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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综合经济竞争力来看，
有以下四大发现。其一，与 2015 年
相比，武汉首次跻身第 10 位，无锡
跌出前 10 行列，台北超越广州跻身
第 4 位。十强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和港澳台地区，
中部地区开始有城市进入综合经济
竞争力十强，西部地区尚无城市进
入十强。其二，从综合经济竞争力
指数分布来看，东南地区和环渤海
地区的城市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三，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
争力进入调整期，总体水平出现微
幅下降。其四，从中国城市综合经
济竞争力的空间分布来看，东经
110 度经线以东和以西地区差异明
显：那些具有强竞争力优势的城市
皆位于该经线以东的东中部地区。

其次，观察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
争力分项竞争力状况可以得出以下
六个方面的结论。其一，从企业本体
来看，不同地区的企业本体指数的均
值从大往小依次是环渤海湾、中部、
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其二，从当
地要素来看，不同地区的当地要素指
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
海湾、东北、西南、中部以及西北地
区。其三，从当地需求看，不同地区
的当地需求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
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东北、西南、中

部和西北。其四，从软件环境看，不
同地区的软件环境指数的均值从大
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中部、东
北、西南、西北。其五，从硬件环境
看，不同地区的硬件环境指数的均值
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东北、西南、中
部、环渤海湾和西北。其六，从全球
联系看，不同地区的全球联系指数的
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
湾、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

再次，观察重要经济变量关系
和规律，可以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
发现。其一，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省
内城市的经济总量差异性在扩大。
其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 GDP
之差越大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也
相应较高。其三，城乡收入差距越
大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也相应较
低。其四，西北地区城市间人均
GDP 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地区城市
间 GDP 规模差异较大。其五，总体
上看人均 GDP 较高的城市，其单位
产出对空气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越小。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较发达
的城市进行产业升级和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同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
中西部城市和部分东部地区城市未
来 经 济 发 展 的 后 发 优 势 将 逐 渐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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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5年相比，武汉综合经济
竞争力首次跻身全国第10位。过
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
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
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其一，
作为中部地区对外交往的门户城
市，武汉市对外交往的区域中心地
位进一步巩固。目前总计有法国、
美国、韩国、英国四个国家在汉设立

总领馆，俄罗斯预计在武汉设立总
领馆。其二，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
国性铁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
心城市，武汉市的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地位日益突出和重要。其三，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
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促进了武汉
作为全国重要的创新城市的地位。

武汉首次跻身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

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报告显示

中 西 部 城 市 后 发
优 势 将 逐 渐 凸 显

一、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格局：
中小城市可持续程度较低

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可持续程
度较低。城市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城
市可持续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有将近
六成的城市低于全国均值，主要集中
在三四线中小城市。

二、城市视角下的知识竞争力：
科技资源高度集中在全国十强城市

全国知识城市整体水平薄弱，科
技投入产出高度聚集于几个大城市，
但半数以上城市都处在底端，成为中
国科技创新的沉重包袱。加大科技
成果的产出而且要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是目前全国
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普遍面临的首
要任务。

三、城市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和谐
包容：社会安全程度普遍较好

和谐城市竞争力全国较好，城市
之间发展相对均衡。和谐社会安定
团结，城市还需提高社会包容能力。
与国外城市相比我国的犯罪率非常
低，城市社会非常安定，人民的安全
得到保证。

四、城市视角下的中国生态环
境：全国城市整体水平欠佳

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整体水平欠
佳，城市间无明显分化。具体来看，
城市耗水耗电问题严重，城市生产生

活效率低下，现阶段尤其是强化城市
节约用水管理，节约和保护城市水资
源尤为重要。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
生产生活仍然比较粗放，投入产出效
率不高。

五、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城乡协同
一体：全国区域分化依然严峻

城乡二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凸
显，城乡一体仍然是城市发展的棘手
问题。我国不同规模、不同发展程
度、不同地域的城市普遍都面临着城
乡二元的严重问题。

六、城市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多元
一本：文化硬件薄弱软实力也不突出

全国城市文化硬件设施普遍落
后，缺少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以
及对现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平
台。我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城市的
历史文明程度普遍较高，但文化软实
力并不突出。

七、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对外全球
联系：对外投资和贸易优于对外人员
交流

全国城市对外联系整体水平薄
弱。我国城市对外人流和交通便利
度水平均值远远低于对外物流和对
外信息流。商旅人员对外交流层次
偏低，航空便利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
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对
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

具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
在2016年可持续竞争力中排名全国
第一，历史上，香港文化是东西方
两种文化的互相碰撞、渗透、交融
之地，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依旧
保持着经济自由、法律制度完备的
世界领先位置，从制度上保障了香
港的自由开放、融合中西、商业都
市型的多元混合体系。香港知识城

市竞争力排名第四，和谐城市排名
第十七位，生态城市和全域城市排
名第二，文化城市排名第八，信息
城市排名第一。从具体指标来看，
香港全部指标均比较靠前，但相比
内地城市而言香港的万人刑事案件
逮捕人数偏高。未来香港的发展在
现有基础之上需在改善社会和谐、
相融相通方面做出努力。

香港蝉联可持续竞争力排行榜首位

一、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提升
乏力，城市间分化进一步加剧

2016 年中国城市整体宜居竞
争力水平偏低，只有少数城市的宜
居竞争力水平较高。从区域格局情
况看，2016 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
在宜居竞争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
势，中西部地区只有个别城市在宜
居竞争力方面具有较好的水平，且
分布较为零散。

二、宜居水平按城市随人口规
模等级呈“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
现象

由于近些年在公共资源配置方
面较多资源往往较多向超大型城市
倾斜，因此造成人口规模居中的城
市在宜居水平方面竞争力不足，但
这一结果也预示着人口规模中等的
城市在未来宜居城市发展中将具有
较大的潜力可供挖掘。

三、应当合理利用城市间宜居
竞争力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

中国 289 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
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空间正
相关关系，表明在宜居竞争力水平
较高的城市周围，与之相距较近城
市的宜居竞争力水平也较高。这一
现象表明以城市群为单位实现城市
宜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很可能事半
功倍。

四、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
资源成为决定城市宜居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

2017 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有了最新调整，更为
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医疗、教育与安
全三方面环境的质量。这一变化也
反映出公共服务资源对于城市宜居
竞争力的决定作用更为突显。

五、不同行政等级城市间在教
育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
不均等性

通过计算不同行政等级城市
2016 年教育环境竞争力得分可以
发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竞争力的
教育环境分项指标得分呈现出按照
城市行政级别由高到低的阶梯状递
减分布规律。

六、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空气
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前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异，以教育医疗为代表
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存在一定程度
的不均等性，因此势必吸引更多的
人口向资源较丰富的城市聚集，这
种聚集一方面使城市经济社会活力
得到激发，使得更多的分工与跨领
域交叉得以实现，但另一方面也使
得以空气环境质量下降为代表的城
市病问题愈发突显。

无锡市为江苏省地级市，被誉
为“太湖明珠”，2016年在中国城市
宜居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二，较
2015年提高八位。2016年无锡市
人均生产总值超14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超9200亿元。除了拥有较好
的经济实力，无锡市还拥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
有多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5A级

旅游景区。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生态市、中
国人居环境奖等荣誉称号。同时，
根据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评价的分
项指标，无锡市在优质的教育环境、
健康的医疗环境以及活跃的经济环
境方面排名靠前，并在排水管道密
度方面排名第二，在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方面排名第十四。

无锡跃居宜居竞争力排行榜内地首位

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报告显示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是
城市宜居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报告显示

节 约 和 保 护 城 市
水 资 源 尤 为 重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