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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
内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高国力　李　智

摘 要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在 “生态文明”和 “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下，“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城市发展新

范式和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是对工业文明城市的反思

和超越，对传统城市发展理论思想的深化和完善，以及对国内外先进典型城

市发展经验的凝练和提升。成都作为 “公园城市”首提地，具有良好的基

础条件，同时，“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背景下，国家赋予成都最为重要和独特的战略定位。研究在准确把

握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内涵的基础上，客观分析成都存在的

“七强七弱”典型特征。为更好发挥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引

领与示范作用，研究围绕提升城市要素聚集能力、辐射带动能力、低碳发展

能力、门户枢纽能力、品质宜居能力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全国

其它典型城市探索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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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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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发展模式正逐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 “生产计划驱动

型”、市场化转型时期的 “增长竞争驱动型”加快转向新时代的 “美好生活驱动型”，

更加注重城市品质提升、经济转型升级、民生保障改善、生态环境改善和治理能力增

强等多维目标的统筹 （罗小龙、许璐，２０１７；杨开忠，２０１９）。面对新阶段的新要
求，２０１８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新区视察时提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
生态价值考虑进去。这是公园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发展模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杨雪锋，２０１８；赵建军等，
２０１９）。

目前有关公园城市的研究普遍强调城市的生态价值，侧重于优化城市布局，塑造

城市理想形态等 （吴岩等，２０１８；杨雪锋，２０１８；叶胥等，２０１９；赵建军等，
２０１９），但缺乏对城市多维发展目标的统筹协调，忽略了与新发展理念和国家战略的
结合 （史云贵、刘晓君，２０１９）。作为 “公园城市”首提地，成都山川秀美、生态条

件优良，公园城市建设基础条件较好 （杨雪锋，２０１８；李晓江等，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支持成都建

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公

园城市思想的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人、城、境、业”和谐

统一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是城市发展动力、发展形态、治理方式等的全方位

变革。

如何理解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本质内涵，如何提出建设路径，是

结合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深化公园城市理论，并推动逐步走向实践的

关键。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综述公园城市的相关研究，并提出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基本内涵；第三部分提出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的建设路径；第四部分以成都为案例，客观分析其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的优势条件和突出短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

论和启示。

二、“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基本内涵

自２０１８年公园城市提出以来，不同学者围绕公园城市的思想溯源 （傅凡等，

２０２０；林凯旋等，２０２０）、理念内涵 （杨雪锋，２０１８；李晓江等，２０１９；史云贵等，
２０１９；叶胥等，２０１９；赵建军等，２０１９）、价值认识 （赵建军等，２０１９；林凯旋等，
２０２０）等展开研究。林凯旋等 （２０２０）认为公园城市充分吸收了景观都市主义、生
态都市主义、城市人本主义等发展理念，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背景下，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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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ｇｏｖｃｎ／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４６５／１０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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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城市发展新理念，不仅是对 “田园城市”等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理念的革新，

也是对我国农耕文明时代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自然生态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李晓江等 （２０１９）认为公园城市最主要的内涵就是保护好自然山水，处理好人和自
然的关系。杨雪锋 （２０１８）认为 “公园城市”体现了 “生态文明”和 “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在山水城市基础上实现了自然与人文、经济与生态的协调融合。

李晋等 （２０１８）和赵建军等 （２０１９）将公园城市定义为以生态价值为核心，体现生
命、生态、生产、生活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和生命共同体。吴岩等 （２０１８）
认为公园城市是以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为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求的城市建设模式。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公园城市的生态文明内涵，强调公园城市的空间

属性和城市形态，缺乏在新发展理念下，对公园城市更广义的理解。公园城市应该是

以实现共荣、共治、共兴、共享、共生为目标，经济系统绿色低碳、政治系统多元共

治、文化系统繁荣创新、社会系统健康和谐、生态系统山清水秀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

（史云贵、刘晓君，２０１９）。相比传统公园城市理念，成都提出的 “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不仅描绘了城市发展的绿色生态底色，更加注重城市发展多维目标的

统筹集成，是新时代坚持以人为本、以生态文明为引领、以新发展理念重塑新型竞争

力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一）“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工业文明城市的反思和超越

３００多年工业文明使人类跨越了物资短缺的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但工业文明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危机和治理危机等问

题，在城市层面颠倒和割裂了生产、生活与环境功能的秩序和联系，迫使人类反思工

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以规模化大生产为核心的世界城市体系 （赵建军等，２０１９）。当
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加快从追求 “规模扩张”转向寻求 “存量优化”的内涵式发

展，城市发展正加快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

工业文明城市理念的反思，是在总结以往城市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城市

发展新模式 （欧阳慧、李智，２０２０）。相比于工业城市 “人为主体，自然为用”的发

展理念，其核心内涵是在城市建设中突出生态价值，从单纯追求以生产效益为主，转

向自然、城市、人类的全面和谐发展 （赵建军等，２０１９）（见表１）。“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体现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城市文明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的城市发展观、“历史文化是城市灵魂”的城市人文观和 “践行绿色生活方

式”的城市生活观①，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是对现代城市发

展内涵的整体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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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举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ｇｏｖｃｎ／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４６５／１０５９５／２０２０／４／２６／９ｃ９５ｅ８ａｂ１ｂｂ７４６９６８４０７８９ａｂｆ１４５５ｆｃ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５－１５］。



表１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趋势

城市发展阶段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发展理念 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 天人合一

价值取向
资源导向

追求规模

生产导向

追求效率

科技导向

追求创新

可持续和均衡导向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技术革命 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 信息时代 绿色时代

生产方式 机器大生产 流水线工业 全球产业链
柔性绿色的智能化

生产

社会形态 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精英阶级 世界扁平化、个体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２０１７）：《成都２０４９远景发展战略规划》整理。

（二）“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传统城市发展理论思想的深化和完善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吸收了以往城市发展理论思想的精华，并面向新

时代城市发展需求，进一步做了深化和完善 （吴岩等，２０１８；杨雪锋，２０１８；林凯
旋等，２０２０）。以往城市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提出大多是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赵建军，２０１９），更聚焦于城市发展的特定方面和微观层面。
如，“田园城市”“低碳城市”等侧重于提升城市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高效，推行

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韧性城市”侧重于强化城市应对重大经济、社会和自然风险

的能力；“智慧城市”侧重于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人

文城市”侧重于保护、传承和创新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提高城市人文魅力；“精明城

市”“紧凑城市”等侧重于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生产和交通方式，实现低碳发展；

“宜居城市”侧重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重点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住房、生态环境等突

出短板 （见表２）。“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采用更系统的城市发展理念，蕴含着
农耕城镇的乡土守望、工业城市的标准高效、生态城市的绿色低碳、世界城市的开放包

容，是城市建设模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的全方位变革①。

表２　不同城市发展模式的内涵与建设重点对比

城市模式 发展内涵 建设重点

绿色城市
构建绿色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
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体系
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
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绿色新生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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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举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ｇｏｖｃｎ／
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４６５／１０５９５／２０２０／４／２６／９ｃ９５ｅ８ａｂ１ｂｂ７４６９６８４０７８９ａｂｆ１４５５ｆｃ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５－１５］。



续表

城市模式 发展内涵 建设重点

智慧城市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

信息网络宽带化
规划管理信息化
基础设施智能化
公共服务便捷化
产业发展现代化
社会治理精细化

人文城市

发掘、传承、创新城市

文化，建设成为历史

底蕴厚重、时代特色

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

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
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
相协调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和挖掘

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

城市

体现新发展理念，人

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

的可持续现代化城市

坚持创新发展，推动城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动力、规划建设、
运营治理等方面全方位创新

坚持协调发展，提升中心城市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和区域空间组织，推
动城市间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生产生活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探索生态价值实现
新机制

坚持开放发展，全面提升城市枢纽门户功能、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国际
化营商环境，强化对国内外要素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

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资料来源：根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成都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意见》等相关资料整理。

（三）“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国内外先进典型城市发展经验的凝练

和提升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准确把握了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和 “全球城市”发

展经验和趋势。从城市发展阶段看，制度、环境、文化、生活质量等软实力逐渐成为

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７５０个主要城市分析发现，生
活质量和成本、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创新能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是发达城市

（人均ＧＤＰ高于２万美元）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Ｋｉｌｒｏ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从典
型城市发展趋势看，伦敦、东京、纽约等 “全球城市”在经历了消耗性的增长逐渐

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之后，加快从单维的经济增长目标向宜业宜居的多维目标转

变，更加注重引领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价值链体系，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创新

创业活力，更加注重营造绿色低碳、包容和谐、智慧韧性的自然人文环境 （李智、

欧阳慧，２０１７）。从国内外发达城市的规划实践看，其发展目标和愿景更加注重坚持
生态文明、践行绿色转型，坚持内涵发展、鼓励内外兼修，坚持以人为本、彰显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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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 （见表３）。“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在总结先进典型城市的发展经验
和趋势基础上，提出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其核心是坚持奉公服务人民、

联园涵养生态、塑城美化生活、兴市推动转型，进一步突出彰显城市的生态、美学、

人文、生活、社会价值①。

表３　典型 “全球城市”发展目标与愿景

城市 愿景目标 相关规划和文件

纽约
建设蓬勃发展的城市、公平平等的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面对挑战具有韧性的城市
ＯｎｅＮＹＣ２０５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ＦａｉｒＣｉｔｙ

伦敦
实现良性增长目标，即具有社会和经济包容性及

环境可持续性的增长

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ａｎ２０２１（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２０２１）

东京

打造“安全城市”“多彩城市”“智慧城市”，提供

任何人都可以健康生活的场所，创建任何人都可

以发挥才能、充满活力的优秀城市

《都市营造的宏伟设计———东京２０４０》

北京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

上海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

深圳 建设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广州

建成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成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

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中心，打造美丽宜居花城和

活力全球城市

《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广州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规划和文件整理。

三、“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建设路径

对于公园城市的建设路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应突出城市生态价值。如，史云贵

和刘晓君 （２０１９）认为公园城市建构的实质是城市价值创造、转化和实现的过程，
是以生态价值创造为核心，推进生态价值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治理等价值要

素相互融合、协同创新。林凯旋等 （２０２０）认为公园城市建设是立足生态动力培育
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而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在凸显生态价值基础上，

城市发展动力、发展形态、治理方式等的全方位转型，应该遵循培育重塑城市新型竞

争力、优化提升城市发展形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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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举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ｃｇｏｖｃｎ／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４６５／１０５９５／２０２０／４／２６／９ｃ９５ｅ８ａｂ１ｂｂ７４６９６８４０７８９ａｂｆ１４５５ｆｃ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５－１５］。



（一）以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城市新型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城市之间的竞争焦点逐渐由价值链的份额转向价值

链的层级。提升对人才、创新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塑造科技、人才、文化和制

度等方面新优势，已成为当前提升城市新型竞争力的关键。“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就是要推动城市加快走出低层次、低档次、同质化竞争，以创新发展理念，

激发城市发展新动能；以协调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以绿色发展理念，提

升城市生态宜居度；以开放发展理念，增强城市要素配置和管理功能；以共享发展理

念，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欧阳慧、李智，２０２０）。
（二）以智慧、韧性、精明、包容重塑城市发展高级形态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对传统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面革新，更

加注重加强生态系统与生活系统相融合，合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布局。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以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为核心的智慧城市；是以提高城市应对重大风险能力为重点的韧性城市；是以高效

集约为目标，促进经济、环境、社会相协调的精明城市；是拥有高品质人居环境和多

元化人文环境的包容城市。

（三）以顺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作为逻辑起点和根本归宿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把 “城市的核心是人”作为价值取向，将 “人

本原则”作为发展的逻辑起点。人民生活在城市中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衡量城市发

展成败的核心标准，应坚持从人民的需求和幸福为出发点谋划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社会治理，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阶层固化、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

等问题，使发展更具公平性、普惠性、包容性，建设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

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

四、“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建设实践：成都案例

成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宜居环境 （杨雪锋，２０１８；李晓江等，２０１９），近年
来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已成为代表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载

体。“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是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最

为重要和独特的国家定位，也是成都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形态和内陆中心城市崛起新

模式的核心抓手。以成都为案例，客观分析成都的优势条件和突出短板，并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有利于为全国其他典型城市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提供镜鉴。

（一）基础条件与突出问题

对标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更高要求，成都整体呈现 “七强七弱”典

型特征，在城市发展能级、创新策源、要素组织配置、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存在短板。

１强规模红利、弱边际效益
成都长期以来是我国人口和经济大市。２０１９年成都常住人口达到１６５８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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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全国城市第４位、省会城市第１位，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２０１９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１７万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７位、省会城市第２位，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广
州。然而，与发达城市相比，成都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

整体来看，２０１９年成都人均ＧＤＰ为１０３万元，在１７个ＧＤＰ过万亿元城市中列
倒数第３位，仅为深圳的５１５％，分别为南京、广州、杭州、武汉、长沙等省会城
市的６２４％、６６９％、６９６％、７１０％、７４６％ （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９年ＧＤＰ过万亿元城市人均ＧＤＰ排名

排名 城市
人均ＧＤＰ
（万元）

成都占比

（％）

１ 深圳 ２００ ５１５

２ 无锡 １８０ ５７２

３ 苏州 １８０ ５７２

４ 南京 １６５ ６２４

５ 北京 １６４ ６２８

６ 上海 １５７ ６５６

７ 广州 １５４ ６６９

８ 杭州 １４８ ６９６

９ 武汉 １４５ ７１０

１０ 宁波 １４０ ７３６

１１ 长沙 １３８ ７４６

１２ 佛山 １３２ ７８０

１３ 青岛 １２４ ８３１

１４ 郑州 １１２ ９２０

１５ 成都 １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６ 天津 ９０ １１４４

１７ 重庆 ７６ １３５５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库。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单位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边际效应逐年递减，２０１７年成
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列全国城市第３位，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仅列 ＧＤＰ过万亿
元城市中倒数第５位 （见图１）。从制造业发展效率看，２０１８年，成都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为５９５％，低于全国平均值０５４个百分点；劳动力平均产出
效率偏低，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为６６２亿元，仅为北京的３０７％、重庆
的５６９％和深圳的７５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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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成都市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年）：《成都市 “十四五”期

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举措研究》。



图１　ＧＤＰ过万亿元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２０１７年）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２强中心集聚、弱外围辐射
城市层面，成都 “中心—外围”特征明显。２０１９年，成都有６个市辖区入选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但外围县域发展相对较弱，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域经济中，成都

无一入选①。省级层面，成都 “传帮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首先，成都首位度长

期处于较高水平，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２０１９年成都 ＧＤＰ和人口占全省比重分别为
３６５％和１９８％，分别位列省会城市第５名和第７名，近５年涨幅分别为１２５个百
分点和１９４个百分点，分别位列省会城市第１１名和第２名。另外，成都一城独大和
全省次级城市发育程度不足长期并存，与其他拥有ＧＤＰ过万亿元城市省份相比，仅四
川省的次级城市ＧＤＰ小于３０００亿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出现明显 “断层”（见表５）。

表５　ＧＤＰ过万亿元城市所在省份城市经济规模体系结构 （２０１９年）

ＧＤＰ范围
城市数量

四川 广东 江苏 浙江 湖北 湖南 山东 河南

２００００亿元 — ２个 — — — — — —

１００００亿—２００００亿元 １个 １个 ３个 ２个 １个 １个 １个 １个

５０００亿—１００００亿元 — ２个 ６个 ４个 — — ３个 １个

３０００亿—５０００亿元 — ５个 ４个 ２个 ２个 ４个 ５个 ３个

１０００亿—３０００亿元 １４个 １０个 — ３个 １０个 ７个 ７个 １１个

＜１０００亿元 ６个 １个 — — — ２个 １个 ２个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库。

５５

高国力　李　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内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① 资料来源：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中国中小城市
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



３强产业基础、弱创新转化
成都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最优、科技人才资源最多、产业基础最好、创新活力最

足的区域之一 （欧阳慧、李智，２０２０）。自 “三线”建设以来，经过多年发展，形成

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几乎囊括了国民经济行业所有门类。

然而，成都产业 “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象依然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仅为１５％左右。“高端产业低端化”特征较为明显，多数产业的主
要发展环节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例如，电子信息、汽

车、轨道交通等产业主要发展低层级组装加工制造环节，９０％以上收入集中在低利
润水平的封装测试端①。同时，与全国重点城市相比，成都的科技创新投入强度、

活力和质量相对较低。２０１８年，成都 Ｒ＆Ｄ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列副省级城市
倒数第２位，总量和强度同时落后于深圳、广州、杭州、南京、西安等城市 （见图

２）；有Ｒ＆Ｄ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仅为２６３５％，不足广州、苏州、深圳的
６０％ （见图３）；有效发明专利５年以上维持率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５位 （见

图４）。

图２　国内部分城市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２０１８年）

数据来源：成都市科技局、各地统计年鉴。

４强外部植入、弱内生动力
长期以来，成都实行以成本和市场导向、嵌入为主的内陆国际化路径，产业发展

动力主要来源于外来企业对西南市场的重视和成都自身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

势，逐步形成了以外生内向型为主的产业体系 （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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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 （２０１７）：《成都２０４９远景发展战略规划》。



图３　国内部分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Ｒ＆Ｄ活动的单位数占比 （２０１８年）

数据来源：成都市科技局、各地统计年鉴。

图４　副省级城市有效发明专利５年以上维持状况 （２０１８年）

数据来源：成都市科技局、各地统计年鉴。

表６　成都产业类型划分

产业类型 产业特点 成都典型产业

自给自足型 产业的市场以及核心配件来源均主要在西南地区
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

等轻工业以及非金属制品、金属制品业

外生内向型
核心配件在本地配套率较低，但市场主要在西南地

区，在成都布局的原因主要在于看重西南大市场

机械、通用设备、专业设备、电子信息、汽

车制造、酒与饮料等产业

内生外向型
核心配件本地配套率较高，但市场却主要在西南地

区以外，属于本土企业向外拓展的典型
制鞋、医药、仪器等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市发改委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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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强的外部产业植入性容易导致本地生产和创新网络培育发展相对滞后，

内生发展动力培育较慢。根据 《成都２０４９远景发展战略规划》调查，成都７９％的外
来企业以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为主，设置研发部门的仅为１９％，９３％的受访企业创
新源来自于企业内部，仅４％的企业表示与本地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有联合创新。同
时，成都主导产业本地配套率不高，多个主导产业一般配件本地配套率不足５０％，
核心配件不足 ４０％。如，汽车产业本地配套不足 ３０％，与上海 （６７％）、重庆
（５６％）、北京 （４２％）等城市相比差距较大。
５强区位枢纽、弱组织配置
成都处于亚太主要人口密集区的中心位置，具有组织西南、贯通内陆、影响东南

亚的区位优势。近年来，成都在全国的枢纽门户地位日益凸显，已逐步形成对外

“米”字型综合运输大通道格局，是全国航空和电商物流快递的大区组织中心和重要

枢纽，机场客流量、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货邮吞吐量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广州，位于西部第一。

然而，成都优越的区位枢纽优势并未能全面转化为对高端要素资源强大的组织配

置能力。交通组织方面，成都高速铁路对外通道仅成渝方向为３００ｋｍ／ｈ，高标准大能
力对外通道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与周边城市组团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网供给

不足，市域 （郊）铁路发展相对缓慢，跨市域快速交通联系有待加强。产业组织配

置方面，成都吸引外商投资具有一定优势，但货物进出口额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

２０１９年，成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列副省级城市首位①，但货物进出口总额列副省级城
市第６位②，分别仅为深圳、广州、宁波的１９６％、５８３％和６３５％，表明成都更多
承担了国际国内资本进入西南市场的门户功能，而非组织配置区域资源和培育本地企

业走向国际的组织中心。

６强历史文化、弱传承弘扬
成都位于藏族、羌族、彝族、苗族等多民族文化交界地区，是中国文化魅力的重

要代表地区和全国文化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然而成都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充

分转化为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 （欧阳慧、李智，２０２０）。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２０１８年，成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个数

在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列第 ９位，分别仅为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的 １９２％、
２２３％、３１３％和４５２％；年末从业人口在副省级城市中列第７位，仅为深圳、广
州、南京、武汉的２１５％、３２３％、４４２％、５２％③；主营业务收入在副省级城市中
位列第７，仅为深圳、杭州、广州、南京的１７１％、２３９％、３３３％、４２４％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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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全国副省级城市外资吸引力排名 成都市第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０７８８０９２９＿
１００１６０７７９［２０２１－５－１５］。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出口总额３０强城市排行榜》，ｈｔｔｐｓ：／／ｔｏｐａｓｋｃ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０４１６／０９２１５７
１１５９２６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５－１５］。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５、图６）。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达
到１０％是一座城市具备文创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如，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自２０１５年起超过２０％，２０１９年为３７３５亿元，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２４３％。相
比之下，２０１９年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１４５９８亿元，占ＧＤＰ比重仅为８６％①。

图５　副省级城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个数 （２０１８年）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图６　副省级城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１８年）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７强生态本底、弱环境质量
成都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山地与四川盆地接合部，总体上呈现以平原及低山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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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９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地貌特征，区域内森林面积在省内居于前列，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川滇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系发达，森林

覆盖率较高，生态环境本底较好 （欧阳慧、李智，２０２０）。然而，成都生态环境保护
形势依然严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仍需大力提升。以空气质量为例，成都大气环境承

载能力已呈现超负荷状态，大气污染严重，呈现区域性、复合型特征。２０１９年成都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２８７天，不达标天数比例为２１４％，在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
中下游，ＰＭ２５超过国家二级标准２３％ （见图７、图８）。

图７　副省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０１９年）

数据来源：各市环境统计公报。

图８　成都市大气污染物浓度 （２０１９年）

数据来源：《成都市环境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年）》。

（二）改进方向与政策建议

为更好发挥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成都建设 “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需要进一步扬长补短、彰显特色，全面提升城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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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能力、辐射带动能力、低碳发展能力、门户枢纽能力、品质宜居能力，在以下重

点领域率先突破、先行示范。

１率先在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方面形成示范
建设全国重要创新策源地。持续增加科技投入力度，尽快将成都的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提高到３％以上。同时，成都应联合重庆，加快建设中国西部科学城，争创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引领建设成渝科创走廊和成德绵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带，打破行

政区划限制，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培育壮大世界级现代产业体系。成都要以全球视野和眼光谋划产业发展，不仅需

要考虑本地的资源要素禀赋，更要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谋求发展。着重弥补远离

深水港、对外物流成本较高等内陆型城市固有短板，重点谋划一批对运输成本敏感度

较低的本地根植性强、环境友好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构建以中小规模创新创业公司

为主的多样化、扁平化、网络状的产业组织结构，增强知识外溢效应、提高创新能

力、适应力和经济韧性。

２率先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形成示范
拓展空间，提升城市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首先，成都要通过东部新区建设拓展

城市发展空间，强化科技创新、对外交往、改革实验等核心功能。同时，要促进新区

老城协调联动，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中心城区有机更新，提高产业层

次和城市品质。

建圈筑群，打造与重庆同量级的成都极核。突出成都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与德

阳、眉山、资阳等周边毗邻城市同城化发展，以空间同构、功能同建、产业同联、基

础同网、服务同享、生态同保为目标，培育建设与重庆主城区同量级的成都现代化都

市圈。另外，要通过成都平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建设，拓展支撑成都发展的战略腹

地，构建与重庆市域同量级的成都平原城市群。

３率先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形成示范
协同治理，厚植公园城市生态本底。城市层面，成都要严格划定 “三区三线”，构建

绿色空间系统，重现 “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区域层面，成都要加

强与重庆以及周边城市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区跨行业、跨地域、跨部门的环境信息联动

与共享，统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控标准，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创新示范，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成都应率先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改革试点，探索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畅通生态产品权益交易路径，探索生态产品向生

态产业、生态资产和资本的转化路径。同时，要联合重庆探索 “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

作共治”的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共同争取开展沱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４率先在国家内陆门户枢纽城市建设方面形成示范
转型提质，全面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软硬环境。首先，成都应发挥天府新区和东

部新区引领作用，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别合作园区、临空临港经济区等开

放平台。同时，成都要与重庆共同争取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内陆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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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港等更高水平的开放新平台。另外，成都要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打造国际一

流的营商环境，争创国家级营商环境改革创新试验区。

分工协作，加强与重点区域联动开放。一是要加强成都在省内的辐射带动和开放

合作，共建共享蓉欧班列平台，推动各地建立适铁适欧的外向型产业，引领各地深度

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二是要加强成都与长三角、粤港澳及京津冀等沿海发达地区对接

合作，以培育壮大新型外贸主体为重点，在合作承接产业转移上形成示范。三是要加

强成都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及沿边沿江地区分工协作，以通关、物流及产业为重

点，探索西部陆海新通道自贸区合作机制，创新 “通道 ＋物流 ＋产业”建设模式，
在口岸互动、开放平台共建共享、产业经贸合作等方面形成示范。

５率先在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方面形成示范
普惠均衡，建设包容幸福的宜居城市。首先，成都要深化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

试点建设。同时，要重点增强吸纳大规模城乡移民的能力，重点保障新增农业转移人口

住房和子女教育；重点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能力和服务质量，制订并实施全球引

“智”计划，探索建立 “国际人才特区”，通过简化签证手续、延长免签期限、特许免签

等方式，鼓励海外人才来成都就业创业。另外，成都需要创新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管理体

制，探索按照 “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配置土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分布。

品质提升，建设巴蜀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和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加强成都与重

庆、乐山、都江堰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合作，加强对区域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

承，塑造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推动联合申报国际非遗代表性项目，建设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不断提升成都国际消费城市的影响力，深度挖

掘大熊猫文化、古蜀文明、三国文化等世界级文化资源，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文

化旅游目的地。

五、结论与启示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是新时代坚持以人为本、以生态文明为引领、以

新发展理念重塑新型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是以公园城市理念推进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城

市。公园城市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城市空间形态的美化，而是城市发展动力、发展形

态、治理方式等的全方位转型，应以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城市新型竞争力，以

智慧、韧性、精明、包容重塑城市发展高级形态，以顺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

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归宿。在准确把握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内涵和建

设路径的基础上，本文以成都为例，客观分析其 “七强七弱”典型特征，并围绕提

升城市要素聚集能力、辐射带动能力、低碳发展能力、门户枢纽能力、品质宜居能

力，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推动公园城市建设走向实践，为全国其他典型城市探

索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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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建议从两方面深化对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一是加强评价体系研究。目前还没有针对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的统

一评价标准，建议围绕公园城市的内涵，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充

分借鉴宜居城市、城市竞争力等评价体系，构建突出特色、针对性和引导性强的指标

体系，动态评估成都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建设进展。

二是加强制度创新研究。建议在总结成都经验的基础上，适度增加试点示范城市，

争取国家支持重大改革的政策措施，在城市治理、要素市场化配置、生态价值实现、营

商环境优化、科技体制创新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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