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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如何解答“1+1+1+1>4”这道题，凝聚起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合力，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需要实践探
索，更需要理论加持。

日前，记者就上述议题，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宁越敏。

如何解答“1+1+1+1>4”这道题
■ 本报记者 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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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崛起的世界城市带来哪些启示

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大城市带

解放周一：我们谈论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

很容易就上溯到明清时代的江南城镇群。从历
史角度来看，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
济文化发展，催生出了一批城市，并把它们紧
密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宁越敏：长三角是在河口地带形成的平原。它
和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最大的不同就是水网密
布。在这一区域，想要生存就要先治水。当年大禹
在治理了黄淮水患后， 即南下到长三角治水，最
后卒于绍兴。在治水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开始修
建运河以利水运。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北上争霸，

修建了邗沟连通长江和淮河。隋唐时期，以洛阳
为中心的大运河正式成形，其中，江南运河还
与从萧山到宁波的浙东运河相通。大大小小的
运河再加上自然水道，使得长三角地区形成了
比其他区域更便捷的水陆交通系统。

长三角是稻作文化区。 水稻经过改良后，产
量远远高于北方的粟，到宋代时已经可以一年两
作。元末明初，这一区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桑树
等经济作物，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的
江南不仅是全国经济的重心，而且形成了以“八
府一州”为代表的经济高度发达、发展较为均衡、

文化特色鲜明、互动十分密切的江南城镇群。

解放周一：1983年，您将法国地理学家戈德
曼的大都市带学说引入国内。戈德曼早在上世
纪 70年代就提出世界上有六大都市带， 其中
第六个就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这可否
视为国际城市学界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重点关
注、对其独特地位的高度肯定？

宁越敏：戈德曼当时提出，世界有六大都
市带，还有三个正在发展中的大都市带。这六
大都市带，第一个是美国东北部从波士顿到华
盛顿大都市带，简称“波士华大都市带”；第二
个是芝加哥到匹兹堡、包括克利夫兰等城市的
“五大湖大都市带”；第三个是日本东海岸从东
京到大阪的都市带， 称之为 “东海道大都市
带”，现在又进一步延伸到北九州；第四个是位
于欧洲西北部的跨国大都市带， 包含巴黎、布
鲁塞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科隆
等城市；第五个大都市带位于英格兰，从伦敦
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老工业区。

戈德曼把长三角列为第六大都市带，虽然
他同时也说自己对长三角并不熟悉，但反映了
他对长三角的关注，认为长三角具有和其他五
大都市带媲美的发展潜力。我当时认为，相比
于前五个大都市带都建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
上，当时的长三角还不具备世界级大都市带的
条件。因为，长三角虽然人口较多，但城市化水
平还很低。所以，我在介绍他的学说时，并没有
把长三角列入六大都市带，而是说，世界上有
五个比较成熟的大都市带，长三角沪宁杭地区
是城市密集地区，把它和另外三个大都市带归
为正在发展中的大都市带这个类型。另三个分
别是美国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都市带、意大利西
北部到法国南部沿海的都市带、巴西的圣保罗
到里约热内卢都市带。

“核心”带动“边缘”共同发展

解放周一：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城市群实
现了迅猛发展。如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更肩负起了重要的历
史使命。世界上谈“一体化”的区域不少。该如

何准确理解长三角的这个“一体化发展”？
宁越敏：显然，长三角的“一体化”不同于

欧盟的“一体化”，因为这是国家内部区域之间
的一体化。我个人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最重要
的内涵是区域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何谓“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来说，面临的
发展目标应包括三个层面：经济高效、社会和
谐和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三方面缺一不可。很
多人讲发展，偏重于产业转型、产业升级，这实
际上只是高质量发展的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应
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这三个方面的平衡。

解放周一：客观上来看，长三角区域各城
市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 在不平衡的基础上，

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宁越敏：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会导致

“核心”和“边缘”的出现。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范
围内，“核心” 是人均 GDP较高的 15个城市。

2017年，苏州人均 GDP最高，达 16万元，最低
的湖州人均 GDP也达到 8万元。但是 “边缘”

地区的人均 GDP大多低于 5万元， 有的甚至
不到 1万元。核心地区发展水平较高，掌握的
资源较多；边缘地区大多交通不便，若再缺乏
自然人文资源，仅仅依靠自身难以发展，农业
转移人口便会流入发达地区谋求生路。相对而
言，在区域经济联系当中，“边缘”更多地依赖
于“核心”，而“核心”较少依赖于“边缘”。

邓小平同志曾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 再带动所有人和所有地区的富裕。因
此，长三角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代表国家
参与世界竞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区
内核心地区带动边缘地区共同发展。 在此进程
中，核心城市需要作出表率，承担更多的责任。

解放周一：具体来说，“核心”如何带动“边缘”？
宁越敏：核心地区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带动

边缘地区的发展。比如欧盟为了促进经济落后
地区的发展， 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就制定区域
政策，并根据欧盟的扩容不断调整，旨在实现
“经济、社会和区域的凝聚力”。区域政策是欧
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其资金预算约占欧盟总
预算的 1/3。欧盟通过区域政策，缩小了国家之
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长三角现在也正在考
虑成立地区发展基金。另外，发达地区也可以
进行产业转移。但关键是产业转移不能一转了

之，不能把落后的生产工艺转移出去，而是要帮
助被转移地区建立起新的生产工艺、新的管理标
准，真正带动地区发展品质的提升。尤其是一些
可能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产业，发达地区在产
业转移时， 应该帮助被转移地区建立起一套科
学、规范的环境保护体系。这实际上也是发达地
区应该承担的责任。

让市场规律来决定产业布局

解放周一：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竞争不可避
免。有观点认为，一体化发展的参与者应一起讨论
产业布局，避免产业同构、资源浪费。您怎么看？

宁越敏：我认为谈产业同构，首先需要对产
业进行精准分类。如果产业分类粗放，仅仅停留
在界分制造业、服务业的层次，那每个城市岂不
都“同构”了？所以研究产业结构需要细化产业分
类，甚至到产品层面。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是一个大类产品，产品
类型多种多样。即便是小轿车这一个品类，还有
日系、德系、美系、国产之分，形成了一个个特色
各具的细分市场，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况
且，今天我们制造业的市场不仅仅在中国，而是
遍及世界各地。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如果面向全
球市场，即便是细分市场，产品仍然拥有十分广
阔、大有可为的前景。

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多城市在生产同一个产
品，尤其是轻纺产品。但要看到，这些轻纺产品是
大量出口的。不能说常熟搞服装了，嘉兴、海宁就
不能搞服装了。现实就是，常熟以羽绒服、衬衫为
主，而海宁以皮衣为主，嘉兴以羊毛衫为主。即便
是常熟和嘉兴都生产衬衫，还有面料、式样的不
同，产品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需求。

解放周一：其实不必担忧“产业同构”？
宁越敏：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

本身也很难规定企业生产什么、 不生产什么。企
业之间的竞争问题应由市场去解决。但是政府可
以提倡创新引领，通过创新促进中国制造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攀升。比如在快时尚服装方面，国外
有不少成功的品牌，而中国企业为他们代工。

解放周一：那么，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宁越敏：地方政府在经济互联、基础设施建
设、社会和环境治理的协调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
可做，最近一年来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应
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时， 政府就不要过多的干
预。比如当本地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不要去人
为设卡。应认识到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表现，不要对其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

我觉得政府可以着重于产业集群的培育。比
如，上海在大飞机制造方面先行一步。一架大飞
机的背后有赖于一系列的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企
业的配套，长三角各地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在集
成电路产业方面，各市也可以开展协作，例如上
海中芯国际在宁波、绍兴布局的投资项目，得到
了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配套，这有利于长三角集
成电路产业集群的发展。

把自己置身于更大的棋盘中

解放周一：过去人们常说，苏州、杭州风景优
美，是上海的“后花园”。但近年来，苏杭经济发展
迅速，各类指标名列前茅，大有赶超之势。甚至有
人称，将来上海会更加宜居，成为杭州的“后花
园”。真会“风水轮流转”吗？

宁越敏：“后花园”意味着生态环境好，是人
们向往的生活环境。上海为了打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在郊区建设了多个郊野公园。但是，上海的
“后花园”除了郊野公园，还包括迪士尼这样的国
际旅游度假区，这不只是为了满足上海本地人的
需要， 是面向整个国内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的。

如果中国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其他城市的后花园，

那就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了。

解放周一： 您曾先后研究过上海、 深圳、杭
州、苏州等几个城市。对于未来它们会如何“竞合
发展”，有何发现？

宁越敏：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具有自组
织性， 每个城市也会逐步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

总体上来说，在中国，上海和苏州的制造业规模
是最大的，差不多平起平坐。上海和苏州的工业
总产值都超过 3万亿元， 深圳略低于这个水平。

进一步看，上海的制造业门类比较齐全，而深圳
单项突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比重占到整个工业总
产值的 80%。苏州介于上海和深圳两者之间———

电子信息制造业比重高于上海，工业门类又比深
圳齐全， 有重化工等深圳没有的门类。 可见，上
海、苏州、深圳之间是有差异和分工的。

杭州制造业的规模比上海要小得多，但信息
服务业规模居第一位，略超过上海，而长三角其
他城市如南京、苏州等，信息服务业规模都要小
得多。但细分的话，上海信息服务业和杭州信息
服务业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软件和集成电路等
方面是上海的强项。 注册于上海的大型网站，如
携程、驴妈妈等，以生活服务类居多。而杭州的信
息服务业以阿里巴巴为核心，主要集中在电子商
务领域。由此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同
构而产生的恶性竞争，大家都发展得挺好，完全
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解放周一：诸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这样的
长三角城市，如何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宁越敏：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心态和眼光。城市
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也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省份
的盘子里，而应当有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将
自身放到整个长三角的格局中进行自我定位。只
有把自己置于更大的棋盘之中，三省一市共同努
力，才能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按照“长波理论”

依次崛起的世界城市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有 3年到 5年的短
周期，有 10年、25年的中周期，也有 50年、60

年的长周期。“长波” 指的是 50年-60年的长
周期。

1926年， 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
耶夫提出了长波理论。该理论认为，从 18世纪
末期以后， 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长周期。

第一个长周期从 1789年到 1849年，上升期为
25年，下降期 35年，共 60年。第二个长周期从
1849年到 1896年，上升期为 24年，下降期为
23年，共 47年。第三个长周期从 1896年起，上
升期为 24年，1920年以后进入下降期。康德拉
季耶夫认为，基础创新是导致长波的一个主要
原因。

关于世界城市的崛起，英国地理学家霍尔
曾在 1986年撰文， 首次把世界城市的形成与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结合起来，探讨了 19

世纪中叶第二次长波对伦敦等世界城市形成
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的新产业———钢铁工业
带动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由此形成汇集于国
家首都如柏林、巴黎、伦敦的铁路系统，从而使
得这些首都城市能够集聚原材料和劳动力发
展大规模的制造业， 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为
这些城市成为世界城市打下了基础。

如今，自 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
济已经历了四次长波，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
从英国向德国、美国，再向亚太地区转移，相应

形成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在此过程
中，由创新带动的每一次长波都会形成新的主
导产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形成和
转移———

第一次长波和第二次长波分别形成煤炭、

钢铁等主导产业，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
国家———英国； 第三次长波形成电气机械、汽
车、化学等主导产业，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
至德国、美国；第四次长波形成电子、航空航天
等主导产业，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至美国西
部和日本领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德国为何没有出现
伦敦、巴黎那样的世界城市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却没有形成
像伦敦、巴黎那样的世界城市。这与德国特定
的历史条件有关。

德国在 1806 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分
裂成一个个小邦国。1848年， 德国各地爆发革
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领导了内政、军事和外
交斗争，先后收回被丹麦占领的土地、击败奥
地利、建立北德意志邦联、发动普法战争，直到
1871年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并建立了德意志帝
国。由于德国的独特历史，造成了每个公国都
有自己的政治中心。所以，尽管今天的德国有
柏林这样的大城市， 但柏林的历史相较于有
2000年历史的巴黎、伦敦，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城市布局分散，德国的知识分子没有
在首都集中。比如，德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

一歌德住在魏玛；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居住在
一个小城市，且终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但在
法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云集巴黎。伏尔泰、

雨果、巴尔扎克等一流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都在巴黎活动并活跃，这就使巴黎具备了世界级
影响力。在英国也是一样，各行各业的人才一定
要去伦敦才能够奠定其影响力。

因此，尽管德国的经济很发达，但它的城市
布局相对分散，这也是德国的一个特点。有学者
认为， 德国的城市体系代替了全球城市的作用，

生产力合理分布，避免了过度集聚。在德国，柏林
是政治中心，也是科学和文化中心，法兰克福是
金融中心，慕尼黑是科技中心。许多跨国大公司
的总部则分散在各个城市。例如，大众总部在沃
尔夫斯堡、博世总部在斯图加特。

由跨国公司
引发的一场城市竞争

随着后工业经济在美国逐渐根深蒂固，以及
消费城市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服务业更加精细化
发展，以亚马逊为代表的公司开始主导城市的盈
亏得失。

2017年 9月，亚马逊公司宣布将在西雅图以
外成立第二个总部， 承诺配有 50000 个工作岗
位，投资 50亿美元建造新楼。亚马逊此举引发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之间的竞争。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的 200 多个城市投入亚马逊第二个总
部城市的招标，争先提出减税、新建园区、改善基
础设施等条件作为吸引。参与竞争的不乏一些小

型的、已衰退的去工业化城市，如康涅狄格州首
府哈特福德市。已经陷入市政预算赤字窘境的哈
特福德市为吸引亚马逊，还提交了一系列在康涅
狄格河两岸开发新建筑的庞大计划。

2018年 1月， 亚马逊宣布了 20个入围 “决
赛”的城市名单，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纽瓦克这样
的老牌去工业城市，但多数是像亚特兰大、芝加
哥和洛杉矶这样的大型经济繁荣城市。 该年 11

月，亚马逊最终选择纽约市皇后区和弗吉尼亚州
北部阿灵顿的水晶城作为第二总部的两个分部，

各创 25000就业岗位。

亚马逊所采取的这种通过城市之间竞标获
取最大利益的做法遭到不少批评。激烈的竞争态
势也反映出不少城市为吸引价值千亿美元的企
业宁愿牺牲某些公共利益。以纽约为例，尽管其
提供的 30亿美元的公共补贴预计可获得 270亿
美元的回报， 纽约一些民选官员依然发声反对，

认为纽约公共基础设施 （如逐渐老化的地铁系
统）更急需更新，公立学校亦资金不足。在此情况
下， 亚马逊不该再享受如此巨大的税收优惠。他
们还担心，亚马逊的进入将对小型地方企业产生
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甚至影响到计划中的城市
低价住房建设。面对种种阻力，亚马逊于 2019年
2月宣布取消其在纽约建设新总部的计划。

这个案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城市在平衡竞
争发展与公共利益方面面临的难度，同时也反映
了纽约、旧金山等“超级明星城市”所面临的经济
繁荣发达与社会不平等共存的“新城市危机”。这
对其他亦处于在竞争中发展阶段的国家与城市
不无警示。

（曹静 综合整理自《探索与争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城市慢行
交通系统的发达与否视为城市是否宜居
的标准之一 。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也明确提出要发展慢行交
通系统，“完善安全通达的骑行网络和舒
适便捷的步行活动区域”。上周的《解放周
一》头版“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
海”栏目推出《建设骑行友好城市，上海任
重道远》报道，聚焦上海骑行问题。

报道一经发出， 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
注，一些热心读者还发来自己身边的案例，

并建言献策。 我们挑选其中一些精彩内容
呈现给大家，以期进一步将讨论推向纵深。

同时，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将自己生活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题”，或是对上海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发往以下
邮箱：shjianweizhizhu@163.com。 非常期待
您的来信！

市民黄女士：

我是南京路步行街上某商场的销售员，每
天上下班都会从南京路步行街穿过。 我在经过
南京东路/广西北路路口时发现， 虽然广西北路
在这一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路口也设置了红
绿灯， 以指导南北向穿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不
过，路过这里时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红绿
灯形同虚设。 许多自行车和助动车并不会在红
灯时停下来，而是闯红灯直接穿过南京东路（见
图 1）。尽管路口有专门人员维持秩序，但我发现
他们除了在南京东路上的铛铛车经过时会提醒
和拦下横穿马路的自行车、助动车，其他时候看
见闯红灯的，常常会因为管不过来而“懒得管”。

后来， 我又仔细观察了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其他
几个路口，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这样的现象让我在震惊之余也很无奈。因为
在上海，但凡有交通信号灯的地方已经很少看见
有人对交通信号灯视而不见了，而南京路步行街
几乎是来上海的游客必到的景点，是上海的“面
子”，闯红灯的情况居然常常发生，让人遗憾。

我想， 除了强调骑行者应遵守交通法规、提
高素质之外，是否还能在街道设计上做一些改善。

比如， 让南北向的非机动车道与东西向步行街的
大理石路面在材质和颜色上区分开， 提醒过往行
人这里有非机动车经过， 同时也提醒非机动车应
当遵纪守法；又如，让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更加醒目
和科学，避免骑行者因漏看而闯红灯的情况发生；

另外，还要加强监管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市民邱先生：

我家住浦西，工作在陆家嘴。由于以前在国外读
书时培养了骑行的爱好，如今，我每天上班都要骑
车往返于黄浦江两岸。遗憾的是，上海市中心没有
允许非机动车通行的跨江隧道和大桥， 骑车往返
于浦西和浦东的唯一办法就是渡轮（见图 2）。

其实， 搭乘间隔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的
渡轮还算方便，美中不足的是，早、晚高峰时的渡
轮和早、晚高峰时的地铁一样拥挤。人多拥挤时，

自行车在码头上坡下坎非常不方便。如果遇到天
气不好或汛期，渡轮就会停航，虽然附近的过江
通道会开放给非机动车通行， 但一来二去不仅麻
烦，也耽误了上下班的时间。

什么时候上海能够在中心城区或非机动
车越江需求较大的区域，开放一两条隧道或大
桥供非机动车通行， 或者未来新建的跨江隧
道、桥梁在设计时可以考虑到非机动车和行人
的通行。那就太好了！

市民胡先生：

我家住在浦东陆家嘴街道。 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我常常去陆家嘴中心绿地放松休闲、锻炼
身体。 从我家到陆家嘴中心绿地的距离不长不
短，非常适合骑行，所以我常常带着儿子一起骑
车过去。但让我们苦恼的是，我们常常进出的几
个出入口都没有设置自行车停放点。自行车、助
动车只能停在门口人行道的空地上（见图 3）。

这样不仅影响美观， 车多的时候停车、取
车也非常麻烦。另外，由于没有停车桩、电子围
栏，甚至是普通栏杆，自行车无法锁在固定的地
方。我们还曾因此丢了一辆自行车。现在我们已
经不太敢骑比较贵的车过去了。

真希望像陆家嘴中心绿地这样环境优美的
地方，能够在门口设置一些便民停车点或停车装
置，为向往来此休憩的骑行者提供方便。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整理）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宁越敏教授认为，只有把自己置于更大的棋盘之中，三省一市共同努力，才能把长三角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叶青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