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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 城市数量日益增多，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在当今

世界上崛起了多座巨型城市或称之为世界性城市， 中国的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等

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均超过 ５００ 万， 谓之超大城市， 还有数量众多的所谓特大城市和

大城市。 大城市是否必然会出现 “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 是否是不治之症以及如

何防治 “大城市病”？ 以上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热点话题。 在中

国， “大城市病” 的不期而至， 也使此问题有了讨论的必要。 本文探究大城市病产生

的原因并对治理 “大城市病” 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 “大城市病”

有一句话在世界范围内很流行， 那就是 “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因此可以

说， 城市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产物。 但当城市越来越大， 患上 “大城市病” 的时

候， 人们对这句流行语便产生了怀疑。 当一些大城市人满为患、 交通拥堵、 环境恶化

的时候， 人们便采取各种措施， 甚至不择手段地抑制大城市的发展， 但事与愿违， 大

城市的规模继续扩大， 人口数量继续增长。 目前在日趋增长的城市， 人们感觉到了自

身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
２００７ 年， 我在联合国区域开发署主办的进修班进修， 和一位专家讨论了这一问

题。 我问他， 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是问题还是规律？ 他回答说， 应该是一个规

律。 他的回答和我的观点不约而同。 我也曾经与很多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进行过探

讨， 他们的答案大多如此。 作为问题， 我们应该提出对策去解决， 但作为规律， 我们

只能顺应和适应。
人们总是在水源比较充足、 环境比较优美和气候比较宜人的地方建设城市， 尤其

大城市更是如此。 美国的纽约、 英国的伦敦、 法国的巴黎、 日本的东京和中国的北京

均是如此。 大城市所具有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优于其他城市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经济学者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证明， 城市具有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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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企业和个人在集聚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从

而使企业和个人更愿意扎堆而不是分散发展。 而且城市规模越大， 企业的经济效益

就越好， 劳动者的机会也就越多， 正因为如此， 一批大城市发展起来， 规模也越来

越大。
城市也具有循环累积效应。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城市的公共投资能力便不断增

强， 电力、 通讯、 公共交通、 给排水、 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交通的

发达， 体现在公路、 铁路、 航空以及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 这是众多企业

所向往的， 也是小城镇和小城市难以相比的。 企业的聚集使得大城市的财力更加雄

厚， 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比小城市和小城镇更加完善。 无论多么大的障碍也难以阻挡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们不可遏止地涌向大城市， 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也就不可

避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纽约超越伦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纽约的人口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超过 １０００ 万， 成为世界上第一座超大城市。 ２００７ 年， 纽约市的人口已

达 １８９０ 万。
随着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 城市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 如交通拥堵、 环

境恶化、 房价升高、 生活不便等等， 甚至出现多起恶性污染事件， 如伦敦曾被谓

之 “雾都”、 东京出现过 “水俣病”、 洛杉矶出现过 “光化学烟雾” 等， 近些年北

京也出现了驱之不去的 “雾霾”， 人们将上述情况统称为 “大城市病” 或 “人口

膨胀病”。
城市的发展并非越大越好。 随着城市的扩大， 必然会出现交通拥挤、 效率降低和

生活不便等问题。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 人们谈 “城市病” 色变， 甚至出现了

大城市 “恐惧症”。 然而 “大城市病” 并非不治之症， 几十年过去之后， 再看纽约、
伦敦、 东京， 城市人口并没有减少， 但城市污染大大减轻， “光化学烟雾”、 “雾都”
都不见了， “水俣病” 也没有再出现， 城市变得越来越宜居。 他们是怎么解决 “大城

市病” 的呢？ 据笔者了解，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发展新的城市组团， 也就是打

造 “反磁力中心”； 三是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 形成城市群。 在工业化初期和中

期， 甚至重化工业也集中在大城市， 废水、 废气和废渣等对城市环境造成了恶劣影

响。 经过调整， 重化工业搬离大城市甚至转移到国外。 大都市则主要发展服务业和供

人们居住， 污染源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除了。 通过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 减少汽车出

行， 也有效治理了交通拥堵。 但城市发展有一定的惯性，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 城

市将会越来越大。 因此， 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其无休止的发展。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

提高大城市的要素成本， 如按照级差地租征收地产税， 使低附加值产业在大城市无

法生存， 促进其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小城镇。 随着产业的转移， 人口也会随之转移，
周边的中小城市就会发展起来， 形成规模较大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因此发展卫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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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都市型产业布局在周边城市， 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 是防治 “大城市病” 的有效

模式。

二、 产业结构调整是治理 “大城市病” 的有效之策

２０ 世纪初， 伦敦大部分家庭都使用煤作为燃料， 产生大量烟雾。 伦敦由此得名

“雾都”。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９ 日， 伦敦烟雾事件令 ４０００ 人死亡， 政府因而于 １９５６
年推行了 《空气洁净法案》， 禁止伦敦部分地区使用产生浓烟的燃料。 再加上污染企

业的外迁， 伦敦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观。
根据城市群原理， 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群内各城市提供服务， 其

加工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其他城市， 这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 世界城市群的核心城

市无一例外均是大银行、 大企业的总部集中地。 纽约聚集了 ３００ 家美国和国际资本的

大银行。 美国十大银行中的四大银行总部在纽约， 其中花旗银行和摩根银行资产分列

全国第一、 第二位， 其资产约等于其余六家银行之和。 ２００３ 年， 美国财富 ５００ 强公

司中有 ４２ 家总部在纽约， 名列全国第一。 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纽约市在全球

经济中处于主导和领先地位。 金融和专业服务往往在同一个地点集聚， 纽约市作为创

新和金融中心具有主导地位。 研究表明， 纽约市真正的竞争优势和作为全球城市的独

特地位的出现依赖于创新中心———特别是艺术、 设计、 媒体和娱乐。 正是这些行业，
使该地区拥有了最大的竞争优势和持续繁荣的可能性 （Ｃｕｒｒｉｄ，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５ 年， 世界排名前 ２０ 的银行中有 ８ 家总部设在东京， 前 １００ 家银行有 １６ 家的

总部设在东京。 世界排名前 ２０ 的制造业企业中有 ３ 家、 排名前 １００ 的有 １７ 家总部设

在东京。 伦敦是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的数据， 共有

２５５ 家外国银行分支机构进驻， 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高达 １１０９０ 亿美元， 占全球日外

汇交易总量的 ３２％ 。

三、 “多中心组团式” 应对 “大城市病”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也相继出现了人口近千万的大都市， 如上海、 北京和深圳

等， 未来还有一些城市将步入人口近千万的大城市行列， 其中有些已患上了 “大城

市病”。 究其原因， 是规划和管理的失误。 如强调功能分区、 “单中心摊大饼”、 规划

建设的卫星城均是 “卧城” 或曰 “睡城”， 远距离通勤导致私家车成为主要交通工

具， 汽车时代过早过快地到来， 形成 “潮汐式交通”， 使城市道路不堪重负。
北京市根据城市发展需要， 修建了多条环路， 从三环修到四环， 从四环修到五

环， 从五环修到六环， 被戏称为 “单中心摊大饼”， 即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 像摊大

饼一样， 一直摊到了五环之外， 大有将城市这张 “大饼” 摊到河北的趋势。 不仅大

０２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饼越摊越大， 而且越摊越厚， 有些地区还在 “见缝插针”。 金融街、 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 中关村、 西单、 东单、 王府井、 丽泽商务区、 东直门、 宣武门和广安门等

地的商务功能越来越强， 居住功能却越来越弱。 卖大碗茶的、 蹬三轮车的普通百姓都

居住在五环之外。 产城分离带来交通量的成倍增长， 也成为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 由

于城市越来越大， 占用的农田和绿地越来越多， 城市水泥地面越来越大， 吸纳水的能

力便越来越弱， 几十年前建成的排水系统不可能满足如此需求， 因此一般的降雨即会

形成内涝。 城市水泥地面积越来越大， 阳光照射到水泥地上， 瞬间便反射到空气中，
形成 “热岛效应”， 以至于城市中心地区比郊区的温度高出好几度， 这也是城市降雨

和降雪减少的原因之一。
小城镇和小城市主要采取 “前店后厂” 模式， 一些工矿区也往往把职工的居住

布局在厂区附近或厂区之内， 甚至一些化工厂也往往如此。 这是因为， 在交通工具缺

乏、 交通不便的时代， 方便生产是第一位的， 这就出现了商贸居住包围工厂的现象，
甚至 “商贸居住跟着工厂跑”。 生产与生活穿插或是犬牙交错， 给生活带来方便的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互影响， 尤其是污染企业对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影响就更大。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城市便通过城市规划划分了功

能区， 如工业区、 商贸区、 居住区和文化区， 有的城市还规划了行政办公区。 “功能

分区” 模式是对 “前店后厂” 模式的革命。 通过分区规划建设， 使工业区和居住区

分开， 既使居民远离了污染， 也使城市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功能分区不

论采取方格式还是放射状， 功能都十分明确， 既方便生产， 也方便生活。 工业企业

“扎堆”、 有利于加强协作和配合。 商贸企业 “扎堆”， 有利于增加人气， 方便人们购

物消费。 有些大城市， 还规划建设了 “商务中心区”， 高楼大厦林立， 成为城市的现

代化标志区。
但 “功能分区” 模式只适用于规模不大的中小城市， 不适用于人口几百万以上

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尤其是不适用于人口规模超千万的大都市。 改革开放以来， 很

多大城市规划建设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一些城市还建设了大型居住

区， 如北京不仅在城南规划了近百平方公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还在城北规划了天通

苑、 回龙观和望京几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居住区。 许多人在城北居住， 在城南上班， 居

住与就业远距离分离， 形成了 “潮汐式” 交通， 即早晨进城上班， 晚上出城住宿，
这势必造成大规模拥堵。

所谓 “多中心组团式”， 就是在一个规模已经很大的城市之外选择一个或两个地

方集聚产业和人口， 形成新的城市组团， 疏解老城区的功能和人口， 引导产业向新区

集聚 （肖金成， ２０１２）。 我们知道， 大城市的老城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为人们总

是希望居住在大城市， 哪怕是在城市边缘， 这就是 “虹吸效应”。 所以， 新区很难发

展起来， 正所谓 “大树底下不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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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新区的吸引力， 就要对新区增加投入， 使其交通更便捷、 设施更完善、
环境更美好， 使企业和居民预感到将来这里 “经济更繁荣”， 各种经济要素向这里聚

集， 吸引更多的人到新区就业和居住， 有效地减轻老城区的压力， 不久以后即可形成

和老城区规模不相上下的城市组团。 一个大都市可以有多个组团， 在组团之间有绿

地、 农田甚至森林相间隔。 在组团内部实行功能分区， 实现 “产城一体化”， 就可有

效缩短通勤距离， 既减轻交通拥堵， 又能够为多数人节省通勤时间。
新区是大都市的 “反磁力中心” 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发展新的城市组团， 既可

以将周边距离较近和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和城镇作为大城市的一部分去打造， 逐步实

现周边城镇的一体化和同城化， 也可以单独规划建设新区， 如 “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重庆两江新区” 等。 “新区” 是新的产业集中区， 但和新城不

同， 新城是新的商贸居住区， 而新区既有工业区、 商贸区， 也有农业区、 生态区， 并

非都是商贸居住区。 所以， 新区规划的面积一般比较大。 工业是新区的基础产业， 正

是因为工业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吸引了大量劳动者， 既有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 也有数量众多的 “农民工”， 不管是 “白领” 还是 “蓝领”， 都有服务需求； 服

务业的发展同样创造了就业岗位， 像 “滚雪球” 一样， 人气越来越旺。 除了工业和

服务业之外， 还应有农业区和生态区。 新区离老区应有一定的距离， ３０ 公里或 ５０ 公

里， 以免成为老区 “大饼” 的一部分， 应避免在老区居住在新区就业， 或在新区居

住在老区就业。 新区与老区之间应通过规划手段进行 “强制间隔”， 最好保持现状，
也就是说， 原来是耕地就继续发展农业， 原来是林地或是湿地则继续作为林地和湿

地。 总之， 他们应是新区的一部分， 不能随意改变用途， 搞见缝插针。

四、 发展 “城市群” 是 “大城市病” 的治本之策

随着产业的转移， 人口也会随之转移， 周边中小城市就会发展起来， 形成规模较

大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为此要采取措施， 制定政策， 使低附加值产业在大城市无法生

存， 像批发市场之类的应该搬离市区， 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小城镇。
城市群与都市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 周边地区的城市

和农村受到辐射带动， 与大都市形成了分工合作关系， 产业链条向周边延伸， 周边城

市便成为大都市的卫星城。 都市圈的范围取决于大都市的辐射半径， 辐射半径又取决

于城市的规模和质量， 规模和质量越大， 其辐射半径也越大， 但一个城市的辐射半径

不会太大， 一般 １００ 公里左右， 而且距离越远， 辐射力越小。 都市圈一般由内向外逐

步延伸， 在缺乏规划控制的条件下呈蔓延式发展， 其形态就是学者们定义的 “都市

连绵区”。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 能够产生巨

２２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大的集聚经济效益， 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 所谓城市群

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 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 以一个或几

个特大城市为中心， 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 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

断加强， 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 “集合体”。 和都市圈不同， 城市群是由若干

个城市共同辐射带动、 共同作用， 不仅范围大、 功能强， 而且空间结构比较合理。 在

城市群范围内， 原来单独的城市和另外的城市形成了功能互补关系， 大城市的产业结

构不断升级， 给小城市和小城镇带来了机遇。 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群范围内的区位

劣势在弱化， 成本优势在强化。 小城市和小城镇里各种要素成本都很低， 零部件产业

就可以在小城镇和小城市得到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之所以有那么多小

城镇， 集聚了那么多产业， 与处在城市群之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城市群里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既能够协调发展， 又可以使基础设施共用共享。
由于城市群中各城市功能互补， 大城市服务、 辐射和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发展， 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支撑大城市的功能增强， 不但有利于促进大城市的功

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也可以做到互利共赢。 所以， 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城市均有一个

城市群作为依托。 纽约周围有波士华城市群， 伦敦周围有英国中南部城市群， 巴黎周

围有欧洲中部城市群， 东京周围有东海道城市群， 上海周围有长三角城市群， 北京市

功能的疏解则有赖于京津冀城市群。 十年前， 我们曾提出在北京附近建设新区， 目前

来看机会已经错过。 都市圈的发展有可能加剧 “大城市病”， 所以， 发展城市群便成

为京津冀的不二选择。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就是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疏解到周边城市。 只有周边的城市发展了， 城市群形成了， 北京的 “大城市病” 才

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根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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