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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 次报告》——

总报告摘要：
中国正处在迈向现代化关键期
执笔：
倪鹏飞 李 超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 次报告（总报告）》,从城市层面观察中国经济的时空变化及其未来走势，并有所发现：一是从城市社会发展
看，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城市风险有所增加；二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三是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四是从城乡关系看，
中国进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
五是从城市结构看，
中国处在城市形态的定型期。

当前，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发展
方位，提升前进信心，而且有助于认清面临的
问题，保持战略耐心，确定正确的发展方略。
从城市发展角度观察，每一阶段经济发
展和结构调整都会经历先在一点或数点聚
集，然后再向局部和全面扩展的过程。
从城市视角观察中国未来趋势，将支撑
有关中国迈向现代化“最后一段”的判断，同
时凸显发展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跨越陷阱
并争取
“最后的胜利”，一要深化改革，
改变动
力；二要推进一体化发展，促进扩散，从而迈
向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口的比重更是达到了 63%。东中部地区已经
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承载地，
“东中一体”趋
势初现端倪。
（二）南北分化加剧，影响区域转型扩散
进程
南北分化持续加剧。在中国区域经济由
聚集转向扩散的过程中，南方（东南和西南）
经济持续向好，
北方（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
持续放缓。区域格局从之前的东西分化逐步
转向南北分化。若大致以
“秦岭—淮河”一线
为界划分中国南北方，可以发现 2018 年中国
省区 GDP 增速总体上呈现
“南高北低”
态势。
（三）目标与对策：
以
“东中一体”
应对
“南
北分化”
区域全面繁荣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未
来区域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每一区域充分发挥
比较优势以确保稳健发展和持续转型，各区
域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确保共赢发展，
更
多的区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首先，实
施
“东中一体”战略。让东中部地区在相互分
享中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崛起和转型，也推动
东部进一步升级发展。其次，加快筑牢中国
高质量发展的长江防线，
进一步推进黄河、珠
江、淮河、汉江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间开
展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再次，通过多个经
济区一体化战略，
扩散中心城市的外溢效益，
带动边缘地区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繁荣地
区范围，
压缩衰退地区范围，
带动衰退区域板
块走出经济社会的发展低谷。

一、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
进入城镇化后期，城市风险有所
增加
城市化发展与风险如影随形，充满不确
定性。中国城镇化等阶段具有特殊性，
从
“职
住”视角看，中国城镇化将经历
“职城住乡”主
导的城镇化、
“职住异城”主导的城镇化、
“职
住同城”主导的城镇化等阶段。
（一）充分城市化的社会趋势已不可逆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已经经历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 年到 1995 年快速
增长的城镇化前期：人口城镇化率从 17.92%
上升到 30.48%，年均增长 0.64 个百分点；第
二阶段是 1996 年到 2010 年城镇化加速增长
的中前期：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30.48%
上升至 49.95%，年均增长 1.37 个百分点；第
三阶段是 2011 年以后，城镇化快速增长的中
后 期 ：2011 年 到 2018 年 ，城 镇 化 率 从
51.27%上升至近 59.58%，年均增长 1.19 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土地开发和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
未来 15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持续增长，
城镇化的速度将继续平稳下降，户籍人口城
镇化差距下降。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城镇化
比例将达到 70%以上。
（二）城镇化特殊性带来城市风险
在城镇化的前期和中期，城市风险相对
较少。随着城镇化进入后期，风险有所增
加。未来，一方面人口大规模进入城镇化需
要相应的就业机会，2019 年城镇新增劳动力
达 1500 万人。智能化将从结构和总量上影
响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将出现
就业岗位流失；
另一方面，人口以家庭式迁移
方式向城镇加速聚集，老龄化时代到来，对公
共支出提出巨大需求。
风险多发容易引起风险共振。特别是就
业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
（三）
“智能+产业”是化解风险的关键
2035 年中国应该基本建成智能化城市
社会。全国 10 亿居民即 70%以上人口都工
作和生活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城市里，人们通
过智能技术在城市里充分且轻松地就业、幸
福而美好地生活。
促进产业繁荣化解多发风险。首先，把
握城镇化的节奏和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城
镇化。其次，坚持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思路不

动摇。再次，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二、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
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
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
脚门外，重心在外”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跨入
高收入的门槛，
但多数城市距离门槛尚远。
（一）城市转型扩散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
径和希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收入增长和结构
升级。从城市和区域角度看，经济发展每次
升级都要经历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两个历史
阶段，即先是少数城市聚集全国要素实现率
先突破，多数城市因为资源流失导致发展缓
慢，进而先发城市因为成本上升逼迫自身升
级并导致要素扩散，从而带动国家整体升级
与转型。
中国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型扩散。一些
中心城市已经跨过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在收
入方面，2018 年剔除东营和鄂尔多斯两个资
源型城市，中国大约有 12 座城市人均 GDP
超过两万美元。除 4 座一线城市外，部分的
二线城市和东部部分三线城市也进入了高收
入行列。
在产业方面，虽然多数城市的产业升级
依旧步履蹒跚，但在一线城市深圳、上海、北
京的产业高端化背后，杭州、南京、武汉、成
都、合肥、长沙等二线城市通过与一线城市互
利合作或者开展产业和要素转移，也走上了
产业升级之路。

在要素方面，一线城市在实现创新要素
提 升 的 同 时 开 始 向 外 扩 散 。 分 析 2016 年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发现：深圳的国际专利
受理量高达 19647 件，占全国总量 42173 件
的 47%。四座一线城市 PCT 国际专利受理
量占全国的 70%，表明一线城市聚集全国绝
大多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
分析人才流动可以发现，2016 年四季度
到 2018 年第一季度，二线城市杭州、长沙、成
都、西安等城市人才净流入处在全国前列，
这
不仅是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抢人大战的结果，
也是一线城市人才转移的结果。人才流动新
趋势显示出要素扩散和转移趋势。
局部扩散将支撑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
从城市视角观察，
未来 15 年，
中国将通过中心
城市带动逐步实现局部到全面升级。在一线
城市完成全面转型升级后，
二线三线城市实现
转型升级，
从而使不少城市进入高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积累了中国转型的
坚实基础，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积累。40 年全
日制普通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接近 1 亿人且仍
以年均 700 万左右规模持续增长。
（二）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化和转
型扩散
高收入社会是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未来
经济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整体国民人均收入在
1.2 万美元的台阶上稳步提升，产业发展迈入
中高端。在城市层面，多数城市跨进了高收
入门槛，
转型从局部扩散转向全面扩散。
以市场化改革迎接高收入社会到来。高
质量增长和经济转型，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

来实现。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
即经济主体积极性再度迸发，资源配置的优
化和充分的效率提升。其次，关键制度改革
造就人才红利。再次，人才红利带动其他红
利。当人才红利获得释放时，因为人才使得
资金、劳动力可以回流，
资金、劳动力、土地可
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也可
以重新出现。

三、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
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正
处在
“南北分化”和
“东中收敛”博弈期。
（一）中部崛起显示出区域从集中聚集向
局部扩散的积极转变
基于要素和环境空间异质性的现实，区
域经济不可能完全同步。无论经济增长或结
构升级，每一阶段一般都将经历从中心到边
缘、从聚集到扩散的梯度发展过程。
东部中心向中部扩展。改革开放使中国
经济的空间格局两度重塑。1978 年到 2013
年间，曾经贫穷的东南沿海城市持续崛起成
为中心，曾经繁荣的东北及中西部龙头中心
不断衰退成为边缘。2013 年以来，由东部地
区及其近邻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北至京呼
线，东南临海，西抵东经 110 度经线附近山区
绵延带的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的
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伴随着中部地区
人口的持续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
比重开始回升，东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

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报告显示——

竞争力
“南强北弱”
格局进一步强化
一、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特征
事实
1. 二十强分布，深圳、
香港和上海蝉联前
三，
长三角、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占据十席
从二十强城市区域分布看，绝大多数位
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
区，且多处于都市圈内，其中长三角都市连绵
区、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分别占据二十强中的
6 席和 4 席。
2. 区域格局：
“ 南强北弱”逐步固化、
“东
中一体”
进一步凸显
从南北向看，2018 年城市经济竞争力
排名前十、前二十、前三十名的城市中，分别
有 9 个、18 个、25 个城市位于南方，北方城
市数量严重不足。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
北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平均下降了
6.2 位，南方城市则平均上升了 5.4 位。南北
分化加剧，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格局“南强
北弱”态势进一步固化。从东西向看，2018
年具有强竞争力优势的城市多位于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不断崛起，综合经济
竞争力排名整体缓慢提升，推动中国经济空
间的“东中一体”趋势进一步凸显。
3. 都市圈层面：经济竞争力呈现以中心

城市为引领的梯次分布格局，
且多中心、
单中
心特征差异明显
根据 2018 年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数平均
值的高低，全国发展较为完善的 18 个都市圈
可划分为四个梯队。其中，珠三角都市连绵
区位居第一梯队，整体经济竞争力强劲。长
三角都市连绵区、首都经济圈和厦门都市圈
位居第二梯队，
其余都市圈分别位列第三、第
四梯队。
二、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分项表
现
1. 综合增量竞争力：东部地区整体较高，
中西部中心城市间竞争激烈
2018 年东部地区城市综合增量竞争力
整体水平较高，且呈现由多个中心引领带动
的特征。同时，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综合
增量竞争力排名有升有降。
2. 综合效率竞争力：都市圈和中心城市
综合经济效率水平普遍较高
从城市综合效率竞争力指数看，香港和
深圳分别排在全国第一和第二，且明显领先
于其他城市。综合效率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密
集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
城市群，以及零散地分布在一些中西部地区

都市圈内。
3. 城市综合增量竞争力与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优化状况密切相关
2018 年，中国城市综合增量竞争力与第
三产业占比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相
较于那些产业结构较低的城市，这种正向相
关关系在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普遍较高的城
市更为突出。
三、城 市 经 济竞争力 的 三个主要 研究
发现
1. 省域层面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高水平
分化和低水平均衡并存
从 城 市 综 合 经济 竞争力 变异系数 看，
2018 年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整体水平较低的
省区内，城市间差距较小，在综合经济竞
争力整体水平较高的省区内，城市间差异
较大。对比 2017 年，2018 年城市综合经
济竞争力在部分省区呈高水平分化，部分
省区趋于平衡，个别省区呈现低水平均衡
特征。
2. 城市创新发展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
提升影响明显
2018 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与城
市 R&D 投入指数、专利申请数以及与衡量创

新驱动的知识城市指标间整体保持显著正相
关关系，
即城市的创新能力越强，
其综合经济
竞争力就越强。
3. 生态文明、文化繁荣和城乡一体对大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
2018 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与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指数等指数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
增大，这种相关关系更强，凸显了生态文明、
文化繁荣与城乡一体发展对于提升大城市
综合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
四、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未来发展格局
展望
当前及未来，中国城市应着力构建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相契合、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城市
经济新格局。重点通过中心城市、都市圈和
城市群间的有机互动、优势互补，形成以中
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城市群发展、都市圈城市
群带动区域发展，进而促成更加高效、协
调、充分发展的多中心集群网络化城市经济
竞争力新格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执笔：
丁如曦 刘 梅）

四、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进入
城乡一体的转折期
当前，中国的城乡矛盾跨越了极化的拐
点，但城乡一体还远未实现。未来 15 年，中
国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的转折势必发生。
（一）中国城乡关系正经历可喜的变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
城镇化过程，
也是从传统一元乡村社会，
到转
型的二元城乡社会，再到现代一元城市社会
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城乡收入从不均到均
衡、产业从排斥到融合、基础设施从分割到一
体、公共服务从差异到均等，
多种因素决定中
国城乡关系及其演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目前，城乡基本一体远未实现。城乡基
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落差巨大，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差距较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法律
规定和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城乡之间还存
在差别。
城乡一体化趋势将不可逆转。未来 15
年，
中国总体上将实现从城乡分割的城市社会
到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转变。在总体水平提
升的同时，
多数区域将跨过城乡一体的门槛。
中国的城乡矛盾跨越了极化拐点。在经
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后，
“十三五”时期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出现持续下降趋
势。农村建立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等制度，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均
衡方向发展。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