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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全球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世
界超过一半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
类集中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空
间载体，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源、经济增长
的引擎、文化发展的平台、权利决策的中心、
对外联系的节点。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
化日新月异背景下，城市日益变得重要。从
城市视角审视时空维度上的大国发展既抓住
了关键又意义重大。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
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阶段。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正在
出现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向，区域、城市间分
化、固化与强化动向复杂并存。

一、中国以东中一体和城市
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
更加明晰

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
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
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
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
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
济空间新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
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将出现群网络状城市体
系，聚合成“一网”，形成东中一体；东北和西
部作为成长区域，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

（简称“五带”）。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
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
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
长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
展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
轴，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
河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
展带，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
桥通道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
线。四是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
托湘黔铁路和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
区，联动贵阳、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
东中部发达的城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
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
带，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
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
琼海城市群。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
及 2015 年、2016 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的搜集整理，通过立体化、
动态式的系统考察发现：

从 城 市 层 面 GDP 空 间 分 布 及 变 化 来
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
新格局进一步凸现。主要表现在：第一，中
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 20% （57个城
市） 集聚全国近 3/5 的财富。第二，中部地
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
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
持续下滑。第三，“一网五带”的“巨手
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现。东
中部多中心城市群网中 106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创造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在近年来保持
在 63%以上。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
GDP 比 重 持 续 增 加 ， 2015 年 达 到 了
6.28%，有赶超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的
可能。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西南
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南线沿海城市发
展带在全国的 GDP 比重尽管相对较小，但
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从城市人口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人口
流动出现新动向：中部地区、部分高行政等级
城市人口流入增加。第一，城市人口增速在
区域空间和城市行政级别层面上出现分化。
第二，人口流向发生部分逆转，中部地区常住
人口规模开始增加。第三，长三角等东部地
区成熟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显现，中西部城市
群单核集聚进一步强化。

从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来看，人口流向的
部分逆转正在悄然改变着城市群及全国经济

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多中心化愈加
明显，而且对经济空间的支撑作用不断增
强。一是由成熟型、成长型和潜在型城市群
构成的中国城市群体系在首位度和规模—位
序关系上表现出的多中心化在逐步显现，位
序较低的城市群也在不断发展。二是城市群
与非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分化明显，珠三角、
长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空间的主体支撑。三是绝大多数城市群
经济增速（均值）高于全国水平，城市群蕴藏
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

二、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
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动态需聚焦
经济增速与城镇化进程这两大方面。从全国
层面看，2010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速逐年趋
缓 ，由 2010 年 10.6% 下 调 至 2016 年 的
6.7%。在城镇化上，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保
持每年不低于 1 个百分点增速推进，2016 年
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35%，比 2015
年提升 1.25 个百分点。全国经济增速的下
调并没有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从城市层面看，在经济增速方面：第
一，城市经济增速的普遍性放缓直接导致了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第二，城市经济增
速“西高东低”和“南高北低”并存，南北
分化比较明显，部分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
第三，部分后发城市经济增速后来居上，像
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进入
快速集聚阶段。

在城镇化方面，第一，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明显
差 异 。 城 镇 化 水 平 超 过 80% 的 上 海 、 北
京、天津等城镇化率的增速明显较缓。而城
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率增速
相对较高，许多地区快于全国水平。第二，
城市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及分化正在叠加影
响城镇化的空间结构调整，一些城市群内重
点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近年来呈现加快之
势。第三，城市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导致城镇
化增速的减缓。先行地区和城市是中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的存量支撑主体，随着经济增速
下调，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量带动作用将有
所减弱。而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
快，城镇化水平较低且正加速推进，为中国
宏观经济下行和先行地区城镇化速度放慢形
成缓冲，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
稳步推进。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
于极化期

1979 至 2016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
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
背后是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
济增长的事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
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再工
业化”“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
重新抬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受到
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转型升
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目
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极化期，总体上
大多数城市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只有少数
城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城市之间在经济转
型升级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一）出口需求总体低迷，增速在波动中
分化

从城市视角来看，出口呈现总体上低迷
不振、空间上高度分化，时间上波动加剧的态
势。从总体来看，2015 年全国 257 个主要城
市 出 口 平 均 增 长 0.51% ，呈 现 低 迷 状 态 。
2016 年基本延续了上一年度的低迷态势，
188 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下降 0.09%。从时
间上看，同一城市出口增速波动很大。2016
年，有 79 个城市的出口增速出现 10%以上的
波动，变化最大的是湖南怀化市。从空间上
看，城市间出口增速分化极其严重。出口增
速最高的武威，其增速高达 266.67%，相反，
最低的丽江，其增速是-49.5%，两者相差
316%，可见城市间出口分化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现阶段出口需求的总体低迷
和分化趋势加剧了城市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
分化发展态势。

（二）消费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稳步提升，
部分城市表现尤为亮眼

从城市视角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消费都
在稳步增长，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表现尤
为亮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许多非省
会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
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
会，但就消费而言，省会城市仍是不折不扣的
中心。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 GDP 的比
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多高于其他城
市，其余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消费占 GDP 比重
也往往较高。

总体而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
益显现，但是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化较为

明显，这也为部分城市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大
多数城市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三）多数城市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房地产
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

从城市视角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
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依然是促进经
济稳定增长的推进剂，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
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低，转型升级较为成功。

从时间上看，对比 2014 年与 2010 年的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 285 个城市中，75 个
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反有 210
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上
升；就房地产投资占比而言，仅有 73 个城市
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应地，有 212 个城
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上升。

（四）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明显分化
近年来，少数城市在新兴产业和科技创

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但
绝大部分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依旧进展
缓慢，城市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
及内陆个别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对接国家推动
的“新经济”战略，新的科技浪潮以及高生产
效率的新经济正在崛起，而不发达地区城市
则明显落后于大趋势，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
的转型异常艰难。针对 2015 年新三板 514
家新经济概念挂牌公司的产业分布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
中于少数发达城市，排名前十位城市所拥有
的新经济概念公司数就占到 75%。第二，在
地域分布上，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沿
海地区。第三，除了东莞、厦门外，新经济概
念公司挂牌数位居前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
GDP 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说明发达城市正
在这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
角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其他地区明
显缺乏创新活力。在万人专利申请排名前二
十的城市中，仅有西安、成都属于内陆城市，
其他几乎都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以长三
角城市居多（9 个），其次是珠三角城市（6
个），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中
国创新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深圳，俨然已经
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

四、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
问题须予以关注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
城市病”现象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不断蔓延，日

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小城
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
上，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一）相对大城市，中小城市社会治安隐
患更大

从空间上看，犯罪率大小与城市规模呈
现负相关，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更不安全。
由于公众舆论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在中小
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许多小型公共安全事
件并不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从而让人产生某
种错觉，以为城市越大越不安全。但是，根据
对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犯罪率）这一数
据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安全呈负相
关，并非城市越大越不安全。

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变
得越来越不安全。对比2014年和2010年各城
市的犯罪率，犯罪率增长高于 5%的城市如怀
化、铜川、商洛、大庆等无一不是中小城市，而大
城市如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则呈现明
显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
市的犯罪率增长更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中小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从城市视角看，中小城市汽车拥有量增

长很快。根据对全国 285 个城市的统计分析
表明，2003 年到 2013 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
汽车拥有量平均增长 698%，大大超出一二
线大城市 472%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相较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
长，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发展则远滞后于大
城市。总体而言，中小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
远远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拥有量，而且与
大城市相比，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另外，中小
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小城市城市管理滞后，
无法提出完善的交通解决方案，因而中小城
市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三）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总体比大城
市更快

从城市视角来看，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
速并不比大城市低。从2005年到2013年，一二三
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分别平均上涨 31%、
1.96%、9.5%、15%，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而通常被
舆论忽略的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反而超过
了二三线城市，仅次于一线城市，这也进一步说明
相对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得更快。

（四）相较于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环境
污染更为严重

从城市视角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的PM2.5

年均值平均分别为 50.75、59.03、54.83、49.87
微克/立方米，二三线城市的空气环境污染程度
稍大于一四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
空气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并不能认为城市越大，
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线城市的
广州、深圳的 PM2.5 只有 38.8 微克/立方米和
29.9微克/立方米，远远低于许多中小城市。再
者，统计发现，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
规模大致呈现负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小城市
的环境污染可能比大城市更为严重。

（五）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和水平远
远落后于大城市

大城市所占有的医疗资源远多于中小城
市。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此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医疗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甚至存在日益扩大的趋
势。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
的医疗资源差距极大，并且中小城市之间的差
异也很大。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每百万人三
甲医院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 1.12、1.01、
0.62、0.4，一线城市接近于四线城市的三倍。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远高于中小城市。总
体来说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的分配还是极不均衡的。从城市视角来看，大
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并且中小
城市之间因所在区域的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差
异也非常大。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
造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中小城市所获得的
教育资源却少得可怜，又因为教育具有规模效
应，易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小城市的生存。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
告》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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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是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二是经济增速虽放缓，但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三是经济转型升级正

处于极化期；四是部分中小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问题须予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