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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报告显示——

科技创新能力制约可持续能力提升
一、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三
个特征事实
1. 香港连续 3 年位列榜首
近 3 年来，香港可持续竞争力始
终保持在全国首位，反映出其经济的
发达和制度的完善。2018 年，香港
知识城市排名第六，和谐城市、生态
城市、文化城市、全域城市和信息城
市均排名第一，体现出其强大的综合
实力。
在 288 个样本城市中，
近 3 年的前
七名城市也一直保持不变。观察前二
十名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也可以
发现，
综合得分在 0.6 及以上的城市仅
有 13 个，
仅占样本城市总数的 4.51%，
说明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
指数仍聚集在低指数区间，提升空间
依然很大。
2. 我国可持续竞争力整体呈现
“东中一体、
南北分化”
的基本局面
在可持续竞争力较高的城市里，
中东部地区城市占据了大多数，说明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力整体较高。
同时，近年来与中部地区有逐渐融合
的趋势，整体上呈区域良性发展。
不过，北方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
水平相对较弱，南北分化局面基本形
成，且分化趋势逐渐严重。总体上
看，我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大致
呈正态分布，且主要集中在 0.2—0.4
低指数区间。对此，国家应采取积极
的措施调整这种固化状态，否则南北

分化现象将愈演愈烈，影响我国整体
的可持续发展。
3. 都市圈发展呈区域化集聚、多
中心协同发展格局
从都市圈视角来看，我国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在空间上呈现区域化集
聚、多中心协同发展态势。我国都市
圈可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 3
类。成熟型都市圈以长三角和珠三角
为代表，其均值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同时，发展较好的都市圈大多集聚于
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以长三角、珠
三角、厦门、青岛等都市圈为中心，
以各都市圈中心城市为辐射点，引领
其他城市及都市圈共同发展，呈现出
多中心协同发展格局。
二、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三个研
究发现
1. 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影响我国城
市可持续能力的提升
2018 年，我国城市科技创新均
值仅为 0.169，且变异系数大、低指
数城市众多。同时，还存在投入产出
效率低、区域间极化严重、科研人员
后备力量不足等问题。此外，我国科
技创新发展较好的城市普遍集聚在东
部，西部地区城市则发展水平低、进
程缓慢。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
我国大
力发展科技创新，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模式，
未来应注重
知识城市发展，
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2. 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具备
更强的可持续竞争力
一线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最
高，二线城市可持续竞争均值也超过
了 0.5，但三、四线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均值偏低，尤其是四线城市均值远远
低于全国 0.299 的均值水平。
相反，可持续竞争力变异系数却
是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跨越
式递增，说明中小城市内部差异也比
较大。相比大城市发展的充分性，中
小城市处在可持续竞争力的下游，需
投入更多的关注。
3. 中部地区有崛起迹象，西部地
区重点城市带动能力不强
区域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体现了区
域内城市间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均值
水平全国最低，变异系数却为全国最
高，说明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且重点城市并未很好地带动
周围城市发展，导致东西部发展差距
进一步增大。
三、提升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三个政策建议
1. 加强大城市创新引领，带动全
国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大城市要坚持创新引领，带动全
国城市发展。一方面，要从模仿和学
习转向创新和引领，提升对周边城市
的辐射和引领能力；
另一方面，
城市创
新引领也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产业
基础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形成以工业

创新带动城市发展创新的格局或以现
代服务业作为创新型城市的主攻
方向。
2. 西部地区要加强重点城市的带
动和辐射作用
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没有对
外合作的地理优势。但是，
随着
“一带
一路”建设不断发展，
西部地区也应借
此契机加强对外合作，在长江经济带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发挥自身优势和
潜力，形成我国面向中亚、南亚、东南
亚的辐射中心，打造西部开发与开放
的重要支撑。同时，西部的重点城市
也应发挥其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城市
共同发展，形成我国内陆开放型经济
高地。
3. 加强中小城市的社会管理、基
础设施建设
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治安状况基
本良好且在逐年完善，但中小城市的
治安状况仍需重视，交通拥堵问题日
益严重。对此，
应加强城市管理，
合理
调配资源，通过高科技手段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
此外，大城市持续发展往往伴随
着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向
中小城市转移，因此在推动中小城市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适度
减少“三高产业”
（高污染、高能耗、高
排放）的比重，加大力度治理污染、改
善生态，
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执笔：
王雨飞）

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报告显示——

区域间宜居竞争力差异总体缩小
一、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的三个
特征事实
1. 香港依然是最具宜居竞争力
城市
从2018年宜居城市竞争力指数排
名中不难发现，香港连续 3 年位居首
位，无锡、杭州、南通、广州、南
京、澳门、深圳、宁波和镇江分列第
二至第十名。同时，这些城市之间宜
居竞争力得分差距较小，得分均在0.6
分以上，城市的阶梯效应削弱。
2. 全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水平和差
异走出谷底
近几年，城市宜居竞争力平均
水平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在 2017
年 达 到 最 低 点 后 ， 2018 年 有 所 回
升。2018 年城市间宜居竞争力差异
较 2017 年 有 所 减 小 ， 但 较 2016 年
及以前仍然偏高。总体而言，宜居
竞争力整体水平和差异走出谷底，
空间分化态势有所收敛。
3. 都市圈宜居竞争力阶梯效应明
显，厦门、青岛都市圈跻身第一阵营
根据相关划分标准，长三角都市
连绵区的城市宜居竞争力水平以均值
0.613 的 综 合 发 展 质 量 位 于 全 国 首
位，与厦门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珠

三角都市连绵区共同组成宜居竞争力
均值第一水平类别组。
长沙都市圈等 7 个都市圈位列城
市宜居竞争力第二水平类别组，太原
都市圈等 5 个都市圈属于城市宜居竞
争力第三水平类别组，贵阳都市圈和
石家庄都市圈城市宜居竞争力水平较
低，居于第四类别组。
二、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的三个
研究发现
1. 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为代表
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环境影响作用
突出
差异贡献分解结果表明，活跃的
经济环境、优质的教育环境以及健康
的医疗环境是造成中国城市宜居竞争
力差异的前三位因素，说明以教育医
疗和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
和经济环境是造成城市宜居竞争力差
异的主要原因。
2. 区域间宜居竞争力差异总体缩
小，区域内差异总体扩大
中国 4 个区域之间的城市宜居
竞争差异逐渐弥合，区域内差异呈
扩大趋势。细分 7 个区域的区域间
城市宜居竞争力差距近两年略有扩
大。各区域内部差异呈现出分化发

展格局。
3. 都市圈内最宜居城市影响着都
市圈的宜居程度及均衡性
考察各都市圈内宜居竞争力最
高的中心城市与各都市圈城市的宜
居竞争力均值及其差异的关系，可
以发现，最高值城市的宜居竞争力
水平与都市圈均值之间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同时与都市圈宜居竞
争力变异系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
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都市圈中
最高值城市在宜居竞争力方面对圈
内其他城市发挥了较为明显的辐射
带动作用。
三、提升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的
3 项对策建议
1. 升级基本公共服务是弥补当前
城市宜居竞争力发展短板的关键
建立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是建设国际一流宜
居城市的重要前提。要及时弥补交通
拥堵、停车难、就医就学难、公共服
务差距大等城市公共服务短板，努力
提供高质量、均等化的城市基本公共
服务，增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构筑
具有吸引力的宜居环境，才能为打造
创新环境、培养集聚优质人才创造

基础。
2. 以发展都市圈为手段实现城市
整体宜居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都市圈可以定义为一小时经济圈
或当日经济圈，既是空间一体化的当
地化劳动力市场圈，也是生活居住
圈。作为经济圈、工作圈、生活居住
圈的叠加，都市圈可以成为兼顾职住
平衡的重要宜居载体。因此，应当充
分发挥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正向关联
作用，形成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城市间
良性互动，提升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
的整体水平。
3. 应着力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带
动都市圈提升宜居竞争力
设置多个在国家和区域拥有强大
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作为新的经
济增长极，能够有效缓解大城市的压
力，缩小地区差距，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因此，应当以国
家中心城市的发展作为宜居竞争力提
升重点，发挥其示范作用，带动都市
圈提升宜居竞争力，引领我国城市顺
利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行动倡议
和国家战略，建设世界级宜居都
市圈。
（执笔：李 博）

中国城市宜商竞争力报告显示——

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竞争力提升
一、中国城市宜商竞争力的四个
特征事实
1. 香港、北京、上海位列前三，
引领总体宜商竞争力
从 2018 年宜商城市竞争力可以
看出，香港、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位列前 5，第 6 名到第 20 名城
市的宜商竞争力水平较为接近，竞
争激烈。
2. 全国宜商竞争力集聚现象显著
全国 288 座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指
数总体偏低，分化较为严重，集聚现
象明显。具体将宜商竞争力按照 0.2
等分区间来看，有 63 座城市的宜商
竞争力低于 0.2，有 147 座城市的宜
商竞争力在 0.2 到 0.4 之间，占样本
城市的 51.04%，有 60 座城市的宜商
竞争力在 0.4 到 0.6 之间，仅有 18 座
城市宜商竞争力大于 0.6。
3. 层级越高、宜商竞争力越高、
分化越低

一线城市的宜商竞争力处于绝对
领先状态；二线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总
体处于中等偏上状态，且内部差异最
小，总体比较接近；三线城市和四线
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水平最低，分化也
相对较为严重。
4. 都 市 圈 内 部 “ 中 心 ”“ 双 子
星”城市引领都市圈宜商竞争力提升
18 个都市圈内部首位城市和次
位城市宜商竞争力的水平，总体来
看，宜商竞争力水平排名较高和排
名较低的都市圈内部“双子星”城
市宜商竞争力水平均较为接近；排
名居中都市圈中的首位城市和次位
城市的宜商竞争力差异较大，这表
明都市圈的发展模式是先“中心”
城市提升，随后“中心”城市引领
副中心城市提升，最后中心城市和
副中心城市引领总体都市圈的
提升。
二、中国城市宜商竞争力的四个

研究发现
1. 总体比较：对外联系竞争力是
影响宜商竞争力关键要素
从各分项竞争力数值和变异系数
角度来看，对外联系竞争力、当地要
素竞争力和当地需求竞争力是影响城
市宜商竞争力差异的关键指标，其中
对外联系竞争力对宜商竞争力的差异
贡献最大。
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区域和
环渤海湾区域的各分项竞争力均处
于较高水平，中部区域次之，西部
区域的各分项竞争力最低，南部区
域竞争力水平较高，北部区域竞争
力水平较低。
2. 城市各分项竞争力越协调，城
市宜商竞争力越高
城市协调性表示城市宜商竞争
力的要素、需求、环境、联系等各
个方面协调均衡发展。宜商竞争力
与城市协调性的相关性表明，两者

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各个分
项的协调性越强，城市的宜商竞争
力越高。
3. 软件环境竞争力与城市规模、
城市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倒 U 型关系
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软件环境
竞争力就越强；发展水平较高的城
市，其软件环境基本处于中等偏下水
平，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其软
件环境却处于较高等级，且分布也极
不均匀。
4. 研发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
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总 体 来 说 ， 城 市 的 R&D 投 入
越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当投入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较 低 ， 当 R&D 投
入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较大，从图形上看呈现出显
著的指数分布趋势。
（执笔：倪鹏飞 徐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