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
部 读

书 “集聚”让城市更高质量发展
■ 巢克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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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集聚
都有可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交通成本的下降 、集体智慧的凝聚 、

创新链条的形成 ， 城市放大了人类力
量 ，提供了合作的可能 。尤其是 ，各类要
素在城市的高密度流动 、集聚形成城市
的价值

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缺地、缺资源等问
题的挑战。这也是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名城
一度“痛苦不堪”的问题。跟着爱德华·格莱泽，

穿越城市成长的曲折历史，发现城市发展经验
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可以回答“为什么说城市
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而且可以期待以
“上海方案” 来推动城市理论和实践的迭代创
新。

什么是“城市”？城市体现着人口、资源、资
本等各类要素的高度流动与集聚。对于“集聚”

的力量，《城市的胜利》是这样描述的：“不论一
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
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比如，交通成本的下降、集体智慧的凝聚、

创新链条的形成，城市放大了人类力量，提供
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各类要素在城市的高
密度流动、集聚形成城市的价值，凸显城市核
心功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启动的战略研究
和城市规划中，上海就抓住“核心功能”来做文
章，提出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和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 进入 21世纪第二
个十年，上海在城市核心功能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的同时，持续探索实践，将战略思考集成体
现于新一轮的城市规划，进一步明确城市性质
和功能定位，尤其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实践中， 有必要紧密围绕城市核心功能，

着眼提升城市经济密度，研究全面统筹城市资
源，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探索上海
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机遇
与路径。

中心城区是“摊大饼”
还是“捏粢饭团”

城市群的内核要有足够的密度和能
级，如果里面那个“核”没有得到很好的发
展，城市圈“摊”得越大，越“拖”不动

一座城市的空间密度绝非越高越
好。但经济密度如果低于应有的高水平 ，

这座城市是难以拥有足够的能级和竞争
力的

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多次谈到 “四个论英
雄”，对提高经济密度进行精要阐释，强调“以
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
环境论英雄”。加快落实高质量发展，必须切实
改变以资源换收益的做法， 提高单位土地、能
耗、环境消耗等的经济产出，这是提升经济密
度的要义所在。

目前， 上海的经济密度为 4.75亿元人民
币/平方公里。相较之下，纽约的经济密度约是
11.4亿美元/平方公里，大伦敦地区的经济密度
约为 3.52亿美元/平方公里。周其仁教授指出，

随着城市群、城市圈越来越大，唯有一条万变
不离其宗：城市群的内核要有足够的密度和能
级，如果里面那个“核”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城市圈“摊”得越大，越“拖”不动。

那么， 如果将对标对象聚焦于中心城区，

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以黄浦区为例，2018年末，

区域经济密度为 16.6亿美元/平方公里， 为全

市经济密度最高的区。这个数据高于纽约的平
均水平， 但与纽约曼哈顿 72.4亿美元/平方公
里的经济密度相比，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客观而言，一座城市的空间密度绝非越高
越好。 但经济密度如果低于应有的高水平，这
座城市是难以拥有足够的能级和竞争力的。破
题的金钥匙在于进一步“集聚”。

回顾历史，上海积极推行土地资源的有效
配置与开发利用，对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目前，上海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建
设用地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较高，按照土地
面积约为 6400平方公里、 城乡建设用地超过
3000平方公里来估算，开发强度已近 50%。

然而， 上海中心城区的容积率却并不高，

平均只有 2.0。相比纽约曼哈顿中城区 CBD（中
央商务区）的 13.6平均容积率（曼哈顿广场净
容积率为 15）、东京丸之内的 11.3平均容积率
（东京站上盖地块净容积率为 21），我们的土地
资源利用效益差距还很大。

拿具体的地块来作比较， 新天地商务区
（约 0.89平方公里） 是上海高端商务楼宇最为
集聚的区域之一，地区开发强度为 2.84，地区
内开发用地的平均容积率为 4.7， 其中商办建
筑最为集中的单幅地块容积率为 9.86。这一地
区平均容积率和单幅地块容积率，均低于上述
纽约、东京核心区的容积率。

一方面是高开发强度，另一方面是低容积
率，形成所谓的“摊大饼”现象，这显然无法适
应新的城市竞争要求。

上海人的传统早餐中，除了大饼，还有粢
饭团。相比“摊大饼”的分散做薄，“捏粢饭团”

体现的则是集聚做厚。黄浦区作为上海的“心
脏、窗口和名片”，整个区域都属于 CAZ（中央
活动区）的范围，集中体现着上海的城市形象
和核心功能。但是，黄浦区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总面积只有 20.52 平方公里 （陆域面积仅为
18.71平方公里）， 且区域建成程度相当高，有
必要先于其他区域研究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要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为上海抢占全球城市体
系的核心节点提供关键承载。这就要求我们在
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在土地高效
利用方面努力挖潜。 通过提高容积率等方式，

在有限且具有宝贵价值的土地上，创造新的发
展空间，吸引更多人才，进一步提升经济密度。

随着中心城区旧区改造的全面推进，未来在
老城厢及周边区域将腾出一批优质的 “大衣料
子”地块。如何将这些地块打造成更加理想的空
间，以此来发展城市核心功能，是研究提高土地
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课题。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要重点聚焦旧改释放土地的功能定位和规划设
计，创新推动资源二次高效率分配，因地制宜地
进行更高容积率的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使有利于
城区核心功能发展的各类要素更加集中。

同时，在保持建设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
单幅地块容积率， 从而节省出更多土地用于绿
化、道路、广场、市政等公共空间和设施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提高容积率不能简单“一刀
切”，而要做到既不唯“低容积率”，也不可不加选
择地提高容积率，关键是从有利于发挥核心功能
的角度来分类研究确定，与日照、建筑退界、建筑
间距、周边环境关系等要素统筹进行考虑和综合
施策，形成与城区发展阶段相适应、与产业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规划导则。

此外，紧扣自身资源禀赋，加强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占据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是与提
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携手”、共同提升区域经济
密度的关键一招。二者联动，就能更好发挥中心
城区的核心功能承载作用。

不是消极保守地“留”
不是随心所欲地“改”

要留住城市历史文化基因和街区肌理，

聚焦老建筑和风貌街坊的活化利用 。 一方
面，营造更深厚、更具吸引力的人文环境；另
一方面， 着力破解历史建筑保护的各类问
题，带动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以促进核心功能发挥为指针，科学保护
利用并创新破解存量资产改造难题，通过城
市更新，腾出新的发展空间

《城市的胜利》认为，保护一座城市就需要拆
除其中的一部分。强调城市历史的传承并非简单
的“保留”，而意味着来自城市物理上的过去，更
被期望成为当下发展的新增长点以及未来记忆
的产生点。

黄浦是上海土地面积最小的区，可谓“弹丸
之地”。从历史建筑的存量来看，“双高”特征最为
明显，历保区域与旧改区域高度叠合。

一方面，黄浦是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
貌区占比最高的区。 不足 20平方公里的陆域面
积上拥有丰富多样、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具体
包括优秀历史建筑 289处、不可移动文物 539处
以及外滩、老城厢、人民广场、衡复等四大历史风
貌区，承载着上海 700余年建城史和 170余年开
埠史，是上海城市之根、海派文化之源。这些是黄
浦也是上海宝贵的“家当”。

另一方面，黄浦是二级以下旧里占比最高的
区，在全市旧区改造任务最重。目前，还有各类旧
式里弄房屋 204万平方米，其中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 81万平方米。比如，外滩“第二立面”（即非临
江的外滩建筑群）老建筑位置绝佳，广受全球高
端企业青睐，但受到建筑本身层高、修缮成本投
入等因素限制，市场化活化利用难度大。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样一片拥有丰厚历史
文化底蕴的区域实施城市更新， 积极探索新路，

提出科学方案。市委书记李强同志提出，要充分
考虑建筑肌理和原有风貌，处理好“显”与“藏”的
关系，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必须严格遵循、更加
凸显建筑本身的风格特质，现代的设施和功能要
精巧地隐藏其中。据此，我们提出的思路是：

对法律法规有严格保护要求的建筑和风貌
区要坚决“留”。这种“留”不是消极保守地“留”，

而是要留住城市历史文化基因和街区肌理，聚焦
老建筑和风貌街坊的活化利用。一方面，营造更
深厚、更具吸引力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着力破
解历史建筑保护的各类问题，带动激发区域经济
活力。

在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城
市更新的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善于“无中生有”。

比如，纽约中央火车站是地处黄金地段的历史文
物，由于层高较低，修缮保护遇到了种种难题。纽
约想到的办法是，把中央火车站上方的空间卖出
去，同时将收到的钱用来设立基金会，确保火车
站的不断修缮； 卖出去的空间转移为容积率，作
为补偿供开发商持有的其他建筑项目使用。

对其他大量老建筑和旧区要善于“改”。这种
“改”不是随心所欲地“改”，而是以促进核心功能
发挥为指针，科学保护利用并创新破解存量资产
改造难题。要通过城市更新，腾出新的发展空间，

促进商务、文化、交流集聚人气等功能复合，在传

承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未来的发展。

比如，目前重点推进的外滩“第二立面”功能
置换工作，既是为了消除商住混合大楼存在的安
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更好地保护历史风貌和
城市记忆，也是为了凸显外滩地区的高端服务功
能优势。在推进过程中，如何使楼宇改造规范与
老大楼保护利用实际相结合，如何通过创新完善
政策和工作机制来突破瓶颈， 是必须认真对待
的。做好的话，将成为城市更新和风貌保护的一
大亮点，将成为上海通过城市更新焕发新动能的
亮点之一。

总之， 中心城区的老建筑一旦更新盘活，必
将成为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

病因不在“集聚”
而在于管理不够精细化

挑战城市管理者的是， 把密度提高后，

怎么能治理得很好，使城市仍保持可承受性
和舒适性

提高经济密度、提升管理精度 、传递治
理温度，让我们的城市成为人民群众追求更
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有观点提出，城市密度越高，必然导致承载
力变弱，继而造成各类“城市病”，城市难以持续
健康发展。《城市的胜利》也提到类似质疑———有
一种说法认为， 即使城市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
它们还是会让城市人口感到痛苦。那么，果真是
这样的吗？

以新加坡为例， 其国土面积为 724.4平方公
里，总人口 564万，人口密度居全球前列。新加坡
没有大自然慷慨赐予的粮食或淡水来源，甚至在
上世纪 60年代仍然是一片棚户区。然而，新加坡
眼下成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其中，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法治建设与基础设
施建设的互补。比如，通过立法征收交通拥堵费，

破解交通拥堵问题； 通过建立深层隧道污水系
统，破解缺水难题。

由此可见，“集聚”提升了密度，但未必拉低
承载力。挑战城市管理者的是，把密度提高后，怎
么能治理得很好，使城市仍保持可承受性和舒适
性。从新加坡及东京等国际一流城市的治理经验
来看，既要精细化管理以提升城区承载力，又要
创造良好通达、适于核心功能发挥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搞得好，社会
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要
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我们创建国
际一流的城市，就要有一流的治理。要思考进一
步提高城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聚焦公共政策
的优化完善， 形成符合城市核心功能发展的治
理规划和决策。要坚持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本
着对城市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对形态设
计、功能定位、运营机制等作一揽子规划考虑，

在环保节能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快建设“城市
大脑”智能化运用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提升城
市治理效能。

《城市的胜利》强调，我们城市的未来仍然是
光明的。当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研究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要始终
立足更高质量的发展， 充分发挥上海在制度创
新、先行先试方面的优势，精准施策，打造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

作为中心城区核心区的黄浦，需要肩负起在
实践中率先探索的重任，为全市乃至全国提供更
多提高经济密度、提升管理精度、传递治理温度
的“黄浦经验”“黄浦样本”，让我们的城市成为人
民群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巢克俭推荐书单

《城乡中国》（修订版）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获得
者。 该书以深入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分
析了中国城乡之间差异的原因及解决
方法等。在“城市的功用”中，重点阐述
了作者对城市经济密度的观点，以及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解。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

改革等多方面，系统、深入地解读中国
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对未来改革之路
提出思路和看法。

当前，上海正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积极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城市土地空间日益趋紧
的问题。

上海还有多少地？上海还能如何开发？翻开《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在阅读中探寻城市发展规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该书作者爱德华·格莱泽是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书中，他将经济和历史完美对接，展现了城市存在的优势及其为人类提供的福祉。

该书入选 2011 年《经济学人》杂志非虚构类最佳图书以及 2011 年《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提名，在长达 21 个月的时间里位居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城
市规划与发展类图书”首位。

巢克俭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
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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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德华·格莱泽 著
刘润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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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口数据就知道，战后美国的传统城
市普遍处于衰落状态。最大的城市纽约，1950
年时的人口为 789 万多，到 1990 年时降至 732
万多；芝加哥 1950 年时的人口为 362 万多，到
2010 年时不足 270 万；费城 1950 年时的人口
超过 200 万，如今只有 152 万出头；底特律最为
明显，1950 年时的人口接近 185 万，如今只剩
下 71 万。而从 1950 年至今，整个美国的人口整
整翻了一倍。不错，一些新兴城市，如洛杉矶、休
斯敦，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高速扩张，但它们都
属于铺张型的汽车城市。洛杉矶居民使用公交
的比例仅为 10%，休斯敦才 5%多一点。毫无疑
问，增长的人口大多数还是跑到了郊区或郊区
和市区难分的大都市圈。这还不仅仅是居民。
1942 年，企业巨头 AT&T-Bell 把电话实验室
从拥挤的曼哈顿迁到新泽西州郊区。战后，各大
企业纷纷效仿，那势头颇像今日的“外包”。在
一望无际的郊区，企业盖的远不只是一两栋楼，
而是工业园、科技园。这使其工作空间一下子扩

大了数倍。白领职工从富裕的郊区家的车房内
一路开到办公室前空旷的停车场上，无处不是
梦幻般的田园景色。这种奢侈得超出前人想象
的“田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美国的标志。

然而，美国的城市病、贫富分化等一系列
问题也由此而来。“田园资本主义”可以使中
高产从自己的车房直接到达办公室门口，与一
路所经过的社会隔绝开来；孩子全在本阶层所
居住的富裕社区内读书。美国的公立学校大部
分由本地房地产税支持，高房价的郊区自然教
育经费充足。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的世外桃源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使富裕和贫困都世代化。
美国原有的高社会流动消失了。

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使人们意
识到“田园资本主义”的能源瓶颈，环保运动
的崛起也使人们对汽车社会开始反省。于是，
80 年代初期，“新都市主义”兴起了，其要旨
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城市设计的原则。比如，
注重创造步行空间，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轮轨

通勤设施为核心来设计城市，强调密集型的
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的运用等。这样，
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卫星城，彼此
靠轮轨连接。轮轨车站成为都市和卫星城的
中心地带，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林立，大部分
人口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这样的中心地
带。如今，“新都市主义”已经成为城市理论
的主流，其建筑和规划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
社区和城市设计工作。

90 年代，虽然郊区化愈演愈烈，乃至发展
成远郊化；但“新都市主义”的潜流也越来越
强，都市的复兴使市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可以
接受。其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大概当数纽约市。
在 90 年代，纽约的治安大为改进。从 1990 年
到 2010 年，人口从 732 万猛涨到 817 万多。纽
约居民通勤使用公交的比例接近 55%，在美国
大城市中名列第一。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爱德华·格莱泽此时推出宣告“城市的胜利”
的新书，可谓生逢其时。 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