设计的方法纳

入政府的国策设计之中。著名设计公司青

蛙设计（Frog Design）等也都已将自己的

服务重心从提供用户产品设计服务转变到

提供用户感受设计服务上来。这反映了传

统的设计正逐渐走向服务设计的大趋势。

服务设计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于企业和城

市的创新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服务

设计将成为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创

新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

的制造业总体上仍未摆脱低附加值、创新

能力不足、竞争力仍不强的局面，大湾区

仅靠传统制造业已难以适应未来的竞争，

“世界工厂”迫切需要转型升级，所以应

重视服务设计在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

发展中的作用。

三、服务设计驱动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与发展的建议

（一）传统产品设计与服务设计融
合，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
轮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重要时期，围绕“世界工厂”转型

升级，深入推进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

粤港澳大湾区应依托前海、横琴、南沙三

大自贸区，重点发展服务设计与服务产

业，如商贸服务、通信服务、工程服务、

环境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交通服

务等，构建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服务系统，

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发展，运用服务设

计思维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工业云”公共

服务平台与服务系统。目前金融服务、专

业技术服务、商贸服务、休闲旅游及健康

服务、航运物流服务等已被列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核心产业。在服务经济时代，产品

（物质产品与非物质产品）与服务已经融

为一体，所以服务设计并不排斥传统的产

品设计，服务需要以产品为载体，传统产

品设计可以与服务设计融合，服务设计不

仅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能推动传统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创新融合，从而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的“双轮驱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二）实践服务设计思维，设计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与发展平台

服务设计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其

核心理念包括共同创造、协同设计、协同

创新、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粤港澳大湾

区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各城市群之间的共

同创造与协同创新，注重整体性，打破传

统的行政区域束缚，形成创新生态系统。

粤港澳湾区内各城市群的产业定位应该

准确，分工科学，优势互补，各美其美。

广州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

城市引领作用，深圳发挥作为经济特区、

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

的引领作用，香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

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

位，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等，港澳

都可以进一步发挥其高端服务业集聚、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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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和带动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

同发展需要设计更加符合粤港澳未来发展

趋势的协同机制与生态系统，创建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创新与发展平台，进而带动大

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学习世界三大湾区的相关经
验，重视服务产业的发展

东京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达82.3%，

旧金山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82.8%，纽约

湾区为89.4%（表1），可见世界三大湾

区GDP主要由第三产业构成。而粤港澳大

湾区第三产业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为

65.6%。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服务设计、

服务产业与世界三大湾区仍有较大差距。

2017年，“世界工厂”东莞的第三产业

占比为52.3%，佛山为40.1%，肇庆仅为

38.3%（表2）。服务产业是第三产业的

核心，我们要重视大湾区服务产业的发

展，不仅要研究三大湾区的成功经验，还

要研究其失败的案例，反思存在的问题。

失败的案例有时比成功的案例更有价值，

例如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金融服务业存

在不少问题，曾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东

京湾区发展过程中曾大规模填海造地，严

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甚至引发了社会危

机，其负面影响至今仍存在。这些对粤港

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价

值。

（四）服务设计驱动大湾区智能产业
的创新发展，实现服务智能化与数字化

2018年8月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人

工智能产业将成为引领国家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另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有13

处提及“智能”。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产

业基础扎实，聚集了一批高校基础科研平

台和企业的智能研究室。广州、深圳目前

是大湾区人工智能的主要集聚地，拥有大

疆创新科技、柔宇科技、碳云智能、魅族

等人工智能领域知名企业，其中大疆占全

球消费级无人机超50%的市场份额，2017

表2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信息统计表

城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美元

香港 1106 741 92.22 46190

澳门 31 65 93.42 77600

广州 7249 1450 70.9 22320

深圳 1997 1253 58.6 27120

佛山 3798 766 40.1 18450

东莞 2460 834 52.3 13530

惠州 11347 478 40.7 11880

中山 1784 326 47.8 15750

江门 9505 456 44.7 8740

珠海 1736 177 48.0 22100

肇庆 14891 412 38.3 7940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署、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珠三角各市统计局，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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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服务产业的发展，加强公共交通网

络设计，限制私家车，从而缓解了老城的

交通压力，改善了城市的服务系统与生态

环境。东京湾区从传统工业化时期以一般

制造业、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逐渐

蜕变为以服务产业、高新技术、对外贸易

等高端产业为主，而石油、化工、钢铁等

重化工业已全面退出东京，从而使东京湾

区成为日本最大的金融、商业、管理、政

治、设计中心，这些都体现了绿色设计、

服务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第8章进一步强

调了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大湾区的生态环境比内陆地区更加脆弱，

我们更应该通过绿色设计和服务设计把大

湾区建设为生态环境卓越的宜居宜业宜游

的优质生活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服务设计是一种新的思维

方式，尤其对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和三地的深度融合有重要现实

意义，服务设计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

发展也是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共同创造、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都是

服务设计的核心理念，对大湾区的创新与

发展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整

体，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创新共同体、发展

共同体，并将形成命运共同体。各城市间

应共通、共融、共创，共同画出最大“湾

区同心圆”，从而实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

年营业收入达180亿元人民币。随着智能

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会被更多地运用于

服务业，服务将更加智能化和数字化。服

务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是大湾区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基础。服务设计有助于驱动大湾

区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传统

制造业的智能化与数字化。

（五）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大湾区最显著的

区别是，它包括了两个特别行政区，覆盖

两种不同的制度与文化，兼容了多元文化

价值。“一国两制”本身便是一种创新，也

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2018年博

鳌亚洲论坛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强调：“‘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独特

的优势，粤港澳三地会更好地发挥各自的

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有自身独特的政策叠

加优势，能与“一带一路”“双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融合。它同时又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区域，为“一

带一路”倡议发挥带动作用。

（六）融合服务设计与绿色设计理
念，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设计与绿色设计有诸多相通之

处，都注重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各产业之

间的关系。世界三大湾区都非常注重可

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纽约湾区的曼哈

顿老城曾以办公区为主，服务业配套设施

很少，就业人口超过30万人，交通压力巨

大，逐渐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因

此纽约市政府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规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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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esign Driv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 Kun, Fang Hai

Abstract: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service desig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dapt to future competition with its traditional manufac-

turing, so it needs to reform and upgrade urgently. This paper uses research methods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to explore how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through service design. Co-creation and holistic thinking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service 

design, which are conducive to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regional constraints and jointly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and manufacture industry. The service design will become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service desig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nova-

ti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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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就传统历史文化底蕴而言，广东

七城以历史悠久的广府文化而闻名，诸如

粤语文化、粤剧文化、粤式戏曲文化、岭

南建筑文化、粤式民俗礼仪文化等，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现代文化创新发

展中，又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的重要先导。

深圳是中国设计之都，拥有完备的艺

术文化设施和文化艺术产业。这三个城

市中分布着如广州小洲村艺术村、深圳大

芬村、珠海会同艺术村等多种创意文化聚

落，文化艺术底蕴深厚，将陆地文化与海

洋文化相结合，将中国的传统历史艺术文

化推向世界。

平民艺术家与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改造
◎ 韩林飞

在当前城市发展更新进程中，经济

技术创新发展固然是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但艺术文化更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内涵。处

于国际交通枢纽腹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更

是承担着传递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沟通

的责任。因此，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今

天，通过文化导向型策略引导城市更新发

展、激活城市活力、传递城市讯息，变得

尤为重要。

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底蕴探究

珠三角九个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底蕴成为着重研究

摘  要：在当前城市更新进程中，经济技术已不再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文

艺术才是城市核心发展的内涵，而平民艺术家的创作力是城市更新中不可小觑的一环。

以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解构大湾区历史艺术文化内涵，探究文化艺术创

新的驱动模式，分析总结平民艺术家对于城市设计的影响力。以广东为例浅谈关于对其

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艺术生命力的培育，总结出完善的培养方案，发挥平民艺术家激活

城市活力的潜力，致力城市更新。

关键词：平民艺术家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更新  文化导向  艺术开发

【中图分类号】G1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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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香港，是不

同文化交流的中心点，是绽放中西多元缤

纷文化的窗口，是西方艺术盛事来到亚洲

的首选城市，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交

流与沟通的文化桥梁。在香港这方自由和

广阔的舞台上，除了世界级的艺术家及作

品频频亮相，也培育了不少剑走偏锋的小

众艺术。

澳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

景，在400多年中葡文化的交汇中形成了独

特的中西文化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

望堂德区已发展成为澳门文化产业基地。

二、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概念的
提出

（一）文化导向型概念产生背景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模式随

着工业发展进程逐渐演变，城市轮廓肌理

也不断扩张，原有的城市历史肌理也根据

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发展、变形、更

新。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兴替和经

济产业结构重建等一系列问题对城市化发

展的影响，文化导向发展的城市更新模式

应运而生。

（二）文化导向型概念发展概述

与更早出现的地产导向城市更新模式

不同的是，后者注重资本的大力投入而改

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而文化导向型模

式注重激活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底蕴，将

文化视为城市复兴的活性催化剂和动力引

擎，将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机制去带动社会

各个阶层、片区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学、

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设计学之间产

生联动效应，同时也推动政府对文化导向

型城市更新模式的重视，完善并加强管

理制度，协同城市各部门做好城市更新工

作。英国与美国是最先将文化导向型城市

更新方式加以运用的国家，它们获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三）文化导向型发展的主要模式

对于文化导向型模式引导城市更新发

展，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模式：大型文化设

施导向型、艺术与娱乐导向型、艺术文化

生产导向型。

大型文化设施导向型开发是指以大型

文化设施如歌剧院、博物馆等为核心，综

合利用土地进行开发，同时包括一些小型

文化创意企业和机构，构成城市文化竞争

力的核心，一般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或较

为富饶的地方。艺术与娱乐导向型是指由

私人艺术画廊、酒吧、小型剧院等小型聚

会场所集聚的文化机构构成，常坐落于城

市待更新区域以及城市中心区域。艺术文

化生产导向型主要由艺术家工作室、艺术

画廊、艺术培训机构等组成，通常以输出

艺术文化产品为主，常坐落于城市中的待

更新区域。而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文

化特性，尤其是广东省现有的艺术村落集

聚现象，这种文化生产导向型城市更新将

会产生很大的用处。

三、艺术文化生产创作引导城市
更新

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是广府文化

凝聚于城市的集中表现。而深圳作为中国

的“创意之城”“设计之都”，从小渔村

发展到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城

市，除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外，更是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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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的发展。在如今改革发展的攻坚

期、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期，广州、深圳这

样的一线城市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文化城市

的符号象征，而是极力向创意城市方向转

变。艺术文化生产导向型城市更新模式与

其他两种模式不同的是：艺术文化生产离

不开艺术创意的开发、艺术产业之间的相

互搭建以及与整个城市之间的融合发展。

（一）打造创意城市需要艺术文化生产

文化城市向艺术创意城市的过渡涵

盖了三个方面：一是文化聚落，二是创意

聚集，三是产业集群。创意城市具备的风

格，如同文化产业的价值一般，并不是简

单的物质类商品的贩卖，而是为整个城

市、整个社会增添一种新的精神价值。创

意是以艺术开发生产为主要手段，它以文

化艺术创作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产动

力，是最重要的发展变量，是城市精神文

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更是城市的名片，一

种富有城市魅力的象征。 

在当今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

千城一面的建筑群落使城市失去了鲜明的

城市文化特性。而创意城市的开发，通过

发展艺术产业，将城市原有的艺术资源进

行整合、艺术能力进行提升，都将起到对

城市创意集群和艺术引领的作用。而这便

离不开平民艺术家的参与，那些由艺术家

们主导的民间工作室、创意工作坊和各种

新奇的艺术实验室，实现了各式各样的艺

术连接和创意分享，最后反馈到市场上，

由城市居民买单，从而获得持久的市场回

报和社会价值。

在艺术文化生产导向开发模式中，常

见的有对于破败工厂的更新开发，将废旧

工业区变废为宝，打造出集聚后工业艺术

风格的艺术工业区。还有文化创意园区的

开发，内含多种创意集群，以其鲜明的艺

术风格著称，是游人们的“打卡”圣地。

再有就是艺术村的改造开发，它们通常具

有较大尺度且可容纳多种创意产业开发模

式，进行创意输出。而这些创意艺术集群

与艺术产业之间的相互连接，都离不开共

同的创造人——平民艺术家。

（二）平民艺术家的参与和贡献

以广东地区为例，广州、深圳、珠海拥

有艺术村、艺术区、创意中心、文创园区、

创意旅游基地等一系列以艺术文化生产为

主导开发的创意片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深圳大芬村、广州小洲村、珠海会同艺术

村，它们往往都是由平民艺术家自发聚集，

在此生产大量画作并对外售卖，逐渐演变

成一个个创意艺术文化聚落。

据网络相关数据，深圳大芬村现有

5000余名艺术家进行批量艺术创作，是全

中国最大的油画生产基地，甚至有不少外

国友人慕名前来购买艺术家们的画作。艺

术家们的辛勤耕耘，使破败的大芬村不断

发展，由一个无人问津的城中村摇身一变

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艺术村。随着政府管理

的加强，如今的大芬村也增添了多样艺术

文化类建筑和对外开放的观赏性艺术培育

基地，其经济产业得到了一定量的发展，同

时艺术家也能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广

州的小洲村、珠海的会同艺术村亦是如此，

艺术家们都看中了这些无人叨扰的净土，

可在此安心地进行艺术创造，发挥他们的

艺术才能，从而使得这些村庄、城乡接合

部都得到了二次更新和开发。

这种艺术文化生产导向型城市更新的

模式，不仅可以解决部分老旧城中村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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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燃眉之急，同时对于这些平民艺术

家而言，更是给予了他们一个落脚之处，

给予了他们机会去创造作品，赋予了他们

时间、空间去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

在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的同时也振兴了城市

片区的活力。这种三方共赢的局面是当今

城市发展中最令人期待的画面，那么到底

应该如何引导和安置平民艺术家，使他们

融于现代艺术村落与艺术聚集地，发挥其

最大价值去激活城市片区活力呢？这是一

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四、国内外平民艺术家的艺术活
动参与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随着建立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的思维

普及，欧洲众多国家成为发展开发文化创

意模式的先驱领导者。在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艺术家们的艺术萌芽受到了鼓舞，纷

纷前往艺术区、艺术村里发挥他们的艺术

才能，同时也为城市片区增添活力。

（一）巴黎蒙马特高地

法国巴黎的蒙马特——这个曾经被

贫穷艺术家寄予梦想的天堂，不仅是凡·

高、毕加索、雷诺阿、高更、卢梭等世界

著名画家度过早年艺术生涯的地方，在21

世纪的今天更是许多平民艺术家、流浪艺

术家的伊甸园。在这里每天聚集着近百名

未成名的艺术工作者，他们为艺术创作慕

名前来。其中以为游客画自画像最为引人

注目，来往的游客也纷纷为其买单。尽管

有的画作仅售5欧元一张，可是画者与被

画者之间所构成的独特景象，也成了蒙马

特高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了世界各

地旅行者前来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对于

艺术家而言，这里有了自给自足的生计；

而对于城市而言，这里也有了生机。用艺

术点缀的蒙马特，更是别具特色。

（二）阿姆斯特丹NDSM艺术工业区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NDSM艺术区，在

1984年还是一个废弃的造船厂。随着后工

业时代的来临，铁路和航空运输对传统的

海陆运输造成了极大冲击，大多数船厂、

码头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NDSM造船厂

也不例外，迅速衰败后也成为城市空间中

一抹残败的灰色风景。而后艺术家们看中

了这个破败工业区中的闲置建筑，陆续搬

进这里并自发地组织起许多与艺术文化相

关的活动。

1993年艺术家们在此举办了名为“横

跨IJ河”的戏剧节，此后随着各类艺术文化

戏剧团的加盟， NDSM从此声名大噪。政府

看中了NDSM艺术区的发展潜力并致力于

开发更新，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

艺术工业园区。同时，改造废弃房屋并将

其出租给平民艺术家们，这吸引了大批有

才华、有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加入。而为了

保证艺术家的能力能够为其所用，政府也

设立了一定的限制，他们需要考察艺术家

是否潜心进行艺术创作而非受其他经济利

益因素影响，让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群体

在这片土地上发挥所长，形成良性循环，

起到用艺术生产激活片区活力的作用。

（三）北京 798艺术区

早在20世纪90年代，798艺术区就因

其包豪斯式的厂房格局和便宜的租金受到

众多艺术家的青睐，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优势，与当今中国顶级艺术类学府中

央美术学院相距仅4公里。随着大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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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涌入，闲置厂房与现代艺术相结合，

画家们在此作画、交流，开展各式各样的

文艺活动。

2003年，艺术家徐勇和黄锐组织策划

了名为“再造798”的艺术活动，包括艺

术类特别展出与艺术工作室开放，这个活

动的举办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

响，进一步提高了798艺术区的知名度。

随后，政府参与开发建设，2006年，798

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创意产业园，邀

请了著名规划设计公司SASAKI为其做更

新改造设计。2007年成立由朝阳区委宣传

部、酒仙桥街道办和七星集团共同组成的

798建设管理办公室。至此，798艺术区成

为我国第一个受官方承认与保护的艺术

区。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798

艺术区更是在国际上声名大噪。现在的

798艺术区里，有数个艺术家工作室、艺

术展厅、文艺画廊、商业艺术设施等，文

化艺术气息浓厚，每日游客络绎不绝。

五、广东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艺
术生命力的培育

如今，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

中，出现了大量由艺术家自发聚集而形成

的艺术村。平民艺术家激发了原本沉寂的

村庄活力，带来了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

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起到了一定的经济

振兴、产业激活的作用。

曾经的广州小谷围村有着“中国的巴

比松” 的美誉，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艺术节

与相关艺术文化活动，声名远扬。2004年随

着广州大学城的规划方案落定，艺术村被

迫“让位”，平民艺术家们瞬间流离失所。

15年后的今天，政府逐渐认识并了解

到了平民艺术家对于城市更新进程的重要

作用，发现了平民艺术家的潜力，于是协同

艺术家共同发展，共同开发艺术村、艺术小

镇、艺术区等，加强对艺术生命力的培育。

（一）自发性聚集艺术古村落——广
州小洲村

小洲村建于元末明初，是广州城区内

最具传统岭南特色的水乡古寨，村庄外部

四面环水，内部被河道贯穿，形成多个景观

区域，场地现种有大批果树农林，生态资

源良好，因其特色景观风貌和传统民居建

筑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并被广州市政府

设立为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也先后

被评为省级生态示范村、国家级生态村。

小洲村本是广州城市边缘的一个普通

的城中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画家关山

月、黎雄才看中了小洲村独特的风景资源，

在此开始进行创作。后来在小洲村村委会

及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投入资金开发

建设起小洲艺术村。由于关山月、黎雄才

两位大师的入驻，加之这里曾经作为城市

的边缘村而房租低廉，以及临近广州美术

学院等独特优势，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入驻

小洲村进行艺术创作，使小洲村成为名副

其实的艺术村。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及艺

术家们的进驻，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小

洲村。同时这里增添了艺术画室、艺术培训

机构等产业，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二）政府引导开发——深圳梧桐山
艺术小镇

深圳梧桐山艺术小镇位于深圳经济特

区东部，西临深圳水库，东至盐田港，南

北均临近特区边界。整个小镇面积为31.82

平方公里，与香港新界起伏的山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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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潺潺的溪水相通，是以河流、山地和自

然植被为景观主体的城市郊野型自然风景

区，其中最著名的“梧桐烟云”景观更是

有深圳新八景之一的美称。

现在的梧桐山村在政府的管理和规

划下，将7个自然村打造成为集文化、创

意、艺术、旅游为一体的“艺术小镇”。

除了传统的自然景观外，梧桐山小镇同样

以其艺术文化特色而闻名，既有传统艺术

如皮影戏剧场，也有新时代艺术家的工作

室，半城市化半自然村的梧桐山艺术小镇

不仅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更是对传统艺术

的保护与开发。

在这片好山好水好风光里，艺术家的

倾力创作更是为小镇增添了色彩。站在由

古色古香的百年历史老街改造的艺术街

上，满目可及缤纷鲜艳的涂鸦和各具艺术

文化特色的门面，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三）城中村改造文化创意园区——
深圳大芬村

大芬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在20世

纪80年代初期是个偏僻、贫困的小村庄，

借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有利土壤，经过20多

年的发展和改造，如今已经形成以油画批

量生产为主，兼顾国画创作、书法创作等

多种艺术文化形式，以及颜料、画框等艺

术创造周边配套产品的销售，配合传统

工艺、雕刻、刺绣和书画培训等一系列文

化服务的产业基地，拥有数座集交易、创

作、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展销中心和

若干家大规模油画生产企业，是一个聚集

了8000余名艺术家、画家、画商、画工等

从业人员的文化产业园区。

大芬村是世界上知名的油画生产基

地，海内外油画市场流通的大部分作品都

来自于大芬村。更因大芬村位于深圳经济

特区这样的独特地理优势，其致力于开发

属于自己的艺术文化品牌并将其推广，在

各种博览会、广交会等艺术会展平台上得

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

2016年1月，大芬村入选深圳文化创

新发展2020“十大特色文化街区”，顺利

完成了由城中村到新型文化艺术地标的转

型。以生产油画艺术作品和销售为产业核

心、兼顾社会市场需求和文化艺术发展的

“大芬模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逐

渐为城市居民所熟知，使得油画的出口率

和大芬村的经济效益有了一定提高。

（四）文化艺术旅游村——珠海北
山村（在建）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58.65万平方米，

按照总体规划，北山村将引入“十字轴”

的规划理念，植入相关的功能业态，将其

改造成集文化、娱乐、旅游、商业于一体

的城市客厅。其中，“十字轴”包括“南北

功能轴”和“东西文化轴”，将场地分为两

个功能片区，延续古老文化记忆的同时增

加了新时代创新特色产业，使两条轴线互

相串联、互相作用。与此同时，北山村还

将植入“文化+旅游+创意+商业+居住”等

业态，形成业态混搭、具有国际化氛围的

历史更新区，打造特色鲜明、风貌协调的

综合性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和生态文化区。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北山村将改造成

为珠海标志性的文化艺术区，引进艺术家

们在此栖息创作，创办艺术之家，发展推广

文化艺术品牌，致力于将北山村打造成为

广东省级文化艺术基地、全国知名的文化

艺术旅游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成为承载珠海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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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标识、现代都市休闲旅游的新地标。

六、平民艺术家的生命力

文化与艺术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象

征，是城市精神层次量级的重要体现。在

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走向世界的今

天，文化产业是城市群落发展的核心根

本，城市群落需要整顿城市现有的文化产

业，用文化产业带动城市活力，增强城市

之间、社会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文化艺

术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城市更新与改造需

要文化艺术的大力参与。城市在历史的洗

涤中，留存下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和尚未被

开发的文化艺术资源，对于待开发、待激

活的旧城片区和城乡接合部，平民艺术家

将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他们的灵感，以他

们独特的创造力去激活创意与艺术产业的

潜力，从而进一步引导城市更新开发。

从798艺术区、大芬村、小洲村艺术

村等案例可知，大多数平民艺术家都具有

自发性聚集的活动特点，普遍具有进行艺

术创作的动力。艺术是一种生活常态，更

是平民艺术家赖以生存的本能，他们对于

城市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力，在城

市更新发展进程中，离不开艺术产业的培

育，更离不开平民艺术家的创造力。对于

平民艺术家，政府应该重视他们的创造力

与激发城市活力的潜能。在城中村和城乡

接合部与艺术生命力的融合中，应该保留

场地中房屋的廉价租金，调节平民艺术家

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抵御商业开发对艺

术的侵蚀，尽可能保证平民艺术家的基本

生活能力，如此方能更好地促进平民艺术

家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艺术村、艺

术区顺利平稳运行。

对于因艺术家的入驻而激发了破败工

业区或城中村、古村落的活力这一现象，

看似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却是

生活发展中的必然。艺术本是对无趣生

活的点缀，是直抵灵魂的柔软情感与灵魂

的再激发。正是因为有了艺术文化，有了

设计与艺术创造，我们的城市和生活才会

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物质文化日益丰富的

现代，需要更有价值内涵的艺术文化去浇

灌人们的心灵。而艺术家，或是还未成名

的、像白纸一张的平民艺术家，有极大的

发挥空间，应该给他们一片栖息之地、一

片生长空间，让他们为城市注入新活力，

创造城市的美好明天。

表1  广东部分创意艺术聚集地节选

名字 性质 年份
广州—小洲村 艺术家自发聚集（后政府参与） 1980年至今

广州—小谷围村 艺术家自发聚集（后衰败） 1994—2004年
深圳—大芬村 艺术家自发聚集（后政府参与） 1989年至今

深圳—牛湖艺术村 艺术家自发聚集 2013年至今
深圳—梧桐山艺术小镇 政府打造 1993年至今

深圳—22艺术区 政府打造 2007年至今
珠海—会同艺术村 高校学生、艺术家自发聚集（后政府参与） 2007年至今

珠海—北山村 政府打造 在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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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1]洪祎丹,华晨.城市文化导向更新模式机制与实效性分析——以杭州“运河天地”为例[J].城市发展

研究,2012,19(11):42-48.

[2]孟璠磊.艺术驱动废弃工业用地复兴——阿姆斯特丹NDSM艺术区启示[J].世界建筑,2017(4):97-101.

[3]刘贵文,罗丹,李世龙.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政策路径演变与建议——基于政府角色分析[J].建筑经

济,2017,38(9):85-89.

[4]李蕾蕾.中国城市转型之艺术干预基本模式初探[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5):128-134.

[5]高晓雪,郭君君.创意城市语境下“文化区”概念与西方实践的探讨[J].现代城市研究,2014,29(11):81-87.

[6]傅天漪.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城市艺术区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十大艺术区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 

2018(33):127-131.

作者简介：韩林飞，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

设计。

（责任编辑：陈丁力）

Civilian Artists and the Culture-oriented Urban 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n Linfei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urban renewal process, economy and technology is no longer the 

decisive factor, but humanities and art are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core development, and the 

creativity of civilian artists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e histori-

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historical,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explores the driving mode of cultur-

al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e of civilian artists on urban 

design. Taking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it briefly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rtistic vital-

ity, summarizes the perfect cultivation program, and gives play to the potential of civilian artists 

to activate the urban vitality and contribute to urban renewal.

Keywords: civilian artist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renewal; culture-oriented; a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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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其有没有文化文明的根基和是否能成

为引领人们对未来生活向往的中心，是否

具有先进文化示范引领的作用，是否具有

吸引力、包容性和创新力。在新技术革命

所带来的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日新月异的今天，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也在

日益加剧。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对

待源自西方的现代化，采取何种姿态应对

文化上的挑战，是能否跨越文化差异走向

文明的关键。

大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解决文化发

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实现协同发

展。目前世界公认的三大著名湾区是旧金

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三大湾区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其

共同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创新开放包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质的战略思考
◎ 李人庆

一、大湾区建设最严峻的挑战是
文化上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

设中的文化问题与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

后发国家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外

在的物质和经济发展是表象和壳，能否实

现和平崛起的关键还在于作为芯的文化和

文明的重建与复兴。要成为全球国际中心

城市，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文化文明的显性

层面，也就是经济科技的发达与发展，而

忽视其背后的文化制度内涵。实际上，全

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不仅是经济或军

事层面的，更重要的还是在文化和制度层

面。其核心问题不仅是经济总量和实力，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文化特质，才有可能承担起中国走

向和融入世界桥头堡的角色，建立起不仅具有经济硬实力、还具有文化认同融合发展软

实力的亚太和国际化中心城市？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战略，使其与总体发展规

划要求相适应和配套，是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紧迫课题。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文化  都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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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文化，城市功能分工明确，成熟的交

通设施，人才机构高度密集，宜居的生活

环境。三大湾区具备合理的产业分工、法

制约束、产权保护、环境治理以及高度发

达的对外贸易，充分利用独特的“拥海抱

湾连河”的地理优势，形成了“港口群+

产业群+城市群”的叠加效应，通过不断

拓展周边腹地，建成了国际金融、航运、

贸易、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引领全球

经济的发展，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湾区经济是以海

港为依托、以湾区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发

展形成的一种开放型区域经济的高级形

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

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

际交往网络，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

和国际化为重要特征，带动区域经济的发

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变革。从区位和经济总

量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具备

国际化大湾区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无论是

从区位特征还是人口和经济聚集能力而

言，已经超越了部分国际化大湾区。但是

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能否成为国际中心

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其

关键还在于文化与社会发展能否跟上经济

发展，摆脱后发国家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文化惰距”困境。对于后发

国家而言，发展往往是一个学习和跟随发

达国家发展的过程。至于能否扮演亚太和

国际中心的主角和引领的作用，更是取决

于其在城市群文化上的创新、包容和本土

特色等领域上实现跨越发展，以及能否在

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兼容包蓄，进取创

新上取得广泛的国际文化认同，代表先进

的文化发展趋势和潮流。通过文化自觉、

文化自省、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找回文

化自信，开拓文明新局。这需要在本土和

全球国际化之间建立双向运行的文化体

制。

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

化和文明的竞争。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首

要和关键是文化上的开放、融合和竞争。

城市文化，说白了就是如何让生活在城市

中的人过得更好的现实问题。城市、社会

和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所造就的生

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同时也塑

造了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面貌，这就是

城市文化。既要从城市看历史与文化，也

要从历史与文化分析和客观看待城市发

展历程。它既表现在应当有怎样的外观和

功能，也体现在应当给人怎样的“感觉”

上。文化是我们表达自己和相互理解的方

式。只有通过文化才可以将人们团结在一

起，才可能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的世界大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

进程。无论对一个城市还是城市群来说，

开放都是恒久的主题。世界“三大湾区”

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发生

的；而它们之所以能笑傲世界城市群的金

字塔尖，正是因为它们站在了经济全球化

的开放前沿，成为聚集引领全球先进科技

文化发展的创新之地。聚集是城市的本

质。发达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活

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快速聚集和高效流

动，然后再聚集、再流动，直至人口、经济

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特定区域并实现效

益最大化。城市的本质是聚集和密度，国

际大都市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汇聚全球性

的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

素，从而促进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城市

化是一个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

再刺激人口聚集的动态进程。一个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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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城市群，在全球化开放的竞争中，一个

核心问题就是靠什么来聚集全球性资源？

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就是为

这些机构和人员提供适宜的就业和生活的

空间。全球网络中具有资源支配能力的机

构从哪儿来？为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

集聚？要成为全球城市，与核心功能相关

的高端人才是必需的，这些人才目前主要

靠引进，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活需求

是什么？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在于城市居住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

的比较。因此，广州要不断扩大改革开放，

提高国际化程度和文化的包容性、丰富

性，创造不同文化和地区人才宜居的社会

文化环境，拓展投资创业企业所需的新型

专门化空间，为人才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机

遇和成长空间。显而易见，要达成这一目的

就离不开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一系列适

宜其生活生存和认同的文化土壤与环境。

二、大湾区建设需要重新审视城
市发展的文化历史脉络和设计及美
学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是文化

的空间，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文化的传承和

教化”。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特

色是城市文化的标志，有文化特色的城市

才有魅力。城市文化特色的重塑，首先在

于对城市文化特色的挖掘和认知，其次在

于城市文化特色的保护和继承。不同的自

然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的城市有

着不同的文化特色。经济是血肉，文化是

灵魂。一个卓越的全球城市，必然根植于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城市

面临着特色失落与文化衰落的问题。梁思

成先生1944年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中写道：“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

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事

实上代表着我们的文化衰落。”经济发展

能让城市变大，但唯有文化灿烂才能使

城市变得伟大。因此，提升文化特色、追

溯特色之源、彰显特色之美、塑造特色之

心是提高城市文化价值的根本，需要经历

保护、传承、创新三个步骤。通过文化自

觉和自省，才可能实现文化重建和文化自

信。许多著名的世界城市，都建立在历史

文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城市设计基础之

上。我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具有完整

的自身逻辑体系。北京，我国历史上五个

朝代的建都之地以及当代国家的首都，以

中轴线为城市设计的核心特色，并严格遵

照了《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九经九

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一系列

建城规制，被梁思成先生誉为“都市计划

的无比杰作”。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各地城市，是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

域文化特色在人居环境方面的深度沉淀，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应当通过

加强城市规划工作、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提升城市建筑水平、营造城市宜居环境等

九个方面，提升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水平。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设

计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明确指出：城市

设计应当“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

为本，保护自然环境，传承历史文化，塑

造城市特色，优化城市形态，节约集约用

地，创造宜居公共空间”。城市文化与风

貌保护是全球城市的一个重要支撑维度。

城市文化遗产、特别是历史建筑与历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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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建设全球城市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角色，它们往往成为重要文化机构

和高品质城市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

特色是城市的个性，是城市的文化品格和

气质，是城市在形成发展中所具有的自然

风貌、形态结构、文化格调、历史底蕴、

景观形象、产业结构和功能特征以及人

的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它包含了一个城

市的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认识一个城市

的特色，要从一个城市的整体脉搏跳动中

把握住这个城市独特的气息，找到城市之

魂。既要了解城市建筑的外在感，也要了

解整个城市拥有的知识个性、人文个性和

环境个性的内在感；既要把握住城市的根

源，也要品味到城市发展的轨迹，为城市

未来的发展、设计和改良奠定一个良好的

基础。

特色把握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文

化底蕴的核心所在。多样化的文化环境有

利于吸引人才，从而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

条件和动力。城市文化绝不仅仅体现在外

在的建筑和环境美上，更体现在内在的富

有、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和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

等。

大湾区文化特色建设需要深刻理解设

计文化在协同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十九

大关于我国的基本矛盾论述，反映了现阶

段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特征，已从简单地

解决物质匮乏问题转变到追求美好生活的

问题。美好生活价值指向反映了全人类共

同的诉求和追求，所涵盖的绝不仅仅是物

质层面的问题，更有与主体体验和幸福感

知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

题，更是一个人文和美学问题。当前物质

建设中的不充分不平衡的最核心本质特征

和短板就是物质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文

化含量，并没有带来与之对应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反而是一种剥夺感、无力感和空

虚感。单向度的唯GDP发展观所形成的片

面的、畸形的发展，是造成社会割裂和不

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社会秩序失衡、无

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人文主义

是构成美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

文关怀的幸福设计是打造幸福美好城市家

园的基础性工程。如何通过人文制度环境

设计，延续和创造人类文明中伟大的人文

主义传统，避免过度物质化的疏离感和剥

夺感，在物质泛滥和文化溃败的今天，重

新造就应有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建设的

深层次内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绝不仅仅

是外表的装饰，更在于打造有颜值、有温

度的人文湾区。我们强调要深刻理解设计

文化在协同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就需要

不仅从当前理解发展协同的问题，更要从

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理解问

题；不仅从产业角度，更要从生活和生命

的角度，把城市看作成为生活与生命的共

同体。与此同时，还需要认识到所谓协同

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千篇一律，

而是不仅有融合，还有包容和差异的体制

机制建设。

三、文化是大湾区发展战略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产业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类进入21世纪，已步入后工业化和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本身已成为最重要的

生产要素和资源。文化与经济及产业的互

动影响，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文

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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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创新驱动力之一。

法国作家奥利维耶·阿苏力在《审美资本

主义（品味的工业化）》一书中，以不同

于一般哲学家和美学家的视角，论述“审

美资本主义”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探讨了

审美活动是怎样从经济因素的对立面转化

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后工业化时期，

资本主义需要解决的是市场几近饱和的问

题，之前在市场上占据主导的“便捷、优

惠、标准化”等工业生产要素和特征在这

一时期逐步失去优势，企业经营者们不得

不通过施展审美营销手段来刺激和维持

消费。从20世纪末至今，发展的主要趋势

是审美资本主义，它的特征就是审美动因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主义将美

丽、娱乐、审美这些感官刺激的词汇转化

为可以估价、买卖并覆盖社会生活大部分

领域的价值，文化从此进入经济领域的中

心。“审美资本主义说明了一种经济的变

革，这种经济在本质上不是有用的商品流

通和购得的问题，而是一个服从审美判断

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审美空间。”无处不

充斥“审美符号”。然而人们却也在如此

丰富的美学爆炸下愈发审美疲乏，甚至逐

步丧失审美能力。究其原因，审美意识形

态的真正本意主要是指从精神层面为人

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

念的引领下，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的内部

建设，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

题。然而现如今的人们却偏向将形而上的

“精神”引向形而下的“物质”，在这种情

势下，文化消费极容易披上审美的外衣，

各种文化产品无论好坏都被大众缺乏批判

性地全盘接受，拜物主义、消费主义、享

乐主义成为吞噬现代人精神的黑洞。“人

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关

系，或者反过来说，价值关系是审美关系

的本质属性”，因为美的体验形成于主客

体的关系之中。这段话不仅为“何为美”

作出了一定阐释，也对我们评判当下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美”与“伪美”作出了评

判标准，即美的事物应该符合“善”，符

合公众乃至全人类的利益，美即正义。

设计与文化在城市产业和建设发展中

的互动影响作用越来越突出。城市设计创

意产业已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

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设计无时

无处不受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设计作

品的文化形式和内涵也反映着文化 。设

计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文化作用于设

计，又更新着文化。设计的文化内涵和人

文价值，承载并延续文化、诠释并创造新

文化。文化消费的审美是内涵浸润，绝不

仅仅是表面上的美学包装。芒福德说：”

城 市 最 好 的 经 济 模 式 是 关 心 人 和 陶 冶

人”。需要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落实到

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反映为在更新规模

与节奏上的节制，在塑造城市街区尺度上

的合理把握，在更新主体方面的多元化、

多主体化趋势和多中心治理结构，在都市

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平衡，以及在经济与

社会发展上的和谐。因此，需要用“小规

模、渐进式、多元化的城市更新模式”，

避免大规模大跃进式的冒进等一系列破坏

性建设行为。

城市设计既反映了特定民族的精神特

质，也见证了城市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文化也可以转化为商品，“文

化消费”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设计的竞争中文

化含量的竞争比例凸显。设计的文化内涵

决定着设计的市场前景。设计可以说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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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结晶，如何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促进

设计与文化的新融合、提高设计的文化品

位，将功能性需求和审美文化内涵有机融

入到产品中，以产品为载体，将文化投入

产品设计中，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审美

需求和情感体验，提高其审美价值和文化

品位，是摆在城市文化发展面前的一个重

要议题。同时，在满足人们功能性需求的

基础上，更好地满足非物质心灵需求，将

产品美学属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价

值，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命力价值所在。

因此，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品美学价值挖

掘和创新，业已成为未来产品核心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因素。

打造广州独特城市名片的战略思考需

要结合广州在大湾区的战略定位——“美

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要求，强

化广州鲜明的岭南文化核心区特征。美丽

城市最根本的就是让生活充满美，让生活

更有意义，让生活更有趣味。城市设计不

仅可以从宏观角度对美丽城市进行空间的

构造和构思，也可以从微观角度着手。在

城市特色文化打造中要突出广州在大湾区

城市群中的历史文化、饮食传统、千年商

都、城乡风貌、原生本土等多种差异性特

征，将开放、宜居、多元、创新、活力作为

城市文化战略主导方向。在文化建设过程

中避免“一刀切”，注重文化的区域性和

在地性特征。城市发展的活力来自于创新

和文化融合，要通过开放、引进、吸收，

促进文化和科技及产业融合与创新。通过

强化岭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促进融汇岭

南特色和中西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通过引

进吸收和培养优秀文化人才，促进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提升广州文化创

造力和影响力，打造包容并蓄的文化聚集

之都和文化创新之都。将城市建筑景观和

街道以及设置设计纳入到宜居和活力城市

打造的具体行动中，实现通过“设计改变

城市，设计创造美好生活”的发展理念。

四、在借鉴吸收国际大都市文化
发展战略基础上构建大湾区和广州
的文化发展战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后发国家

的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发展要少走弯路，

需要在学习和吸收借鉴前人的发展经验基

础上，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中心城市广

州的文化发展战略，并附之以相应的体制

机制改革和项目措施行动来推动其文化和

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

如伦敦早在2010年就制定了其《文

化大都市——伦敦市长的文化战略：2012

年及以后》的文化发展战略，作为法定大

伦敦8大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空间

战略、交通战略、文化战略、城市噪声战

略、空气质量战略、市政废物管理战略

和生物多样性战略）之一。该战略提出伦

敦仍然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文化艺术城

市，在世界城市的定位里，文化和创意产

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确定了“全

球卓越文化中心”等12个重点领域，提出

了“增进文化财富和文化多样性”等6条

发展思路，出台了“区域文化机构能力建

设”等6项政策目标和实施举措。12个重

点领域包括：维持伦敦作为全球卓越文

化中心的地位；打造面向2012年乃至更久

的世界一流文化；加强面向年轻人的艺术

与音乐教育；扩大艺术覆盖面，提高艺术

参与率；增加外伦敦的文化场所和文化

设施；为新人提供发展之路；打造一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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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活力的公共空间；支持草根文化发展；

营销伦敦；为创意产业提供有目的性的支

持；捍卫文化在各领域中的地位；提高政

府对伦敦文化的支持力度。

在确立文化城市的发展思路上提出

了7个方面的内容：（1）为了巩固伦敦作

为世界之城的角色，应当增进它的文化财

富和文化多样性，吸引重要的国际活动，

寻求全球性的文化伙伴；（2）增进作为

一个多元化和创造性的城市居民在文化认

同方面的自豪感；（3）开拓伦敦公共场

所，不管是公园、图书馆、街道还是地铁

车站，都应该成为人人参与并对城市文化

更新做出贡献的场所；（4）通过保证城

市的文化生活是所有伦敦人都能够参与并

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领地；

（5）发展旅游战略，以确认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使其成为伦敦吸引旅游者的主要

特征；（6）在教育领域推动创造性的发

展，确保在伦敦成长的年轻人有机会发展

他们的创意技能和活力；（7）将创意工

业（文化产业）作为催生地方经济发展和

社会整合的手段。

通过成立伦敦文化产业发展推进中心

来具体实现其发展目标。其功能定位为，

促进伦敦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

专业性支持机构。机构定位职能内容具体

准确，拥有专业服务队伍，通过多方政府

机构和公共团体进行资金注入，免费为个

人和组织机构提供全面且实用的信息和服

务。其文化促进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政策理念上从公益性向创造财富转

变，在此目标思维下，文化活动变成产品，

观众变成了消费者，而政府的艺术补助变

成了一种投资。过去传统的文化政策都将

市场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市场却反映了大

部分民众的文化消费。在1984到1985年间，

英国政府在艺术理事会投资了1亿英镑的

文化“税金”，回收了2.5亿英镑，创造了

2.5万个就业机会。在文化创意产业管理

与扶持政策上主要着重于建立优质健康的

发展环境，包括设立专门机构制定发展规

划协调其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公民创意生

活与创意环境，发掘大众文化对经济创新

发展的影响力。促进多发展主体之间的合

作，实施创意产业计划，激发企业参与的

积极性，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伦敦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发展

战略的创新性举措对于大湾区文化战略

制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

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

推动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整体发展战略

的融合。其文化战略的核心是推动伦敦成

为一个创造和创新的城市，让伦敦成为更

能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活力宜居地。其次

是确立“世界文化中心”的城市文化发展

定位，目标是使伦敦的文化具备更丰富的

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市民群体的不同文化

需求，强调创造力将文化创新作为城市发

展的核心动力；保证参与性使市民人人有

机会参与文化活动；实现价值，通过开发

利用挖掘城市文化资源获取最大价值。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追求卓越，即推动伦敦

成为21世纪世界“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

心”。确立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城市的核

心产业之一。组建“伦敦文化战略特别工

作组”牵头建立多文化部门合作体系。推

动城市更新与城市文化融合发展。拓宽文

化工作领域，实施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的项目。吸引公众的参与，并强化文化的

教育培训；在空间层面，力图解决中心城

区和郊区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分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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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绿色创意产业手册”和发展方

案；实施文化创意的商务服务和专业孵化

项目，对项目实施基金资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先进发达国际

大都市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明确的

战略目标、手段和清晰的发展思路与具体

实施项目。要打造人文大湾区的文化发展

战略，需要在借鉴其发展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通过厚植人文底蕴汇聚民心，直面和

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避免在“媚

外”和“排外”的两极交替徘徊。在大湾

区人文建设过程中，要解决好人文发展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总之，实施文化发

展战略打造人文大湾区既是实现大湾区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其国家

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参考文献：
[1]富兰克林.城市生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2]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阿苏力.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马特尔.论美国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贝淡宁.城市的精神：为什么城市特质在全球化时代这么重要？[M].财信出版有限公司,2012.

[6]布鲁格曼.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奥姆斯特德.美国城市的文明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0]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1]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12]山本由香.北欧瑞典的幸福设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伊东丰雄.建筑改变日本[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

[14]克拉克.欧洲城镇史：400—2000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5]芒福德.城市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6]邓智团.伦敦全球城市发展研究——历史方位与现实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17]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18]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9]孙逊.都市文化研究(第11辑)——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观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

[20]《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报告》课题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7）[M].北京:知识产权

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李人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

会转型的社会问题、发展治理、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陈丁力）



49

《城市观察》2019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9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Renqing

Abstract: What kind of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quired to build the urban ag-

glomeration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 as to assume the role 

of China’s ori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as a bridgehead, and establish an Asian-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entral city with not only economic strength, but also cultural identity? 

How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make it meet 

and match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quirements is an inevitable and urgen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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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边境增长潜

力和“去边界化”空间协同模式，以期获

得相关政策启示。

一、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机制
的内涵界定

区域协同发展作为区域合作发展的高

级阶段，具有多主体、深层次、动态性和

联动性特征，区域主体间在要素、产业、

创新活动及至公共服务等方面展开全方

位、多领域的合作，从功能合作走向制度

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追求协同利益最

【基金项目】广州国际商贸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基础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机制研究”的阶段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关系及
边界增长潜力分析
◎ 刘 力 许耿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

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作为国家战略，也是贯彻 “一国两制”

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探讨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机制可以为新时期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供经验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内阻碍要素流动聚集和产

业关联互动的城市边界广泛存在，不仅有

“一国两制”下的关境阻碍，也有珠三角

9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竞争。区

域协同发展则需要从“去边界化”着手，

本文尝试从空间协同关系的边界效应视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内阻碍要素流动聚集和产业关联互动的城市边界广泛存

在，不仅有“一国两制”下的关境阻碍，也有珠三角9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竞

争。区域协同发展则需要从“去边界化”着手，本文尝试从空间协同关系的边界效应视

角，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边境增长潜力和“去边界化”空间协同模式，以期获得相

关政策启示。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  空间协同关系  去边界化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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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区域

协同发展机制内涵（李建平，2017；龙建

辉，2018；向晓梅、杨娟，2018），虽然

切入点不同，但相关机制内涵都有交集，

本文将不同切入角度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整合为四维分析框架（图1）。

从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系的动态演变

视角看，空间协同包含了空间分工和空间

一体化过程。空间分工既体现为区域产业

分工，也反映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粤港澳大

湾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具有典型的多中心

和圈层结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基于

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发展起来的城市协作

关系较为普遍，并通过基础设施共建及互

联互通促进城市空间一体化。空间一体化，

首先表现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即区域间价格

指数趋同和要素均等化过程），其次是消除

要素流动障碍，如边境障碍、运输成本和贸

易成本等。此外，由于空间分工中亦包含了

区域产业分工，从区域产业协同角度，空间

结构的演化过程，也是产业链整合和空间

对接过程，通过核心城市产业扩散促进了

城市边界地区增长，并通过产业链整合与

空间对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联动升级。

二、大湾区城市群的边界效应识
别与边界增长潜力测算

边界效应是指跨经济体间由于行政区

划、关境或国界分隔等形成的市场分割及

要素流动障碍等，或者由于不同行政主体

或制度差异带来的分工协作障碍。从边界

效应视角观察城市群空间协同关系，粤港

澳大湾区不仅存在“一国两制”下跨关境

的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障碍，在我国行政

区划背景下城市间的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

障碍以及分工协作障碍也广泛存在。另一

方面，由于边界地带相邻两城市发展势能

差距和边界地区的要素价格洼地的成本优

势，边界地区往往也是接受相邻城市产业

扩散的再集聚空间，这种边界效应则是促

进了边界地区的增长机会，而这种增长机

会又取决于邻近两城市间相互作用力大小

和产业结构相似性或互补性特征。除特殊

说明外，本文测算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省

统计年鉴。

 
图1  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的内涵

·多主体参与模式
·政府联席会议
·专题发展论坛

·创新方式
·创新要素
·创新主体
·创新空间

·空间分工
·空间一体化

·分工与协作
·联动升级
·产业链协同创新

协同治
理机制

协同创
新机制

空间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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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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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行政单元的边界效应初
步识别

粤港澳大湾区的边界效应，一是源于

“一国两制”的关境阻隔，二是基于“行

政区界”的市场分割，以及由上述两类边

界引起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障碍，对城市

间要素流动、产业分工协作和空间集聚与

扩散模式的影响，从而导致城市间经济集

聚与人口集聚的区位熵值存在较大偏离。

可以用经济规模区位熵与人口规模区位

熵之比值定义“比较区位熵”显示这种偏

离。从图2显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比

较区位熵可以初步推断，“一国两制”的

边界效应使港澳的经济集聚优势明显高于

人口集聚优势，而且与珠三角9市之间存

在较大差异，其中香港的比较区位熵呈下

降态势，而澳门则呈上升趋势；珠三角9

城市的比较区位熵总体偏低，但同样存在

着“行政区”边界效应，且9市呈现分化

趋势，深圳、广州、珠海地位上升，而肇

庆、江门和惠州地位下降。

（二）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力与核心
扩散能力

本文用重力模型测算城市群空间相互

作用力的方法如下：

其中，Rij为两城市间的作用力，Pi和

Gi分别为城市i的人口和GDP规模，d为两

城市间的距离（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测

算）。如果两城市规模不同，则城市i对城

市j的作用力和城市j对城市i的作用力是不

同的，为了体现不同规模城市相互作用力

差异，我们以城市人口和GDP规模之积共

同定义的城市综合质量为权重，修正重力

模型（彭芳梅，2017；王芳芳，2018），

令rij为城市i对城市j的作用力：

大湾区城市群具有典型的圈层结构特

征（图3a,b,c,d），其中广州、深圳、香港位

于核心圈层，对扩散带动和接受辐射能力

均较强，而佛山、东莞位于第二圈层，接

受辐射能力明显大于对周边的带动能力。

澳门由于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均较小，位

于第三圈层。图3a显示了深圳在2005年接

受辐射要明显高于对周边带动作用，从

2010年以后（图3b,3c,3d），深圳对周边地

区的扩散带动作用明显加强，且超过接受

辐射作用，两者之差为正值，其核心功能

不断增强。而香港对周边的扩散带动作用

则是不断减弱，2017年两者之差呈负值。

城市间作用力越强，其边界扩散能力也越

强，图3（纵坐标值）也显示了2005—2017

年城市间作用力整体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三）基于“核心—边缘”的产业
转移—扩散模式的边界效应

城市间相互作用过程是通过要素流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比较区位熵

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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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分别为相邻两城市的主导产业

数，R为两城市相同的主导产业数。

如果M=N=R，两城市主导产业完全

相同，同构引起竞争，边界地区的介入

机会为0；R=0，两城市主导产业完全异

构，异构促进合作，边界地区的介入机会

为1； M+N＞2R，两城市主导产业存在差

异，边界地区的介入机会取值为（0-1）。

图4显示的珠三角九城市异质部门的

边境介入机会（IO系数），广州—佛山、

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珠海—江门等

城市边境都具有较高的异质介入机会，其

中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珠海—江门

的异质介入机会不断增加，而广州—佛山

则是不断减弱。广州—惠州也有较高的异

质介入机会，但由于两地边界地区距离中

心城市较远，因而实际介入机会并不多。

动及其载体的产业集聚与扩散过程得以实

现，而城市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又集中体现

在边界地区。边境地区具有土地供给相对

优势和交通便利等，亦是承接核心产业扩

散和产业转移的集聚空间。相邻城市的产

业扩散，既可能源于核心集聚不经济引起

的同质扩散，也可能源于产业结构差异性

产生的分工协作或利用相邻城市的关联配

套需求。以下分别从异质产业介入和同质

产业关联扩散两个角度分别描述边界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扩散的增长潜力。

1.异质产业的边界介入与边界增长潜力

借鉴余斌等人（2012）的方法，分析

相邻两城市主导产业结构相近性或差异

性，判断边界地区主导产业的介入机会

（IO）的测算方法如下：

IO = ( M+N-2R ) / ( M+N )

图3a  2005年城市群作用力 图3b  2010年城市群作用力

图3c  2015年城市群作用力
 
图3d  2017年城市群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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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产业的边界集聚与边界增长潜力

边境地区产业集聚更可能与核心区的

集聚不经济及产业扩散过程相关，产业同

构的相邻两城市边界地区也可能成为同构

产业的集聚空间，这样更便于利用核心城

市的关联产业配套，并克服集聚不经济的

负面影响，其关联扩散能力与两城市同构

产业数量与相对规模有关，也与两城市间

作用力相关，据此构建同构产业的边境增

长潜力模型：

上式中 为同构产业的边境增长潜

力，FiA和FiB分别为城市A和城市B的同构

产业i的总产业值（增加值），TA和TB分别

为城市A和城市B的制造业总产值，RAB为

两城市间作用力系数。

图5显现的同构产业边境增长潜力，

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深圳—惠州之

间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佛山—中山、佛

山—江门、中山—江门之间的亦具有一定

的边境增长潜力；而珠海—江门、广州—

惠州、佛山—肇庆之间的边境增长潜力较

弱；东莞—惠州之间边境增长潜力不断上

升。此外，广州—东莞两市近年来产业结

构调整较为明显，其中2013年两市纺织服

装业、服饰业替代了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边境增长潜力明显提升，而2016年

由于广州市纺织服装业、服饰业区位熵降

至1以下，从而使两城市同构主导产业部

门由2降为1，也导致同构产业的边境扩散

潜力明显下降。

三、粤港澳大湾区“去边界化”
空间协同模式及存在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涉及“一国两制”

下关境阻碍，也存在珠三角9城市间行政分

割和地方利益竞争。阻碍要素流动聚集和

产业关联互动的城市边界广泛存在，基于

市场的城市群分工协作关系难免受到地方

政府行政干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和

互利合作也是大湾区合作的重要议题。“去

边界化”需要找准问题层次，从典型区域着

手，以特定空间为载体，由点及面推进“去

边界化”的空间协同过程。基于边界类型和

协同关系可着手以下三种空间协同模式： 

1.广东自贸区“先行先试”模式

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不仅承担了深化粤港澳合

作领域的先行先试功能，更是在积极探

索消除边境障碍领域进行了诸多尝试，

图4  异质部门边境介入机会 图5  同构产业的边境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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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首创了南沙“智检口岸”高效通关模式

等。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融合、推进“去

边界化”，一是享有“负面清单”政策自

由度，可发挥制度创新优势；二是存在与

港澳毗邻的边界效应，有利于聚合三地要

素优势；三是肩负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功

能，在面向港澳开放领域的功能经验可进

一步在大湾区建设中推广复制。

广东自贸区“去边界化”面临的主要

问题在于，“负面清单”制度创新功能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开放动能尚显

不足，更需要借助大湾区规划来明确功能

定位，充分释放制度创新优势和聚合要素

的综合优势。

2.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创新示范”模式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简称为

《走廊规划》）对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总体

定位是“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支

撑的重要载体”，旨在打造成为广东产业

升级示范空间和高科技产业的承载空间。

具体定位为“全球科技产业技术创新策

源地、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承载区、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

充分体现其“创新引领”和“创新示范”

功能。其“引领”和“示范”功能不仅在

于创新要素集聚机制，还体现为创新空间

整合模式——充分利用穗莞深三市边界

地区，该地区现有开发程度不高、空间连

贯性较好、可供地资源较为充足。走廊位

于跨边界的三城区，在招商引资、行政审

批、土地流转、人才流动等的行政壁垒也

需要消除，因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

“去边界化”也是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城

市间的合作共建创新模式。

广深科技走廊规划主要问题在于，一

是与现有自贸区的创新资源集聚形成空间

竞争关系，二是《走廊规划》作为省级规

划文本，在城市间统筹规划和整合港澳科

技创新资源方面存在局限性，三是需要与

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实现

对接。 

3.城市边界“产业扩散—产业协作”

模式

近年来，在珠三角城市边界地区也出

现了新的产业集聚趋势，与之前实施的以

“双转移”战略推动产业转移不同，这种产

业集聚趋势是以市场为基础，主要利用城

市边界地区的廉价土地供给和地理邻近及

交通便利等条件，以镇为单位建设跨市合

作的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来承接中心城

区的产业扩散或配套协作（黄耀福、李敏

胜，2018），并形成两种典型的边界增长模

式：产业扩散模式和产业协作模式。产业

扩散模式以深莞惠边境地区最为典型，深

圳制造业企业向周边城市转移，带动深莞、

深惠边界地区增长。产业协作模式的典型

区域，如广州黄埔港与东莞珠江沿岸，围绕

港口供应链，形成了加工—运输—出口—

维修等一体化产业链条。城市边界增长的

两种模式，在探索“去边界化”的实践中已

积累了诸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对于处理

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的空间关系上都是有益的尝试。

但这些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规

划层次较低、与相关的省级或国家级等上

位规划对接不充分、园区基础设施水平较

低、存在不同程度的粗放增长特征等，如

果不进行科学规划引导，也可能诱发新的

边界问题，并演化成为大湾区区域协调发

展的阻碍因素，因此需将其纳入大湾区产

业和空间发展整体规划中予以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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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的
政策建议

大湾区“去边界化”既是一个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议题，同时也是一个促进要素

与商品的市场一体化议题，涉及“一国两

制”的基本制度、行政区分割、地方利益

协调、国民待遇与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等

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长远设计和多方

参与，应遵循“顶层设计、主体参与、多

元治理、联席会议”原则，创新粤港澳大

湾区区域合作机制，为此提出完善粤港澳

大湾区“去边界化”空间协同机制的对策

建议如下：

1.积极谋划和推动大湾区城市政府间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大湾区建设的主体是各城市政府，尽

管城市政府的行政层级不同，但仍然需要

搭建一个政府间的交流平台，以充分表达

各自利益诉求、对话矛盾问题和探讨解决

方案。

此外，大湾区建设需要创新公共决策

机制，扩大社会参与，逐步建立和完善由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市民共

同参与的大湾区政策协调体系。可以在联

席会议制度下，通过发展论坛或下设专门

委员会咨询会议等形式，充分吸纳专业人

士、社会组织或私人部门参与讨论区域合

作发展议题，表达利益集团诉求和决策咨

询建议等，从而确保大湾区建设多元治理

体系的制度设计发挥有效作用。

2.发挥南沙自贸区对港澳全面合作综

合优势，加快推进“去边界化”进程

南沙自贸区在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中

占据面积绝对优势和大湾区几何中心区

位，加之优越的港口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在深化对港澳全面合作、构建一体化

交通网络枢纽、打造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优势需要积极行动

才能转化为现实，尽管前期已积累了诸多

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仍然是碎片化的，

需要进一步梳理经验、积极复制推广，寻

找新的实践突破口，以落实大湾区建设规

划为主线，不断探讨新的“去边界化”实

践领域。例如进一步落实简化过关手续、

港澳居民在自贸区的国民待遇和投资优

惠政策等，以及在南沙建设“香港产业园

（科技园）”和“澳门产业园（科技园）”

各相关的配套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港澳

科技人员在南沙落户的优惠政策等。

3.整合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对接

广东自贸区制度优势

依托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整合穗

莞深港澳科技创新资源和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空间载体，将大湾区的高新区、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中新（广州）知识城、港

深创新科技园、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

地、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园等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平台，对接广东自贸区的先行

先试制度优势，以落实大湾区建设规划为

契机，高标准统筹规划大湾区科技创新资

源与高技术产业空间载体，打造全球科技

创新资源的集聚高地和高技术产业的策源

地，加快推进广东自贸区面向港澳开放的

成功经验的推广应用，并在大湾区内率先

复制应用推广。

4.规划引导边界可持续增长模式，优

化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基于市场的边界增长有利于促进要素

自由流动和空间结构优化，大湾区城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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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空

间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

进传统产业边缘扩散，为新兴产业腾出发

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规划引导

作用，避免产业无序扩散，促进边界产业

对接和协同发展，应尽早将目前城市边界

地区的各类园区纳入统筹规划并与上位规

划衔接，以互利合作为原则规划边界可持

续增长模式，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

展和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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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 Synergy and Boundary Growth Potentia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u li, Xu Gengbin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 wide range of urban 

boundaries that hinder the flow and aggregation of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es. 

There are not only the barrier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local interest competition among the nin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needs to start from “delim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

ary effect of spatial syner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border growth potentia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spatial synergy mode, so as to 

obtain relevant policy enlightenment.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spa-

tial synergy; de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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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镇化

转”等难点的重要举措。产城融合不是单

一行业或单一企业的举措，而是国家经济

结构转型和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作为国企

或央企，不仅承担着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国家责任，更具备

参与产城融合建设的绝对优势。

一、时代催生本命题

（一）新型城镇化对片区综合开发的
时代需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指出：城镇化不

仅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之所在，而且是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中国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产城融合PPP综合开发项目的央企实践
——以温州高铁新城为例

◎ 杨 露 童圣宝 刘 磊

产业是城镇建设的基础，城镇是产业

发展的载体。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正面临

重构和调整，产城融合是我国城镇化布局

的新战略，承担着打造城市发展新格局的

重要使命。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

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

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

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

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它

是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

思路，要求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

合，以产促城、以城兴产。

在城镇化建设进入提增产业规模和城

市规模、提升产业质量和城市质量并举的

新阶段，借助PPP模式发力新型城镇化建

设，被视为实现产城融合、解决“空城、空

摘  要：本文深度探讨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的必要性和产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

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寻求创新PPP模式与产业新城运营的结合点，全方位、立体化解析

产城融合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片区综合开发的发展方向，同时以中交集团成功中标的

温州高铁新城为实践，探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PPP综合开发项目的操作要点。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产城融合  高铁新城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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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

发展，城市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断增

加，这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扩大城市片区的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才能更好地满

足城镇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片区开发是

对拟开发建设的区域进行一体化的改造、

建设、经营和维护，通过构建结构化的合

作内容和相对市场化的合作机制，盘活区

域公共资源、商业资源，在城镇化、乡村

振兴建设的同时发展实体经济，带动区域

发展。新城开发、旧城改造等都是片区开

发中的典型形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重要载体。

（二）PPP 模式应用于产城融合项
目的突出优势

PPP模式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企业在参与城镇化建设与

改造过程中的定位以及后续发展提供了新

思路与新方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片区

综合开发项目属于城镇建设与改造模式中

对整体性、协同性及复杂性要求极高的一

种综合开发模式，因此在这类项目中引入

PPP模式对于相关参与各方均具有重要的

价值，不仅能有效解决现阶段片区开发中

融资难的问题，还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本的

积极性，提高片区开发的综合效率，破解

运营乏力的现实困境。产城融合和PPP全

生命周期相融合，PPP模式的长期性能保

障产城融合战略落地，运营性能保障产城

融合建设效果，规模大能保障产城融合一

张蓝图绘到底。

（三）央企国企在转型发展之路上
的华丽转身

当传统地产开发运营模式遇到天花板

之际，央企国企纷纷加速探索“城市运营

商”或“城市配套服务商”等新角色，产

城融合成为众多品牌企业谋转型的重要切

入点。在探索城市发展与产城融合的未来

方向上，既搭载了新时代城市建设的创新

需求，也承载着行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发

展需求，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作

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上转型升级排头兵的

央企具有投资商、建造商、运营商“三商

一体”的全产业链优势，承担着拓展城市

幸福空间的重要使命。目前，地方平台公

司、国有企业作为投融资主体进行综合开

发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仍然是主要的

途径之一，通过构建以城市运营服务商为

定位，以规划联盟、产业联盟为支撑，推

动“生产、生态、生活”融合发展，以实

现政府、市民、企业三大主体的共同利益

的期许将可作为综合开发项目未来重要的

探索路径之一。

二、产城融合PPP综合开发项目
的操作要点

（一）合理甄选项目，防控实施风险

项目甄选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起点，筛选一个优质的项目对项目运作成

败意义重大。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投资

方需要构建一整套科学体系，首先选择地

方经济发展急需的、需要央企承担发展责

任的区域，然后权衡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

未来预期，是否能达到投资人基本的平衡

点，最终通过投资开发建设拉动地方经济

发展，获得投资收益，保证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项目规模不在大，适度就

行，充分论证区域的规划情况、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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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投入产出需求，合理确定项目区位和

规模，有利于项目后续推进，降低风险。

（二）做好前期工作，夯实运作基础

前期工作就好比一座大厦的奠基工

程，奠基扎实，后续工作各方更易达成一

致，有利于项目推进。一个成功的产城融

合PPP综合开发项目需要做好四规合一，

即“空间规划、产业规划、技术规划、资

金规划”同步制定。空间规划是项目的

“骨架”，要明确项目的空间布局、功能

分区、交通路网、绿地景观等，让项目站

起来；技术规划是项目的“肌肉”，要明

确项目智能化系统和低碳化系统的体系结

构、具体功能、技术方案、性能指标等，

让项目动起来；资金规划是城市的“血

液”，要明确项目的现金流安排、开发节

奏、融资方式等，让项目活下来；产业规

划是项目的“灵魂”，明确项目产业发展

导向、产业布局、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策

略等，让项目最终有价值、有意义。

（三）引导产业入驻，永葆持续动力

产业导入及产业发展服务属于产城融

合PPP综合开发项目的核心内容，社会资

本方需要提供完善的产业导入及产业发展

服务方案，以便对合作区域产业布局及招

商引资的预期目标和任务进行总体把控，

同时也利于政府方对区域内将来的财政收

入情况作出合理预判。开发央企可以与特

定领域运营经验的供应商组建联合体实施

建设开发，实现强强联合，为合作区域提

供战略规划、确定产业定位与产业导入类

型等一体化服务方案。在产业定位方面，

体现因地制宜，先谋后动，一张蓝图绘到

底；在产业招商方面，呈现产业引领、资

本干预、龙头带动，创新招商模式；在产

业培育方面，重视创新驱动、精准服务，

深化产业集群发展。

（四）重视绩效考核，创新开发模式

片区开发类项目交由社会资本运作，

其物有所值的根本目标为品质和效率，品

质和效率主要包括城市建设品质和产业

导入两个方面，总体而言，片区开发类项

目的绩效体系比较复杂，除了进行综合性

的指标考核外，一般还需设立单项指标考

核体系。由于片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具有

投资数额大、合作期限长、子项目众多等

特征，很难做到像单体PPP项目一样一次

性投入资金进行整体开发建设。从最优化

利用项目资金角度看，宜采用“一次招选

+分期开发”的模式，通过公开竞争机制

一次性选定该类项目的中选社会资本，由

该社会资本或PPP项目公司负责承担起合

作内容项下的全部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需要根据既定的项目投资开发计划，

逐步、分期、分批推进项目。在该种模式

下，可以实现社会资本或PPP项目公司在

本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对项目各环节进行无

缝对接，也利于节约政府方在项目采购阶

段的成本，但可能会使得项目的回报和考

核机制比较复杂，对于政府管控项目整体

风险的要求较高。

三、央企承接时代命题的实践样
本——温州高铁新城

（一）项目情况简介

温州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项目由中

交投资有限公司牵头与二航局、二公院、

四公局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主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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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温州高铁新城片区，总面积14.33平

方公里，核心区5.54平方公里。该项目与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整体合作期为15年，滚

动开发，分三期建设。

项目总投资为199.88亿元，该项目投

资额度大，在全国城镇综合开发PPP项目

中排名第10，在浙江省排名第3，属于温

州市目前最大的城镇综合开发PPP项目。

温州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项目具体包含

民泰安置、康养医疗、文化教育、宜居配

套、旅游集散、景观提升、绿色畅通、智

慧管廊、生态海绵、立体交通等十大类工

程，共84个子项目，项目建设对于推动温

州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地投资环境、

提升城市经营水平等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全产业链一揽子解决方案

自2013年中国交建提出打造“五商中

交”战略构想以来，打造城市综合体开发运

营商成为企业的战略重点。此次温州高铁

新城与中国交建牵手，是中国交建向着城

市综合体开发运营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

中国交建充分发挥资金、品牌、技术

及运营管理优势，跨界融合“规划、投资、

工程方案”等各专业规划，从垂直的梯度

转移走向寻求水平协同，探索产城融合项

目“拿地立项+产业定位+功能定位+项目规

划+资源导入+运营服务”一体化投资建设

新模式，服务企业投资和政府建设行为。

1.前端环节——规划互动

按照市场运作、价值提升的原则，引

导温州市地方政府深入思考和接纳规划

理念，确定项目的高端定位、高端业态，

确定科学有序的开发，从而全面提升项目

的整体价值。以“问题+目标”为导向，以

“实施规划”为手段，以“项目策划”为

载体，根据将温州高铁新城打造成为“浙

南首门户、创智副都心、水岛新客厅”的

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1+N”实施规划，

主要内容有地下空间、海绵城市、综合管

廊等多个专题，从顶层设计开始，树立生

态、智慧、便捷、宜居、宜业、宜商、美

丽的中国新型高铁新城标杆。截至目前，

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已经进入实操阶段。

2.中端环节——建设开发

 
图2  一揽子解决方案流程图

图1  温州高铁新城范围

前期1 中期2 后期3

区域投资
价值研究

区域开发定
位与策划

规划设计与
优化

投融资管理
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

房地产开发
产业定位投
资与经营

城市运营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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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中国交建在工程设计与建

设、土地投资开发上的综合优势，将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和土地两级开发结合起来，

为地方政府提供一条龙服务。采用EPC的

模式进行开发建设，主要工程建设内容包

括：市政道路与公用设施工程、安置房工

程、公共服务设施工程、旅游综合体、绿

化景观工程等。

3.后端环节——产业运营

以产业发展为引领，以模式创新为手

段，以管理创新为基础，进行产业资源整

合，进一步发育核心能力，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的力量，形成产融良性互动，双轮驱动集

团增长，助力升级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结合高铁新城的定位和发展规划，由

中国交建导入优势产业，引导产业聚集。

一方面导入涵盖办公、会议、商务、休

闲、公寓、旅游的基础性产业，另一方面

导入区域总部、科技孵化、商业服务、教

育培训和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新城产业

升级。

（三）投资运作模式

1.运作方式

温州高铁新城产城融合综合开发全过

程采用DBFOT+政府付费模式，其中：

（1）政府方负责本项目立项、征拆

等前期工作。

（2）中交方和政府方出资代表合资

成立项目公司，合作期内由项目公司负责

温州高铁新城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的

设计、投融资、建设以及运营维护。

（3）合作期满（15年），项目公司应

按照协议约定将项目设施（含为项目设施

正常运营所必需的各类项目设施、设备、

土地使用权、各信息系统、维护手册等）

无偿移交给高铁办或其指定机构。

2.交易结构

政府方授权高铁办作为项目实施机

构，同时授权指定机构（如财政部门）作

为政府方代表，未来与社会资本或其联合

体合资组建项目公司；高铁办采购社会资

本，并与项目公司签署PPP项目合同；项

目公司根据PPP项目合同的约定负责本项

目PPP合作期内的设计、投融资、建设、

运营、维护、期满移交；项目公司通过使

用者付费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回收成本

图3 “1+N”实施规划

从“个体经济”
到“层级构建”

从“各自为政”
到“信息集成”

从“左右为难”
到“整体优化”

从“边修边挖”
到“统筹控制”

从“低效分散”
到“高效集约”

从“自然山水”
到“科学管控”

从“杂乱无序”
到“个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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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

双轮驱动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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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合理投资运营汇报。

3.收入模式

项目收入来源于政府付费，在项目运

营期间，政府承担全部直接付费责任。政

府每年直接付费数额包括：社会资本方

承担的年均建设投资（折算成各年度现

值）、年度运营资金和合理利润。

 

四、结语

温州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综合开发

项目的成功运作做到了四个坚持：坚持

“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运

作模式，构建高铁新城运营的公私合作

模式；坚持“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

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构建高铁

新城目标模式；坚持将企业发展融入服务

国家战略，构建分享中国崛起红利的战略

体系；坚持走“产业为本”差异化发展道

路，构建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商业模式。

通过“四个坚持”树立了产城融合PPP综

合开发项目的典范标杆。

图5  温州高铁新城产城融合PPP投资运作模式

中交集团下属子公司瓯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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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Centr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PP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jects under Neo-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Wenzhou High Speed Rail New 
Town
Yang Lu, Tong Shengbao, Liu Le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city through production as 

well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the city, and the positive sid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neo-urbanization. Through seeking a combination between innovative PPP model and ope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new town, comprehensive and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for neo-urbanization area are need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Wenzhou 

High-speed Railway New Town, a bid won by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the PPP project in the context of neo-urbanization.

Keywords: neo-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of city; high-speed rail new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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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微改造，就是指在维持现有小区

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立面整

饬、环境美化等方式实现小区物质环境改

善和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一种更新模式。

从2016年开始，广州在全国率先探索老旧

小区微改造，并将其视为推动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前列、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抓手，不

仅制定了《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三年

（2018－2020）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在

2020年前重点完成全市779个老旧小区微

改造任务，而且还编制了《广州市老旧小

区微改造设计导则》，以确保老旧小区微

改造工作的有序推进。2017年底，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座谈会，部署在15个城

广州市老旧小区可持续微改造的
困境与路径探析
◎ 万 玲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和生活居住标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老旧

小区开始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急需升级改

造。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要

加强城市修补、有效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

合整治的要求。2016年2月印发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则再次强调，要稳

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

区综合整治，到2020年，基本完成现有的

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为此，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开始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与以往追求大拆大

建的改造模式不同，在此次改造实践中，

微改造作为一种独特温婉而且更具包容性

的改造方式逐渐受到了众多城市的青睐。

摘  要：老旧小区微改造是一项关乎民生福祉与城市品质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工

程。广州作为全国15个老旧小区微改造试点城市之一，理应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微改造

提供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本文总结了当前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的主要做法、工

作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推动广州市老旧小区可持续微改造的路径。

关键词：老旧小区  微改造  城市品质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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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广州成为全国

唯一入选的一线城市。2018年10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荔湾区永庆坊视察期

间再一次明确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不能

急功近利、大拆大建，要更多采用微改造

这种“绣花”功夫实现人居环境改善。这

无疑是对广州探索的积极肯定，同时也为

广州的微改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

来，广州如何以此为契机，更加科学有效

地谋划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的基
本情况及主要做法

广州的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在国内

起步较早，其前身是始于2000年以政府

为主导的危改工程和城市美化运动。2009

年，广州成立“三旧”改造办，开始在全

市统筹“三旧”改造工作。这期间先后制

定下发了《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及相关

配套文件，如《广州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

法》《广州市旧厂房更新实施办法》《广

州市旧城镇更新实施办法》等。2015年，

在“三旧”改造办的基础上，广州成立了

全国首家“城市更新局”，并针对前期实

际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改造目标相对局限、

效益较为短期、方式基本趋同、主体以及

效果相对单一等问题，逐步探索微改造的

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提高改造综合

效益。同时还制定了《广州市城市更新总

体规划（2015—2020年）》。至此，老旧

小区微改造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并提上议事

日程。自2016年起，广州便开始着力推进

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由市城市更新局牵

头，各区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2000年

之前建成的环境条件较差、配套设施不全

或破损严重、管理服务机制不健全、群众

反映强烈的779个老旧小区全面实施微改

造。据统计，截至2018年9月，广州市正在

推进的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已达到696个，

占比89%。其中，已完工70个，在建41个，

惠及居民达200多万人。综观广州市老旧

小区微改造的做法经验，其特点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①：

（一）先行先试与有序推进相结合

针对老旧小区微改造无先例可循、无

规范可依的问题，广州市结合实际积极探

索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一

是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策体系。特别

是印发实施了《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设

计导则》，从顶层设计、机制保障、技术

支撑等方面入手，对“水、路、电、气、

消、垃、车、站”等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

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指引，使老旧小

区微改造工作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二是

构建起了市区联动的实施机制。通过加强

计划统筹、简化工作流程和创新实施模

式，有效实现了微改造工作的上下衔接和

有序推进，大大提升了改造效率。

（二）改造重点与民生关切相结合

在改造过程中，广州市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解决老旧小

区居民的民生关切作为首要任务。一是

补齐短板，重点完善基础配套。将用水、

用电、用气、消防等基础设施升级作为规

定动作，以市财政补助为主推进改造，优

先解决民生问题。二是拆除违建、新增绿

化，增加居民活动场所。三是确保安全，

扎实开展三线整治。四是便民出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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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楼加装电梯。五是保护环境，探索智能

垃圾分类等。

（三）社区改造与基层党建相结合

一是加强党组织领导统筹作用。各

区将老旧小区微改造作为惠民生的书记项

目，实行区委书记统筹、常委分片指导，

确保民生实事一管到底。二是发挥基层

组织凝聚协调作用。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

核心的“区—街—社区—网格—楼宇”五

级党组织协调机制，组织居委会委员、党

员干部、居民代表、楼（组）长、辖区单

位、社会组织等共同协商改造问题。三是

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促进党群共建。

（四）居民自治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从政府“一条腿”走路变为居民、企

业、专家等多方共同参与，推动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广州市老旧

小区微改造的主要特色之一。一是社区居

民全程参与。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建设管

理委员会或业委会等组织监督改造，将居

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改造效果的基本依据。

二是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举办老旧小区微

改造方案设计竞赛，组建社区规划师等专

业志愿者队伍，提升改造专业水平。三是

鼓励多方资金投入，包括居民自筹、产权

单位出资和引入市场资金等。如越秀区梅

花路小区由产权单位投入300万元支持改

造、荔湾区永庆坊项目引入万科集团投入

资金建设运营等，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广州市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
的具体成效

通过微改造，我们看到，不少老旧小

区得以焕然一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也有

了显著提升。其主要成效具体表现有：

（一）改变了更新理念

微改造不是大规模地推倒式重来的

物质改造，而是小规模、分阶段的渐进式

地微调或更新，或满足小区基础需求，或

传承小区原有的历史风貌，或彰显小区的

时代特色，使城市功能、产业结构与人居

环境相得益彰、和谐与共。与传统城市更

新中的“大拆大建”相比，老旧小区微改

造不仅达到了美化的效果，而且保留了原

有老旧小区的文化特色，避免了“千城一

面，千区一色”的尴尬，开创了社区更新

新模式。

（二）促进了社区和谐

广州推行的老旧小区微改造，虽然由

政府主导，但提倡改造与治理并重，由小

区业主、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物业公

司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群策群力，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搭建居

民议事平台、建立公众参与的项目评估机

制、成立老旧小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等。总

之，通过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

新路，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

幸福感，社区凝聚力明显增强。

（三）提升了生活品位

随着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的持续推

进，一批又一批老旧小区得以重焕活力。

不少老旧小区通过微改造后，老房子翻新

了，绿化更多了，公共配套健全了。比如，

改造后的兴隆东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稔岗

社区更加干净整洁，农林上路社区古香古

色，耀华社区入选市级容貌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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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市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
的主要困境与障碍

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造工作仍面临着

许多艰巨的问题。据悉，此次纳入广州市

老旧小区微改造三年行动计划的779个老

旧小区只是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中的一

部分，真正需要进行环境提升的小区数量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天河区一个区，有

改造需求的小区就达480个。随着小区住

房楼龄的增加，部分设施达到或接近使用

年限，可以预见近几年老旧小区的改造数

量还会爆发式增长，如何妥善应对增量需

求也将成为一个难题。由于历史原因、地

理位置、建造年限的不同，老旧小区微改

造很难找到标准化的改造方案，再加上改

造过程中协调难度大、产权关系复杂、审

批周期长、社区管理参差不齐等问题，给

相关部门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总之，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仍面临时

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紧迫局面，其主

要困境与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群众诉求多元化，沟通协调难
度大

老旧小区微改造事关居民切身利益，

势必会引发广泛关注。由于对政策理解不

到位，再加上老旧小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各

不一样，因此，改造方案很难达成一致。

很多居民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就

热情，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则冷漠。如涉及

违章建筑整治的问题，利益相关者往往会

多番阻挠；在共同筹措资金方面，不少居

民也容易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往往会因加装方自身意见的不

统一、费用分摊不确定等原因而难以成功

推进。此外，老旧小区微改造还涉及市、

区、街道、社区和规划、建设、房管、城

管、园林绿化、公安、民政、财政等多个

部门以及水、电、气、通信等多家相关单

位，任何一方协调不力，都会影响改造的

整体进度。

（二）财政资金难兜底，后续管养成
问题

目前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的费用基

本上是以市区两级财政补助为主，从总体

上看，公共财政补贴仍是微改造项目资金

的主要来源。为推动779个项目的完成，

广州3年间预计投入的财政资金多达50亿

元。尽管在老旧小区微改造工程的初始阶

段，政府主导是常态，但是微改造是一个

渐进、持续且长期的过程，如此投入对政

府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而且，对

于那些已改造完成的小区，由于小区物业

管理体制滞后及其他原因，绝大部分公共

设施的后续管养仍由政府负责兜底，这也

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老

旧小区微改造成果的后续管养必须明确相

应的维护主体并有持续的资金保障。若非

如此，则很难使微改造进入良性循环并进

而让改造的福利发挥长久的作用②。

（三）市场运作不充分，公私合作待
深化

广州市的老旧小区微改造，政府仍是

支撑性力量。尽管有个别地方引入了市场

资源，如天河区车陂街在微改造中与三大

电信运营商合作，一举解决了三线整治的

难题；广州市荔湾区永庆坊通过公开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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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万科集团建设及运营，最终实现了

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共赢。但由于连片改

造的案例不多，且公私合作仍处于摸索阶

段，相关制度和方法都还不成熟，因此总

体上类似这些做法仍难以复制并推广，公

私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四）改造内容偏单一，整体品质待
提升

一方面，目前的改造主要还是在“硬

件”上做文章，重表轻里，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人、文、地、产、景等各类小区发

展要素的齐头并进和整体协同，特别是老

旧小区文化建设和公共精神的重塑仍是

一个短板，容易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

短”的问题，改革成效也难免会打折扣。

另一方面，当前的改造重点整体融合还有

待增强。如受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

约，广州连片改造的情况比较少。绝大多

数老旧小区都是以局部更新为主，并未站

在战略的高度去对改造小区与所辖区域的

整体融合特别是文化融合和产业融合进行

更高层次的通盘考虑，因此，在改造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类似资源整合乏力、产业重

复甚至区域整体活力不足等现象。

四、推动广州市老旧小区可持续
微改造的路径

综上，为更好地推进广州老旧小区微

改造工作，实现老旧小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紧扣核心诉求，强化协商协同

老旧小区微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更

是一项民心工程，因此，在改造过程中，

应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将小区居民需求作为微改造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力争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

政于民、问效于民。为此，一方面要进一

步完善议事机制，通过拓展渠道、搭建平

台，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热情，鼓励更广

泛的协商参与。将居民满意不满意、高兴

不高兴作为衡量改造成效的根本依据，从

而达成公私权力的平衡，减少改造阻力。

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老旧小区微改造管

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不同层级政府和

各级职能部门之间的常态交流和联动，加

快形成上联政府、下至社区、各司其职、

科学高效的管理格局。特别是在行政审批

事项上，要改变目前多头报批、审批时间

过长拖慢项目进度的现状，对微改造项目

进行集中审批，切实提高审批速度，确保

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稳步推进。

（二）拓宽筹资渠道，健全支持体系

老旧小区微改造投入巨大，没有雄

厚的财力支撑，很难持续。因此，首先，

应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并建立自然增长机

制。其次，应持续加大吸引市场和社会资

本投入的力度，鼓励企业捐赠，充分发挥

广州城市更新基金或其他社会公益基金

对老旧小区微改造的扶持和推动作用；此

外，要积极鼓励私人投资特别是鼓励居民

自筹资金。通过逐步提升老旧小区物业收

费和运营标准，探索成立社区更新基金或

激活小区物业维修基金等方式，增强小区

自我造血功能。最后，还可充分发挥老旧

小区的区位优势，通过对小区公共空间和

设施特别是停车场、新装电梯间等进行有

偿运营并明确综合收益归属等方式来盘活

资源，多渠道拓宽改造资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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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掘合作空间，重塑多元格局

老旧小区微改造是一项长期系统的

工程，绝非政府一己之力能承担，要群策

群力、共建共治。因此，首先应强化党建

引领，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让党组织在微改造工作中唱主角；其次，

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老旧小区微改造

中的作用，通过深化优势主导型“三社联

动”，实现微改造与社区居民需求的精准

对接；最后，应进一步拓展公私合作内

容，深化合作程度。一方面，加大对企业

代建、国企平台、EPC总承包和BOT等模

式的探索应用力度，同时规范相关制度安

排，完善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提升合作

成效和质量。另一方面，可效仿英国旧城

改造经验，尝试成立城市开发公司或城市

重建公司，通过独立开发或与政府合作的

形式，对老旧小区进行再规划和再开发，

提高老旧小区微改造的水平和效率。

（四）丰富改造内涵，实施有机更新

老旧小区微改造绝不仅仅限于旧建

筑、旧设施的翻新或是社区景观的变化，

而是一个包含了土地功能置换、产业提

升、空间优化、历史文化保护等多方面工

作的系统工程，是对老旧小区甚至小区之

外的整个街区环境、功能和形象的整体提

升。特别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州的老

旧小区微改造无疑应致力于在经济、社

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处于变化中的

老旧小区做出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

高，促进老旧小区微改造从简单的单维改

造向着更综合、更全面的多维改造转变。

因此，在接下来的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

中，建议重点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处理

好表与里的关系，着力推动老旧小区微改

造从侧重物理环境改善向关注社区内涵提

升转变。通过延续社区记忆、保留精髓以

及创新文化形式、重塑社区公共精神，做

到内外兼修。二是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

系，着力推动老旧小区微改造从侧重局部

更新向关注整体协同转变。通过整体规划

跳出特色打造的窠臼，解决好一条腿长一

条腿短的问题。三是处理好短期与长远的

关系，着力推动老旧小区微改造从侧重短

期修整向关注长期的社区营造转变，切实

做到老旧小区从面貌到秩序全方位的更新

与重构，实现区域共治共生。

总之，老旧小区微改造是一项长期系

统的工程，其最终目的应是经由党委和政

府引导，以微改造为契机和纽带，推动居

民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并逐渐构建起

良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小区公共意识

的形成和整体发展，使老旧小区不仅在硬

件上实现质的提升，同时也能在软件上实

现质的蜕变，真正成为一个和谐美丽且充

满生机的共同体。

注释：
①资料来源：广州市城市更新局。

②万玲.城市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困境与推进策略——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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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and Pathway of Sustainable  “Micro-renovation”  in 
Guangzhou’s Old Residential Areas
Wan Ling

Abstract: The micro-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s a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project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urban quality. Guangzhou, as one of the 15 pilot cities 

of micro-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China, should provide replicable and popular-

izing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micro-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China. This pa-

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actices, work results and existing difficulties of the current micro-

renovation work of Guangzhou’s old residenti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wa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micro-renovation of Guangzhou’s old residential areas.

Keywords: old community; micro transformation; urba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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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求，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不同收入阶层

的居民在居住区位、环境和质量上逐渐产

生分化，从而产生居住隔离。流动人口大

部分为中低收入者，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和

城中村，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现象更为

突出，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居住面积、房

屋设施、房屋拥有等问题上，还表现为居

住空间的分离。居住隔离一方面影响流动

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交，另一方面导致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住房实现模式与广州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作用机制与

政策路径”（2016GZYB06）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业竞争、福利挤占与流入地居民的迁移

排斥：来自珠三角的证据”（2017A030313436）阶段性成果。

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与
城市融入调查分析
◎ 明 娟 卢小玲 陈丹娜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必须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乐

业”与“安居”两大基本问题的有效解决

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但随着城镇

流动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土地供不

摘  要：广州流动人口数量占常住人口已接近半数，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力量。但大多数流动人口仍以在城乡接合部租住为主，自购房比例不高，存在居住条件不

好和居住环境偏差等问题，聚居边缘化趋势明显。均值T检验进一步显示，购房可以显著

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流、参与居住社区活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其持久性居住意

愿。而在市区居民小区居住，也有利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特别是在与本地居民交流和持

久性定居意愿方面。解决广州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需要实现技能培训与收入提升政策、公

租房供给政策、社区混住与融入性社区治理机制建设等多个方向的机制或者政策联动。

关键词：住房  城市融入  政策联动

【中图分类号】F299.2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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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居民产生心理隔阂，进而导致流动

人口城市自我认同感以及城市归属感的缺

乏，从而严重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

进程。“宅者人之本”，流动人口要实现

从候鸟式迁移向生根式迁移转变，根在住

房，住房问题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

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者们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情况做了

很多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

从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住房条件和居住

区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居住方式上，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依旧以租赁住房为主，

房屋拥有率极低[1-3]；在住房条件方面，城

市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较差，普遍存在居

住拥挤、生活配套设施不全、环境脏乱、

治安差等问题[4-6]；在居住区位上，研究发

现，流动人口大多聚集在城乡接合部或者

城中村等地区[7-8]，居住环境较差，居住地

点不固定，使得农民工居住边缘化和空间

隔离愈加严重[9]。

广州作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

地，流动人口占据了人口总数的“半壁江

山”，2017年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为713.41

万。而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局出租屋调查

统计显示，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出租屋居

住，约72%的流动人口租住出租屋。而出

租屋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广州市城中

村最集中的三个区白云区（58个）、天河

区（28个）、海珠区（20个）也成为流动

人口最集中居住的区域，约55%的流动人

口居住在这三个区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

虽然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较便宜的房源，很

大程度上满足了其住房需求，但公共建设

较为缺乏，“握手楼”、“贴面楼”现象普

遍，住房条件普遍偏差而且还存在消防隐

患等问题，不利于流动入口融入及其市民

化进程。如何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也

成为推进广州新型城镇化中面临的突出任

务。因此，本文利用广州城区流动人口住

房的调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流动人口的

住房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住房状况对流动

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可

行性建议，以期为改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

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住房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选

取了广州市流动人口较为密集且更具有代

表性特征的5个城区，包括天河区、海珠

区、荔湾区、白云区和番禺区，进行问卷

调查，辅以访谈，收集广州市该群体的基

本情况、住房状况以及城市融入情况等方

面的资料。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筛选，剔

除无效问卷后录入，采用频数分析以及交

互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访谈

资料以及文献研究进行整理分析。本次调

查共发放的问卷为225份，有效样本为20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33%。

（二）住房特征

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呈现以下几个特

征：

第一，居住方式以租房为主，自购房

比例不高。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群体中，多以租房

为主，占67.16%（表1），这与来穗人员

服务局的调查数据基本吻合，2014年出租

屋调查数据显示，72%的流动人口居住在

出租屋。出租屋成为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要

居住选择方式。经过深入访谈了解发现，



74

广州视角
GUANGZHOU PERSPECTIVE

租房方式的选择之所以占大多数比例，

是由于该群体认为租房更可以满足他们

对私密性个人空间的追求，同时更具自主

性、便捷性，更能给予他们归属感。单位

集体宿舍的占比为12.44%，这一住房方式

存在节约住房成本的优势，对收入水平

较低的流动人口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本

次调查的样本群体中，自购房所占比例为

11.94%，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住

房拥有率不高，居住隔离较强，在城市居

住仍具有明显“临时性”特征，从而导致

归属感缺乏，不利于其融入城市。

第二，居住位置以城郊和城中村地区

为主，聚居边缘化趋势明显。

调 查 发 现 ，样 本 群 体 选 择 近 郊 区

的占比为36.32%，其次是市区（非中心

地带），占33.83%，再次为城中村，占

23.38%，选择远郊区的仅占6.47%。近郊

区和城中村主要是城乡接合部以及工业

园区，有五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

地区。通过进一步访谈了解到，住房和通

勤成本低、交通便利是这些地区成为居住

首选的主要原因。但城乡接合部往往缺乏

规划和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

是城市问题的多发集中区，而工业园区中

工作场所和住所呈“两点一线”的格局，

这样的格局不利于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进

行交流，导致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缺

乏，容易产生居住隔离。可见，广州市大

部分流动人口的居住位置是不佳的，居住

隔离现象会导致其严重缺乏城市认同感，

进而阻碍其融入城市。

第三，居住条件不高，居住环境有待

改善。

住房配套设施是衡量居住水平的一

个指标。在本次问卷中，调查了9种设

施在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拥有情况（图

1），其普及情况由高到低依次排序是：

卫生间（96.02%）、热水器（94.53%）、

厨房（86.57%）、洗衣机（84.58%）、

空调（83.08%）、冰箱（77.11%）、电

脑（76.12%）、阳台（74.13%）、电视机

（70.65%）。而同时拥有这9项基本居住

配置的仅占总样本的52.24%，由此可以看

出，广州市流动人口居住条件整体不高。

而住房条件满意度调查进一步显示，

表1  住房方式

住房方式 频数 百分比

租房 135 67.16%

单位集体宿舍 25 12.44%

住亲戚家 17 8.46%

自购房 24 11.94%

合计 201 100%

表2  居住位置

居住位置 频数 百分比

市区 68 33.83%

近郊区 73 36.32%

远郊区 13 6.47%

城中村 47 23.38%

合计 201 100%

 
图1  住房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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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区位交通、生活配套设施是

流动人口居住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有

47.44%、33.33%和29.49%的受访者反馈对

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不满意（表3）。

三、住房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
影响分析

对于城市融入，我们主要考察4个指

标：与本地居民的交流情况、参与居住社

表3   居住面临的主要问题

项目（多选） 百分比

租金 26.92%

区位交通 33.33%

生活配套措施 29.49%

环境卫生 47.44%

治安状况 19.23%

水电费 3.85%

物管费 14.1%

装修及房屋质量情况 16.67%

邻里关系 10.26%

住房面积 21.79%

社会休闲娱乐活动 6.41%

其他 1.28%

表4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流情况 居住社区开展活动的参与情况

经常 18.91% 没参加 78.11%

一般 48.76% 偶尔 20.40%

很少 29.85% 经常 1.49%

不想 2.49% 频繁  0

风土文化是否还适应 是否愿意在广州定居生活

是 82.59% 愿意 46.27%

否 17.41% 不愿意 43.28%

无明确意向 10.45%

区活动、风土文化适应、定居意愿。4个

维度的融入情况见表4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广州市流动人口融入

程度整体不高：经常与本地居民交流仅占

总样本的18.91%，而近1/3的流动人口与本

地居民之间很少有交流；经常参与社区活

动的流动人口不足总样本的1.5%，绝大部

分流动人口只是偶尔或者基本不参加社区

活动；大部分流动人口对广州的风土文化

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这与广州文化的宽

容、包容有关，而约46.27%的流动人口有

定居广州生活的意愿。

住房是迁移者融入当地社会和实现

持久性迁移的基本条件，流动人口能否高

质量融入当地社会，住房无疑会在其中发

挥重要作用，而不同的住房模式及住房条

件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也会存在差

异，我们进一步通过均值T检验来探讨两

者之间的关联（表5）。

（一）购房与城市融入

从融入的四个维度来看，在城市购房

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购房可

以显著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流、参

与居住社区活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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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沟通了解，以便更好地长期融入。

不过，研究也发现，目前流动人口自

购房的比例仅有12%，大部分流动人口很

难通过购买自有住房实现定居。出现这

种状况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一是高

房价。2017年广州商品住宅网签均价为

16386元/米2，而二手房挂牌均价为33981

元/米2，天河和越秀城区二手房挂牌均价

在4万~5万之间。作为流动人口主力的农

民工，月工资在3500元左右，相对于居高

不下的房价，他们很难通过自己的工资所

得来凑足买房首付。二是外来人口住房限

购。部分工资较高的有一定住房购买力的

流动人口，可能会面临购房资格问题，现

行限购政策要求非广州户籍人口必须连续

缴纳5年以上社保或者个税，而且要求不

能断缴，补缴不予认定。而流动人口大部

分面临工作和收入不稳定问题，同时大部

分存在社保缴纳不足甚至无社保问题，即

表5  住房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均值T检验

是否购房 居住位置

购房 未购房 差值 市区 非市区 差值

与本地人的交流情况 0.3333 0.1695 0.164* 0.2794 0.1429 0.137**

参与居住社区活动 0.4583 0.1864 0.272*** 0.2647 0.1955 0.0692

风土文化适应 0.8750 0.8192 0.0558 0.8824 0.7970 0.0854

定居意愿 0.9167 0.4011 0.516*** 0.6324 0.3759 0.256***

居住条件

居住设
施齐备

居住设
施不齐

差值

与本地人的交流情况 0.2857 0.0833 0.202***

参与居住社区活动 0.2476 0.1875 0.0601**

风土文化适应 0.1905 0.1563 0.0342

定居意愿 0.5048 0.4167 0.0881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其中，市区主要是指居民小区，而其他
指远郊、近郊以及城中村；居住条件中居住设施齐备指全部拥有住房基本配置和家电等9个项
目：卫生间、热水器、阳台、厨房、洗衣机、空调、冰箱、电脑、电视机。

久性居住意愿。这进一步显示了自有住房

在流动人口融入中的作用。自有住房获取

是其从迁移向定居转变最重要的一步，购

买住房既体现了移民取得了长期的经济

成就和获得了一定的金融保障，更反映了

移民在当地的定居意愿和融入当地社会

的长期承诺。这与移民融入相关研究结论

一致，说明拥有自有住房，是提升流动人

口经济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机制，是流动

人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重要特征。因为

拥有自有住房，既体现了流动人口经过多

年的努力，掌握了一定的经济社会资源，

能够负担住房这样的大资产投资，更体

现了他们渴望通过购房实现在流动地长

期定居，进而实现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与

承诺。所以，一旦拥有自有住房，就算他

们仍没有获得当地户口，也会更坚定留下

来长期定居，同时也会更愿意与当地人交

流，参与社区活动，增加对当地社会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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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部分流动人口具备了支付首期的能力，

也无法获得购房资格。同时工作稳定性

也会影响他们的贷款信用，这些都会延迟

他们的购房需求，导致他们不得不选择租

房。三是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扶持政策主要

面向城镇户口的中低收入家庭，流动人口

即使是长期缴纳社保有稳定工作和居住场

所，也被排斥在政策之外，这进一步降低

了他们获取住房的可能。

（二）居住位置与城市融入

从居住位置和住房条件来看，在市区

居住，有利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特别是

可以显著强化其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同时

也能提升其持久性定居意愿。这是因为，

流动人口居住位置的选择除了移民族群内

社会关系网络的吸引力，也可能显示出一

种共享偏好，如当地的公共设施、住房类

型或者工作可获得性等。

广州流动人口大量聚集在城乡接合部

或者城中村，这些地区通常是隔离飞地，大

部分是低收入的外来人员聚集，当地居民

很少。流动人口选择聚居在这些区域有几

个原因：一是，流动人口大部分靠亲戚、老

乡等社会网络实现连带迁徙，他们集中居

住，可以通过族群网络共享工作信息，有

助于成功找到工作。二是，族群网络也有

利于他们通过合租的方式减少房租负担，

同时在子女照看、交通工具等方面也可以

相互帮忙；三是，集中居住也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了创业机会，大量的餐饮等服务业

产生也正是集聚带来的正效应。不过，由

于城中村普遍面临住房条件不高、公共服

务缺乏、治安环境偏差等问题，大量当地

人搬离，实际上成为一个流动人口飞地，

他们处在城市之中，与城市一路之隔，但

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生活圈和社会状态

中。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生活，另

一边却是近乎封闭的底层蜗居生活，形成

鲜明的反差，而这些反差会使流动人口更

缺乏城市认同感，使得他们更多地把广州

视为工作挣钱而不是安居的地方。这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流动人口减少在广州本地的

消费，而最小化他们的住房或者其他消费

支出，以便把收入更多地积攒起来或者寄

回户籍地，为他们日后返乡做准备。

在市区居住，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

融入。因为市区既承载着人们与给定居住

环境的空间关系，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流动人口在市区居住，大部分

是租住居民小区，虽然相对于城中村等位

置，会有一定的租金压力，但这些居民小

区市政设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比较完

备，居住人口也以本地居民或者有稳定工

作的常住人口为主。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

小区，一方面能够共享广州市公共服务的

便利，另一方面邻里效应也会促使他们增

加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强化他们融

入城市的意愿。

（三）居住条件与城市融入

流动人口居住设施齐备的已经占总样

本的52.24%，而居住设施严重不齐全（拥

有住房设施及家电4个项目以下）的仅占

总样本的12.44%。这说明，流动人口住房

基本配置有一定的改善，不管其居住在城

中村还是居住在居民小区，基本生活设施

及家庭设备比较齐全。

而居住条件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居住

质量，从均值比较来看，居住条件越好，

越有利于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交流，同时

也有利于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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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完备与居住条件不完备的流动人口之

间在风土文化适应和持久性迁移意愿上并

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居住质量的改善

有利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

但并不能有效提升其持久性迁移意愿。

因为居住条件改善，特别是完备的住房生

活条件，如有用齐备的家电、房间基本生

活设施配套齐全，这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增强其对当地

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也会增加其与本地居

民交流的自信，提升其社区活动参与度。

但居住质量的改善，并不代表着流动人口

拥有了住房，而更多是租住房屋条件的改

善，这种改善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住房

实现模式及居住隔离现状，所以对其持久

性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同时，居住条件与购房和居住位置

一样，对流动人口的风土文化适应并没有

显著影响，这与广州独特的包容性文化有

关。包容性、多元化是广州最突出的文化

特征，这些文化特征使得流动人口能够较

好地适应当地风土文化，如即使不会粤语

也能够很好地交流沟通，而集中了东南西

北美味的饮食更让四面八方的流动人口有

回家的感觉。所以不管居住在哪里，住房条

件如何，都会处在这样一个包容的文化氛

围中，不会有显著的风土文化适应差异。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广州外来流

动人口群体不断壮大，但流动人口自身收

入与城市房价之间的矛盾大大制约了其住

房需求，再加上住房限购及排斥在城市住

房支持政策之外，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大

多以在城乡接合部租住为主，这种近似隔

离的居住模式并不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

入。解决广州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需要实

现技能培训与收入提升政策、公租房供给

政策、社区混住与融入性社区治理机制建

设等多个方向的机制或者政策联动。

（1）建立流动人口技能培训长效机

制，通过提高其技能水平促进收入增长，

进而提升其住房购买力。阻碍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的因素之一是住房问题，而解决

住房问题最关键的是增加流动人口的收

入，有效控制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收入

差距。广东正在进行着产业的转型升级，

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每年迎来许多流动人

口，他们来广州为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但

是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技能不足，虽然

他们有打拼的决心，有提升自己的动力，

但受限于社会资源的不足。因此，政府可

以为他们搭建技能培训和学习的平台，继

续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劳动力

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提高流动人口自身

素质，一方面能为城市建设带来高质量的

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为城市人口与流动

人口带来了新的交流点，能更好地构建广

州和谐社会。同时，政府应注重监督培训

机构的教育质量，保证流动人口受教育程

度能得到认可，并做好就业指导工作。

（2）探索制定流动人口或者农民工

专项公租房政策，建立公租房支出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共担机制，加大公租房财政

支持力度，最大程度满足流动人口公租房

租住需求。同时，优化保障性住房空间布

局，避免居住隔离现象。当前公租房普遍

存在选址过偏和集中建设现象，导致居住

者远离就业密集区，同时配套公务服务设

施缺乏，可能造成新的居住隔离，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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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未来应调整和完善保

障性住房空间布局，在城市规划中尽量避

免保障性住房大面积连片发展，适当采取

“大混居，小聚居”混合居住模式，促进

流动人口更好融入当地城市。

（3）建立多元保障性住房供给体

系，在政府直接提供公租房的基础上，探

索公共租房货币补贴或者租房券等非实

物形式。同时，广泛开辟公共住房建设的

渠道，如通过城中村改造、流动人口（产

业工人）公寓开发等多渠道提供保障性住

房，解决供给总量紧张的问题。

（4）加快城郊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加快配套机制改革。城郊基础设施建设

关系着广州市现有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的

日常交流，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

增加广增路线以及龙洞、萝岗等的地铁线

路，加快建设郊区道路，将打通城市人口与

流动人口交往的地域限制。除了道路的建

设，社区的配套体系也应加快建立，住房

和道路只是弥合社会分割、促进城市融入

的重要中间机制，促使城市融入还需要社

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卫生医疗服务等

一系列公共服务体系的配套。广州流动人

口的买房政策和社会保障挂钩，连续缴纳

满5年的社保，就符合外地人在广州买房的

条件。随着家庭式迁移成为广州市流动人

口流入城市的新模式，公共服务体系的配

备需要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能够促进流

动人口家人团聚以及家庭式生活的开展，

有助于流动人口形成强而有力的城市融入

感。因此建议广州市政府除了城郊道路建

设之外，还应积极探索其他公共服务体系

配套机制的建设，满足流动人口日常生活

所需所求，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5）开发契合广州具体情况的混合

居住模式。广州的城市规划应注重将人口

进行融合，充分关注居住隔离现象，针对

不同人的住房需求、生活习惯，设置不同

地段的不同建筑性质。既要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要，又应增加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的

交往机会，使他们相邻而居，让流动人口

不至于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生活之外。

可以开发多种形式的公共娱乐场所，如老

年活动中心、娱乐公园等；也应致力于相

关活动的开展，突破两个群体相对封闭的

生活圈，扩大交往渠道，如公众节日的庆

祝活动、群众性的体育文化活动、中小学

生的夏令营等。同时，房地产商也应顺应

城镇化过程中的规律，开发同一小区不同

房型的现代式小区。此外，可以在社区内

设置家庭医生，为社区居民提供上门式服

务，同时积极关注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了解流动人口心理压力的来源，为流动人

口排解内心忧虑。

（6）加强社区现代化管理。广州市

是一个包容性强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

融入需要跳出原有的地缘亲缘交社际圈，

与城市人口多交流，同时也要加强流动人

口社区的安全管理，提高他们的安全感。

现代化管理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社区

安全管理，安居是乐业的前提，而居住最

需要的就是安全感的建立，因此社区的安

全管理尤为重要。住房的安全管理主要集

中在城中村的管理上，城中村由于缺乏监

管，易出现电线、电压、煤气等安全问题，

因此各级政府应权责清晰，集中整治城中

村各项安全问题。另一部分为社区文化建

设管理，文化是我国的软实力，也是社会

和谐发展的催化剂，社区文化建设管理既

需要在现代社区下功夫，也需要在城中村

下功夫。应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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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充分宣传，带

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定期举办深入民心

的“文化进社区”活动，比如带领大家了

解本地文化和饮食特色、举办粤语语言知

识学习活动及广州民俗文化交流活动、表

彰和加强来穗优秀农民工事迹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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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ousing Status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Ming Juan, Lu Xiaoling, Chen Dan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s close to half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 for Guangzhou’s economic devel-

opment. However, mos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ent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with po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homeownership is limited. The T test 

of mean value further shows that owning a house or living in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can signifi-

cantly improve contacts with local residents, promote participations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help to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Resolving the housing problem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kill training and income improvement 

policies, public rental housing supply policies, community mixed-use and integrated community 

governance mechanisms, as well as other mechanisms or policy linkages.

Keywords: housing; urban integration; policy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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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

的模式”。[1]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已经

成为一个现实性的国家战略议题，近年来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继出台了大量的

人口调控政策，但调控效果褒贬不一。学

术界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

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讨论内容

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特大城市

是否应该进行人口调控？二是如果需要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区域治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17ZDA05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计划项目（18CUEB002）成果。

“推—拉”理论视域下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分析
◎ 尹振宇 何皛彦

一、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
问题的讨论和梳理

随着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人

口的持续增长，由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城

市病”问题愈发突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

调控问题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0日的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疏解北

摘  要：在经典城乡“推—拉”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市之间的“推—拉”模型，

对中国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决定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是城

市拉力和推力之间的“推拉差”，只要特大城市“推拉差”值为正，人口向特大城市流

动的现象仍旧会持续，在特大城市人口容纳量有限的前提下，政府调控是必要的。政府

在人口调控政策制定时应该注重人口流动的内在规律，从人口流动的根源入手，在调控

时一方面应该利用产业转移等措施来降低特大城市拉力，而非一味地通过行政手段提高

推力；另一方面应该提高特大城市周边城市的拉力，以实现分流特大城市人口的目的。

关键词：“推—拉”理论   特大城市  人口调控 “推拉差”

【中图分类号】F241；C92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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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进行人口调控，那么应该怎样进

行调控？下面以这两个问题为主线，对学

术界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讨论进行一

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是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对特大城

市人口进行调控的讨论。否定派的学者们

认为不应该对特大城市人口进行调控，原

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同国外都市圈（东京、

首尔、孟买等都市圈）相比，中国特大城

市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特大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故不

应该对特大城市进行人口调控（黄文政，

2017[2]；蔡继明，2017[3]等）；二是市场机制

能够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形成自发调节，

人口调控可能会影响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

作用（陆铭，2015[4]；熊柴，2016[5]等）。赞同

派的学者则认为对于特大城市人口的调控

是必要的，冯晓英（2005）认为通过经济和

社会政策调整实现人口规模调控目标，对

北京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6]；吴

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

导致城市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一

系列问题，有必要对城市人口的机械化增

长进行调控[7]；黄荣清（2011）认为水资源

问题是特大城市发展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人口的过度拥挤势必会导致资源的紧张，

所以必须限制北京市的人口数量[8]；刘志

（2013）认为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应该对北

京市人口规模进行调控[9]；童玉芬（2018）

从市场失灵、人口和城市病之间的相关关

系以及城市资源短板等方面出发，论证了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必要性。[10]总而言之，

在特大城市是否应该进行调控这一问题上

学术界仍旧存在较大分歧，并未达成统一

的共识。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

方式和调控效果的讨论。近年来，北京和

上海等特大城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口调

控政策，但现实表明各类调控政策的效果

并不理想。段成荣（2011）认为，特大城市

的人口调控和城市化同时进行，城市化导

致人口向大城市转移是人口调控政策不明

显的重要原因[8]；王桂新（2011）认为，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向大

城市集中必然会导致人口不断向大城市流

动，这也是调控政策无效的主要原因[8]；陆

铭（2015）认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

规律下，任何人口调控政策只能作为一种

短期的应急措施，从长期看，人口调控不

会导致大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情况。[4]对

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方式（手段）的讨

论，学者们的观点则趋于一致：大多数学

者认为人口调控应该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

主，通过产业转移等手段实现人口转移，

而不应该使用过多的行政手段干预（陆杰

华，2011[8]；张强、周晓津，2014[11]；盛亦

男，2016[12]；童玉芬2018[10]等）；也有学者

提出通过“郊区疏散化”的方式，缓解特

大城市中心拥堵的问题。[13]

学术界对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已

经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但是从特大城市人

口调控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相对滞后。[10]

本文从经典“推—拉”理论着手，对中国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进行分析，试图为人口

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一般“推—
拉”理论与模型

“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迁徙的经

典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Everett Lee提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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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

人口自由流动的双重条件下，人口迁移可

以改善迁移者的生活水平。能够改善迁移

者生活（收入）水平的地区对迁徙者形成

拉力，而迁出地不利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则

会对迁徙者形成推力，二者共同构成了劳

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无

论是在迁出地还是迁入地，均存在拉力和

推力两种作用力，只不过迁入地的拉力要

明显大于推力，迁出地则相反。

除“推”“拉”两种作用力之外，还

有诸多因素会影响劳动者的迁移。如生

活习俗、文化传统、迁移距离以及户籍制

度等，这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被称为

“中间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是区别于

我国和国外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户

籍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政府的主动行为，

所以部分学者习惯将户籍制度这一“中间

障碍”归为城市的“推力”要素并进行研

究。随着近年来各城市“抢人大战”的不

断升温，各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标准以吸

引人才，户籍制度其对于我国人口迁移的

作用愈发减弱。但对于特大城市而言，户

籍制度在特大城市人口流动方面仍旧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推—拉”理论是建立在城

乡二元结构之上的，人口的流动主要体现

在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施，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入

城市。但是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

务工却并不能定居城市，成为了“生产在

城市，消费在农村”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

进城是城市拉力和农村的推力相互作用的

结果，农村推力最主要的表现是农村收入

水平低下和发展机会的缺乏。[15]城市较高

的工资待遇以及发展机会是导致农村劳动

者流入城市的最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户

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农村劳动者流动同

国外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存在很大的区别，

这也导致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于农民工的流

动以及市民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户籍制度从政策方面限制了农民工在大城

市的留居，但随着近年来社会制度的完善

以及经济的发展，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

化：有学者利用中国动态人口监测数据研

究发现，在城市生活时间越久，流动人口的

生育率会逐步提升。[16]这也就意味着农村

劳动者虽然不能够轻易取得城市户籍，但

由于对于城市资源的低需求性以及对“城

市病”的高忍耐性，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

市具有更高的留居弹性，户籍制度对农民

工的限制在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变化。

此外我们注意到，除传统的农村人

口向城市转移，“推—拉”效应还体现在

（特）大城市对于中小城市人口的拉力，

而这部分迁移的劳动力则以受过良好教育

的大学毕业生、精英人才以及年轻创业者

为主。这部分群体是传统“推—拉”理论

所忽略的。大学生离开户籍所在地去往大

城市地区求学，在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毕业生大概率会因为更多的工作机会以

及更好的薪资待遇而留在大城市工作；而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大城市往往具备

更成熟的创业条件和政策支持，尤其是在

信息网络、电子科技等行业，大城市具有

更强的创业优势；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则会

成为各大城市企业极力拉拢的对象。传统

“推—拉”理论下的农民工群体，以及现

代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青年创业者以及各

类科技人才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间人口迁

移的主体。在传统“推—拉”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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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合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规律，文章

构建了中国城市间的“推—拉”理论模型

（图1）。

如图1所示，影响城市之间劳动力流动

的主要因素仍旧是“推—拉”二力。中小

城市较差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良的就业环

境等推力B和（特）大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

水平，丰富的资源等拉力A（C）刚好呈现

出反向同质的关系。虽然中小城市也存在

一定的拉力如劳动者生活习惯以及父母亲

友等社会关系，但这些微弱的拉力实在不

足以抵挡（特）大城市强烈的拉力（具体

也可以表现为中小城市的推力）。当中小

城市的拉力小于推力时，其“推拉差”△E

就表现为负值，人口就表现为由中小城市

人口向（特）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在现实

中，中小城市也大多为人口净流出城市。

中小城市流出的人口会选择流入预

期收益最高的城市，特大城市由于其强大

的拉力成为了人口流动的第一选择。对于

特大城市而言，其拉力集中表现为繁荣的

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就业平台和发展

前景、丰富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优良的文

化和社会环境等。特大城市的拉力A和其

他城市的拉力C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这也就导致特大城市流入的不仅仅是中

小城市人口，还包括大量大城市人口。特

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如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生产生

活成本不断提高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城市病”。特大城市的“城

市病”对人口流入产生了一种反向的推力

A，而且随着大城市人口的继续增加，这

一推力也在不断增强。政府为了控制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法规并动用一定的行政手段，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特大城市的推力。特大城市的

拉力和推力之间形成了“推拉差”△M。

“推拉差”的正负决定了城市人口的

流入和流出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向特大城市的集中是

一种必然结果，资源的集中必然会导致特

大城市的拉力居高不下，虽然特大城市

的“城市病”以及政府的调控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特大城市的推力，但推力的力

量远不及特大城市的拉力。只要特大城

市的拉力大于推力，即城市“推拉差”△

 
图1  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模型

中间障碍：

户籍制度；

文化习俗；

迁移距离等。

拉力A（推力B）：

较高的收入；

更好的就业机会；

丰富的医疗、教育资源；

更高的平台等。

推力A 拉力A△M

推力C

拉力C

△N

推力B

拉力B

△E

推力A：

1、政府推力：

行政手段等

2、市场推力（推力B）：

房价高企、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

人口（农民工/大学生/
创业者等）

中小城市
（净流出城市）

其他大城市

特大城市
拉力B：

生活习惯；

父母；

社会资本及交际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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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值为正，就意味着人口流入的预期收益

是增加的，人口向特大城市涌入的趋势就

不会改变。在特大城市自然资源有“天花

板”限制的背景下，政府就必须对特大城

市的人口规模进行调控。“推拉差”从理

论的层面说明了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必要

性，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推拉差”也存在互相的影响。在特大

城市的推力不断提高，而拉力增速不及推

力增速时，其他大城市由于户籍制度的松

绑以及“城市病”的不明显，就会导致其

“推拉差”△N值不断提高，人口流入的

速度就会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也为我们

研究特大城市人口分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理论方案。

三、城市间“推—拉”模型下特
大城市人口调控机制

通过对城市之间的“推—拉”模型进

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

理论层面的三种方式：一是从特大城市“内

部”而言，降低城市拉力、提高城市推力；

二是从特大城市“外部”而言，提高其他城

市拉力、降低城市推力；三是通过户籍制度

提高特大城市的留居障碍。下面我们就这

三种方案的实现机制一一展开讨论。

（一）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内部”
机制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内部”机制就

是降低特大城市拉力，提高城市推力。对

于特大城市而言，资源的聚集是其发展的

原因也是其发展的结果，城市发展的规律

必然会导致资源更加集中，若想降低特大

城市的拉力，必须加强政府的调控。如疏

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政策，就是通过政

府政策的制定将一部分北京市的制造业、

教育、服务及医疗资源、物流及批发市场

等迁出北京，从而达到疏解北京人口的目

的。但北京自动疏解部分资源的主要原因

是其首都的特殊定位，像上海、深圳等以

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特大城市，目前大多是

凭借市场来实现其资源的外溢和转移。

如2018年7月，华为公司因为深圳地价高

企，决定将部分产业及部门搬迁到东莞，

但其公司的总部及财务系统等仍旧会留在

深圳。特大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够为企业和

个人带来极大的便利和效益，华为公司搬

迁东莞，是因为企业扩张的需要。对于已

经在特大城市“落户”的低地价敏感度企

业和单位，通过市场或者城市理性经济体

本身来实现其资源的外流可能性极低。故

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将部分产业及单位转

移，是特大城市降低拉力的最好方式。

另一方面是提高城市的推力。特大城

市的推力分为市场推力和政府推力，前文

我们已经谈到，市场推力简单可以概括为

大城市的“城市病”。不良的生活环境会

对人口的流入形成负面效应，但是“城市

病”对于城市的发展会形成极大阻碍，政

府不仅不能够通过放任“城市病”来控制

人口流入，还必须极力减轻“城市病”以

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政府推力则主要表现

为行政手段和政策法规。行政手段对于特

大城市人口短期的调控能够取得较为明显

的效果，但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和

舆论压力，学术界对于政府行政手段调控

也大多持反对意见。所以从特大城市“内

部”而言，实现人口调控的最佳方式是通

过产业、资源转移的方式降低城市拉力，

而非一味通过行政手段提高城市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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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外部”
机制

特大城市的外部机制是提高其他城市

拉力、降低推力，从而实现其他大城市对

特大城市的分流。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特大

城市人口调控的讨论多集中于城市内部，

但现实中，其他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对于

人口流动以及大城市人口分流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前文我们谈到，在城市间“推—拉”

理论下，人口流动取决于城市推力和拉力

之间的“推拉差”或“收益差”。只要“推

拉差”值为正，迁入的预期收益就为正，

人口流入的趋势就不会停止，这也是特大

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但是随着

其他大城市的发展，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效

应也愈发明显。如图2所示，本文构建了其

他大城市分流特大城市人口的机制图。对

于中小城市而言，其“推拉差”△E一直

处于负值或者较低水平，中小城市作为人

口净流出城市的现状将会持续。特大城市

对于人口的拉力处于最强水平，但同时特

大城市的推力也强于其他城市，随着特大

城市城市病的加剧以及政府推力的不断增

强，其“推拉差”△M的绝对值会不断减

小，这也就意味着人口迁入的“收益值”

不断减少。而同时，随着其他大城市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且推力维持在较低水平

时，大城市的“推拉差”△N的绝对值会不

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大城市和大

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趋势就会发生变化。

特大城市的“推拉差”△M不断减

小，大城市的“推拉差”△N不断增大。

只要大城市的“推拉差”△N超过特大城

市的“推拉差”△M，就代表着人口流入

大城市的预期收益超过了特大城市。如此

一来，来自中小城市的人口会选择流入大

城市，而非特大城市；另一方面，特大城

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周边大城市的高预期收

益而选择流出，即出现特大城市人口向大

城市逆向流动的现象。

表1展示的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

推拉效应的对比。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特大城市城市病的不断加重以及行政

调控力度的不断加码，“推拉差”会呈现

出不断减小的趋势。与此同时，其他大城

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远低于特

大城市的“城市病”，使得大城市的“推

拉差”不断增大，大城市的发展为特大城

市的人口分流提供了可能。所以从城市之

间人口迁移的模型来看，特大城市人口调

控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加强周边其他大

城市的“推拉差”，构建卫星城、城市副

中心等[17]以实现特大城市人口的转移。

（三）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障碍机制

在经典“推—拉”理论中，影响人口

流动的障碍主要是生活习俗和迁移距离。

在中国，除传统的两大障碍之外，还包括

户籍制度。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是导致中

国“推—拉”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

 
图2  大城市人口分流模式

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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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Li Q（2003）认为，“由于户籍制

度的存在，中国人口流动的推力和拉力都

发生了变形”。[18]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劳

动力流动趋势和户籍制度的变化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满足了社会资源

分配的制度需求。[18]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为

了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户籍制度开始

了渐进式的改革。如20世纪80年代的“允

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90年代为顺应乡

镇企业发展的乡镇户籍制度改革等。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与其

说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的变

革”。[19]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

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不断完善，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化和放宽，

农民工群体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力军，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

着近年来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

发展，城市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扩

大，各大城市纷纷出台各类“人才落户”

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就业。在大城

市，户籍制度对于高素质人才而言已经

“形同虚设”，而对于农民工，户籍制度

仍旧是影响其定居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的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一直

以来是其人口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

相较于大城市，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人口

控制效应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特大城

市的人才落户政策门槛要远远高于其他

大中城市。特大城市多采用积分落户的形

式，没有取得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办法享

受到大城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便利，这也导致众多年轻大学毕业生

对于特大城市“望而却步”，纷纷逃离。

在众多大城市“求贤若渴”放宽落户政策

的当下，特大城市依旧“高冷”。其次，

在特大城市中，农民工群体似乎也找到了

更为适应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教育、医

疗、生活等需求较低，对于特大城市的环

境污染、高房价、交通拥堵等问题也不敏

感[10]，无望获得特大城市的户口也使得这

部分群体“安于现状”。所以说，在特大

城市，户籍制度限制的主体是大学生和年

轻创业者，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受户籍制度

的影响反而相对较小。

四、结论和启示

在城市间人口流动的“推—拉”模

型下，人口流动取决于城市本身的“推

拉差”。只要特大城市的“推拉差”值为

表1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推—拉”效应对比

特大城市 大城市

拉力
高经济发展水平；丰富的教育医疗资
源；高平台和机会等

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丰富的教育医
疗资源；较高平台和机会等

推力
市场

超高房价；交通拥堵；自然资源短
缺；环境污染等

可接受的高房价；自然资源较为充
足；环境污染较小等

政府 严格的户籍制度；行政手段 宽松的户籍制度

推拉差 减小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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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就意味着人口流入的预期收益为正，

人口流入的趋势就不会停止，这是特大城

市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在特大城市自然

资源“天花板”的限制下，政府对特大城

市人口规模进行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理

论层面，特大城市人口调控主要有三种方

式，一是从特大城市内部降低拉力、提高

其推力；二是从外部提高周边其他大城市

的拉力，实现人口的分流；三是从户籍制

度方面增强中间障碍。这也为政府在政策

制定时带来启示：

第一，就特大城市内部而言，通过产

业转移实现人口转移仍旧是特大城市人口

疏解的最优方式。政府应该继续实行产业

转移和城市功能疏解等政策，通过资源外

溢的手段降低特大城市的拉力，并且减少

行政手段的使用，避免通过政府行为提高

城市的推力。

第二，在户籍制度方面，特大城市户

籍制度的设立能够对人口流动形成“中间

障碍”，有效地减弱特大城市的人口流入。

但特大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应注意区

分户籍制度对于不同人群的限制效应，制

定符合城市产业发展规律的户籍制度。

第三，在特大城市人口转移方面，政

府应该加强特大城市周边大城市及卫星城

的建设，完善周边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服

务，不断提高周边城市的拉力，并及早布

局周边城市整体规划，避免地（房）价过快

上涨以及管理规划导致的“城市病”等。

第四，从短期看，政府应加强特大城

市周边县域（郊区）的生活服务建设，完

善县域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减少县域和

特大城市之间的通勤成本和通勤时间，通

过“工作—居住”分离的方式缓解特大城

市中心的拥堵问题。

（本文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

教授和张强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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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s Megaciti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ush-pull Strategy
Yin Zhenyu，He Jingy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push and pull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ush-

pull model between citie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flow among Chinese citi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key factor determining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cities is the push-pull 

difference. As long as the value of the push-pull difference between megacities is positive, the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flow to megacities will continue.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popu-

lation capacity of megacities is limited,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necessar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ent laws of population flow when formulating population regula-

tion policies. St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population flow, the government should, on 

the one hand, reduce the pull force of megacities through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other measures 

in the regulation, instead of blindly improving the push force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a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of megac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iverting the population of megacities.

Keywords: push and pull theory; megacities; population control; push-pul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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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城市、城市灾害规划管理和恢复、城市

水资源管理与适应、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

弹性思维等[2,3]。

纽约市是世界上最大的滨水城市之

一，拥有长达96.6千米的滨水岸线。然而，

由于飓风、强降雨、热带风暴甚至极端高

位潮水带来的水安全和水环境问题，使其

变得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如拥有7.15万栋建

筑和40万居民居住的洪泛区每年有1%的可

能性会被淹没，以及降雨引发的地表径流

污染和合流制溢流问题等。纽约市环保局

推出的《纽约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是针对

弹性城市视角下的
《纽约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剖析

◎ 纪莎莎

未来30年，城市将吸收全球几乎所有

预计的人口增长。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

比现在多20亿，这主要是由于城市会为居

民带来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并提供更

好的各类保障服务[1]。中国目前正处在城

镇化高速发展时期，城市扩张和以汽车为

中心的低效交通系统造成了交通拥堵、污

染和安全隐患，地面硬化和绿化缺失带来

了新的环境风险，如洪水、城市内涝、城

市水体污染等。为了寻求可持续、多用途

的解决方案，弹性概念被提出，并快速拓

展应用到多个研究领域，如气候变化与弹

摘  要：向高效、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转变是建设弹性城市的重要方面。本文

在对《纽约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实施内容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从弹性城市视角对其进

行剖析。此计划的生态弹性主要体现在规划所带来的可持续性效益，主要包括：以更低

的成本吸收径流、改善水质、减轻洪涝风险、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等。工程弹性主要体现

在收集城市运转系统数据可有效改善城市功能，而流域划分则为针对性措施的提出以

及设施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契机。社会弹性主要体现在其构建了开放的对话机制、合作

机制、决策机制，从而使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参与其中。最后提出适应性管理作为评估

弹性城市的主要手段，其应用对于规避风险、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弹性城市  绿色基础设施  适应性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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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系统的专项规划，传统减少溢流

污染的方法都以建造大型基础设施为主，

但这种建造价格非常昂贵，绿色基础设施

计划提供了一种改进水质的替代方法，它

集成了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小型灰色设施，

多管齐下，通过模块化和适应性的方法，

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广泛、即时效益[4]。

本文从弹性城市视角出发，对纽约绿

色基础设施计划进行分析，探索该计划弹

性策略的应用，为指导我国海绵城市弹性

规划设计提供引导性思路。

一、弹性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

（一）弹性城市

弹性城市(Resilience City)被认为是一

种新的规划理论，其最早由加拿大知名生

态学家Holling于1973年提出。他指出，弹

性是指系统能够较快恢复到原有状态，并

且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能力[4]。国外弹

性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生态弹性、工程弹

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等四个领域。弹

性城市的建设目的是根据城市内、外部环

境，构建叠加有可能对城市造成压力或冲

击的因素，模拟可能造成的灾害，从而调

整或优化城市建设策略及发展动力，提高

城市的承压、恢复及适应能力[5]。

（二）绿色基础设施

广义的绿色基础设施为“具有自然

生态系统功能的、能够维持空气与水环境

质量，并能够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多种

利益的自然区域和其他开放空间的集合

体”。狭义的定义更突出强调其雨洪控制

利用和水文调节功能，是广义绿色基础设

施在城市雨水控制利用专业领域的具体体

现。主要包括生物滞留池（雨水花园）、

渗透铺装、绿色屋顶、蓄水池等。由此可

见，不论是宏观尺度的自然区域和开放空

间集合体，还是微观尺度的源头生态雨水

设施，均对维持区域水文生态平衡和调蓄

雨洪发挥着重要作用[6]。

绿色基础设施带来的最直接效益包

括削减雨洪峰值、减少雨水径流量、控制

雨水径流污染、降低合流制管网系统的

溢流量及溢流频率。除此之外，绿色基础

设施还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包括促使区域土地增值、降低传

统（灰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

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绿化率、增加绿色

空间、净化空气、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影

响、为市民提供舒适的居住及娱乐场所、

提升城市固碳能力等。这些优势都是通过

传统方式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所无法比拟

的，并有效增加了城市在雨洪、水体污染

等方面的承载能力[7,8]。

二、《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计
划》概述

PlaNYC的出台将纽约市的“可持续

化”发展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面

对巨大的经济挑战和日益稀缺的资源，灰

色投资（如建设大型地下调蓄设施等）成

本大幅上涨。鉴于此，纽约市推出《纽约

市绿色基础设施计划》[9]，以更低的成本

吸收径流、改善水质、减轻洪涝风险，以

获得可持续性效益。此计划主要包含建造

高性价比灰色基础设施、优化现有废水系

统、降低居民用水量、通过绿色基础设施

控制10%不透水面径流以及让利益相关者

参与管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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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弹性策略的应用

（一）生态弹性

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生态

系统所提供的自然资源，同时需要生态系

统吸收各种排放物和废弃物，并在气候调

节、灾害控制、降低碳排放等方面发挥持

续作用，因此生态弹性将最终体现在生态

系统与城市系统的相互作用下[10-12]。美国

环境保护署指出：绿色基础设施的使用是

“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具备成本

效益和可持续性，可产生多种理想的环境

转化”。这些理想的环境转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改善水质，提升环境质量

纽约市为了尽可能达到《清洁水法》

所要求的水质标准，将控制焦点集中在减

少污水处理厂的氮排放以及将合流制系

统的溢流污染量（以下简称CSO）降低到

不致影响水质的水平。如图2所示，环保

部预测2030年纽约市CSO量为30bgy（亿

加仑），实施此计划后，年CSO量降至

17.9bgy，其中建设高性价比灰色基础设施

以及降低用户用水量两项措施效益明显，

分别可削减溢流量8.27bgy以及1.70bgy，占

总削减量的82%。

改善水质可以保障纽约港大部分区域

（116平方英里水域）全年都能安全地进

行娱乐活动，为公众提供有意义的滨水体

验，还有一部分区域（29.4平方英里水域）

可用于钓鱼和划船。

2.涵养生态，增强城市安全

城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包括：生态系

统被割裂，导致水生态系统碎片化；城市

河道黑臭、溢流污染严重；极端降雨天气

下极易发生内涝，威胁城市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在“大概率小降雨”情境中，可

以依靠植草沟、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

沉式绿地等设施的渗透功能，有效缓解不

透水路面造成的雨水径流，并依靠其过滤

功能实现雨水净化，为雨水再利用提供了

可能。在“小概率大降雨”情境中，可以

依靠滞留池、雨水湿地、蓄水池、调节塘

等设施的蓄、滞功能达到削峰、错峰、调

蓄的目的，为排水防涝提供一定的蓄水空

间，在缓解内涝压力的同时，增强防灾减

灾能力。图3为纽约高密度住房绿色基础

设施改造试点，其通过多种改造形式，完

成绿色基础设施部署，在达到控制10%不

透水面径流目的的同时还可提升雨水利用

率，降低内涝风险。

3.覆盖绿植，提高城市可持续性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还可以提升雨水的蒸

腾、蒸发效果，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环保

部利用《纽约市森林资源分析（MFRA）》

估算植被所覆盖的绿色基础设施所带来的

环境效益，预测纽约市采用一半绿化屋顶

（7698英亩）时（如图4所示），可以降低

0.8华氏度的环境温度。除此之外，绿色基

础设施可以减少加热和冷却所需的能源，

根据MFRA数据，纽约市街道种植的植物

 
图2  采用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后纽约市

2030年产生CSO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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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和其他昆虫提供用于筑巢、迁徙和觅食

的栖息地。

（二）工程弹性

工程弹性强调系统的效率、稳定性和

可预见性，关注系统在均衡状态的稳定，

恢复速度以及对干扰的容忍度[13]。技术的

进步正在增加开发弹性城市的机会，遥感

技术的改进使收集有关维持城市运转的

系统的详细地理空间和其他类型的数据成

为可能[14]，这些数据可以成为改善城市功

能和规划的强大资产。环保部通过分析原

始卫星图像，结合基于财政部、城市规划

部和屋宇署的建筑许可证、人口和地理空

间数据，将合流制区域按流域划分为13个

区域，并确定不同用地类型面积（如表1

具有气候补偿效应，每年可减少11.3吨

二氧化碳，并清除129吨臭氧、63吨颗粒

物。除此之外，纽约市的蓝带项目利用生

态系统来管理雨水，在较小范围内，街道

树和绿色屋顶可以为各种鸟类、蝴蝶、蜜

 
图3  纽约高密度住房绿色基础设施改造试点

 
图4  纽约市采用的绿色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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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用地的绿

色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策略和技术（如表2

所示）。通过评估每个流域的漏洞提出不

同策略，此举可有效提高绿色基础设施效

率，形成更具弹性的结构系统。

（三）社会弹性

弹性城市规划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利益

相关者，需要整合土地利用、能源管理、

生态系统服务、住房、交通、公共卫生等

多个部门，彼此之间需要通力合作。对

此，政府必须发挥其组织与协调能力，将

不同利益相关者整合到规划过程中。随着

雨水管理系统变得更加分散，促使利益相

关者参与至关重要[15,16]。鉴于此，环保部与

社区团体、环保团体和公众会面，描述该

机构对《绿色基础设施计划》的愿景，并

表1  纽约市不同区域不同用地类型面积比例

不同用地类型面积比例

新建和
重建开
发项目

空地
公共
用地

多户住
宅区

停车场 学校 公园
其他公
共房地

产
总计

艾利溪 4 0.4 24 4 2 3 14 0.1 53

卑尔根和瑟斯顿盆地 5 1 26 0.3 0.5 1 10 1 45

布朗克斯河 3 2 27 5 0.5 2 11 2 54

康尼岛溪 3 1 30 0.1 - 1 2 0.5 37

东河和外海 5 2 25 3 0.3 2 15 - 53

法拉盛湾 6 1 30 3 0.5 2 1 1 44

法拉盛溪 5 1 26 4 1 3 15 1 54

戈瓦纳斯运河 7 2 31 1 2 2 2 15 61

哈钦森河 4 4 27 5 1 2 2 5 50

牙买加湾和CSO支流 4 4 28 7 1 2 9 4 58

新城溪 5 2 32 1 - 3 3 1 47

佩特加特盆地 4 1 31 1 0.1 2 1 1 43

韦斯切斯特溪 4 2 27 6 2 1 5 4 51

所有流域 5 2 27 3 0.5 2 12 1 52

解释计划中的内容分析和建模假设，确定

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机会，制订维护

绿色基础设施的管理方案。

从表2可以看出，《纽约绿色基础设

施规划》由环保部作为具体实施方，根据

不同用地性质与其他部门包括交通部、设

计与建设部、公园与娱乐管理局、住房管

理局、住房保障部、城市交通管理局、教

育部展开有针对性的合作。纽约市的绿色

基础设施工作组将通过为机构合作伙伴

提供规划、设计和资金来加强合作，以便

将雨水管理纳入其基本工程项目和标准设

计，并规划长期的维护。

在《纽约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中构建

开放的对话机制、合作与责任机制、过程

决策机制，确定规划预案，这就使得当不确

定性出现时，以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优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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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纽约不同用地类型的绿色基础设施策略和技术（全市范围内）

用地类型 潜在策略和技术

新建和重建开发项目
为新建和扩建开发项目制定雨水性能标准

屋顶滞留、绿色屋顶、地下滞留和渗透

街道和人行道

与DOT1、DDC2和DPR3合作，将雨水管理纳入资金项目

招募商业改进区和其他社区合作伙伴

为人行道重建制定性能标准

洼地、街道树、绿街和透水路面

多户住宅区
与NYCHA4和HPD5合作，将雨水管理纳入资金项目

屋顶滞留、绿色屋顶、地下滞留和渗透、雨桶或蓄水池、雨水花园、洼
地、街道树、绿树和透水路面

停车场

雨水排污费

纽约市城市规划部区划修正案

继续与MTA6和DOT合作，共同开展示范项目

洼地、透水路面和改造湿地

公园

与DPR合作，将绿色基础设施纳入资金项目

继续与DPR合作，共同开展示范项目

洼地、透水路面和改造湿地

学校
与DOE7合作，将雨水管理纳入资金项目

屋顶滞留、绿色屋顶、地下滞留和渗透

空地

奖励计划

潜在雨水排污费

雨水花园和绿色花园

其他公共房地产
将雨水管理纳入资金项目

屋顶滞留、绿色屋顶、地下滞留和渗透、雨桶和透水路面

其他现有开发项目

绿色屋顶减税政策

雨水排污费

继续开展示范项目和数据收集

屋顶滞留、绿色屋顶、地下滞留和渗透、雨桶或蓄水池、雨水花园、洼
地、街道树、绿街和透水路面

注：1.纽约市交通部(DOT); 2.纽约市设计与建设部(DDC); 3.纽约市公园与娱乐管理局(DPR); 
4.纽约市住房管理局(NYCHA);  5.纽约市住房保障部(HPD);  6.纽约市城市交通管理局(MTA); 
7.纽约市教育部(DOE)。

实现更加灵活和迅速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四）适应性管理

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是

用来评估弹性城市规划及其实施的适应性

策略和政策的主要手段[17]。《纽约绿色基础

设施计划》是自适应管理的一个例子，一

种将增量措施和反馈机制相匹配的迭代决

策过程。连续几轮更优的决策，可以形成一

种持续改进流程和行为方式。从环保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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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自适应管理是解决CSO必不可少

的方法，因为需求、气候、降雨、人口、土

地使用、劳动力成本、材料成本和技术具

有不确定性。这一策略的核心是环保部能

否通过模拟性能来支持方案规划，通过测

量性能来评估管理阶段性目标和中期目标

的达成情况，并通过监测水质来保证达到

最终目的。这样的管理确保《纽约绿色基础

设施计划》对外部干扰具有一定的相应能

力，从而可以有效规避风险，并可在持续改

进过程中处理潜在的或现实的负面效应。

四、小结

在弹性城市研究中，多将重点放在城

市如何应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灾难这样的突

发事件上，而对城市自身发展状态的运行

模式带来的缓慢变化关注较少。适应与生

态、气候有关的变化并为适应其变化进行

设计，将是未来几十年维持城市及其人口

的关键。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

试图采用更为贴近自然的手段和措施针对

生态、气候这样的慢变量进行正向加强，

从而缓解城市内涝风险、增强水资源收集

利用、改变城市生态脆弱性、缓解热岛效

应、减少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所有这些

有益尝试都将为建设更高效、更健康、更

有弹性的城市做出重大贡献。除此之外，

本文还指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仅是该规划

的一部分，而高性价比灰色基础设施的建

设、现有系统的优化以及用水量控制对于

减少CSO的巨大贡献，从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固有观念，并提供

了一系列可实施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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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YC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ies
Ji Shasha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to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urban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building resilient cities, a point from which this paper analyses “NYC Green Infra-

structure Plan”. The ecological elasticity of the plan is reflected in the sustainability benefits 

brought by it, which mainly include: absorbing runoff at lower expenses,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reducing flood risk and mitigating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Engineering elasticity is reflected in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urban functions by collection of urban operation system data, while 

watershed divis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roposed targeted measures and the improve-

ment of facility efficiency. Social flexibi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dialogue 

mechanism,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Finally, adaptive management is proposed as a major solution to evalu-

ating resilient cit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voiding risks and ensuring 

the plan be implemented smoothly.

Keywords: resilient cities; green infrastructure; adap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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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2, 3]（如世界杯、奥运会）、地域营销事

件[4-6]（如南京奥体新城）和会展活动[7-9]（如

世博会、广交会）等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

行了多种角度的研究。既有文献已证实，

大型展会活动对举办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显

著的拉动效应[10-12]，因此在会展业界通常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临时性集群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庆市的理论

探讨与实证分析”（2016BS060）、2017 年度重庆市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重点项目“重庆市会展业

演化轨迹、集群特征与社会经济贡献研究”、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项目“产

业集聚的形成路径、空间效应及其演化机理研究——基于重庆市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20165002）、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嵌入—变迁框架下重庆会展业协同机制研究”

（20167004）成果。

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
拉动效应测算研究
——以第97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重庆）为例 

◎ 罗胤晨 吴华安 张红梅 宋 潇 高 原 李星林

一、引言

城市大型活动或事件对地区经济发展

的影响，是过去十多年来区域经济领域研

究的热点议题之一[1]。国内外学者针对体育

摘  要：以第97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重庆）作为研究案例，通过问卷设计、预调

查和现场调查等工作获取第一手数据，采用分层抽样调查、投入产出模型等方法，定量测

算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效应及其拉动系数。研究结果表明：①糖酒会对

重庆经济的直接拉动效应为8.04亿元，消费项目排序为会展活动＞住宿＞餐饮；②糖酒会

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为8.67亿元，拉动行业顺位为商务服务业＞餐饮业＞住宿业；

③从参展主体结构层面看，不论直接拉动效应或间接拉动效应，均是参展观众＞参展企

业＞承办方；④直接拉动系数为1∶5.8，间接拉动系数为1∶6.2，综合拉动系数为1∶12。

关键词：拉动效应  拉动系数  投入产出模型  展会活动  

【中图分类号】F713.8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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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拉动效应具象化为：展会活动具有

“1∶9”的经济拉动系数，即当展会收入为

“1”元时，将带动其他相关收入“9”元。

在会展经济“1∶N”拉动效应的驱

动下，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会展业发

展，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

贸易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8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5号）、

《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多项

文件及政策，以期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国内各大城市也不同程度地

“紧跟步伐”，如重庆市在2010年便提出

打造长江上游地区“会展之都”的发展目

标，2015年和2017年又相继发布《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会展业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5〕59号）、

《重庆市会展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渝商务发〔2017〕14号），提出要将会

展业培育成为新兴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将

重庆建设成为国际知名会展目的地。

尽管展会活动对举办地经济的拉动

效应已为大家所“共识”，但随着会展业

发展的深入，围绕展会活动“1∶N”拉动

系数的争议也逐渐增多。第一，这一系数

的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它并非经过科学

计算所得出，更多是业内人士的一种经验

说法，既不够严谨，也不够准确；第二，

“1”和“N”分别指代什么，往往含糊其

辞、没有标准的定义，通常只是笼统地称

为“展会收入”；第三，尽管已有部分研

究针对多个展会的经济拉动效应进行平均

及对比分析[13, 14]，但较少对展会活动进行

归类（如消费类或专业类展会），其规律

性难以比较或探寻。

基于此，笔者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

拉动效应及拉动系数是否可以通过相对

科学、合理的方法计算得出？它们会是一

个比较确切的数值吗？或是处在一定的

数值区间内？不同类型的展会之间的拉动

效应及其拉动系数有差异吗？为厘清上

述问题，笔者选取2017年在重庆举办的第

97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

酒会”），作为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之案

例，剖析其对重庆经济的拉动作用，并在

此基础上尝试定量测算出糖酒会的拉动效

应及拉动系数。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全国糖酒会自1955年举办首届交易会

以来，于每年春、秋季举办两次。通常春季

固定于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而秋季在全国

各大城市轮流举办。糖酒会因其规模大、

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被业界誉为

“天下第一会”。2017年10月10—12日，第

97届全国糖酒会（重庆）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总展览面积达到15.6万平方米，

吸引超过3100家企业参展，展商和观众累

计入场近20万人次。

（一）研究设计及数据来源

展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效应，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直接拉动效应，

指大型展会活动本身带来的经济效应，即

参展企业、参展观众、承办方等主体在举

办地进行的各项活动花费（包括展出、吃

住行游购娱等），对当地各行业的收入带

来直接增长（直接需求）；②间接拉动效

应，指因大型展会活动的举办对城市各相

关行业服务所产生的次级带动效应，即为

满足参展主体的各项花费需求（直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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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带动的餐饮、住宿、交通、物流、

旅游等行业的配套服务（间接需求）。

然而，要从各个行业获取相应的收

入数据难度较大，一方面是涉及的行业众

多、难以覆盖，另一方面也较难剥离出受到

展会活动拉动影响的具体收入数据。借鉴

广交会[15]、奥运会[16]、上海车展[17]对地区经

济影响等相关研究，笔者利用“总支出=总

收入”的思想，从参展主体的支出端出发，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各参展主体在渝

参展期间的各类消费支出数据，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测算展会活动的直接和间接拉动

效应，最后再计算出对应的拉动系数。基于

上述分析，本研究按照以下技术路线展开：

1. 问卷设计。项目组成员利用一个半

月的时间，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长江

会展研究院等相关专业人士，先后进行7次

座谈咨询与讨论，最终确定问卷内容，问

卷结构包括糖酒会期间各类参展主体及个

人的基本信息、各项消费支出两大部分。

2. 预调查。通过对2017年中国（重

庆）国际汽车零部件、维修检测及用品展

览会进行问卷预调查，测试问卷内容的适

用性，实地了解调查过程中的难点。

3. 问卷定稿。根据预调查的访问情

况以及受访者的反馈，对问卷内容进行

修改、调整与定稿，具体内容涉及对会展

活动花费、临时人员花费、“吃住行游购

娱”花费等项目的细分。

4. 正式调查。2017年10月10—11日，

项目组对糖酒会进行为期2天的现场调

查，共派出学生调查员83人次、督导教师

12人次。

（二）研究方法及问卷回收

糖酒会的展出规模较大，涉及的参展

主体数量众多。根据项目组展前调研获取

的数据显示，此次糖酒会共有3472家企业

参展，其中特装展位①企业1200家、标准

展位②企业2272家。针对上述情况，项目

组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将参展企业

按展位规模划分为特装展位企业及个体③

（T）和标准展位及个体（S）两种类型，

参展观众按照参展目的划分为专业观众④

（M）和普通观众⑤（N）两种类型，进而

对不同类型的参展主体进行对应问卷的抽

样调查，以此提升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与有

效性。

由此，在问卷设计过程中，我们根据

调查对象的差异，将问卷分为A、B、C、D

四种类型（表1），分别对应参展企业及个

体、专业观众、普通观众和承办方四类主

体。经过分层抽样调查与统计，项目组共

回收问卷1862份，其中有效问卷1660份，

有效问卷率为89.2%。具体问卷回收情况

如表1所示：①特装展位企业及个体（T）

回收有效样本量328份，占总体比重为

27.3%；②标准展位企业及个体（S）回收

有效样本量377份，占总体比重为16.6%；

③专业观众（M）回收有效样本量559份，

占总体比重为0.6%；④普通观众（N）回

收有效样本量395份，占总体比重为1.2%；

④承办方（O）回收有效样本量1份。

三、调查样本分析：描述性统计
特征

（一）参展企业样本特征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特装展位企

业或标准展位企业，均以私营企业为绝

对主导，所占比例接近八成以上，分别为

79.0%和90.7%。从地域来源的分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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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是以国内企业为主体，来源地比

例最高的是华东地区，特装展位企业占

33.1%，标准展位企业占34.3%；其次主要

来源于华北地区，两类参展企业分别占比

18.5%和19.5%。相较之下，重庆本地参展

企业只占1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糖酒会

对国内同类企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重庆本地相关企业在参与糖

酒会的数量、规模，以及与糖酒会的关联

度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同时，两类受访企业表示参加糖酒

会的比例分别达到81.1%和70.6%，体现出

糖酒会参展企业具有明显的“回头客”特

征。从参展目的看，超过80%的参展企业

认为“展示品牌”“寻找新客户”是最主

要的两项工作。从参展情况看，两类参展

企业在渝平均停留天数分别为6天和5天，

而在平均停留人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特

装展位企业的参展人员队伍明显更加庞

大，平均停留人数达到12人，而标准展位

企业仅有4人。

（二）参展观众样本特征

在参展观众方面，专业或普通观众均

是以中青年人群（21~40岁）为主体，比

表1  第97届全国糖酒交易会（重庆）现场问卷调查分层抽样情况

问卷
类型

调查对象
有效样本量

（份）
总体数量

（家、人）
有效样本量所
占比重（%）

A 参展企业及个体
特装展位企业及个体（T） 328 1200 27.3

标准展位企业及个体（S） 377 2272 16.6

B

参展观众

专业观众（M） 559 95800* 0.6

C 普通观众（N） 395 34200* 1.2

D 承办方（O） 1 1 1

总计 1660 — —

注：*总体数量数据是项目组基于场馆方所提供数据、现场调查数据及专家访谈咨询测算得出。

例分别达到84.3%和61.8%（表3）。在地

域来源分布上，国内观众占据主导，其中

专业观众来源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华东地

区（26.8%）、华北地区（16.8%）和重庆

本地（16.8%）；普通观众是以重庆本地

居民（61.8%）为主，这也比较符合项目

组的预期。

从专业观众看，观展糖酒会的人群是

以“老顾客”为主，81.1%的受访者表示

是“多次参加”；而普通观众中“首次参

加”的“新人”比例超过一半，符合普通

观众 “游玩式观展”的特征。专业观众参

展则展现出较强的目的性，了解市场动态

（64.0%）、获取创新信息（60.8%）是他

们观展的主要意图。其次是借机寻找新供

应商（47.2%）和拓展市场（46.0%）。从

参展情况看，专业观众及其团队在渝平均

停留4天、停留6人，而非本地普通观众分

别为4天和2人。

四、研究结果分析：第97届糖酒
会对重庆经济的拉动效应测算

（一）直接拉动效应的测算及分析

笔者通过梳理、统计问卷调查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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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参展企业样本的统计特征结构

统计特征项目
特装展
位企业

标准展
位企业

统计特征项目
特装展
位企业

标准展
位企业

企业
类型

（%）

国有企业 5.5 1.3

地域
来源

（%）

重庆主城9区 9.4 4.6
集体企业 4.0 0.8 重庆其他区县 2.3 3.8
联营企业 2.1 1.3 华东地区 33.1 34.3
私营企业 79.0 90.7 华南地区 10.1 13.2

港澳台投资企业 2.1 2.9 华中地区 4.9 5.1
外商投资企业 4.0 0.5 华北地区 18.5 19.5

其他 1.8 2.1 西北地区 3.6 4.1
缺失值 1.5 0.3 西南地区 11.7 5.7

参展
目的

（%）

展示品牌 83.2 80.6 东北地区 3.2 6.2
寻找新客户 85.1 80.1 港澳台地区 2.6 2.7
联系老客户 54.9 44.3 缺失值 0.6 0.8

了解市场动态 47.9 44.3 国内 93.9 98.1
展示创新产品 50.6 31.3 国外 6.1 1.9

直接销售 30.5 33.4 参展
次数

（%）

首次参加 16.2 25.5
平均停留天数（天） 6 5 多次参加 81.1 70.6
平均停留人数（人） 12 4 缺失值 2.7 4.0

表3  参展观众样本的统计特征结构

统计特征项目 专业观众 普通观众 统计特征项目 专业观众 普通观众

性别
（%）

男 74.8 50.1

地域
来源

（%）

重庆主城9区 12.2 44.8
女 24.5 49.4 重庆其他区县 4.6 17.0

缺失值 0.7 0.5 华东地区 26.8

36.5
年龄

（%）

20岁以下 1.6 11.9 华南地区 10.0
21~30岁 39.4 34.2 华中地区 9.9
31~40岁 44.9 27.6 华北地区 16.8
41~50岁 10.7 17.2 西北地区 3.8
51~60岁 2.7 5.3 西南地区 12.0
60岁以上 0.2 3.5 东北地区 2.7

缺失值 0.5 0.3 港澳台地区 0.5 0.5

参展
目的

（%）

了解市场动态 64.0 61.0 缺失值 0.5 1.2
获取创新信息 60.8 国内 98.0 99.7
寻找新供应商 47.2 国外 2.0 0.3
联系老供应商 17.4 参展

次数
（%）

首次参加 16.2 54.7
采购商品/签署订单 25.2 29.8 多次参加 81.1 44.6

了解办展情况 17.7 缺失值 2.7 0.8
拓展市场 46.0 平均停留天数（天） 4 4*
寻求代理 20.3 平均停留人数（人） 6 2*

注：*仅考虑非本地普通观众带来的拉动效应，由非本地普通观众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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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类型参展主体的各项消费支出数据

（企业方面包括会展活动、临时人员、租

车或自驾等；个人方面包括餐饮、住宿、

交通、旅游、购物和娱乐等），计算得出

各类参展主体在展会期间的平均消费水

平。进一步依据统计学大数定律原理，结

合调研场馆方所获取的各类参展主体的总

量数据，从而计算各类主体的总体消费水

平（即直接拉动效应）。其基本公式为：

直接拉动效应=各项活动平均花费金

额×企业数量÷观众数量⑥

在展前调研中，笔者已经获知糖酒会

参展企业（包括特装展位和标准展位）的

总体数量，但对于参展观众的数量，官方

报道仅是以“展商和观众累计入场近20万

人次”来表达。这使确定参展观众的总体

数量成为一个技术难点：一是需要剔除参

展商数量；二是20万为人次数据，并非确

切数量；三是参展观众中还需分离出专业

观众和普通观众的数量或比例。基于此，

笔者结合从场馆方所获得的相关统计数

据、现场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对业内相关专

家的访谈咨询，测算得出参展观众人数约

为13万人，其中专业观众人数约为9.58万

人，普通观众人数约为3.42万人。

由此，对不同类型参展主体的直接拉

动效应进行计算，发现其存在明显的结构

性特征。首先，从不同主体看，对重庆经

济拉动作用最强的主体是参展观众，其直

接拉动效应为5.53亿元，占比达到68.8%

（表4），其中专业观众的作用占据主

导，直接拉动效应达到4.99亿元；其次，

参展企业的拉动作用位居次席，直接拉动

效应为2.11亿元，占比26.2%，其中特装展

位企业的直接拉动效应为1.58亿元，接近

标准展位企业（0.53亿元）的3倍；最后，

拉动作用相对有限的是承办方，其间接拉

动效应为0.40亿元，占比5.0%。上述三者

合计得出，糖酒会参展主体对重庆经济的

直接拉动效应达到8.04亿元。

进一步地，从参展观众看，专业观众

的拉动作用主要集中于会展相关活动（包

括会议活动、商务考察、商务宴请等）、

住宿和餐饮三个方面，直接拉动效应分别

是1.71亿元、8311.26万元和6799.98万元，

三者所占比重为21.3%、10.3%和8.5%（表

5）；而非本地普通观众的直接拉动效

应，则主要集中在游玩、住宿和餐饮三方

面，分别为1641.73万元、1030.25万元和

891.61万元。

从参展企业看，特装展位企业的拉动

作用结构与专业观众类似，也主要集中在

会展活动、住宿和餐饮三项，所占比重分

别为11.9%、2.9%和1.9%（表6）；但从结

构而言，特装展位企业在会展活动的花费

方面可谓“一枝独秀”，直接拉动效应达

到9597.52万元。标准展位企业的直接拉动

效应，同样主要集中在会展活动、住宿和

表4  不同类型参展主体的直接拉动
效应结构

展会主体
直接拉动效
应（亿元）

所占比重
（%）

a. 参展观众 5.53 68.8

   其中：专业观众 4.99 62.1

非本地普通观众 0.54 6.7

b. 参展企业 2.11 26.2

其中：特装展位企业 1.58 19.6

         标准展位企业 0.53 6.6

c. 承办方 0.40 5.0

总计 8.04 100

注：在普通观众中，我们仅考虑非本地普通
观众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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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参展观众的直接拉动效应结构

参展主体 花费项目 直接拉动效应（万元） 所占比重（%）

专业观众

会展活动* 17100.00 21.3
交通（单位租车或自驾） 834.03 1.0

餐饮 6799.98 8.5
住宿 8311.26 10.3

交通（当地） 2771.19 3.4
游玩 5936.10 7.4
购物 4534.46 5.6
娱乐 3641.96 4.5

非本地普通观众

餐饮 891.61 1.1
住宿 1030.25 1.3

交通（当地） 316.85 0.4
游玩 1641.73 2.0
购物 954.48 1.2
娱乐 569.95 0.7

总计 55333.85 68.8

注：*会展活动包括会议活动、商务考察、商务宴请等。

表6  参展企业的直接拉动效应结构

参展主体 花费项目 直接拉动效应（万元） 所占比重（%）

特装展位企业

会展活动* 9597.52 11.9
临时雇员 291.98 0.4

交通（企业租车或自驾） 165.08 0.2
餐饮 1560.21 1.9
住宿 2295.94 2.9

交通（当地） 483.75 0.6
游玩 483.86 0.6
购物 537.83 0.7
娱乐 332.19 0.4

标准展位企业

会展活动* 1624.11 2.0
临时雇员 67.66 0.1

交通（企业租车或自驾） 128.19 0.2
餐饮 779.80 1.0
住宿 1106.85 1.4

交通（当地） 270.64 0.3
游玩 465.66 0.6
购物 498.04 0.6
娱乐 382.26 0.5

总计 21071.57 26.3

注：*会展活动包括展台搭建、展品运输、仓储、物品租赁、广告宣传、会议室租赁、会议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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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但花费分布更加均衡，所占比重分

别为2.0%、1.4%和1.0%。

综上，本届糖酒会对重庆经济产生直

接拉动效应合计为8.04亿元，其中参展观

众（特别是专业观众）的经济拉动作用最

强，这可能与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有关，

因为此类展会往往能够吸引众多观众到

场，尤其是专业观众的比例较高。在参展

企业中，特装展位企业的经济影响力远高

于标准展位企业，这也符合预期，因为特

装展位企业的规模较大，在会展活动花

费、参展人员人数等方面均高于标准展位

企业。从不同消费项目看，直接拉动效应

排序因不同主体的特征分异而存在差异，

但通常规律为会展活动＞住宿＞餐饮。

（二）间接拉动效应的测算及分析

直接拉动效应是糖酒会对重庆经济的

直接消费支出（直接需求），为了满足这部

分新增消费需求，需要重庆市其他各个部

门（行业）进行相关投入，由此构成对重庆

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借鉴罗秋菊等[15]、张

亚雄和赵坤[16]、李铁成和刘力[18]等学者的研

究，笔者在获得糖酒会直接拉动效应的基

础上，选择采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

模型X=（I-A）-1Y进行计算，其中A为直接

消耗系数矩阵，可通过投入产出表⑦构建并

计算获得；Y为消费产品使用量矩阵，即糖

酒会各类参展主体的直接消费支出（直接

拉动效应）；X为总产品（产出）矩阵，即

糖酒会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具体

估算步骤如下：

步骤1：完全产出矩阵（I-A）-1的计

算。完全产出矩阵与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仅

相差一个单位矩阵I⑧，其计算过程为：第

一，通过重庆市2012年投入产出表筛选出

与各类参会主体直接消费项目相匹配的各

个部门；第二，计算出各部门之间的直接

消耗系数aij，从而建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第三，进而利用SPSS 18.0软件逐步计

算出完全产出矩阵（I-A）-1。

步骤2：将各类参展主体i不同类型的

直接消费支出（直接拉动效应）看成是Yi

变量，同时把参展主体i的各类消费项目对

应匹配到投入产出表的各个部门（表7）。

步骤3：根据公式X=（I-A）-1Y，利用

SPSS 18.0软件计算出各类参会主体i的直

接拉动效应所引起的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

动效应Xi，将各类参会主体的间接拉动效

应Xi进行加总，即可计算得到糖酒会对重

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

依据以上测算原则和方法，项目组对

各类参展主体的不同类型直接消费支出进

行归类加总，同时归并匹配到投入产出表

的对应部门之中，进而通过投入产出模型

计算得出糖酒会各类参展主体的间接拉动

效应。由表8可见，糖酒会对重庆经济的

间接拉动效应合计达到8.67亿元。其中，

参展观众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达到

5.93亿元，占比68.4%，其中专业观众的间

接拉动效应超过5.35亿元；参展企业对重

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达到2.30亿元，占

比26.6%，其中特装展位企业和个体的贡

献较大，分别超过1.12亿元和0.60亿元；

承办方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接近

0.44亿元，占比为5.0%。

由表9可知，从不同行业来看，不同

参展主体对不同行业的拉动效应存在明显

的异质性特征，糖酒会对商务服务业的间

接拉动最为明显，实现间接拉动效应1.76

亿元，所占比重达到20.3%；其次为餐饮

业，实现间接拉动效应1.71亿元，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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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参展主体不同类型的直接消费项目在投入产出表的对应部门

序号 消费项目
投入产出表中

的对应部门
序号 消费项目

投入产出表中
的对应部门

1 饮用水 水的生产和供应

10

物品租赁 租赁

2 展台搭建 建筑安装 会议室租赁

3 展位装饰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服务 设备及物品租赁

4 购物 批发和零售

11

广告宣传 商务服务

5
自驾 道路运输 会议活动

当地交通 商务考察

6 展品运输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 接待

7 仓储 仓储

12

临时人员 其他服务

8 住宿 住宿 租车

9
餐饮 餐饮 游玩

商务宴请 13 娱乐 娱乐

表8  糖酒会对重庆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结构

产业名称
参展企业（万元） 参展观众（万元） 承办方

（万元）特展企业 标展企业 特展个体 标展个体 专业观众 普通观众*

水的生产和供应 8.58 

建筑安装 4452.64

建筑装饰和
其他建筑服务

376.79 

批发和零售 666.58 570.38 5431.09 1049.49 

道路运输 538.70 90.93 542.21 309.60 3513.60 391.10 1752.09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 699.12 307.56 

仓储 518.38 317.02 

住宿 2305.80 1114.42 8457.91 1042.86 59.25 

餐饮 1591.17 800.59 12066.38 924.71 1723.37 

租赁 1110.40 251.27 128.06 

商务服务 3444.40 518.36 13309.91 333.92 

其他服务 484.03 188.43 588.32 524.32 7124.34 1727.01 356.14 

娱乐 334.50 383.86 3664.09 572.66 

各项合计 11247.66 2050.35 6028.57 3703.19 53567.32 5707.82 4361.40

所占比重（%） 26.6 68.4 5.0

总 计 86666.31

注：*表示非本地普通观众；特展企业/个体指特装展位企业/个体；标展企业/个体指标准展位
企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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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排在第三的是住宿业，实现间接

拉动效应1.30亿元，占比为15.0%。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糖酒会对重庆

经济产生间接拉动效应合计为8.67亿元，

在不同主体间，与直接拉动效应的情况类

似，参展观众的经济拉动作用仍然最强，

其中专业观众的影响比重达到61.8%，体现

出消费类展会活动中专业观众的重要性。

在参展企业中，相较于直接拉动效应，同

样是特装展位企业的影响强于标准展位企

业，但两者的间接拉动效应差距已扩大至

5倍，可见特装展位企业对行业的次级带

动效应是相当显著的。在不同行业间，间

接拉动效应排序的前三位为：商务服务业

（1.76亿元）＞餐饮业（1.71亿元）＞住宿

业（1.30亿元）。

（三）拉动系数的测算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糖酒会所产生的

直接拉动效应为8.04亿元，间接拉动效应

为8.67亿元。同时，依靠问卷调查中获得

“展位费”的数据并计算其平均花费，可

根据“特装/标准展位平均花费×特装/标

准展位企业数量”测算出参展企业支付给

承办方的费用为1.39亿元。由此，本文将

拉动系数“1∶N”定义为“展位费:拉动效

应”，即“1”表示展位费、“N”表示测

算出的拉动效应，从而可计算得出直接拉

动系数为1∶5.8、间接拉动系数为1∶6.2。

综合两者，可以得到“综合拉动系数”

等于“直接拉动系数与间接拉动系数之

和”，即综合拉动系数为1∶12。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第97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重庆）作为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的代

表，在展前调研和咨询的基础上，通过问

卷设计、预调查、现场调查等过程，以及

分层抽样、投入产出模型等方法，对糖酒

会的经济拉动效应及其拉动系数进行定量

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①糖酒会的直接拉动效应为8.04亿元，

直接拉动系数为1∶5.8，直接拉动效应排序

前三位为：参展观众（5.33亿元）＞参展企

业（2.11亿元）＞承办方（0.40亿元）。②糖

酒会的间接拉动效应为8.67亿元，间接拉动

表9  糖酒会对不同行业的间接拉动效应排序

排序 产业名称 间接拉动效应（万元） 所占比重（%）

1 商务服务 17606.59 20.3

2 餐饮 17106.22 19.7

3 住宿 12980.24 15.0

4 其他服务 10992.59 12.7

5 批发和零售 7717.54 8.9

6 道路运输 7138.23 8.2

7 娱乐 4955.11 5.7

8 建筑安装 4452.64 5.1

9 租赁 1489.73 1.7

10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 1006.6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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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1∶6.2，间接拉动效应的前三位排序

为：参展观众（5.93亿元）＞参展企业（5.35

亿元）＞承办方（2.30亿元）。③糖酒会的

综合拉动作用为16.71亿元，综合拉动系数

为1∶12。④针对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而言，

无论是直接拉动效应或间接拉动效应，均

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对不同参展主

体、不同行业之间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二）几点讨论

本文与其他相关研究的最大差异，体

现在对展会活动及参展主体的类型细分：

一方面，强调针对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进

行研究，但它对地区经济影响的特征可能

与其他类型展会活动存在差异，需要进

行归类研究与总结，以探寻其规律性；另

一方面，利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实施问卷调

查，尽可能地挖掘体现不同类型参展主体

之间的异质性特征。此外，本研究也存在

三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1. 高估、低估或漏损问题。不论直接

或间接拉动效应的大小，均是基于抽样调

查数据所估算得出的结果，所以过程中难

免存在高估、低估和漏损问题[15]。本研究

使用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及投入产出模型

测算间接拉动效应，与2017年的现实情况

有一定差异，这可能会造成高估或低估的

倾向。同时，由于展前的布展活动并没有

在本研究中进行考虑，但它对重庆经济也

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拉动效应的结果可

能会存在低估的可能性。此外，由于在问

卷填写过程中，一些受访者只填写了部分

内容，特别是在会展活动花费方面，有些

参展代表确实不太清楚各项花费的具体数

据，因此部分问卷可能存在漏损问题。但

是，由于项目组在整个问卷设计和调查过

程中均保持着较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因此

总体结果仍能够较好地反映糖酒会所带来

的地区经济影响。

2. 展会活动类型及参展主体的差异。

对于目前拉动效应及其拉动系数存在的

“质疑”现象 [19-22]，除了之前提及的对

“1”“N”的界定不同[17]之外，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是研究对象存在差异。第一，研

究对象规模有大有小，包括展览业、会议

业、体育事件和展会活动等[19-22]；第二，

展会活动本身类型多样，包括专业类、消

费类、贸易类等，不同类型展会在展出规

模、参展企业构成、观众人群、展会知名

度与影响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

横向比较是较为困难的；第三，参展主体

本身也存在类型的差异，有展位规模大小

之别。因此，拉动效应及拉动系数本身并

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数据，它将“因展

而异”，最后综合得出的系数很可能是处

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结果[13, 23]。

基于此，笔者建议对大型展会活动

的地区经济影响进行类型化（如消费类或

专业类展会活动）的规律探索。例如，相

关统计部门可进行关键问题的问卷设计，

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分发至各参展主体，

在注册参展时进行填写。同时，系统后台

利用大数据信息库，跟踪不同类型（消费

类、专业类等）大型展会活动的相应数

据，结合持续性的数据搜集与统计分析，

形成拉动效应及拉动系数的大致区间，实

现对二者科学、合理的测算。

3. 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主要聚

焦于大型展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正面影

响，但除了正面效应之外，大型展会活动

对地区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拥挤

问题、环境破坏等[21]，这值得另外展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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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另外，本文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来讨论

大型消费类展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问

题，由于不涉及其他类型展会，其他展会

活动可能具有差异性特征，因而得出的结

果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

比较。

（本文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过程

中，获得重庆国际博览中心诸多领导、员

工，以及时任长江会展研究院纪伟院长、

代敏副院长、娄晓梦研究助理、林昱润研

究助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

们表示感谢。）

注释：
①特装展位：通常要36平方米起订（即4个标准展位起订），展位展台可由企业自行任意搭建，但不

可超过所定展位的面积，一般也会有限高。组展方一般只为特装展位的参展企业提供光地和电源，

不提供任何展具。参展企业也通常会把搭建特装展位的工作交给展览工程设计与承建商来设计、制

作并搭建。

②标准展位：国际标准为3米×3米/展位，采用1米宽×2.5米高/张的隔板、八棱柱等搭建，每展位3

米长×3米宽×2.5米高，可以单面开口，也可双面开口，糖酒会组展方为标准展位企业提供A、B、

C、D四种类型的展位。标准展位主要由展会主/承办方负责搭建。

③参展企业及个体：因为在A类问卷的设计中，项目组将企业的参展花费项目和个人的“吃住行游

购娱”等花费项目集成在一套问卷中，这样便于受访者填写，避免出现重复调查的情况，故称之为

“企业及个体”。

④专业观众：本研究中指因为业务需要代表某个单位（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大学、杂志社、政府

部门等）前来观展的观众。

⑤普通观众：本研究中指非业务性质的观众，不代表某个单位进行观展，以个人行为为主。

⑥其中，特装展位企业：展会活动各项目的平均花费金额×特装展位企业数量；

标准展位企业：展会活动各项目的平均花费金额×标准展位企业数量；

特装展位企业个体：平均花费金额/天/人×停留重庆平均天数×停留重庆平均人数×特装展位企

业数量；

标准展位企业个体：平均花费金额/天/人×停留重庆平均天数×停留重庆平均人数×标准展位企

业数量；

专业观众：平均花费金额/天/人×平均停留天数×平均停留人数×专业观众观展团队数量；

非本地普通观众：平均花费金额/天/人×停留重庆平均天数×普通观众总体数量×非本地（外

地）普通观众比例。

⑦由于投入产出表大约每5年更新一次，目前重庆市2017年投入产出表尚未公布，故项目组使用2012

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间接拉动效应的计算。

⑧完全产出矩阵（I-A）-1与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I-A）-1-I比较，二者仅相差一个单位阵I。

参考文献：
[1] Pimentel E, Vieira A, Biz A. Mega event: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Revista 

Turismo & Desenvolvimento, 2017, 28(1): 2217-2229.

[2]Lee C K, Mjelde  J W, Kwon Y  J.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mega-event on hos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J]. Leisure Studies, 2017, 36(1): 138-152.

[3]Lee C K, Taylor T.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of a mega-event: the case of 

2002 FIFA World Cup[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4): 595-603.

[4]Lee I, Arcodia C, Lee T J. Benefits of visiting a multicultural festival: The case of South Korea[J]. Tourism 



111

《城市观察》2019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9

management, 2012,33(2): 334-340.

[5]张京祥,殷洁,罗震东.地域大事件营销效应的城市增长机器分析——以南京奥体新城为例[J].经济地

理,2007(3):452-457.

[6]杨乐平,张京祥.重大事件项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J].城市问题,2008(2):11-15+34.

[7]戴光全,保继刚.昆明世博会效应的定量估算:本底趋势线模型[J].地理科学,2007(3):426-433.

[8]周李,张清源,朱其静,陆林.广交会对星级酒店房价影响的时空分异研究——以第117和118届广交会

为例[J].地理科学,2017,37(9):1363-1373.

[9]Rogerson C M.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tourism in South Africa//Urban Tourism in the Developing 

World[M]. Routledge, 2017: 89-108.

[10]中国经济网.展览业为香港带来可观经济效益[EB/OL]. http://www.ce.cn/cysc/main/right/hzhjj/200602/ 

17/t20060217_6118112.shtml.

[11]杨勇.关于会展经济效应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J].旅游学刊,2009,24(10):73-82.

[12]许忠伟,严泽美.会展业对地区经济影响的研究述评[J].旅游论坛,2016,9(6):1-9.

[13]胡平,杨杰.会展业经济拉动效应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为例[J].旅游学刊, 

2006(11):81-85. 

[14]刘大可,李美.展览业对北京市的经济影响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1(7):6-12.

[15]罗秋菊,庞嘉文,靳文敏.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大型活动对举办地的经济影响——以广交会为例[J].地

理学报,2011,66(4):487-503.

[16]张亚雄,赵坤.北京奥运会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影响——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经济

研究,2008(3):4-15.

[17]杨杰,胡平.参展观众旅游消费实证研究——以2005年上海汽车展为例[J].旅游科学,2007(1):69-73+76.

[18]李铁成,刘力.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IRIO)的我国会展业经济影响分析[J].旅游学刊,2014,29(6):34-45.

[19]刘大可.北京市参展商旅游消费支出实证分析[J].旅游学刊,2006(3):73-76.

[20]刘海莹.会议业经济拉动系数初探// 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2011)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65-177.

[21]罗秋菊,卢相宇.大型体育事件游客消费经济影响实证研究——以第16届广州亚运会为例[J].体育科

学,2011,31(9):3-18+50.

[22]武晓芳.浦东新区展览业直接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23]李杰.对会展产业带动系数的理性分析[J].经济纵横,2007(19):41-43.

作者简介：罗胤晨，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

等。吴华安，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校长，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发展与区域经济等。张

红梅，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教授，重庆长江会展研究院常务执行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文化传媒

与会展经济等。宋潇，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与会展经济等。高原，重

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综合评价与统计等。李星林，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区域经济等。

（责任编辑：卢小文）

（下转122页）



112

URBAN ECONOMY

城市经济

一、文献综述

（一）香港离岸贸易发展与内地经贸
的关系研究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2013）

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的工厂转

移到内地，导致香港转口贸易逐步发展起

来；进入21世纪前几年，香港转口贸易逐

渐转变为离岸贸易。沈克华等（2013）认

为香港离岸贸易快速增长与内地经济的崛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人力资本、产业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珠三角的实践”（2016A07070505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课题“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研究：1996—2014”（16QN25）成果。

香港离岸贸易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袁群华

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逐步转移

到内地以后，香港服务业快速发展，尤其

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如进出口贸

易、金融、航运物流以及会计等。同期，

香港转口贸易蓬勃兴起，并于21世纪被离

岸贸易赶超。现今离岸贸易对于香港保持

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十分重要，本文尝试探

讨影响香港离岸贸易发展的因素，找出香

港离岸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从而为进一

步推动香港离岸贸易发展提出切合实际的

对策建议。

摘  要：文章在综述有关香港离岸贸易发展与内地经济关系研究、服务贸易发展

影响因素观点及国际贸易影响因素测算方法的基础上，统计性地描述了香港离岸贸易发

展概况，并采用拓展后的巴拉萨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香港与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内地、美

国和日本之间离岸贸易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香港离岸贸易发展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提出香港应继续保持自由经济体制和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

场两方面对策建议。

关键词：香港  离岸贸易  影响因素  巴拉萨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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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密不可分：2002—2011年间，香港离岸

贸易所涉货物销售价值中，来自内地和销

往内地的平均比重为38%和57%；且交易

领域内国际分工深化、香港要素禀赋的动

态变化、内地经济的崛起等是香港离岸贸

易快速发展的原因。彭羽等（2013）通过

测算得出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

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些文献主要针

对香港离岸贸易发展与内地经贸的关系，

较少从香港离岸贸易本身的角度深入分析

其发展所受到的影响。

（二）关于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
研究

由于离岸贸易属于服务贸易，故在此

探讨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主要

是从单个因素分析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如

Hardin等（1997）认为FDI对服务贸易具有

重要影响，Hoekman和Primo Braga(1997)阐

述了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性，Tori

等（2001）从信用评级角度分析对服务贸

易的影响。国内学者从宏观上研究服务贸

易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按照时间顺

序主要观点有：贺卫等（2005）通过数据

证实了当时我国以人力资本、城市化和外

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次序通过改善资源禀

赋质量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丁

平（2007）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外

商直接投资、货物出口、服务市场开放度

和国内消费水平与中国服务出口正相关，

影响显著，尤其是服务业就业人数、服务

市场开放度和居民消费支出对服务出口的

促进作用更大。李杨、蔡春林（2008）得

出的结论为国内服务业发展、国际货物贸

易发展与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正向的关联关

系。殷凤、陈宪（2009）认为经济规模、

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规

模、服务业开放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

因素。易行健、成思（2010）的研究结果

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货物

贸易进口、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

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

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对服务贸易

出口和进口均有显著影响。李晓峰、姚传

高（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货物贸易出口

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有

显著正向影响，而货物贸易出口额和城镇

化水平对印度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显著正向

影响。张雨（2012）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

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货物贸易出口

规模对我国服务贸易技术含量提升具有显

著积极影响。毕玉江（2016）的研究结论

为服务贸易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特征，服

务贸易发展程度主要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状

况及服务业本身发展状况有关。谢国娥等

（2016）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

水平、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人均国民收

入水平、货物出口总额、人力资本均对台

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其中

本地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最

为显著。辛大楞等（2016）认为经济发展

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

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对企业服务贸易出口有

重要影响。

（三）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因素测算方
法的研究

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因素测算的文献

较多，此处只通过代表性论文予以阐述。

郝宇彪（2013），谢孟军（2013），于燕

（2014），谭秀杰、周茂荣（2015），李

俊久、丘俭裕（2017）均采用拓展后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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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测算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刘雪娇

（2013）、郑丹青等（2014）采用了线性

回归的方法对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

究。许和连等（2015）通过指数随机图模

型探讨了“一带一路”上高端制造业贸易

网络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前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大多数

采用拓展后的引力模型进行测算，测算办

法多从货物贸易角度考虑，即贸易双方都

是贸易主体，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情况、

居民收入以及两地间的距离对贸易发展的

影响。然而离岸贸易具有特殊性，即货物

流和资金流、业务处理流程分开。像香港

这样的自由港只是商业处理中心，其影响

因素与普通进出口贸易不同，离岸贸易与货

表1  香港转口贸易额与离岸贸易额对比
  单位：亿港元

年份 转口贸易额 离岸贸易额

1988 2754 1377

1994 9479 6550

1997 12445 10520

2000 13917 14250

2004 18931 18358

2005 21141 20872

2006 23265 23465

2007 25784 26589

2008 27334 33628

2009 24113 29312

2010 29615 38863

2011 32716 44670

2012 33755 46690

2013 35053 49544

2014 36175 52302

2015 35584 43349

2016 35454 42439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站。

物流的起点和终点的经济发展情况、距离

等因素有关，更与商业处理中心本身的因

素有关，所以不适合采用引力模型测算。

二、香港离岸贸易发展概况统计
性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香港劳动

力成本快速上升和内地贸易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香港离岸

贸易在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

从1988年的1377亿港元增长到2016年的

42439亿港元，年均增长13.02%，快于同

期转口贸易年均增长9.55%。2006年香港

离岸贸易额首次超过转口贸易额，此后一

直保持（表1）。

（一）香港离岸贸易赚取的毛利 / 佣
金的来源结构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说明，香

港离岸货品贸易涵盖在香港经营业务的机

构所提供的“转手商贸活动”及“与离岸

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两类。离岸贸易活

动所涉及的货品是从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

运往香港以外的买家，有关货品并没有进

出香港。从离岸货品贸易赚取的收入是指

从“转手商贸活动”中所赚取的毛利，以及

从“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中赚取

的佣金，并非所涉及的货品价值。从以上

叙述中可以分析出，离岸贸易货品不进入

香港，其主要依赖于货物贸易价差的毛利

或者服务所产生的佣金，属于服务贸易。

从 离岸货品贸易赚 取的毛利 / 佣金

情况看，离岸货品贸易毛利/佣金总额从

2002年的1030.04亿港元增长至2016年的

2770.86亿港元，年均增长7.3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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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从2002年的883.20亿

港元增至2016年的2454.77亿港元，年均增

长7.57%。转手商贸活动获得的毛利占主

体，2002年以来占比均在85%以上，且逐

年递增，至2016年达到88.59%（表2）。

（二）香港离岸货品贸易赚取的毛利
/ 佣金的来源结构

中国香港离岸货品贸易赚取的毛利

/佣金的主要来源地为美国、中国内地、

英国、德国和日本，2002年以来合计占比

为65%以上，大部分年份在70%以上。其

中来自美国的离岸贸易赚取的毛利/佣金

占比不断增长，从2002年的275.30亿港元

增至2016年的975.77亿港元，占比相应从

表2  香港离岸贸易毛利/佣金来源结构

年份
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

与离岸交易有关的
商品服务佣金

总计 转手商贸活动
的毛利占离岸
贸易毛利/佣金
的比重（%）亿港元

按年变动百
分率（%）

亿港元
按年变动百
分率（%）

亿港元
按年变动百
分率（%）

2002 883.20 - 146.85 - 1030.04 - 85.74

2003 1001.36 13.4 163.69 11.5 1165.06 13.1 85.95

2004 1134.73 13.3 187.27 14.4 1322.00 13.5 85.83

2005 1285.47 13.3 204.53 9.2 1490.00 12.7 86.27

2006 1434.95 11.6 222.55 8.8 1657.49 11.2 86.57

2007 1613.26 12.4 246.33 10.7 1859.59 12.2 86.75

2008 1764.79 9.4 275.74 11.9 2040.53 9.7 86.49

2009 1714.91 -2.8 251.11 -8.9 1966.02 -3.7 87.23

2010 2033.25 18.6 301.26 20.0 2334.51 18.7 87.10

2011 2304.62 13.3 312.98 3.9 2617.60 12.1 88.04

2012 2390.21 3.7 331.46 5.9 2721.67 4.0 87.82

2013 2459.45 2.9 323.66 -2.4 2783.10 2.3 88.37

2014 2509.04 2.0 330.30 2.1 2839.34 2.0 88.37

2015 2434.07 -3.0 321.00 -2.8 2755.06 -3.0 88.35

2016 2454.77 0.9 316.09 -1.5 2770.86 0.6 88.59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站。

26.7%增至35.2%，为香港离岸贸易毛利

/佣金的第一来源地；来自英国、德国的离

岸贸易赚取的毛利/佣金占比数据变化相

近，都是从4%左右增至6%左右；来自日

本的离岸贸易赚取的毛利/佣金从7.8%下

降至4.3%；而来自中国内地的离岸贸易赚

取的毛利/佣金金额从2002年的341.92亿港

元增至2016年的549.79亿港元，但占比却

从33.2%减少至19.8%（表3），说明中国

内地与香港离岸贸易的利润率较低，这点

从表5中可以直接看出。

（三）香港转手贸易活动的货品价值
及毛利市场结构

如上所述，香港离岸货品贸易赚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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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先降后升，从2002年的19.5%降至2010

年的14.9%，然后上升到2016年的21.5%。

新加坡转手商贸活动的货品价值增速最

快，年均增长18.02%；占比从2007年的

2.7%迅速增长至2016年的6.5%，至2009年

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占比（表4）。

2. 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市场结构及各

目的地毛利率

从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市场结构看，

美国、中国内地、英国、德国和日本为主

要毛利来源地，合计约占七成。这与香港

整体离岸贸易的毛利/佣金结构相似，因

为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占其比重的85%以

上。其中，来自美国的毛利排第一位，占

比从2002年的24.1%增至2016年的36.2%，

原因在于来自美国的毛利率超过10%；而

来自中国内地的毛利率不断下降，从2002

表3  香港离岸贸易毛利/佣金的来源结构

年份 美国 中国内地 英国 德国 日本 合计

2002 26.7 33.2 3.8 4.4 7.8 75.9 

2003 27.5 31.0 3.8 4.3 6.6 73.2 

2004 25.7 30.3 4.4 5.1 5.6 71.1 

2005 25.6 28.9 5.7 5.3 6.1 71.6 

2006 27.1 27.5 5.7 5.3 5.8 71.4 

2007 26.4 26.3 5.7 5.6 5.6 69.6 

2008 26.3 24.7 6.3 6.1 5.0 68.4 

2009 28.0 21.1 6.2 5.2 5.3 65.8 

2010 30.0 21.4 6.8 5.2 4.9 68.3 

2011 31.3 20.4 5.7 5.2 4.7 67.3 

2012 32.9 19.9 6.1 5.1 4.7 68.7 

2013 32.6 20.5 6.3 6.1 4.8 70.3 

2014 33.0 20.7 6.6 6.3 4.1 70.7 

2015 34.3 20.5 6.7 6.2 4.0 71.7 

2016 35.2 19.8 6.6 6.2 4.3 72.1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站。

毛利/佣金主要是转手商贸活动的毛利，

故再次详细探讨转手商贸活动的货品价值

市场结构和毛利市场结构。

1. 转手商贸活动的货品价值市场结构

中国内地、美国、新加坡、英国、日本

等是当前中国香港转手商贸活动货品价值

的主要市场（目的地），2016年占比分别

为37.0%、21.5%、6.5%、6.3%和4.8%，合

计为76.1%。其中，与中国内地转手商贸活

动的货品价值最大，从2002年的3833.53亿

港元增至2016年的14033.83亿港元，年均

增长9.71%；占比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

从2002年的37.3%增至2010年的44.4%，然

后下降到2016年的37.0%。美国转手商贸

活动的货品价值从2002年的2003.11亿港

元增至2016年的8169.01亿港元，年均增

长10.56%；占比呈现的趋势与中国内地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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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8.3%降至2016年的3.8%，从而导致来

自中国内地的毛利占比从2002年的36.2%

降至2016年的21.5%；而新加坡2008年后

毛利率均在2%及以下，致使其毛利占比

绝大部分时间在2%以下。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一般来说，测算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

大多数采用引力模型和巴拉萨模型。如前

所述，离岸贸易具有特殊性，不适合采用

引力模型测算香港离岸贸易影响因素。正

确的分析逻辑是由于离岸贸易中心是商

业处理中心，应该从商业联系的角度出发

思考影响离岸贸易发展的因素。一是应有

离岸贸易需求的可能性，即离岸贸易所涉

及货品的起点和终点经济发展状况。二是

探讨为什么要采取离岸贸易这种形式，若

起点和终点能直接贸易，那就不需要离岸

贸易，可见采取离岸贸易是因为香港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联系，而商业联系的

主体一般是跨国公司。另外就是离岸贸易

需要资本自由流动，香港近24年来恰好是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三是离岸贸易是在

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离岸贸易

与转口贸易具有相似的产生原因，所以也

将转口贸易作为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之中。

因此，本文采用巴拉萨模型，对香港离

岸贸易（TO）主要市场的国民生产总值

（Y）、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情况

（MNC）、转口贸易情况（TI）等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分析。

巴拉萨模的基本方程：

（1）

转为线性方程为：

（2）

加入其他影响因素，方程变为：

（3）

其中a= ，e= ；a为参数，e为随

机误差项。TOit为香港与某市场国间的离

岸贸易值，Yit为离岸贸易市场国国民生产

总值，MNCit为按母公司所在国家/地区的

驻港地区总部数，TIit为香港与该国之间的

转口贸易额（目的地）。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与香港离岸贸易值较大的三

个国家/地区——中国内地、美国和日本作

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时间定为2002—2016年，形成面板数据。

其中，离岸贸易数据和转口贸易数据均来

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站。由于香港离

岸贸易的毛利/佣金85%以上来自转手商贸

活动的毛利，故采取转手商贸活动的货品

价值替代离岸贸易的贸易额。各国国民生

产总值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

据库（2012年之前）和世界银行WDI数据

库（2012年之后）。跨国公司总部数据来

自历年《香港统计年刊》。

（三）结论

采用EViews9.0对以上面板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得出结果：

（4） 

R2=0.9206，F=0.000000，n=15

回归结果显示香港离岸贸易（TO）与

主要市场的国民经济（Y）、在香港的跨

国公司总部情况（MNC）、转口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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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跨国

公司总部对离岸贸易发展的影响最强，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地区在

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每增加1%，转手商

贸活动的货品价值增加1.2697%。可见，

香港一直以来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吸引跨

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对离岸贸易发展具

有较大促进作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也显

示，离岸贸易与市场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情

况成正相关关系，且该国GDP每增长1%，

离岸贸易额增长0.7119%。

此外，分别对中国内地、美国、日本

有关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目的地）数据

单独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内地、美国、日

本与中国香港之间的转口贸易（目的地）

对离岸贸易均具有正效应，转口贸易（目

的地）系数为1.3020、0.0835和1.7489，

说明中国内地、日本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离

岸贸易发展与转口贸易（目的地）相互促

进，而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转口贸易（目的

地）对两地间离岸贸易几乎没有影响。

四、香港进一步发展离岸贸易的
对策措施

（一）继续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制

如前所述，离岸贸易是由商业处理中

心带来的，是一种国际贸易关系存在，不

是依靠本地的货品生产，因此发展离岸贸

易的前提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实现贸易投

资便利化。离岸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

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香港的自由经济体

制为离岸贸易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据

报道，至2018年，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连

续24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自由经济体制是香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石，香港的社会风气廉洁、政府透明度

高、监管制度高效，以及对环球商贸持开

放态度是“营商自由”“贸易自由”和“金

融自由”的保证。

（二）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鉴于香港离岸贸易与内地经济的紧密

关系，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离

岸贸易将进一步扩张，而进一步发展香港

离岸贸易需要加快建设和完善人民币离岸

金融市场。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的离岸贸易

若能采取人民币结算，将降低贸易的外汇

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将促进内地货物贸易

的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具有发展人民币

离岸金融市场的独特优势：①香港离岸人

民币市场的迅猛发展与国家政策的积极扶

持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②相对于上海、

深圳具有“两制”优势，当前内地还没有实

现资本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对外汇仍

然实行一定的管制措施，但在香港则没有

这些限制。因此，在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

金融市场既有迫切需求也具备条件。

表6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C -6.794431 1.731284 -3.924504 0.0003

Y 0.711903 0.233830 3.044529 0.0042

MNC 1.269698 0.389627 3.258754 0.0023

TI 0.065784 0.364074 0.180687 0.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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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ffshore Trade  in Hong Ko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Yuan Qun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shore 

trad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economy, which affects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fluence factors. The paper statistically describes the de-

velopment situation of offshore trading in Hong Kong and expand after the Balassa-Samuelso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l of the leading trading partner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offshore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It concluded that multinational regional headquarter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offshore trad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hall 

continue to remain free economic system and offset the offshore RMB financial market.

Keywords: Hong Kong; offshore trade; influencing factors; Balassa-Samuelson model

（上接111页）

Measuring the Pulling Effects of Large-scale Consumer Exhibition Activities on Region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n the 97th China Food and Drinks Fair in Chongqing
Luo Yinchen, Wu Hua’an, Zhang Hongmei, Song Xiao, Gao Yuan, Li Xinglin

Abstract: Taking the 97th China Food and Drinks Fair (CFDF) in Chongqing as an ex-

ample, the authors obtained first-hand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design, pre-survey and on-

site survey. Stratified sampling survey and input-output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pulling 

effects and pulling coefficient of the large-scale consumer exhibition activities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he direct pulling effects of the CFDF on Chongqing’s econ-

omy is equivalent of 804 million RMB, and the activities that yield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are 

exhibition activities > accommodation > catering; (b) the indirect pulling effects of the CFDF on 

Chongqing’s economy is equivalent of 867 million RMB, and the sectors that benefit the most 

are the business service sector > catering sector > accommodation sector; (c) participants that 

gain the most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exhibition, in terms of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pulling 

effects, are spectators> exhibitors > contractors; (d) the direct pulling coefficient is 1∶5.8, the 

indirect pulling coefficient is 1∶6.2, and the comprehensive pulling coefficient is 1∶12.

Keywords: pulling effects; pulling coefficient; Input-Output model; exhibitio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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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房的地位弱化，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公

租房和廉租房也未能形成规模并发挥作

用。200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

把房地产行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

业，虽然有效促进了人均住房面积的稳步

上涨，但也刺激了住房投机需求，助涨房

价。财政分税制改革，令地方政府极大地

依赖土地财政，也忽略了住房保障。因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就地城镇化背景下的农转居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研究”（16BSH124）

阶段性成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
城市住房保障满意度研究
——基于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

◎ 吴 莹

一、引言

“各安其居而乐其业”，人民的美好

幸福生活离不开安定的居所。我国在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废除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

住房制度之后，未能及时建立起商品房和

保障性住房相结合的多层次供应体系，导

致普通商品房成为市场供应的主体，经济

摘  要：住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住房保障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之一。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从服

务感知、满意度和未来预期三个方面，对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满意度进行评估后

发现，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存在一定程度的实物保障偏差、资金保障不足的问题，潜

在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知晓度较低，对服务的便捷度评价一般。在住房保障满意度整体

偏低的情况下，还存在群体间和地区间差异，但居民对于住房保障未来预期持有比较乐

观的态度。这说明，我国城市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提升和均等化改善仍有较大空间。

关键词：公共服务  城市住房  住房保障  满意度  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293.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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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难”成为影响广大人民生活质量、

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问题。

自2007年起，《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多项

政策文件的出台，表明政府开始重视将解

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纳入政府公共服务

职能。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五大社会建设目标，强调了对居住权的保

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2017年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规划》，将“基本住房保障”作

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之

一，提出“国家建立健全基本住房保障制

度，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

解决城镇居民基本住房问题和农村困难群

众住房安全问题，更好保障住有所居”。可

见，实现基本住房保障已被明确为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

目前关于住房保障均等化的研究主要

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分析，例如由于户籍制

度的限制而在城市中获取住房面临更大障

碍的农民工群体[1]，但关于住房保障的满

意度却缺乏系统的评估。那么，广大民众

对于政府的住房保障状况是否满意？不同

地区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从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出发，利用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2016年的

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对城市居民的住房满意度进行分析。

二、研究背景

基本公共服务是以一定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为基础，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

政府为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保障

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社会公

平与正义而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2-3]。居

住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和生存要求，我国的

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住房保障逻辑的合理

性，大众对于住房保障的普遍愿望，使得

住房保障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

一[4]，甚至在调查中被民众认为是最应当

实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5]。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之一的

住房保障状况应当如何评估呢？以财政支

出结构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最直

观、明显的方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是由

政府提供的，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直

观地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配置状况，能够清

晰地表明政府在各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情况。财政投入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

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被认

为是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状况的有效指

标[6]。以产出效果，即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

供给能力来评估其均等化水平也是被学界

广泛采用的方法。卢洪友[7]提出的“投入—

产出—受益”三个维度的评估框架就是同

时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力度（投入指

标）、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供给能力（产出

指标）和与该项基本公共服务密切对应的

社会效应及居民的惠及程度（受益指标）

纳入考查的范围。徐翠枚[8]关于住房保障的

评估采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

房面积、城镇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套数、

农村危房改造套数和人均财政性住房保障

支出额5个指标，分别反映出住房水平（产

出指标）、住房受益范围（受益指标）和住

房投入水平（投入指标）。

针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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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公众的

满意度有天然的密切联系，随着政府行政

理念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

为中心”的服务转变，关于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状况的评估重点也从传统的数量转向

质量和满意度的评估[9]。王敬尧、叶成[10]就

是直接从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两个领

域的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来考查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水平，并发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数

量并不能对居民满意度起到决定性影响，

服务产出量与居民感受度之间并不能简

单画上等号。而在引入居民感受度进行住

房保障评估方面，徐跃进等人[11]做了有益

的尝试。他们通过构建住房相对剥夺感指

标，将个体感知到的公平感作为评价城镇

居民家庭住房分配公平状况的基础，并发

现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住房分配公

平程度存在差异。

住房保障主要是发挥对居民基本住房

“托底”的功效，针对无力购房的低收入

群体、新就业人员、“夹心阶层”等特定

人群，政策性住房涵盖的范围实际上很有

限。但是，政府对住房价格的调控、各类

住房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制度的落实执行、

个人住房公积金等保障措施的获得，以及

对住房状况改善的预期，也在客观上影响

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

务的住房保障的评价。而关于公共服务均

等化评估的研究也强调，财政资金投入和

服务供给数量都无法取代居民的满意度水

平，即主观感受到的结果比过程正义更重

要，居民满意度是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研究从

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评估公众对作为基本公

共服务内容之一的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并

提出相关建议。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兴起，将绩效管理与评估、成本与效

率、顾客至上与服务意识、市场竞争机制

等引入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中。正是在这

一时期，原先用于企业测量顾客对其产

品和服务满意度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被

引入，许多国家都基于此建立模型，用于

评价公共部门，例如瑞典的SCSB模型、德

国的DK模型、韩国的KCSI模型等。从1999

年开始，美国也开始运用ACSI模型来测量

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并建立ACSI官

方网站，每季度公布数据，为政府改进服

务、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指标[12]。国

内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估也较早引入

了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13-15]。

本研究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对住房保障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公众的主观

感受，分析其对所在城市住房保障服务的

可及性和便捷性评价，以及对住房保障状

况的满意度和未来预期，再通过比较不同

地区、群体之间的差异来考察其均等化程

度。

（一）指标体系

基于“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本研

究通过调整和修订，从服务感知、满意度

和未来预期三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视角的住房保障满意度评

价指标体系（表1）。对于一般性的公共服

务，如何华兵、刘武等人的研究，可以从更

广泛的角度来观测公众基于公共服务的满

意度而形成的顾客忠诚、顾客信任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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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但对于住房保障来说，保障的内容

和目标群体很明确，大部分公众并不是这

一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是通过自

己对这一服务供给状况的感知来作出判断

和预期，因此我们将评价主要集中公众对

住房保障服务的感知、对住房保障满意度

和对住房保障未来预期三个方面来进行。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

展战略研究院于2016年5～8月实施的全国

“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该调查针对社会发展、政府信任、公共服

务等多个项目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拟

推论的总体是中国内地城镇地区居住的

16岁及以上的人口。调查采用多阶段（市

辖区、县级市—居委会—家庭户—个人）

复杂抽样设计，按照PPS原则（与人口规

模成比例）在全国853个市辖区和370个县

级市中抽取了60个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

位（PSU），这些市区分布于24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接着按简单随机原则，在

每个抽中的县级市、市辖区的所有社区居

委会中抽取9个社区居委会，共抽取了540

个社区居委会作为最终单位（SSU）。在

每个社区内，按照等距抽样原则抽取家庭

户，最终借助Kish随机表完成户内抽人。

该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7936份。

四、数据分析及发现

（一）基本住房状况

根据数据，受访者中有14.6%是租房

居住，有14.9%是居住在自建房中（由于调

查均是在城市中进行，因此这类自建房主

要是城中村或老社区中的自建住房），有

62.1%是居住在自购房中。具体而言，有

42.3%的人购买的是商品房，7.9%的人购买

的是经济适用房，11.9%的人购买的是原公

有住房。另外，近年来在快速城镇化过程

中，有大量农村“撤村并居”，农民回迁

上楼，因此还有6.2%的受访者是居住在回

迁房。

如果进一步区分户口所在地的话，本

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户籍人口在住房状况上

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外地户籍人口主

要以租住为主，租房比例达到39.2%，其

次就是自购商品房，比例为33.4%。本地

户籍人口的租房比例较低，仅为11.0%，

而购买原公房的比例和回迁房的比例也比

外地人口分别高出近10个和5个百分点。

但是在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比例上，本地户

表1  住房保障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操作化 答案选项

服务感知
可及性

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公共租赁住房
或廉租房？

1.有；2.没有；3.不知道

便捷度
您所在的城市的公共租赁住房或廉
租房服务是否方便？

1.方便；2.不方便；3.不知道

满意度
您对所在的城市的住房保障状况是
否满意？

1.很满意；2.较满意；3.一般；
4.较不满意；5.很不满意

未来预期
您觉得所在的城市的住房保障状况
未来3年会怎样变化？

1.变好；2.不变；3.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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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口和外地户籍人口之间未见明显差异

（表2）。

问卷中也对受访者的收入状况进行询

问，但拒答者较多，因此采用受访者对自

我收入的定位来作为收入分层的标准①。

人们的地位层级认同下移是普遍现象[16]，

本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出，受访者认为自己

的经济收入偏低，低收入、中低收入的群

体比重较大，而自我认同为中高收入或高

收入群体的比重较低。分析五个收入层级

群体的住房状况可以发现（表2），随着收

入的增加，租住、自建房和回迁房的比例

下降，而购房尤其是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上

升。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适用房这一

旨在解决“夹心阶层”住房问题的保障性

质的住房，也并未集中于中低收入群体，

反而是收入越高的群体购买经济适用房的

比例越高。这也说明了大量经济适用房未

能如政策设计那样，准确覆盖目标群体。

调查也询问了受访者是否拥有住房公

积金，数据显示，总体上只有38.4%的受访

者明确表示有住房公积金，59.6%表示没

有，2.0%表示不清楚。而进一步分单位类

型来看发现，不同单位之间差异显著。党

政机关的职工74.7%都表示自己有住房公

积金；其次是事业单位的职工，拥有率也

达到66.6%；而个体工商户中拥有住房公

积金的比例极低，仅为12.6%（图1）。按

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住房

公积金属于普遍性、强制性保障，所有城

镇在职职工，无论其工作单位性质如何，

都应被覆盖。但数据显示出，仍有相当多

的在职职工未能享受这一保障，而个体工

商户这类就业单位，由于情况复杂，更是

难以获得住房公积金的保障。

（二）居民对本地住房保障服务的
感知

按照上述满意度指标体系来分析民众

表2  现有住房性质

租赁住房 自建住房
购买

回迁房 其他
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 原公房

总体 14.6 14.9 42.3 7.9 11.9 6.2 2.0

本地户口（n=6872） 11.0 15.3 43.7 7.9 13.2 6.8 2.1

外地户口（n=1017） 39.2 12.0 33.4 8.1 4.0 2.0 1.6

低收入（n=1905） 16.1 18.9 37.7 5.2 11.0 7.9 3.1

中低收入（n=2445） 15.4 14.4 40.9 6.4 14.8 6.8 1.3

中等收入（n=2585） 12.6 13.5 46.6 8.7 11.9 4.8 1.9

中高收入（n=553） 11.0 13.6 49.2 11.9 8.7 4.2 1.4

高收入（n=53） 13.2 18.9 32.1 17.0 11.3 7.5 0.0

 
图1  分单位类型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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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房保障各个方面的评价，在服务感知

方面，公众对于所在城市公共租赁住房或

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情况知晓度一般，

仅有68.0%的受访者肯定所在城市有这类

住房，17.9%表示不知道。虽然公租房和

廉租房并非覆盖所有城市，但在14.2%表

示没有这类住房的受访者中，不乏北京、

天津、哈尔滨、武汉、宁波等城市的居

民，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是由于不了

解情况而选择“没有”。同时，分析保障

性住房的潜在目标群体②的知晓度发现，

这些潜在群体对于保障性住房的知晓度

反而低于一般民众。在潜在群体中，仅有

59.9%的受访者表示明确知道所在城市有

公租房和廉租房，而21.2%则表示不知道

（表3）。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便捷度评价也不容

乐观。总体上，有54.2%的受访者表示申请

这类服务方便，29.6%的受访者则表示“不

方便”。对于潜在政策目标群体，表示该

服务申请不便的比例更是高达32.4%。这

种知晓度偏低、便捷度评价不高的状况说

明，一般公众对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等保障

性住房的服务感知评价一般，而潜在群体

的评价偏低更说明这类政策性住房在改善

目标群体的生活和发展状况方面的作用有

限。

（三）居民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

进一步询问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住房

保障情况的满意度发现，总体上，40.5%

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表示满意的（包括

很满意和较满意）占33.7%，表示不满意

的（包括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占19.2%

（表4）。分别考察不同户籍类型和不同

户籍属地人群关于住房保障满意度的评价

发现，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略高于

农业户籍受访者，本地人的满意度略高于

外地人，并且户籍类型与满意度、户籍属

地与满意度均在0.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相

关。这说明，住房保障作为一类基本公共

服务在居民获得感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群际

表3  住房保障服务感知评价

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公共租赁住房
或廉租房（知晓度）

您所在的城市的公共租赁住房或廉
租房服务是否方便（便捷度）

有 没有 不知道 方便 不方便 不知道

总体 68.0 14.2 17.9 54.2 29.6 16.2

潜在群体（n=307） 59.9 18.9 21.2 52.2 32.4 15.4

单位：%

表4  住房保障状况满意度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不知道

总体 7.5 26.2 40.5 13.5 5.7 6.7

农业户籍 6.9 24.4 41.3 14.0 5.9 7.5

非农业户籍 7.7 26.9 40.3 13.2 5.6 6.3

本地户口 7.7 26.3 40.4 13.3 5.8 6.5

外地户口 6.0 25.5 41.4 14.8 4.4 7.9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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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分地区来看则发现，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受访者对于当地的住

房保障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差别。东部地区

的受访者满意度较高，表示很满意和较满

意的比例分别达到11.4%和30.5%，均为各

地区之首，而不满意（包括较不满意和很

不满意）的比例仅为15.5%，为各地区间

最低。相对而言，中部地区受访者对于所

在城市住房保障的满意度较低，很满意的

比例仅为5.1%，而不满意（包括较不满意

和很不满意）的比例高达22.2%（图2）。

（四）居民对本地住房保障的未来预期

当问及对当地住房保障状况未来3年

的预期时，大部分受访者还是持比较乐观

的态度，45.5%人认为会变好，只有5.9%

的人认为会变差。但是区分受访者的就

业单位类型来看就会发现差别，在党政

 
图2  分地区住房保障满意度评价

表5  分单位类型对住房保障的未来预期

变好 没变化 变差 说不清

总体（n=4953） 45.5 38.7 5.9 10.0

党政机关（n=95） 54.7 29.5 7.4 8.4

事业单位（n=723） 45.5 38.9 5.9 9.7

企业（n=2207） 41.5 41.1 7.7 9.7

个体工商户（n=1679） 48.2 37.6 3.9 10.2

机关工作的受访者对于住房保障的未来

变化最有信心，认为住房保障会变好的

占到54.7%，为各群体中最高；而在企业

中工作的受访者信心则稍显不足，认为会

变好的仅有41.5%，而变差的比例则达到

7.7%。另外，个体工商户对于住房保障未

来预期不明的比例较高，选择“说不清”

的受访者达到了10.2%（表5）。

分收入水平来看不同群体对住房保

障的未来预期发现，高收入群体的态度最

为乐观，有55.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3年

所在城市的住房保障会有所改善。而中低

收入群体的态度较为悲观，认为会变好

的比例仅为43.9%。低收入群体对于住房

保障的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最大，有高达

15.3%的受访者选择了“说不清”，这一

方面显示了他们认为政策走向不明朗，另

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改善前景不抱信心

（图3）。

图3  分收入水平对住房保障未来预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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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出发，利用2016年的全国调查对城镇居民

的住房保障满意度进行评估。数据表明，

公众对当前我国住房保障的政策知晓度和

服务便捷度评价较低，总体满意度一般，

并且存在地区间差异；但公众对其未来预

期普遍持乐观态度，虽然不同就业单位和

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主流观点仍认

为住房保障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所改善。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实物保障对象不准确，资金配

给保障覆盖不足。我国住房保障的形式主

要为实物配给和资金配给两种方式，前者

包括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

房、定向安置房等，政府根据不同家庭收

入水平来确定其保障方式；后者主要包括

针对廉租房和公租房给予的住房补贴，以

及针对城镇正式职工提供的住房公积金。

但是从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居

住在经济适用房中的群体并非政策目标的

中低收入群体，而是包括大量中高收入甚

至高收入群体，这说明在经济适用房这种

住房实物保障中，“应保未保”（under-

coverage）和“漏出偏差”（leakage）同

时存在，应保障者没有被政策资源覆盖，

而非政策目标群体却获得了保障。另一方

面，住房公积金这种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

的资金配给保障的覆盖面有限，在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覆盖率较高，而在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中，则远远未达到普遍保障的

效果。

其次，潜在目标群体对住房保障政策

知晓度低、便捷度评价低。从受访者对保

障性住房的服务感知评价来看，还是有相

当一部分人对住房保障服务不甚了解。低

收入且租赁住房这类潜在的保障性住房政

策目标群体，且不说熟悉各种住房保障政

策，甚至对近年来各地政府大力推进建设

和新闻媒体中普遍宣传的公租房和廉租房

这两类典型的保障性住房，都有超过20%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而对于公租房和廉

租房服务获取的便捷度，不论是总体还

是潜在目标群体，做出肯定评价的都只有

50%左右。这说明，住房保障在加快公租

房、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建设之外，还

应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并改进申

请流程和管理方式，使之真正发挥实效。

再次，住房保障满意度存在群际性和

地区性差异。在对所在城市住房保障的整

体情况进行评价时，只有1/3的受访者表

示满意，有四成的人表示一般。相比于此

次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

涉及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服务、

社会保险等多个领域，有的类别满意率高

达59%，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整体较低。同

时，再加入户籍类型、户籍属地和地区因

素进行比较后发现，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

口，本地人与外地人，东、中、西、东北

部地区之间，都有一定差异。这说明，住

房保障方面的整体满意度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同时群际间和地区间的均等化水平

也需加强。

最后，住房保障预期普遍较高，并与

个人就业状况相关。虽然服务感知和满意

度评价一般，但是受访者普遍对所在城

市住房保障未来3年的前景预期持乐观态

度，这说明公众对于政府的住房保障服务

还是具有充分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同样存

在群体之间的差异，数据显示，来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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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事业单位等就业稳定的单位中的受

访者，对于住房保障改善的信心更强，而

个体工商户、低收入群体则对住房保障状

况的未来走向较多地持观望和迟疑的态

度。

住房是关系民生的头等大事，基于以

上数据发现可知，在作为一类基本公共服

务的住房保障方面，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

地方。第一，督促住房公积金这类普遍性

资金配给保障的落实。虽然个体工商户难

以强制和监管，但至少应首先督促各类企

业为在职职工缴存长期的住房储备金，提

高企业的住房公积金覆盖率。第二，进一

步完善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审核、管理、

监管和退出机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各类

保障性住房的准入和退出条件，使得有限

的公共资源真正发挥保障弱势群体的作

用。既要加强宣传和提高管理水平，使得

住房困难群体能够顺利申请入住廉租房、

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又要健全退出机

制，加强保障对象信息动态监管，使不符

合保障条件的对象能够及时被排除和清

退，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合

理住房保障资源的空间分布和群体分布，

提高服务均等化水平。针对中西部地区、

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群体等

对于住房保障满意度较低、未来信心不足

的群体，有区别、有重点地推出相关住房

保障政策和服务，有助于提高作为一项基

本公共服务的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和均等化

水平。

注释：
①受访者被问到“如果整个社会由下到上分为十层（第一层代表最低，第十层代表最高），您认为

您的收入属于第几层？”时，按照回答，第一、第二层属于低收入群体（24.0%），第三、第四层属

于中低收入群体（30.9%），第五、第六层属于中等收入群体（32.6%），第七、第八层属于中高收

入群体（7.0%），第九、第十层属于高收入群体（0.7%），另有4.8%未回答。

②本研究将自我收入定位为低收入且租赁住房的受访者作为公租房和廉租房的潜在政策目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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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Urban Housing Security Satisfaction under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Based on  the 2016 National Survey on Social Attitud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u Ying

Abstract: Housing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people’s livelihood, housing security is 

therefore one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With the data from the 2016 National Survey on Social 

Attitud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evaluates the housing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ites from three aspects. It argues that: (1) there are under-coverage and leakage problems 

in public housing supply; (2) the target group of public housing knows little about relevant poli-

cies and they are unsatisfactory with the public housing service; (3)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housing security is low but people are confident with a better future.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much improvement for housing security and its equalization as a basic public service.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urban housing; housing security; satisfaction; eq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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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融合从而打造都市休闲农业是其

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进农旅融合的重要

途径。[3]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三次产业间的融

合，有效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

民收入、实现精准脱贫；二是有效匹配城

市居民对环城游憩、农事体验、高质量农

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4]，推进城市居民消

费升级；三是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美学价

值和生态价值，推进田园城市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5,6]。

我国高度重视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发展都市农业的政策着力点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区域战略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研究”（2018-2）成果。

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
困境及对策思考
——以北京四季青地区为例

◎ 丛晓男 曾现进

一、引言

都市农业是指分布在城市内部、近郊

地区或者大都市圈范围内，以毗邻城市地

区为主要目标市场的现代农业。都市农业

以绿色生态农业、休闲体验农业、高科技

农业、高效益农业为典型特征，能够融生

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有效实现

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1,2]发展都市现

代农业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农业具有多重功能属性，通过与

摘  要：农旅融合是都市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城

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以北京四季青这一典型区域为例，通过案例分析方法研究了都市农业农旅融合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对策建议。

关键词：都市农业  休闲农业  旅游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F590.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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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体现于促进产业融合，特别是农旅融合

方面。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

全国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创

新旅游业态，大力发展“旅游+农业现代

化”，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促进农业综合

开发利用，提高农业附加值。2017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壮大农业发展中的新产

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2019年中央一

号文件则强调要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

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生态和文化优势，发

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

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

业。由于都市农业主要位于城市近郊或

都市圈内，在实现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与市场优

势，发展潜力巨大，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

展和农旅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都市现代农业的发

展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都市

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面临着新的挑

战。都市农业供求结构失衡问题突出，优

质化、高端化、专用化产品供给不足，同

质化产品供给过剩，供给总量充足与结构

性失衡矛盾突出。此外，居民收入水平的

不断提升和移动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生活方

式变化，致使城市居民消费需求逐渐多元

化，休闲、体验、康养、教育等衍生需求

逐渐超过对农产品本身的需求。在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下，资源环

境约束趋紧，都市农业原有的粗放开发模

式问题日渐显现，推动都市休闲农业绿色

发展、高效发展、循环发展十分迫切。[7]

本文以北京四季青地区为典型案例，分析

了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

策略。这一典型案例研究不仅对提升北京

市农业发展质量、深化农旅融合具有实践

意义，对全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以四季青地区为代表的京郊
农业

京郊农业是位于北京近郊的、依托

于首都、服务于首都的都市农业，是农业

多功能融合的集中体现，也是首都环城游

憩带的基础产业。农业在北京建设国际

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过程中居于重要地

位，承担着为首都市民提供“菜篮子”安

全保障、为首都和谐宜居建设提供绿色生

态环境保障、为首都城乡居民提供就业渠

道和增收致富、为首都旅游提供环城游憩

节点的重要功能。北京市各级政府高度重

视京郊农业发展，特别是京郊农业与旅游

产业的联动发展。2016年制定的《北京市

“十三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强

调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

拓展休闲农业新业态。《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5年）》强调农业结构的调

整要更加注重农业生态功能，提高都市型

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因此，京郊农业在生

态文明建设、产业优化转型、提供游憩产

品、供给品质生活方面将承担着重要的角

色，发展潜力巨大。

四季青地区（镇）在京郊农业中具有

典型性。四季青镇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西

部边界，坐落于海淀区西北四环路与西

北五环路之间，为三山（香山、玉泉山、

万寿山）所环绕，是北京市“三山五园”

历史文化景区的核心区域。四季青镇涵盖

面积40.92平方公里，下辖13个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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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居委会。历史上四季青镇曾是首都的

“菜篮子”。自1996年起，围绕海淀区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和推

进城乡一体化的中心任务，四季青大力发

展绿色生态农业，打造“绿谷氧吧”，逐

步确立了农业发展“走精品路线，提高科

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的核心思

路。同时，四季青开展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优化，实施“稳一、优二、兴三”的经济

发展战略，推进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根

据日益多元化的市场需求，重点推进传统

农业向都市休闲农业转型，大力发展集约

农业、科技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

促进了区域农业产业的发展和结构优化，

发挥了生态涵养的作用，保障了绿色安全

食品的供应，丰富了休闲旅游产品的供给

类型，基本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精致农业、

现代农业的发展转变，产业联动机制初

步形成。2008年，海淀区依托香山风景区

和“绿谷氧吧”生态园区，在四季青镇着

手打造了“一河十园”都市休闲农业产业

带，经过10年的发展，该产业带已初具规

模，形成11个观光休闲园区。四季青地区

从传统农业向都市现代农业的转型和承载

功能的多元化基本反映了京郊农业发展的

历史脉络，在京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中都具

有较强的典型性。

三、四季青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基础分析

四季青地区都市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园区产

业相对集聚、产业融合水平较高、品牌知

名度较高、农业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力度较大等方面。

一是初步形成了都市休闲农业发展带。

四季青镇都市休闲农业重点打造了“一河

十园”工程，在昆玉河和永定河之间的支

渠——旱河约6.6公里的两岸地带建立了集

聚的观光园和采摘园，包括果林所樱桃观

光采摘园、御林观光采摘园、海舟慧霖葡

萄观光园、西山观光采摘园、双新观光采

摘园、京香绿谷观光采摘园、玉泉观光采

摘园、御香观光采摘园、绿色果品观光采

摘园、玉皇百果生态园等十大园区，形成

了特色鲜明的都市休闲农业体验区。

二是产业融合工作扎实有效。在农业

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四季青镇

不但注重打造个性化、多元化、体验化的

观光休闲产品，而且注重营造良好的休闲

旅游氛围，建成了开心菜园、迷你动物乐

园、销售服务区、生态餐厅、假日酒店、

体育休闲场地、休闲长廊等完备的旅游休

闲供给要素。通过这些舒适完善的配套设

施和服务，延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树立

了配套旅游服务的意识，夯实了都市休闲

农业、体验农业的发展基础。
 
图1  四季青镇空间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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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都市休闲农业品牌建设初具成

效。为加强对外推介，四季青镇每年定期

举办四季青樱桃采摘节、草莓采摘节、葡

萄采摘节等旅游节事或推介活动，承办都

市农业研讨会等学术会议，通过各种媒

介宣传，初步形成了较高的现代都市农业

品牌知名度。御香观光采摘已成为目前海

淀区规模最大的农业园区、海淀区科协科

普示范基地，也是北京市农科院林业果树

研究所的农业示范基地。四季青果林所观

光园荣获“北京市十佳观光果园”、双新

观光采摘园荣获“北京市农业观光示范

园”，四季青镇多年连续荣获“北京市发

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先进乡镇”等称号。品

牌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四季青农业文

化旅游IP、提升了市场影响力。

四是农业标准化建设不断深入。近年

来，海淀区全面贯彻实施标准化战略，广

泛开展标准化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了标

准化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促进、

产业升级、产业融合方面的作用。“一河

十园”国家级观光休闲农业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建设深入开展，围绕物联网应用和产

业融合，四季青农业实现培育、选种、栽

培、灌溉、病虫害防治、施肥、田间管理动

态实施等全生产流程的数据化、智能化、

自动化管控。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全自

动的智能设备设施、高效的全流程生产场

景、科技化的操作方式等创造了以现代化

农业为核心资源的旅游吸引物。标准化建

设工作在促进科技应用、成果转化、效益

提升、差异发展、特色展示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通过标准化建设工作使四季

青地区形成了突出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文

化、亮点农业项目等，为休闲农业发展与

农旅融合提供了独具魅力的核心吸引物。

五是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

四季青镇紧邻中国农业科学院，通过与农

业科研院所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科研成果转化、智能设备运用、良种栽

培试验、农业项目支持、农业知识普及、

相关人员培训等方面获得了有力支持。依

托科研院所的技术和智力支持，四季青大

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慧农业转

型升级。科技农业育种、栽培到田间管理

等各个环节不仅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操作

流程，还有科研车间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

践，这些科技应用场景和农业实践场景为

首都居民感受、体验、了解、学习现代农业

提供了条件和场所，同时也形成了四季青

地区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的核心吸引力。

四、发展困境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首都建

设进入减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四

季青为代表的京郊农业发展也进入了新旧

动能转换时期。绿色生态可持续农业尚处

于培育发展阶段，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居高

不下等问题仍十分严峻；休闲农业多集中

在采摘、观光、购物、特色农产品销售、

科普教育等方面，业态融合和业态创新不

足，在产业链延伸、潜在资源优势挖掘上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在如何提升

农业附加值、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和农业高

科技的应用价值、发展文化创意农业、开

发旅游精品线路等具体领域，四季青休闲

农业发展都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园区协同发展能力不强

目前四季青地区的都市农业发展初具

规模，产业集聚效应较为明显，在市场开



137

《城市观察》2019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9

发和消费市场拓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园区之间的经营管理

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合作联动共赢式的发

展格局，造成聚集规模大，但产业力量分

散、实力薄弱、产品相对单一、特色不鲜

明、与旅游资源的整合融合程度不高，未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农业的生活功能未

能充分彰显，在满足游客体验乡土生活和

农业生活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园区间的资

源整合。

（二）土地资源短缺限制发展空间

土地资源短缺主要表现为农用地不

断受到蚕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体量

狭小。四季青镇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土

地面积相对有限，导致农业及相关产业的

开发空间受限，发展规模农业的先天条件

不足。笔者通过遥感图像监督分类方法，

发现四季青镇自20世纪90年代后建成区面

积快速增加、耕地面积急剧下降，进入21

世纪后，这一态势虽有所缓和，但耕地保

护、防止城市空间蔓延仍面临很大压力。

此外，由于土地资源被大量低效使用，休

闲农业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没有合法的开

发与建设空间，导致旅游服务设施严重不

足，制约了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游客满意度

的提高。

（三）信息化建设管理运营滞后

四季青“一河十园”虽建有官方网

站，但是除了一些基本介绍和特色产业基

地信息之外，没有产品介绍、网上订购功

能、在线预体验等模块，没有发挥电子商

务应该具备的功能。在移动互联网飞速

发展和移动终端快速普及的当下，共享

经济、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产业对接市场、

对接客源的重要渠道，现有网站建设尚未

覆盖产业发展状况、休闲旅游产品、产品

特色、产品功能等信息，也未具备网上预

订、在线支付和线上预体验等综合性的

消费体验功能，不符合智慧旅游的发展趋

势，不利于市场培育和消费人群的扩大。

（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主要表现为灌溉和节水设施建设滞

后。水源和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农

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近年来，由于城镇

化快速推进和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四季

青生活生产用水总量居高不下，水资源的

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北京总体的降水量较

少，连续降水持续低于历史水平，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一方面，引水沟渠设施不尽

完善，无法高效引流地表水，另一方面，

地下节水滴灌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有

限的地下水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浪费。随

着区域农业的发展、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

旅游融合业态的升级，水资源短缺问题已

经成为制约四季青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

目前针对农业基础服务设施的相关专门规

划仍然缺位，不利于四季青地区都市农业

的长远发展。

（五）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居高不下

整体而言，京郊农业仍然处于化学

农业发展阶段。当前，亟须按照新发展理

念，走绿色生态有机农业的发展道路。都

市生态农业类型是一种技术要求高、投

入要素多、标准要求高的高质量农业模

式，目前在海淀整体农业发展格局中比例

较低，影响力较弱。加之多年来发展导向

一直以扩大供给规模为主，更强调高效生

产、大规模产出，因此化学农业在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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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化学农业不仅

使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土质下降，还严重

威胁农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对已经造成

的环境、土壤污染进行治理，将会极大增

加生态农业的发展成本。从市场角度来

说，由于高端优质生态农产品的价格相对

普通农产品价格不具备显著优势，导致农

民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影响

生态农业推广的效率和范围。

五、对策建议

推进京郊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实现资源整合

利用；明晰产业融合发展方向，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推进产品供给的差异化与特色

化；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效转变农业要素投入的结构，加快推进农

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营造良好生

态环境和文化氛围，充分发挥都市农业的

多功能属性。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七个方

面着手推进。

( 一 ) 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实现资源整
合利用

建立统一完善的适合都市农业发展的

机制体制，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

度和政策环境。在现有四季青地区农业产

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探索推进土地制度

改革。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落实集体农用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分置”。优化集体资产管理布

局，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提升路径。进一

步完善海淀区、四季青镇两级农资委的职

能和运行机制，探索集体资产行政监管体

制机制改革。以股份合作制改造模式为手

段推进集体农业产业产权制度改革，规范

不同主体间的股权管理、收益分配等内部

治理机制。

（二）通过多主体协同提升休闲农业
产业化程度

通过机械化、良种化、专业化、规模

化于一体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四季青镇

农业全产业链条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同

时，在都市农业产业化生产过程中，还应

该进一步完善利益调节机制，通过资金、

政策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如四季青镇双

新观光采摘园、御林观光采摘园、玉皇观

光采摘园、玫瑰谷等特色企业园区，发挥

龙头企业在经营管理、市场运作、营销推

广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带动当地

居民就业，引导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产业

发展当中，使企业、基地、农户之间形成

“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利益共同体，保

护农民利益，形成多方支持和参与产业发

展的局面。

（三）坚持生态发展打造生态农业
旅游目的地

树立生态发展的基本理念，发挥科技

农业的支撑作用，提高生态农业开发运营

水平，将四季青打造成北京西郊集生态观

光和休闲农业于一体的都市型生态农业

旅游目的地。四季青镇地处华北平原的北

部边缘地区，西部地貌主要为山地，约占

总面积的15%，有昆玉河、永定河两条河

流穿过，整个区域依山傍水，风景绮丽，

气候宜人，有着“京西明珠”的美誉，具

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要注

重依托四季青镇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禀

赋，探索可持续的、科学合理的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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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降低农业生产的资源消耗，加强节

水农业发展路径的持续探索；加强环境

保护，在旅游产品和项目的打造、生产和

消费过程中，树立绿色环保的运营管理理

念，制定环保生态发展的实施细则，做到

保护和开发并重。通过制定相关条例和扶

持政策，保障生态农业、节水农业、集约

发展的科技研发，强化科研成果的转化和

推广，并设立生态专项资金予以扶持。

（四）加强区域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
理，实现整体开发、差异化发展

将四季青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置身于

海淀区、北京市的区域发展格局之下，充

分利用区域特色优势实现联动发展、差异

化发展。海淀区位于古都北京的西北郊，

古为燕蓟之地，金、元、明、清四朝古都

之边隅，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着丰富

的民族、民俗、考古、历史、特色文化等

资源，素有“神皋佳丽”和“都下宝地”

的美誉。四季青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要深

入挖掘海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圆明

园、颐和园等古典精品建筑文化、大运河

文化、香山皇家园林文化等，注重整体梳

理，结合休闲旅游进行融入与糅合，发展

创意农业、文化农业，丰富都市农业的文

化内涵，增加趣味性和文化厚度，延长游

客的农业休闲消费时间，扩展产品的体验

深度。突出特色则是形成优势发展和差异

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北京西郊休闲农

业产品竞争十分激烈，消费者已从此前的

产品认知消费转变为了现在的品牌认知消

费，其本质在于更加重视休闲农业产品的

品质和差异性，因此，四季青需加强“一

河十园”品牌的营销推广和部分龙头企业

的品牌包装，打造一批优质知名的农事体

验、农事采摘、生态观光、经典农产品特

色休闲体验项目，带动整体农业发展。

（五）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都市
休闲农业中的支撑作用

充分依托周边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北京农科院等

科研和人才优势，将大数据、互联网、云

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引入四季青农业

产业园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当中。运用传感

器和物联网技术，通过移动端或者PC端对

农业生产进行全方位监控，使现代农业更

具有“智慧”。智慧农业可以实现高效生

产和高效管理的目的，通过布设于温室、

园林、农田等区域的大量传感节点，实时

地收集湿度、温度、光照、气体浓度以及

土壤水分等信息并汇总到总控制系统。农

业生产人员可通过监测数据对环境进行分

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投放农业生产资料，

并根据需要调动各种执行设备，进行调

温、调光、换气等动作，实现对农业生长

环境的智能控制。通过智慧农业解决农产

品安全问题，利用无线射频和移动互联技

术，建设农产品溯源系统，通过对农产品

的高效可靠识别和对生产、加工环境的监

测，实现农产品追踪、清查功能，有效进

行全程质量监控，确保农产品安全。智慧

农业和科技农业能够有效丰富四季青地区

休闲农业的内涵，衍生出科普教育、绿色

食品、环保生态等新功能，不仅提高了农

产品品质，还能够提升休闲体验效果，进

一步丰富休闲农业的赢利点。

（六）深化拓展农业休闲产业园的旅
游功能

“一河十园”是四季青镇都市农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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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的核心功能区。要充分利用其集土

地、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聚集

的优势，拓展特色农事活动、田园风光、

农耕文化、乡村民俗等方面的体验功能，

融合海淀特有的皇家文化、名人文化、兵

屯文化、传统手工艺文化等，进一步促进

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推动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业态融合程度。要因地制宜联合品

牌景区找准定位、搞好设计、深挖内涵、

注重推广、加强管理，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和文化内涵的区域品牌。精心筹划和举办

各类农事节庆、节会活动，扩大休闲农业

观光园区的认知度、知名度和影响力，注

重引领消费热点的形成，进而全面提升休

闲农业、体验农业发展水平。

（七）强化乡土文化创意的嫁接与融入

从科学、文学、历史、民俗、艺术等方

面加大乡土民俗文化的收集、征集和挖掘

力度，充分发挥都市休闲农业的文化功能，

通过创意的思维方式，让旅游消费者体验

到具有独特魅力的农耕文化，满足消费者

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开展四季青

镇农业乡土文化艺术园创建活动，按照传

承与创新的理念，就地取材挖掘田园文化、

浓缩民俗文化，促进乡土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探索新型农业产品创意园的旅游观光

发展模式。在“一河十园”等休闲农业集聚

区内建设乡土民俗文化体验区，丰富观光

体验项目类型，促进休闲元素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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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ong Xiaonanc; Zeng Xianjin

Abstract: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urban agriculture. With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ecoming more constrained 

and the consumption demand of urban residents more diversifi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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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aking 

Beijing’s Sijiqing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cor-

responding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urban agriculture; leisure agri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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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关具体实践却未能精准对接精细化

管理的本质要求。本文拟系统分析精细化

管理的理论内涵及其应用于城市管理的基

本要求，并结合实际归纳操作层面的实践

偏差，指出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应该遵循

的内在逻辑。

一、精细化管理:从企业生产到
城市运行

精细化管理最初应用于企业生产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差异与整合机制研究”（17CZZ032）

成果。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偏差与逻辑遵循
◎ 李 强

伴随着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城

市公共事务的外延不断扩大，传统的粗

放式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日益突

出的“城市病”问题。2015年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专门提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

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上海等地考

察时也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

样精细。在这种背景下，以精细化为核心

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正在成为越来越

多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重要政策导向，

摘  要：以精细化管理为核心理念推动城市良性运行已经成为国内许多城市特别

是超大城市的重要政策导向，但在实践中却产生了过于追求细节量化、过于强调规范标

准、过于依赖信息技术和过于强调微观治理单位的偏差。当前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必

须把握投入与产出的平衡，更客观科学地评估精细化管理的实际应用效果；必须优化过

程与结果的衔接，形成规律性认知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分领域精细化管理的长效机制；

必须理顺近期任务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在尽快补齐短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覆盖范围；必须把握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关系，形成共建共治格局以减少精细

化管理的实施成本。

关键词：精细化管理  实践偏差  逻辑遵循

【中图分类号】C93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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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泰勒的科学管理理

论，其精髓之处在于将工程技术领域精细

严密的理念和技术引入企业管理过程当中[1]。

面向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则是这一理念的再

嫁接，需要面对更加多样的资源要素和更

为复杂的运行环境，相应的实践应更多地

考虑系统性、延续性和全局性。

（一）企业生产中的精细化管理

企业生产是精细化管理的初始应用

单元，泰勒的“科学管理”和戴明的“为

质量而管理”分别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

产品质量两个层面为企业精细化管理奠定

了理论基础。这一理念真正的规模化实践

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企业，被称为

“精益生产”或是“丰田生产方式”，其

根本目标是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2]。

作为践行精细化管理的典型代表，丰田

汽车公司曾以“消灭一切浪费”为核心指

向，在生产过程中着力消除无用的动作、

避免无用的努力、拒绝无用的材料，最大

限度地管控企业生产运作流程以优化管理

绩效。因此，精细化管理最初是作为提高

生产效率最重要的手段而产生的，追求的

是以越来越少的投入，包括较少的人力、

较少的设备、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场地，

来获取越来越多的产出[3]。20世纪下半叶

日本企业的精益思想及其应用为企业精细

化管理做了先行探索，其后更多的实践则

推动精细化管理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

加多样的应用环境。当前，以生产效率为

核心、以产品质量为先导的精细化管理，

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内容：一

是严格细致的流程管控，以实时回溯的稳

定预期保障企业生产各个环节平稳运行；

二是严密紧凑的分工协作，以岗位职责的

精准履行保障不同工序之间有效衔接；三

是严谨完备的制度体系，以正式规则的稳

定输出保障企业长时间模式化运作；四是

严明规范的考核机制，以绩效指标的量化

管理激励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

（二）城市运行中的精细化管理

现代城市及其管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

巨系统[4]，地域扩张、资源聚集、人口流

动等城市化进程的附属产物大大拓展了城

市管理的“部件”和“事件”，精细化管

理被视为应对这一系列挑战的重要手段。

与企业内部相对单一的有限空间相比，城

市精细化管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运行环

境，需要更为细致而谨慎的设计。首先，

城市管理涉及领域众多，即使仅从相对狭

义的市政管理层面理解，也应该包括城市

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容景观、环卫保

洁、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因此，城

市精细化管理所指代的只能是宏观层面

的一级框架，需要在层次上做进一步的延

伸和细化，针对不同领域制订或完善相应

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与具体操作方案，这是

一项需要不断完善的系统性工程。其次，

城市运行过程中涉及的大量细节管理常常

具有跨界特征，单一“部件”或“事件”

的处置需要来自政府、市场乃至社会等不

同渠道力量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否则往

往会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乃至意外

后果，所以推行精细化管理必然需要连接

不同的治理主体。例如，对交通拥堵的整

治，可能涉及车辆管理、道路建设、城市

规划、科技创新等，单一力量无法实现最

优化治理。第三，作为城市管理“产出”

的产品或服务效果更多应由普通市民来评

判，这样获得的反馈信息更加直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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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不同群体之间出现较大分歧，这种

交互性及其效应增加了精细化管理的权变

因素，相关实践需要更加深入的准确研判

和更加漫长的调整周期。第四，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主导者是行政管理部门，而长期

形成的部门分割问题突出。在路径依赖的

背景下，精细化管理实践的落实需要耗费

更多的组织协调成本。 

（三）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基本要求

第一，以服务市民为宗旨。城市精细

化管理本质上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其本身

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回应市民需求和助

力城市发展的手段。无论是体制机制层面

的管理精准化，还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作业

精细化，最终都必须服务于城市居民日常

生活的直接或间接需求。当前推进精细化

管理不仅需要重视对“物”的管理，更要

注重对“人”的服务，其中不可或缺的就

是回应市民的急切反馈，渠道要顺畅、响

应要及时、执行要到位。第二，以提升效

率为中心。不论是在企业生产中还是在城

市运行中，提高管理效率始终是精细化管

理的中心目标。不同的是，由于城市各项

公共事务涉及的行业、部门越来越多，提

升效率需要频繁地跨界协作、联动实施，

综合性统筹机构的稳定设置就显得很有

必要。第三，以过程可控为抓手。现代城

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安全运行的隐患层出不

穷，坚守安全底线是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

前提，这有赖于城市管理各领域特别是诸

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敏感领域的过程

可控和细节可控，尤其要注重源头风险防

范和重点环节监控，确保环环紧扣并形成

系统的监管闭环。“过程可控”的意义不

仅在于防患于未然，同时也在于事中“救

火”的及时性——确保事态发展得到及

时有效的控制，遏制形势恶化使其不超出

可控范围，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带来的损

失。第四，以补齐硬件短板为要务。当前

我国城市建设整体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基础设施仍存在不少突出的短板，特

别集中于“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老旧

社区等薄弱区域，相关城市“部件”恰恰

是精细化管理的必要基础条件。 

二、当前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
偏差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包括超大城市

将精细化管理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缓解乃

至根治“城市病”的重要手段，纷纷推出

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或管理标准[5-6]。但是，

在制定标准或执行方案的过程中，未能完

全精准有效地对接精细化管理的本质要

求，在后续实践过程中有可能会影响预期

目标的达成。

（一）过于追求细节量化，增加基层
管理末梢的额外成本

专注于细节是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的首要原则，也是扭转传统的粗放笼统式

管理惯性的有效手段，关键细节的把握甚

至可以成为影响管理效能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过度追求细节的量化，可能陷入因

对细枝末节的无谓重视而掩盖深层次体

制机制问题的境地，最终演变为以治标替

代治本、延误管理漏洞填补时机的不良后

果，无益于城市运行效果的根本改善。更

重要的是，过度追求细节的量化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有时很难加以操作，即使勉强付

诸操作化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比如，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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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物理环境被越来越多城市视为重

要的形象展示窗口，环卫保洁因而受到高

度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很多时候体现在

对末端管理的不断强化，在城市保洁领域

即表现为对垃圾清扫的重视，经常以细节

量化的方式保证最终结果达到政策目标要

求。而在精细化管理理念中，末端管理更

多的是发挥兜底而非核心作用。2017年，

重庆市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精细化管理标

准，其中对道路清扫保洁制定了极为详尽

的量化标准，包括“主干道和次干道每平

方米废弃物残留量分别不超过3克和5克”

“背街小巷及开放式居民小区每一千平方

米果皮等垃圾不超过4片”“实行物业管

理的居民小区每一千平方米果皮等垃圾不

能超过2片”等诸多细化指标[7]。上述标准

尽管很精确细致，但是很难长期不折不扣

地执行，不但增加基层管理末梢的额外成

本，还有可能造成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导致舍本逐末的不良结果。又如，有些城

市将“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等

理想化要求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原则，本

质上也是一种对细节的量化。这些原则更

多是书面性的，在执行阶段需要考虑不同

区域、不同人群等差异性情况，盲目推行

“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反而可能导致忽略

对关键环节的针对性布置，不符合精细化

管理的根本原则。

（二）过于强调规范标准，放大理论
与实际脱节的潜在风险

标准化是规范城市管理尺度、提高城

市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相应标准体系的

建立和完善可成为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基本依据。当前，以标准体系建设来规范

引导城市管理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很多城

市在基础设施、市容环卫、园林绿化、房

屋管理、地下空间、交通运输、应急管理

等方面也都设定了各式各样的标准，但是

有些仍然粗放笼统，甚至暂时还不具备操

作化的条件， 标准的规范性及其实现效

果仍然存在不小的改善空间，梳理归纳既

有的分散化标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工

程，需要大量前期清理准备工作。有研究

主张制定更具“统领性”的标准体系，以

确立和强化城市管理规范化依据，更好地

把握城市发展方向，比如针对人口、产业、

产品和服务设定不同的标准体系，建立健

全人口服务管理标准、产业准入标准、产

品质量监管标准和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质量

监管标准，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消除城

市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提高食品安

全环保和健康等级、提升政府行政效率[8]。

现实来看，这种面向城市发展战略的“大

标准体系”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特别是考

虑到城市化发展进程仍在加速推进，各种

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对标准的时效性和

及时回应性要求很高，已经形成的标准体

系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实际管理需求，因

而需要更多周期性的修订完善才能不与现

实发展脱节。最为关键的是， 相较于正式

的法律法规，标准化体系的约束力相对不

足，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会显著影响执

行效果，甚至沦为一纸空文，最终只能依

靠行政力量推动，这又会无形中增加政府

的运行成本。因此，在标准建设方面必须

以真正付诸实践为核心目标，竭力避免理

论与实际脱节的风险。

（三）过于依赖信息技术，忽视人的
因素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作用

城市精细化管理所需要的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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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操作、准预测、高投入等严苛条件，可

能会影响现实中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际

效果[9]。而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

理效率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工具支撑，正在

如火如荼开展的“智慧城市”建设某种意

义上就是信息技术应用于精细化管理的

重要体现。目前，城市管理开始越来越多

地应用新兴技术以提升智能化水平、节省

人力成本支出，数据挖掘、实时监控、快

速响应、模拟预测等技术已经或正在成为

实施精细化管理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因素已经处于次要

地位，恰恰相反，在信息技术快速普及的

情况下，人的因素更为关键。首先，技术

分析无法完全替代人的最终决策权，只是

提供了多角度、程式化的参考依据，这一

过程中人的思考加工和综合决策会变得

更加重要。其次，技术应用依赖于良好外

部环境的支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为力量去主动构建。

最后，技术手段不能替代管理机制建设，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试图以技术

工具主导或取代管理机制的设计和运行，

可能导致新的“形式主义”产生。比如，

在当前“互联网+”战略背景下，政务类

新媒体大量涌现，实现了民生事项在线办

理、政务服务讯息快捷获取等功能，但是

同时存在建而不管、用而不精的普遍问

题，在基层甚至已经出现所谓“指尖上的

形式主义”——手机政务App太多，每天

打卡“留痕”，工作脱离实际，基层工作

人员疲于应对[10]。这提醒我们，实现信息

技术的效用最大化，必须始终保持人力因

素介入应用全过程，而不能过于迷信“技

术解放人力”这一可能产生适得其反效果

的流行论调。

（四）过于强调微观治理单元，延长
无效行政管理层级和链条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过程大量集

中于基层一线，随着各类资源不断下沉，

公共服务和管理走向更加精准细致获得了

有力的物质保障。在资源下沉的同时责任

也随之下沉，强化管理责任的主要形式之

一就是属地管理条件下不断缩小的治理单

元。当前，城市管理越来越依赖于不断增

多的类行政化的多层级微观治理单元，比

如，在推行网格化管理的背景下，城市基

层社区普遍以居委会为核心建立起“社区

—片区—居民小组—楼栋”的组织网络体

系，并且实行类行政的人员配置，设置了

诸如指导员、片长、居民小组长、楼道长

等分工明确的岗位，同时采取了科层化的

“岗位责任制”考核管理办法[11]。微观治

理单元的构建意味着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不断缩小，有助于整合功能、关注细节，

更及时地回应需求，因而成为一种组织惯

性并被委以重任，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并

不意味着无限缩小行政治理单元，最终结

果可能只是延长了行政化层级，在层层任

务下压的同时却没有真正落实责任，导致

基层应付了事，还给上级部门推脱职责创

造了条件。实际上，划分微观单元只是精

细化管理的第一步，如何能让“部件”和

“事件”在微观行政单元里得到有效解决

才是最终目标，这就需要更好地促进微观

单元和上级部门的联系，以更好地连接上

级资源和组织力量。如果这一过程因需要

经过更多的环节导致效率变低，那么微观

单元的划分就失去了本来的价值，成为无

效的行政化链条，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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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逻辑
遵循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既要注重宏观层面的体制建设，也

要把握中观层面的机制设计，还要关注微

观层面的细节实操，关键在于顺应城市发

展规律，把握和遵循精细化管理运作的内

在逻辑，着力推动城市整体管理水平的提

高。

（一）把握投入与产出的平衡

推进精细化管理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和公共服务品质的同时，也因其细致、精

准、严格等高要求而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尽管新

一代信息技术可以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而

节约部分成本，但是必要的物质保障是否

到位仍然是影响精细化管理效果的首要因

素。比如，很多城市的“部件”信息采集

还不全面，包括土地现状、建筑物信息、

地理信息、人口信息等，距离“数据覆盖

全、数据采集准、数据精度高、数据更新

快”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这些数

据经常处于变动过程中，必须持续跟踪才

能准确把握，而这些都是精细化管理赖以

实施的重要依据，完成此类信息采集工作

必须依靠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持续的成本投

入。如同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前要进

行成本收益分析，考虑相应行为在经济价

值上的预期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

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一样，实施城市

精细化管理也要重点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

的平衡，特别是在产出方面要更全面、更

系统、更客观地评估实际应用效果，包括

市民满意度反馈，以确保在节约成本投入

的情况下取得尽可能多的回报，保证管理

绩效的针对性和持续性，进而形成良性运

转机制，避免精细化管理走向“形式化”

“机械化”而造成资源浪费。

（二）优化过程与结果的衔接

精细化管理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

优化公共服务品质作为重要目标之一，

“结果呈现”是最能直观体现管理绩效的

方式。比如，环境卫生保洁、流动摊贩整

治、违章建筑拆除等，都是城市管理中最

能体现外在效果的重点领域，也因为便于

量化测算而成为当前各管理主体特别是

行政机构最为倚重的考核指标。结果导向

固然很重要，但过多聚焦现象的最终呈现

可能会走向偏颇，这也是导致过度追求细

节量化的实践偏差产生的重要因素。更为

重要的是，“唯结果论”会分散对事物发

展“过程”和“本质”应有的关注力度，

影响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和资源配置的科

学性，甚至阻碍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的形

成。长远地看，精细化管理绩效的实现最

根本的还是有赖于内在管理体制和机制

的建立、运作和优化，只有由表及里地挖

掘深层次的因素，不断完善管理过程并形

成相应的实操方案，才能真正水到渠成、

事半功倍地实现预期的外在管理效果。所

以，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过

程和结果的关系，由对结果的重视向更好

地把握管理过程和内在规律延伸，最终实

现二者的统一。

（三）理顺优先发展与长远目标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城市管理尽管涉及领域

众多，但是始终存在需要重点关注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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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领域。有研究主张，建立“关键问

题管理模式”，突出解决城市管理重点问

题。选择区域城市发展的关键区域、关键

问题作为区域城市管理资源配置、管理重

心的依据[12]。推进精细化管理也可以借鉴

这一理念，确立优先发展和均衡发展的辩

证关系，把握好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次

序关系。在针对不同领域制定或完善相应

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与具体操作方案之前，

需要以“底线思维”和“木桶定律”审视

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科学考察相关管理

领域的急难险重程度，集中力量向短板环

节率先推行精细化管理，加大配置资源力

度。比如，从安全稳定的角度看，涉及应

急管理的领域如抗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应

该率先形成完善的精细化管理思路；从人

口发展角度看，外来人口聚集区、流动性

大的区域应该予以重点关注；从地理区位

角度看，城乡接合部、城中村、老旧社区

应该下大力气加以改善。在此基础上，应

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覆

盖范围，而先行制订和落实精细化管理方

案并取得积极治理效果的实践领域则会对

后续推广具有良好参考价值和示范带动作

用。 

（四）把握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关系

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主导者是各

级行政部门，但是精细化管理涉及大量微

观事务，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必然造成极大

的行政成本支出，且未必能达到预期的良

好效果。如同新时代社会治理必须营造共

建共治共享格局一样，精细化管理同样也

要推动参与主体多元化，既要强化市民、

社区、企业的主体责任，也要发挥行业协

会、商会、公益机构等专业性社会组织的

作用，还要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健全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13]。需要注意的

是，实施精细化管理需要打造的是“一主

多元”的管理格局，即“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

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14]，而不是缺少核心

的“主体多元化”。因此，必须准确把握

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共治关系，在强化

政府行政管理责任的同时，进一步通过各

种方式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精细化管理

的积极性，包括加大力度出台各类激励措

施，营造参与的文化氛围，活用各类非正

式制度如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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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e Deviation of Urban Delicacy Management
Li Qiang

Abstract: The mode of delicacy management has been used more and more in urban de-

velopment operations, especially in megacities. However, deviation has been caused in practice, 

including excessive attention to detail quantification, code standa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icro-governance units. To promote urban delicacy management, long-term mechanism must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must be evaluated, which helps to make 

balance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Moreov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build a pattern of joint contribution, common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can cut management costs.

Keywords: delicacy management; practical deviation; theore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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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推进创新社会

服务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北京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工作，以网

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为抓手，以深

化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为主线，

以法治建设、分类管理、信用体系建设为

重点，以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系、社

会组织培育扶持体系、社会组织综合监

管体系、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为目

标，在承接政府职能、提供公益服务、扩大

公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调解矛盾纠纷、

城市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困境与出路
——以北京为研究个案

◎ 王 颖

社会组织作为公众自愿组合而成的共

同体，在参与社区公共政策决策、推进基

层民主自治建设和满足社区服务需求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务院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来看，其核心

内容就是实现三个转变，即中央向地方转

变、政府向市场转变、政府向社会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

诺思的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从产权、国家、

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论述了人类历史上制度

变迁的原因、动力和规律，指出组织是制

度变迁的代理实体。因此，社会组织是政

府向社会转移职能的最主要的承接者，大

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对于完善城市治理

摘  要：在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

景下，社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以及促进城市治

理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近年来，北京城市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取得良好成效，但结构

不平衡、专业人才缺乏、公信力不足、资源获取能力低下等诸多困境仍然制约着社会组

织的发展。因此，可通过规范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提升社会组

织依法自治能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等途径促进北京城市社会组织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组织  城市治理  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9.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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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自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地方立法和优惠政策陆续出台

针对自身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北京

制定了一些社会组织的地方性法规。如北

京市配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和《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实施出台

了中国内地省市首个地方性《慈善信托管

理办法》和《北京市社会建设要点》。按

《建设要点》要求，北京市在已有的“一

刻钟社区服务圈”基础上将再建设100个

社区规范化示范点、150个老旧小区自我

服务管理试点，并对试点社区给予政策、

资金、税收、土地申请、政府采购等多方

面支持。新建智慧社区532个，支持建立

便捷高效的生活服务智能配送体系，促进

社会服务管理数据一次采集、资源多方

共享、问题联动解决。同时，向全市社会

组织购买500个服务项目，内容涵盖了社

会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

务、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建设决策咨询服

务共5大类30个方向，促使更多的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事务，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二）社会公益活动品牌渐具雏形

根据北京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

数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有3万多家各级各

类社会组织、138家专业社工机构、6.28万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413.7万实名注册志

愿者、6.1万个志愿服务组织，来自社会、服

务社会、共建共享，已成为重要的公益力

量，在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影

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品牌，如“北京社会

公益行”系列活动。其中，北京社会志愿者

公益行系列活动自2015年首次启动以来，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48项、49418场，

动员志愿者61万余人次，服务群众208万余

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北京社会组

织公益行系列活动已连续开展6年，累计开

展了6000余项、5万多场次活动，服务群众

超过500万人次，培育了一批社会反响好、

叫得响的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优秀品牌。北

京社工公益行系列活动发挥专业社会工作

人才优势，带动志愿者和广大社会力量，

开展公益服务，累计购买1095个专业社会

工作岗位、90个专业社工社区服务督导项

目，提升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品质。

（三）“枢纽型”社会组织网络基本
成型

北京是我国最早推行“枢纽型”社

会组织的城市。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

织体系以人民团体为骨干，以大型联合组

织为重要载体，以行业和专业社团为重要

组成部分，以具有特定服务功能的社团为

重要支撑。按照“政社分开、管办分离”

要求，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在横向层

面上，采取授权、改组、新建等方式，把

业务主管职能从行政部门分离，使社会

组织反映专业作用和服务特色，实现自

我发展，并加强同类别、同领域社会组织

的指导和联系。在纵向层面上，推进市、

区县、街道乡镇建立三级“枢纽型”社会

组织，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枢纽

型”社会组织网络工作体系。北京市级已

成立51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区县建立

211家区县“枢纽型”社会组织，街道建

立403家街道“枢纽型”社会组织，联系

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由原来的4700多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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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万多家，覆盖率由15％扩大到89％，

基本实现了社会组织全覆盖。

（四）公益发展平台和“助力计划”
成效显著

北京在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建立

了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中心，通过统一的数

据中心、调度平台、服务渠道和多个业务

系统，实现了民生服务、城市管理、应急

处理、绩效考核等功能。北京还在市、区

县设立创新发展园，以“提供公益发展平

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为宗旨，以“政

府购买服务、民间力量运作、专业团队管

理、政府公众监督、社会民众受益”为运

营模式，打造社会组织集聚基地和培育

摇篮。同时，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

心还开启了“助力计划”，整合政府、社

会、市场的资源共同携手参与支持初创期

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从引荐

注册—政策指导—空间支持—专业培训—

专家督导—资源链接等全方面支持与服

务，并通过与区县、街道乡镇两级的社会

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的联动，实现不同层级

服务中心、服务管理机构和部门之间网络

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扶持。

二、北京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

随着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和基层民

主意识的增强，以传统行政手段为主导的

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

治理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培育发

展社会组织，成为创新城市治理的有效途

径。当前，北京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成效

明显，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北

京城市社会组织根据其内在要求和实施目

标，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亟须明确

北京城市社会组织覆盖范围广泛，涵

盖商业服务、科研、教育、社会服务、文

化、体育、卫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但社

会组织发展普遍存在供需信息不对称，专

业、技术和资金短缺缺乏解决途径，资源

获取能力低下等问题。北京相关职能部门

对于社会组织的审批和治理工作比较到

位，但各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尚未完全形成，

支撑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土地、评估、奖

励、处罚等政策还不完善、不配套。在社会

组织建设中，对于公众宣传发动和教育培

训工作也重视不够，社会公众只能被动地

接受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

其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得到充

分发挥和体现。此外，一些民间自发组织主

要依靠有限的会员费和有偿服务收入维持

经营，获得社会资金的渠道狭窄，政府对自

发组织的扶持力度不够，也影响了民间发

展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结构亟须平衡

北京城市社会组织数量逐年增加，结

构不均衡的状况也日益凸显，存在覆盖面

不广、代表性不强的问题。在新兴产业，尤

其是在支柱产业方面，很多行业还没有建

立行业协会。而且，从社会组织的类型上

看，强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偏多，弱势群体、

困难群体的社会组织偏少；服务于工商

企业的社会组织偏多，而服务于普通民众

的公益性、慈善性、志愿性的社会组织偏

少，这都直接影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

转移和持续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北京发

展社会组织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组织自身



153

《城市观察》2019年第2期
Urban Insight, No. 2, 2019

做大做强，而是更有效地服务社会民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组织发展工作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然而，目前北京社会

组织的成员多是人户一致的常住户，驻地

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流动人口参与少；社会

组织的活动对象大多为离退休人员，中青

年自愿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较低，这也让

很多社会组织的公民认同度相对较低，难

以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主动参与。

（三）社会组织的建设能力亟须增强

北京城市社会组织的数量与世界发达

国家尤其是国际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北京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3.9个，而世界发

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一般超过50

个。在政府采购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建设方

面，北京的实际运行也远远不够。国际上

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规模平均占

GDP比重的10%。北京市从2010年设立专项

资金，连续几年向2732个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项目，累计投入4.2亿元，但也仅占北京

GDP的3.4%。此外，从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

来看，北京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也较低，社会组织整合配置资源的能力相

对较弱，筹集资源的渠道单一，缺乏社会资

源的调动能力。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中，

董事会、监事会和秘书处的职能不明确, 选

举、人事和财务等制度不完善, 缺乏内部约

束手段和效力，信息披露不及时, 运转不透

明、不公开的现象都是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四）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亟须补充

当下社会组织正面临从政府主导向

民间主导、从少数精英的个人行为向广大

公众参与的重大转型，这就要求社会组织

尽快实现机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北京的

多数社会组织由于其公益性、慈善性以及

运作资金的筹募性质限制，普遍难以给人

才提供有竞争性与吸引力的薪酬与福利，

甚至不被认为是一个职业，大部分社会组

织只能依靠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开展

运作，管理人员中普遍存在着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兼职多、专职少等问题。接受

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很少，特别是具有社会

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等知识背景的

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这导致社会组织

在项目策划、资金筹措、项目运作等方面

难以开展有效的管理工作，社会服务的非

专业性或业余性突出，从而影响了社会组

织的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发挥。此外，

社会组织带头人中有一部分是由行政机关

成员兼任，长期的行政依附机制和依赖惯

性，使其自主治理的能力较弱，对公众多

元化的诉求也缺乏了解。

三、北京社会组织发展的出路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

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

组织明确责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

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

向，也给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

因此，北京要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

度，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加大资金、项目

投入，联合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

构建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等措

施来推进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规范社会组织
管理体制

社 会 组 织 的 培 育 是 一 项 长 期 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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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周密可行的战

略规划作指导。北京应以贯彻《北京市

“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在社会治

理方面的主要目标任务为行动纲领，结合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提高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通过制订社会组

织发展、社会组织自律和社会组织监管等

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完善政府投入、扶

持与监督机制；通过搭建全市统一的社会

组织管理服务平台，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有效整合；通过推行社区、社会组

织、社工人才“三社联动”的基层社会管

理创新模式，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基

层支撑和人才支持。在每个区县、街道乡

镇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或服务中心），

负责社会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管理；在每

个社区建立若干个基本型社会组织和特

色型社会组织，形成区县统一管理、分类

指导、协调发展，各社区类别齐全、各具

特色、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同

时，要对社会组织给予人力和物力支持，

鼓励区县、街道乡镇以免租金或共同使用

的形式为社会组织的组建、运行提供基本

条件，引导资源向社会组织提供，降低其

运行成本。要对社会组织给予资金和政策

支持。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

通过奖励、补贴或委托管理的方式，鼓励

社会组织结合公众的实际需求，开展个性

化服务项目，激发社会组织的创造性和积

极性。

（二）加强培育扶持，拓展社会组织
发展空间

社会组织发展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

为公众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通过建立

孵化器、派驻专业人员指导、提供办公场

所、培训社会组织骨干、配置专项培育资

金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一批

新兴能源、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社会组织，引导一批公众欢迎、受众较

广、具有示范作用的品牌项目，并通过项目

化方式调动社会组织成员的参与积极性。

在需求项目实施过程中，由政府进行过程

控制，坚持谁受益谁评价，把监督重心从

事前变为事后，保障项目各项目标落到实

处。并对示范项目评比表彰，对承接项目

的优秀社会组织给予正向激励。此外，社

会组织的发展还需要充分发挥政策导向的

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通过社

工、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社工、精神慰

藉、法律援助、助学助困等公益性服务。

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不断探索为民服务

的新机制、新领域。以求助电话、社区服务

网站和短信为载体，构建一个覆盖全市、

辐射城乡社区的信息服务平台，24小时全

天候提供生活类、资讯类、事务类、电子

商务类等多项服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社会服务求助网络。同时，建立服务

成效回访评估机制，定期回访项目执行情

况，了解公众需求，保持项目创新性和长

效性，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三）注重规范建设，提升社会组织
依法自治能力 

社会组织的有效治理必须依托于内部

治理结构的规范化与运行机制的科学化。

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社会组织的机构、

人事等一定要与政府主管部门严格分离，

要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选举、会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财务管理以及分支

机构等治理结构，逐步推行决策、执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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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分离的运行机制，实行阳光运作、规

范管理，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在运行

机制方面，社会组织要建立重大活动报告

和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政府、社区及公

众公布项目进展情况、财务报告、服务满

意度反馈、评估结果等，通过信息公开主

动接受来自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质询与监

督，树立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政府也要制

定社会组织动态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政

府监管机制。评价体系应从社会组织的基

本建设、内部规范、业绩考量等三方面制

定评估指标，评估结果作为评选表彰优

秀社会组织的重要依据，也作为选择社会

组织为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参考。对

于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资金匮乏问题，一

是可以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参加中央、市、

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微）创投项

目，提升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扩展资金

来源；二是可以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建立

“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公益站”相互配

合，互为支撑，支持社区公益项目及活动

的开展，支持服务类、公益类、互助类社

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四）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社会组织
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支持

和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来，统筹整合各种资源，加强社工、义工

和志愿者队伍的专业服务和特色建设，建

立健全培训机制、服务机制和激励机制，

让人才能服务北京。要通过市场运作的

方式设立专业社工岗位和社工服务督导

项目，发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优势，带动

志愿者和广大公众力量，开展公益服务，

提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品质，也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发展搭建平台，为公众提供更

加丰富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时，

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要提升社会

组织的正规化和专业化，一是要对社会开

展自治活动和公益项目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保障，吸引人才加入；二是要建立社会组

织人才库，遴选持证专业社工；三是在社

会公益项目及活动的开展中能及时发现

一批具有带头人潜质的成员，形成社会组

织人才梯队的雏形，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和

水平；四是加大典型培养，树立起不同类

别社会组织的先进典型，通过加强媒体宣

传、交流先进经验等，发挥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当然，从发展的眼光看，社会组织

的成长除了引入市场机制和政府的资金

政策保障，更主要应当是要靠公众的积极

参与。因此，需要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程度，鼓

励公众积极加入到社工、义工和志愿者的

队伍中来。需要对社会组织成员开展多层

次的培训和指导工作，提升成员自我发展

能力和专业水平，增强社会组织队伍凝聚

力，发挥他们在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

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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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rban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Way Out: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Wang Y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abil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enjoy a unique advantag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providing public ser-

vices, promoting grass-roots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promoting urban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Beijing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s, lack of professionals, lack of credibility, limited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other difficulties still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e construc-

tion of urba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Beijing should be promoted by regula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and upgrad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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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深圳作为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超过

1000万的超大城市①，其所面临的人居矛

盾问题尤为突出。对此，为了让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

城市在调控房价的同时，也纷纷出台政策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而要让住房政策“精准发力”，实施

“一城一策”，需要了解各城市不同住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城市外来人口住房不平等研究：多维测度、互动机

制与融合路径”（17YJC790113）成果。

超大城市外来人口住房模式选择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实证研究

◎ 潘 静

一、引言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集聚了

大量外来人口。迫于高房价、高落户门槛

等限制，以农业转移人口和异地就业大学

生为主体的城市外来人口大多“蜗居”于

大城市，住在集体宿舍、租赁房等条件较

差的地方，面临买房难、安居难等问题。

而相对于一般大城市来说，北京、上海、

摘  要：针对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安居难的问题，分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四个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运用多类别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在超大城市中，受户籍

等制度约束，外地户口和农业户口家庭倾向于租赁房这种住房模式；第二，人力资本对

提升家庭住房模式起显著作用，教育程度较高者有着较高的多套或单套住房自有率；第

三，在相同的家庭特征下，北京、深圳比广州有着更低的住房自有率，而上海与广州在

住房模式选择上没有显著的地区差异。

关键词：超大城市  外来人口  住房模式  租购选择

【中图分类号】F293.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9.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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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群体的需求特征，探究外来人口住房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拟

分析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对购房、租房等住

房模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外来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涵盖住

房状况（石智雷、薛文玲，2014）[1]、住

房保障（吴宾、徐萌，2018）[2]、居住区

位（刘涛、曹广忠，2015）[3]等方面。其

中，针对由住房权属、租购模式、住房质

量、社区环境等所反映的住房状况，现有

文献普遍发现移民住房呈现产权边缘化、

住房质量差、空间集聚封闭等特征[4]；经

济能力较差的农业户口、新生代、流入村

委会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租住私房（刘厚

莲，2016）[5]。究其原因，主要有家庭特

征、制度约束、地区特征三类因素影响外

来人口的住房状况。在家庭特征因素方

面，冯长春等（2017）[6]实证研究发现流

动人口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非

农收入、家庭成员教育程度、年龄、迁移

年限等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约束

方面，何兴强、费怀玉（2018）[7]研究发

现，受户籍等制度约束，外地居民倾向于

选择租赁的住房模式。Tao et al.（2015）[8]

则认为户口对农民工住房选择只是起到间

接作用，而家乡汇款、返乡计划和定居意

愿才对其住房选择有显著影响。在地区特

征因素方面，杨巧、杨扬长（2018）[9]实证

发现以流入城市房价水平为表现的地区特

征会影响流动人口租房和购房选择，大、

中、小城市房价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呈现

正U型关系。

纵观现有的文献，研究对象主要涉及

省区或一般城市的住房问题，而较少聚焦

于超大城市的分析；其对住房状况的影响

因素分析主要侧重家庭特征、制度约束、

地区特征的某个方面，而较少对这三个方

面因素进行全面考察。作为拓展，本文聚

焦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超大

城市，建立住房模式选择的多类别Logit模

型，使用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

态调查”（CLDS）数据，综合考虑并实证

分析家庭特征、制度约束、地区特征因素

对超大城市外来人口住房模式的影响。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

力动态调查”（CLDS）。该调查由中山

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实施。本文使

用2014年、2016年CLDS中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四个超大城市的城镇地区家庭

样本所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剔除追访

重复观察的样本，得有效样本数为1515，

其中，2014年、2016年的样本数分别为

873、642，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样

本数依次为407、416、488、204。

（二）实证模型

本文建立多类别Logit模型实证分析超

大城市住房模式的影响因素。多类别Logit

模型是针对因变量为类别变量情形下所建

立的计量统计模型，其假设因变量的累积

概率密度函数符合Logistic分布，通过估计

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比，得出因变量

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实证模型的

因变量“住房模式类型”是类别变量，划

分为四种类型，取值分别为1、2、3、4。

在住房模式选择的多类别Logit模型中，

“住房模式类型”（house）取值为j时的

条件概率如（1）式所示。其中，hous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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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xi是自变量向量，βk是参数向量，

i是个体下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可得

各参数估计量。

（1）

（三）变量说明

本实证模型的因变量“住房模式类

型”划分为拥有多套自有住房（=1）、拥

有单套自有住房（=2）、租赁房（=3）、

借住等其他类型（=4）。其中，借住等其

他类型包括和单位共有产权房、单位或

政府免费提供、父母或子女提供、其他亲

友借住等。在全部家庭样本中，有7.5%的

受访家庭拥有多套自有住房，45.3%拥有

单套自有住房，35.2%住在租赁房，12.0%

属于借住等其他类型。而在外地家庭样

本中，多达67.0%住在租赁房，只有3.1%

拥有多套自有住房，14.7%拥有单套自有

住房。在各超大城市样本中，各类住房模

式比例如图1所示。在这四个城市中，深

圳的租住比例最高，为64.2%，其次是广

州，为41.2%；上海的单套住房自有率最

高，为61.1%，其次是北京，为52.1%；上

海和广州的多套住房自有率相当，各约为

10%；而深圳的多套和单套住房自有率在

四个城市中是最低的。

本实证模型的自变量包括外地户口、

农业户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同住人数、

户主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

主婚姻状况、地区变量、时间变量。变量

说明和描述统计见表1。本文所界定的城

市外来人口指从外县区迁入本县城镇地

区居住而户口仍在外县区的人口。“外地

户口”变量用于界定是否外地家庭，“农

业户口”变量反映家庭户口性质。在全部

家庭样本中，户主是外地户口的家庭占

34.5%，户主是农业户口的家庭占23.2%；

在外地户口家庭中，户主持农业户口的家

庭占62.6%。

在全部家庭样本中，家庭人均年收入

均值为49247元；平均每家庭同住人数为

2.8人；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年；户

主平均年龄为53岁；女性户主占30.9%；

户主已婚的占79.6%。与全部家庭样本相

比，在外地家庭样本中，家庭人均年收入

均值较低，为45303元；平均每家庭同住

人数相当，也为2.8人；户主平均教育程度

略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户主较

年轻，平均年龄为43岁；女性户主较少，

仅占17.1%；户主已婚的居多，占82.2%。

另外，“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是居住地区的虚拟变量。“时间变

量”用于控制混合截面数据的时间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住房模式选择的多类别Logit模型以

“单套自有住房”（住房模式类型=2）为

参照组，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估计

结果如表2所示。在多类别Logit模型中，

图1  北上广深四城市的住房模式类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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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表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某

个自变量的变化对风险比（即第j类住房

模式概率与单套自有住房模式概率之比）

的影响效应。表3进一步得出自变量的变

化对各类住房模式概率影响的边际效应。

（一）户籍因素的影响

在表3中，“外地户口”变量对单套

自有住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值，对租赁

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值，这反映出与本

地户口家庭相比，户主是外地户口的家庭

以较低概率拥有单套自有住房，而以较高

概率住在租赁房。即使具有相同的家庭收

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特征等，外地户

口家庭拥有单套自有住房的概率也比本地

户口家庭低18.6%。而是否外地户口家庭

对于是否拥有多套自有住房或借住等其他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全样本均值
全样本
标准差

外地家庭
样本均值

住房模式类型
多套自有住房=1，单套自有住房=2，租

赁房=3，借住等其他类型=4
2.517 0.800 2.944

外地户口
户主户口地址在本县区以外=1，在本县

区以内=0
0.345 0.475 1

农业户口
户主是农业户口=1，非农户口/居民户

口=0
0.232 0.422 0.626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同住人数 49247 82836 45303

同住人数 家庭同住人数 2.823 1.446 2.844

户主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11.20 4.023 10.85

户主年龄 调查年-出生年 53.23 16.99 42.90

户主性别 女性=1，男性=0 0.309 0.462 0.171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否则=0 0.795 0.404 0.822

北京 居住地在北京=1，否则=0 0.269 0.443 0.153

上海 居住地在上海=1，否则=0 0.275 0.446 0.154

广州 居住地在广州=1，否则=0 0.322 0.467 0.336

深圳 居住地在深圳=1，否则=0 0.135 0.341 0.357

时间变量 2016年样本=1，2014年样本=0 0.424 0.494 0.450

类型住房的影响不显著。

“农业户口”变量对多套自有住房、

单套自有住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值，对

租赁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值，这反映与

非农或居民户口家庭相比，户主是农业户

口的家庭以较低概率拥有多套或单套自有

住房，而以较高概率住在租赁房。在其他

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农业户口家庭拥有多

套自有住房、单套自有住房的概率分别比

非农或居民户口家庭低10.2%、13.8%，而

其住在租赁房的概率比非农或居民户口家

庭高24.4%。

这说明在超大城市中，外地户口和农

业户口家庭客观或主观地倾向于选择租赁

房这种住房模式，外来人口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这四个超大城市购房、居住仍

面临不同程度的政策壁垒。在超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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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房、申请经济适用房等主要倾向

于本地户籍居民，或者要求有本地社保缴

表2  住房模式选择的多类别Logit模型估计结果（以“单套自有住房”为参照组）

多套自有住房 租赁房 借住等其他类型

外地户口 0.2808 (0.330) 1.4773*** (0.199) 0.7901*** (0.273)

农业户口 -1.1666 (0.806) 1.6818*** (0.296) 0.6632* (0.396)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0.0014 (0.069) -0.0847** (0.043) -0.0797 (0.0487)

同住人数 0.2462*** (0.081) -0.0344 (0.060) -0.1816** (0.080)

户主教育程度 0.1234*** (0.037) -0.0756*** (0.023) -0.0676** (0.028)

户主年龄 -0.0009 (0.008) -0.0368*** (0.006) -0.0259*** (0.007)

户主性别 0.0152 (0.246) 0.1598 (0.170) 0.2230 (0.212)

户主婚姻状况 -0.0712 (0.344) -0.7113*** (0.198) -0.5592** (0.244)

北京 -1.1823*** (0.335) 0.4204** (0.204) 0.9781*** (0.278)

上海 -0.3325 (0.262) -0.2791 (0.208) 0.1863 (0.294)

深圳 0.0696 (0.714) 0.7862** (0.367) 2.1514*** (0.434)

时间变量 0.8551*** (0.225) 0.0641 (0.157) 0.1441 (0.198)

常数项 -4.0359*** (1.128) 3.0445*** (0.699) 1.5321* (0.846)

观测值 1427

似然比 726.8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不带括号数值是估计系数，带括号数值
是标准误差。

费年限等限制，本地户籍居民在申请住房

贷款、使用公积金等住房金融工具时也比

表3  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多套自有住房 单套自有住房 租赁房 借住等其他类型

外地户口 -0.0058 -0.1860*** 0.1863*** 0.0082

农业户口 -0.1019** -0.1381** 0.2441*** -0.0041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0.0018 0.0114 -0.0095* -0.0038

同住人数 0.0170*** 0.0008 -0.0011 -0.0167**

户主教育程度 0.0093*** 0.0048 -0.0104*** -0.0037

户主年龄 0.0006 0.0046*** -0.0045*** -0.0008

户主性别 -0.0027 -0.0255 0.0145 0.0137

户主婚姻状况 0.0092 0.0947*** -0.0830*** -0.0209

北京 -0.0862*** -0.0323 0.0393 0.0792***

上海 -0.0179 0.0323 -0.0455 0.0311

深圳 -0.0194 -0.1718*** 0.0262 0.1650***

时间变量 0.0521*** -0.0488** -0.0090 0.0057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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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居民更有优势，而外来人口往往没有

本地户口，本地社保缴费年限较少，经济实

力又较弱，面对超大城市高房价的压力，

外来人口在超大城市购房自然困难重重，

只能退而选择租赁房这种住房模式。

（二）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

在表3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变量对租赁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值，这

反映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越低者住在租赁

房的概率越高。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于选

择多套自有住房还是单套自有住房的影响

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在

四个超大城市中，由于商品房限购等调控

政策的实施以及高房价的压力，即使收入

较高的家庭也难以购买二套房，一般只是

购买单套住房，以满足家庭住房的刚性需

求。“同住人数”变量对多套自有住房的

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值，对借住等其他类型

住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值，这反映家庭

同住人数越多，则改善性住房需求较大，

购买二套及以上住房的概率也就较高。而

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则不便采用借住亲友

或单位住房等其他住房形式。

表3显示“户主教育程度”变量对多

套自有住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值，对租

赁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值，这反映教育

程度越高者拥有多套自有住房的概率越

高，而教育程度越低者住在租赁房的概率

越高。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受

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拥有多套自有住

房的概率、住在租赁房的概率分别上升、

下降约1%。表2中户主教育程度的估计系

数显示，以单套自有住房为参照，教育程

度越高者的住房模式概率从高到低依次

为多套自有住房、单套自有住房、租赁房

或借住等其他类型，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倾

向于选择较高的住房模式。相对于其他城

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劳动者教

育程度普遍较高，加上近年来，各大城市

纷纷出台住房补助等福利政策招揽高学历

高技能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就职于

超大城市的高教育程度者在拥有多套自有

住房方面具有优势。

户主年龄及婚姻状况反映家庭生命周

期对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表3显示“户

主年龄”变量对单套自有住房的边际效应

显著为正值，对租赁房的边际效应显著为

负值，这反映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其拥

有单套自有住房的概率随之提高，而越年

轻者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在其他条

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已婚、已经组建新

家庭者拥有单套自有住房的概率较高，而

未婚者住在租赁房的概率较高。另外，性

别对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可

见，不同于以往家庭中以男性购房为主的

特点，现在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特别是

超大城市中女性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

较高，女性的购房能力并不低于男性，这

就导致在超大城市中住房的租购选择没有

显著的性别差异。

（三）地区因素的影响

表2中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

示，以单套自有住房为参照，在家庭特征

相同的情况下，北京和深圳地区的居民住

在租赁房、借住等其他类型的概率显著高

于拥有单套自有住房的概率；在北京拥有

多套自有住房更为困难，在北京拥有多套

自有住房的概率显著低于单套自有住房的

概率。表3中地区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显

示，以广州地区为参照，在家庭特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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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在北京拥有多套自有住房的概

率显著比广州低8.6%；在深圳拥有单套自

有住房的概率显著比广州低17.2%；在北

京、深圳借住等其他类型的概率显著高于

广州；而上海与广州在住房模式选择上没

有显著的地区差异。

可以推断，住房模式与这四个超大城

市的房价有较大关系，2013—2017年这四

个超大城市的平均房价从高到低依次为

深圳35230元/平方米、北京23931元/平方

米、上海20541元/平方米、广州15936元

/平方米，②在房价越高的城市，其居民购

房压力越大，则会倾向于租赁房、借住等

较低的住房模式。在这四个超大城市中，

广州的房价较其他超大城市低，广州的住

房模式相对较高，其次是上海，而北京和

深圳的住房模式较低。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这四个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模式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超大城

市中，外地户口和农业户口家庭倾向于租

赁房这种较低的住房模式，外来人口比本

地居民有着更低的住房自有率，外来人口

在超大城市居住仍面临户籍等制度障碍。

第二，个人人力资本对提升超大城市家庭

住房模式起显著作用，教育程度越高者倾

向于较高的住房模式，表现为有着更高的

多套或单套住房自有率，更低概率租房或

借住等。较高收入能降低住在租赁房的概

率，但受超大城市高房价以及商品房限购

等政策的影响，较高收入对提升购房概率

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在相同的家庭特

征下，北京比广州有着更低的多套住房自

有率，深圳比广州有着更低的单套住房自

有率，而上海与广州在住房模式选择上没

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房价越高的城市，

居民则倾向于租赁房等较低的住房模式。

对此，要改善超大城市居民特别是

外来人口的住房状况，建议采用如下对

策：第一，超大城市在住房政策上要进一

步突破户籍等制度限制，让外地户口、农

业户口居民在购买商品房、申请保障性住

房、申请住房贷款、使用公积金等方面可

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一方面，要将

外来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并

合理布局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

保障性住房建设，适当放宽保障性住房的

申请条件，使之向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

倾斜；另一方面，针对超大城市较多外来

人口聚居于租赁房的状况，需进一步完善

“租购同权”政策，让租房者也能同等享

受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基于市

场机制，发挥个人人力资本改善其居住状

况的作用，破解有住房刚性需求者的购房

障碍，让较高教育程度的外来人口能依靠

自身禀赋突破户籍等制度藩篱，改善其住

房条件。第三，要减轻超大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的压力，从根本上需要增加超大城市

的土地供应，使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住宅用地指标与城市新增常住人口规模相

一致，使住房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通过调

控房价，减轻超大城市居民的住房成本负

担，使全体居民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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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

②据201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35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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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Model Selec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Pan Jing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in housing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using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Bei-

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CLDS) and the multi-category Logit model,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s that: firstly, restrict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e mega cities, non-local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end to rent houses, which is a low-end housing model. Secondly, human capital plays a sig-

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family’s housing model.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have a 

higher rate of housing ownership. Thirdly, with the same family conditions, Beijing and Shenzhen 

have a lower rate of housing ownership than Guangzhou, while Shanghai and Guangzhou have no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housing model selection.

Keywords: megacity; migrant population; housing mode; tenure or home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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