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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
层级与方阵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测度与分析

倪鹏飞　 王雨飞　 丁如曦

摘 要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是个重要问题。 基于新发展理念， 遵循发

展水平测度的相关原则， 作者构建了由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 绿色

生态、 开放互联和基础设施等六个分项组成的指标体系， 并结合国家颁布的最

新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对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 ６９ 个样本城市的综合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 结果表明， 全国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极化现象较为严重； 从层

级看， 样本城市可大致分为四个方阵， 第一方阵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领先全国

平均水平且城市之间竞争激烈； 从区域看， “东强西弱” 的发展格局非常明显；
从指标体系的六个分项看， 创新驱动是发展的关键动力和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志，
但极化效应更为明显， 是第二、 三、 四方阵的普遍短板。 进入新时代， 一方面，
需要促进中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由第一方阵向其他方阵扩散， 进而实现各层级和

方阵间的平衡、 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 各大城市需遵循 “扬长、 补短、 抓关键”
的原则， 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提升自身综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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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市

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由 １７ ９２％提高到 ５７ ３５％，
城镇常住人口由 １ ７ 亿人增加到 ７ ９ 亿人， 城市数量由 １９３ 个增加到 ６５７ 个。 经过近 ４０
年的发展，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城市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城市发展布局更加科学有序。 但城市在取得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
也面临人口膨胀、 交通拥挤、 住房紧张、 环境污染、 资源紧缺、 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
同时， 中国各城市间的发展仍不够平衡和充分。 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并不

可持续， 新时代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模式。 为此， 有必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 基于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的评价指标

体系， 以测度并引导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向新模式转变， 向新目标发展。
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是评价一定区域包括经济、 社会与环境等各要素在内的发展水

平与潜力的综合性指标， 相近概念包括综合实力、 竞争力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
以鲍威尔的 《社会指标》 为先导， 各国际组织、 国家和地区开始对综合发展水平评

价体系进行研究与探索。 世界经济论坛从 １９７９ 年起每年发布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
是目前国际上竞争力评价领域最著名的报告之一。 该报告的竞争力排名以全球竞争力

指数为基础， 这一指数包括制度、 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等 １２ 个竞争力因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 该指数一经推出即成为衡量世

界各个国家或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统一尺度。 为更加科学地监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进程， 国家统计局于 ２００８ 年发布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 科教文卫、 环境质量、 生活质量、 民主法治等 ６
个方面 ２３ 个指标构成。

城市综合实力、 竞争力以及综合发展水平的相关文献讨论的焦点和分歧集中于评

价体系的构建。 评价城市实力的传统方法往往只采用单一或几个指标进行评价， 不能

全面地反映城市的综合实力地位 （顾朝林， １９９２）。 即使采用综合评价指标， 由于研

究侧重点不同， 选取的指标不同也会得出差异较大的排名和结论。 李艳军和华民

（２０１４） 编制了侧重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城市评价体系， 并检验了中国城市绿色效率的

影响因素。 李倩倩等 （２０１１） 以特大城市为样本， 侧重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综

合实力的相关性， 认为综合实力排名上升城市的行政规划更加趋于规则和紧凑。 倪鹏

飞等 （２０１３） 在要素体系—产业体系—产业价值 （ＦＩＶ） 分析框架下， 解释城市竞争

力的动态决定机制， 并构建了城市竞争力的测度模型和构成模型。 付敏杰和赵春晓

（２０１２） 从城市规模、 服务水平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了中国地级市的

城市发展综合水平， 认为城市的软件环境和经济活动尤其是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水平的

提高至关重要。 还有一些学者综合经济、 社会、 环境方面的指标构建城市竞争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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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Ｄｕｆｆｙ， １９９５； Ｒｏｎｄｉ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Ｊｅｎｓｅｎ⁃Ｂｕｔｌｅｒ， １９９９； 吴艳霞、 张道宏，
２００５； Ｓａｖｉｔｃｈ， ２０１０）。

以上研究多着眼于国际或国内各省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比较， 为构建城市层面

的综合评价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 这些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 中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有别 （倪鹏飞等， ２０１３）， 对

城市进行分样本研究更能准确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 第二， 受数据获取的限制，
以上研究均基于宏观统计数据构建指标体系， 导致一些指标选用较为牵强， 不能准确

捕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特征； 第三， 上述文献虽采用综合指标评价城市竞争力或发

展水平， 但局限于经济、 社会、 文化等传统因素。 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进程， 新时

期更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之下关注城市的全面发展， 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指标体

系却没有得到既有文献的充分重视。 此外， 已有文献中尚未有基于新发展理念评价中

国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研究。 综上， 本文提出了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评价体系， 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取非常规数据构建了更加完整的指标体系， 并结合

国家颁布的最新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对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大城市的综合发展

水平进行测评。

二、 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一） 指标体系的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① 遵循这一新发展理念， 以 “创新增强发展动能、 协调促进发展平衡、 绿

色保障发展可持续、 开放拓展发展空间、 共享体现发展公平” 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基

准， 本文构建的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包含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 社会和

谐、 绿色生态、 开放互联和基础设施等六个分项， 综合体现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受相关统计数据的限制， 无法为评价对象的每一个构成因素都设定一个指标加以衡

量和分析。 鉴于此， 本文在构建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时， 采取了将各因

素归类的办法。 即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 按照指标数量最小化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反映

经济先进性指标的原则， 选取每个类别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数据指标， 使得指标体系的

衡量结果能够更客观地反映每个大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 本文最终设计的解释性城市综

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分为三级， 一级指标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二级指标为六个分项，
三级指标为具体指标 （见表 １）。 这些指标的选取代表了城市发展的趋势、 方向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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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法 资料来源

创新驱动

大学指数
各城市全部高校中最优高校

排名
世界大学排名（Ｗｅｂ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专利指数 全球专利申请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

千人计划人数
国家层面共 １１ 批千人计划名

单按城市归属的人数
国家千人计划网

科技活动人员数 — 《中国城市年鉴》
科技经费支出额占财政收

入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教育支出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

人均 ＧＤＰ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ＧＤＰ 规模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镇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

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大企业指数 世界 ５００ 强及上市公司数

《财富》 ５００ 强名单、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及结

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人均存款余额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公共财政收入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社会和谐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万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

人数

检察院批准逮捕嫌疑人数 ／ 全
市常住人口

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食品支出 ／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每百万人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从业人数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社会保障、就业和医

疗卫生财政支出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绿色生态

单位 ＧＤＰ 耗电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空气质量 ＰＭ２ ５浓度年均值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单位 ＧＤＰ 二 氧 化 硫 排

放量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地表水水质

河流、湖泊水质状况，涉及沿海

城市时，还包括近海海水水质

状况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及下属各省市监

测站、水文信息网、中国环境保护部

及下属各省市环保厅、环保局，全国、
各省市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各省市水

资源公报

人均绿地面积（市辖区）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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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方法 资料来源

开放互联

外贸依存度
（进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２ ×
ＧＤＰ）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例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城市全球联系度
参照《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计算方法

福布斯 ２０００ 公司网站

国际商旅人员数 接待海外商旅人数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城市国际知名度
城市拼音名 Ｇｏｏｇｌｅ 英文搜索

结果条数
Ｇｏｏｇｌｅ 搜索

基础设施

城市客运总量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货运总量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三甲医院指数 三甲医院数量 国家三甲医院名单

市内交通
市内交通已建公里数 ＋ 市内交

通在建公里数 × ０ ５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排水管道密度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注： 各分项中的高级衡量指标加粗显示。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二） 指标体系的解释

１． 创新驱动

创新最能增强发展动能， 创新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竭的、 最终的动

力。 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不断以新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 在这里， 全面完善的教

育体系能满足各种对知识的渴求， 众多专业人员致力于各种新知的探索， 市民们基于

各种新知不断创新， 创意阶层形成， 知识经济发达， 知识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
知识既是经济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 也是最主要的产出， 同时各种创新成果能够迅速

地被转化为新产品， 从而充分满足人们对新的知识和产品的旺盛需求； 政府致力于为

知识的传承、 传播及各种创新活动创造条件、 提供保障， 在全社会中营造出鼓励创

新、 包容失败的氛围。
（１） 大学指数。 大学是最主要的教育组织机构之一，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从组织

机构层面间接衡量城市在知识生产方面资源投入的规模和效率。
（２） 专利指数。 专利是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 在此采用专利指数来衡量城市技

术创新的规模及活跃程度。
（３） 千人计划人数。 千人计划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简称， 主要是围绕

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 学科、 实验室以及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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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 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 引进 ２０００ 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

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 发展高新产业、 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

才来华创新创业。 城市拥有千人计划人数代表该城市最先进人才的储备情况， 是城市

创新的有力保障。
（４） 科技活动人员数。 科技人员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之一， 在

此采用此项指标来直接衡量城市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投入规模。
（５） 科技经费支出额占财政收入比重。 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一方面会促进知

识产品的产出， 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对知识产品的需求，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作为知识需

求的衡量指标之一。
（６） 人均教育支出。 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对各种知识产品消费的过程， 因此人均

教育支出可以用来衡量知识需求。
２． 经济发展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托于城市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城市产业和企业的良性发展

和繁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 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创业和营

商环境的地方。 在这里， 成熟的商业文化已经形成， 勇于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备受推

崇， 市场机制完善而灵活， 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细致而周到。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们依

托政府服务、 利用市场机制大胆创业， 充足的要素供给、 高效的政府及旺盛的需求极

大地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 使得新的产业和企业及产业和企业的新业务层出不穷， 大

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城市的商业活力无限。
（１） 人均 ＧＤＰ。 该项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也是了解和把握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 本文用人均 ＧＤＰ 衡量各城市的人民

生活水平。
（２） 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 国民经

济素质、 人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同时， 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也关系到城市产业结构

的合理性， 为城市缓解就业压力提供支撑。 另外， 城市的商业服务业的规模越大， 所

能提供的多样化服务种类就越多。
（３） ＧＤＰ 规模。 本文用各个城市的 ＧＤＰ 总量衡量城市的经济规模。
（４） 城镇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本文用该项指标反映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中， 多种所有制的构成情况。
（５） 大企业指数。 本文用大企业指数反映城市产业、 商业状况。 总的来说城市

所拥有的大企业的数量与城市产业发达程度正相关， 在此采用大企业指数来衡量城市

产业的发达程度。
（６） 人均存款余额。 资金需求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需求之一， 较充裕的

资金供给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在此采用人均存款余额来衡量

企业获得要素投入的难易程度。
（７） 政府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 政府在社会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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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
本文用财政收入反映政府的财力情况。

３． 社会和谐

协调才能促进发展平衡。 社会进步是以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社会精神为保障

的， 运转顺畅有序的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人与人平等和睦

相处的地方。 在这里， 个人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政府时刻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时刻关注着民众的诉求并充分、 迅速地做出反应， 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保障均

等地覆盖全体居民， 来自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 不同派别和不同社会阶层

的人们能够公平地竞争， 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都能通过合理的机制疏导和加以解决， 使

得矛盾冲突各方的利益平衡， 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尊重和体现。
（１）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 中国城镇

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用人均住房面积反映城镇居民的住

房质量与居住环境。
（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居民家庭全部

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 本文用该项指标反映城镇居民的富

裕程度。
（３） 万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数。 社会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自然灾害、 生

产安全事故、 食品安全事件、 交通事故、 火灾、 传染性疾病等都是危害社会安全的因

素。 考虑到交通事故、 火灾很大程度上具有偶发性， 不能稳定地反映社会安全的总体

状况， 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城市级数据又不可得， 所以在此采用检察院每万人批准逮

捕犯罪嫌疑人数来衡量社会安全程度。
（４）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一

般来说，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恩格尔系数较高， 表明家庭收入较低或者国家较

穷， 反之则反。 本文用恩格尔系数衡量一个家庭或城市的富裕程度。
（５） 城乡人均收入比。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差别程度。
（６） 每百万人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数。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是现代生活

的产物， 是城市自身历史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 交融的集中体现。 考虑数据的可

得性， 本文用每百万人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数反映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以

及城市现代文化的繁荣程度。
（７） 人均社会保障、 就业和医疗卫生财政支出。 政府在社会保障、 就业和医疗

卫生等民生问题解决和改善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来衡量政府保障民

生的水平和程度。
４． 绿色生态

绿色保障发展可持续。 自然环境是人们生产、 生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断恶

化的自然环境终将危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理想的城市应该

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 在这里， 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或改造者， 而是自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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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之一；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作为自然循环过程之一， 与其他自然循环过程相

协调；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 水及动植物资源丰富， 土地、 矿产、 能源等自然资源

被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 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工环境与自

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 绿色建筑产业发达， 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废物被最大限度地

循环再利用。
（１） 单位 ＧＤＰ 耗电。 此项指标反映了生产单位价值产品所消耗的电力， 在此作

为衡量节能的指标之一。
（２） 空气质量。 城市的各种环境污染会损害人们的健康， 雾霾、 沙尘等空气污

染就是最直接的表现， 在此用 ＰＭ２ ５浓度年均值衡量城市环境污染对人们健康的损害

程度。
（３）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硫排放量。 二氧化硫的排放主要是由煤、 石油等化石燃料

燃烧所产生的， 同时二氧化硫对水体会产生直接的污染， 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在此采

用此项指标同时作为衡量节能和节水水平的指标之一。
（４） 地表水水质。 水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此采用地表水水质来衡量

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在衡量沿海城市水质时， 其近海海域的水质也纳入了考察范围。
（５） 人均绿地面积。 本文采用此项指标来衡量城区植被覆盖情况。
５． 开放互联

开放拓展发展空间。 社会的专业分工要求经济主体之间必须进行联系和交往， 在

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这就更加要求城市

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世界大分工中， 不断地汲取外部资源。 家庭、 企业和政府是城市

国内、 国际联系与交往的重要主体， 进行着包括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

广泛联系。 经济上的联系与政治、 社会及文化上的联系相互作用， 最终吸引国际资本

在城市投资， 使本土产品走向世界， 强化国际企业在城市空间上的聚集及促进产品和

要素国际市场的形成。 因此， 城市与外界主体的联系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影响重大。
（１） 外贸依存度。 此项指标反映了城市与外部产品贸易的程度， 由于产品贸易

的开放程度一般与文化上的开放程度正相关，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来衡量附着在产品贸

易上的文化交流的开放程度。
（２）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此项指标反映了城市与外部的

资金交流程度， 由于资金交流的开放程度一般与文化上的开放程度正相关， 在此采用

此项指标来衡量附着在资金交流上的文化交流的开放程度。
（３） 城市全球联系度。 社会的专业分工要求经济主体之间必须进行联系和交往，

本文用城市跨国公司全球联系度表示城市对外联系的频繁程度。
（４） 国际商旅人员数。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从人员方面来衡量城市与外部文化交

流的开放程度。
（５） 城市国际知名度。 附着于经济交流的文化交流并不能完全替代直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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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直接的文化交流既包括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包括文化的对内引进， 城市国际知名

度恰好能够反映城市文化交流情况。 陈云松等 （２０１５）、 柳建坤等 （２０１６） 利用以城

市名称为关键词得到的谷歌检索结果作为衡量城市知名度的指标。 本文借鉴以上文献

的方法， 利用以城市英文名称为关键词得到的 Ｇｏｏｇｌｅ 英文搜索结果条数衡量城市的

国际知名度。
６． 基础设施

共享体现发展水平。 城市的基础设施为城市的主体联系提供了手段， 是城市的主

体之间进行信息和物质的交流的必要条件。 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主体之间建立高效联系

并使得这种联系能够高效地转化为经济成果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的缺乏将阻碍城市

主体之间的联系， 进而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１） 城市客运、 货运总量。 客 （货） 运量指在一定时期内， 各种运输工具实际

运送的旅客 （货物） 数量。 本文用这两个指标反映运输业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

高服务的情况， 即反映城市对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２） 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新的信息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促进新

的思想和技术的诞生， 进而引起城市社会结构、 产业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因此信

息交流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互联网使得个人能够方便地、 有目的地搜

寻或发布信息，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 在此采用此项指标来衡量人

们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
（３） 三甲医院指数。 按照中国现行 《医院分级管理办法》 的规定， 三甲医院是

目前医院等级划分的最高级别。 三甲医院数量代表向市民或周边地区提供高水平专科

性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 本文用该项指标反映城市的医疗水平。
（４） 市内交通。 市内公共交通的便捷性是人们出行方便、 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

保障。 本文中的市内交通主要指市内的快速交通包括地铁、 轻轨、 单轨、 有轨和磁悬

浮的线路长度。
（５） 排水管道密度。 城市的环境卫生包括垃圾清扫、 污水和雨水排放等很多方

面， 其中排水防涝设施是中国城市建设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在此采用排水管道密度

来衡量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３ 年为评价年份。 数据包括国家或城市层面公开的统计数据、 地方

直辖市或地级城市政府的年度公开数据， 以及各城市政府网站、 相关专业网站、 世界

银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网站的公开数据， 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年

鉴》， 以及各城市的 《环境统计公报》 《水资源统计公报》 等， 统计年鉴中缺失的数

据根据相应城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补齐。 此外， 本文通过网络搜索

的方式从 Ｇｏｏｇｌｅ 等网站中获取了大数据， 经过整理后按照相关计算方法将其纳入城

市的综合得分中。 以上指标和数据基本能够代表城市发展的全貌， 具有先进性、 现实

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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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选择与计算方法

（一） 样本选择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简称 《通知》），
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 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① 根据 《通
知》 要求， 本文选用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中的城区人口作为城区常住人

口的替代指标， 最终选取 ６９ 个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大城市作为样本城市 （见
表 ２）。②

表 ２　 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及样本城市 （２０１４ 年）

城市等级 划分标准 城市

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 上海、北京、深圳

特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 １０００ 万

以下的城市
重庆、天津、南京、广州、沈阳

大城市

Ⅰ型

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３００ 万以上 ５００ 万以

下的城市
武汉、成都、哈尔滨、西安、郑州、青岛、长沙、长春、大连

Ⅱ型

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 ３００ 万以

下的城市

济南、太原、杭州、乌鲁木齐、苏州、汕头、石家庄、昆明、
南昌、合肥、揭阳、洛阳、南宁、无锡、贵阳、唐山、福州、东
莞、兰州、临沂、徐州、厦门、包头、鞍山、邯郸、淄博、宁
波、烟台、温州、佛山、抚顺、吉林、呼和浩特、大同、潍坊、
淮安、常州、南阳、西宁、济宁、南通、大庆、柳州、保定、齐
齐哈尔、自贡、芜湖、淮南、株洲、扬州、银川、衡阳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二） 计算方法

１． 指标数据标准化方法

城市综合发展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 首先应对所有指标数据都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 客观指标分为单一客观指标和综合客观指标。 对于单一客观指标原始数据的无

量纲处理， 本文主要采取标准化、 指数化、 阈值法和百分比等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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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标准有四点重要调整： 一是城市类型由四类变为五类， 增设了超大城市； 二是将小城市和大城市分

别划分为两档； 三是人口规模的上下限普遍提高； 四是将统计口径界定为城区常住人口。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

不设区的市， 区、 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 常住人口包括： 居住在本

乡镇街道， 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的人； 户口在本乡镇街道， 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注： 本文所测评的 ６９ 个 “大城市” 包括 《通知》 中的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Ｘｉ ＝
ｘｉ － ｘ

－

Ｑ２ （１）

其中， ｘｉ 为原始数据， Ｘ ｉ 为 ｘｉ 标准化后的值， ｘ
－
为原始数据的平均值， Ｑ２ 为方差。

指数法的计算公式为：

Ｘｉ ＝
ｘｉ
ｘ０ｉ

（２）

其中， ｘ０ｉ 为原始数据的最大值。
阈值法的计算公式为：

Ｘｉ ＝
ｘｉ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３）

其中， ｘＭａｘ 为样本最大值， ｘＭｉｎ 为样本最小值。
百分比等级法的计算公式为：

Ｘｉ ＝
ｎｉ

ｎｉ ＋ Ｎｉ
（４）

其中， ｎｉ 为值小于 ｘｉ 的样本数量， Ｎｉ 为除 ｘｉ 外值大于等于 ｘｉ 的样本数量。
对于综合客观指标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先对单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 再用等权法加权求得综合客观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２．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

（１）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总指数的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六个分项综合在一起。 所谓非

线性加权综合法 （或 “乘法” 合成法） 是指应用非线性模型 ｇ ＝ ∏ ｘｗｉ
ｉ 来进行综合

评价。 式中 ｗ ｉ 为权重系数， ｘｉ ≥１。 对于非线性模型来说， 在计算中只要有一个指标

值非常小， 那么最终的值将迅速接近于零。 换言之， 这种评价模型对取值较小的指标

反应灵敏， 对取值较大的指标反应迟钝。 运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进行城市综合发展水

平的测度， 能够更全面和科学地反映综合指标值。
（２） 六个分项的计算方法

在三级指标合成二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合成一级指标时， 本文采用先标准化再等权

相加的办法， 标准化方法如前所述。 其公式为：

ｚｉｌ ＝ ∑
ｊ
ｚｉｌｊ （５）

其中， ｚｉｌ 表示各二级指标， ｚｉｌｊ 表示各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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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 ＝ ∑
ｌ
ｚｉｌ （６）

其中， Ｚ ｉ 表示一级指标， ｚｉｌ 表示各二级指标。

四、 结果分析

按照前文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本文对 ６９ 个样本城市各指标数据进行了测度

并排序，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综合指数和排名来看， 中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

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异和同化特征。

表 ３　 中国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及各分项得分

城市 排名 综合指数 经济活力 社会和谐 基础设施 创新驱动 绿色生态 开放互联

北京 １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８３８３ ０ ８３８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４８５１ ０ ９１４６

上海 ２ ０ ９５７４ ０ ８６６０ ０ ７４３５ ０ ９２７８ ０ ７８８１ ０ ５５７７ １ ００００

深圳 ３ ０ ８９４０ ０ ７８４８ ０ ７８９９ ０ ７６６３ ０ ７９６４ ０ ６９９４ ０ ７５９４

广州 ４ ０ ８２２７ ０ ５９４４ ０ ６５１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５１９９ ０ ９０７０ ０ ６０１４

苏州 ５ ０ ５８２０ ０ ５４１８ ０ ８１４２ ０ ４２７２ ０ ４７４０ ０ ４６９６ ０ ４５８８

杭州 ６ ０ ５７１９ ０ ４０８９ ０ ６７９０ ０ ４９２７ ０ ４６０２ ０ ６５２６ ０ ４４６１

东莞 ７ ０ ５７０１ ０ ４１７６ １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０１ ０ ２５１５ ０ ６３５７ ０ ４９６６

南京 ８ ０ ５５０１ ０ ４５０８ ０ ６６２８ ０ ４７１３ ０ ５３３９ ０ ５６３２ ０ ３５９０

厦门 ９ ０ ５２０６ ０ ３９８４ ０ ６６８２ ０ ３１６３ ０ ３５９５ ０ ６８６３ ０ ４７８８

天津 １０ ０ ５０２９ ０ ４４９２ ０ ４７６６ ０ ５７９６ ０ ５３００ ０ ３１３３ ０ ４７８６

成都 １１ ０ ５０１０ ０ ３２８４ ０ ４２４８ ０ ５８９７ ０ ３６８４ ０ ６６８０ ０ ４３９８

无锡 １２ ０ ４８４８ ０ ４４９７ ０ ６８６２ ０ ３７１８ ０ ３４６６ ０ ５４３１ ０ ３４８３

武汉 １３ ０ ４７８７ ０ ４２３７ ０ ４８７５ ０ ６２３５ ０ ４２３４ ０ ４６７０ ０ ２９２８

宁波 １４ ０ ４７８５ ０ ３４３９ ０ ６５０４ ０ ４７０３ ０ ３３４０ ０ ５２０５ ０ ３９７８

大连 １５ ０ ４５６４ ０ ３７００ ０ ５５６９ ０ ２９０７ ０ ３８２２ ０ ５７５０ ０ ４４２４

重庆 １６ ０ ４４９７ ０ ３２６２ ０ ３２７９ ０ ７６４８ ０ ３４９０ ０ ４５４６ ０ ３６４１

青岛 １７ ０ ４４３５ ０ ３３６７ ０ ３９５７ ０ ４０６６ ０ ３０９７ ０ ６９１８ ０ ４１８１

长沙 １８ ０ ４２７６ ０ ２４９２ ０ ７３８５ ０ ３１００ ０ ３３００ ０ ６６４３ ０ １９４６

常州 １９ ０ ４１９１ ０ ３７３６ ０ ６７５２ ０ ３３４１ ０ １９６５ ０ ４９７２ ０ ３７１６

佛山 ２０ ０ ４１８４ ０ ３３０６ ０ ４６３８ ０ ４９８４ ０ ２０６７ ０ ５５７９ ０ ３８７６

沈阳 ２１ ０ ３９０３ ０ ３０９９ ０ ５４１０ ０ ３４３１ ０ ３３８０ ０ ５２５５ ０ ２６０４

西安 ２２ ０ ３８１９ ０ ２３５４ ０ ５０４１ ０ ５２８２ ０ ３５１６ ０ ３８６６ ０ ２７４０

长春 ２３ ０ ３７４５ ０ ２０１３ ０ ４５０６ ０ ２９００ ０ ２４３３ ０ ７２５４ ０ ３３６０

福州 ２４ ０ ３６４４ ０ ２０７９ ０ ３７５８ ０ ２９７１ ０ ２５４４ ０ ８１２１ ０ ２５３８

济南 ２５ ０ ３４５３ ０ ２９７４ ０ ５７１６ ０ ２３２０ ０ ２９２７ ０ ５４０５ ０ １８０３

合肥 ２６ ０ ３４２６ ０ ２０３２ ０ ２７０６ ０ ４２４３ ０ ３９３８ ０ ６０３７ ０ ２０６８

４１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续表

城市 排名 综合指数 经济活力 社会和谐 基础设施 创新驱动 绿色生态 开放互联

呼和浩特 ２７ ０ ３３１４ ０ ３１９９ ０ ６９０４ ０ ０９８４ ０ ０４１７ ０ ７７６１ ０ １２５２

昆明 ２８ ０ ３２８３ ０ ３００２ ０ ４７０６ ０ １８０２ ０ ２６１７ ０ ５２８０ ０ ２９７０

烟台 ２９ ０ ３２６５ ０ １７９６ ０ ４４９８ ０ ２９５０ ０ ２０３５ ０ ６２８６ ０ ２７３２

扬州 ３０ ０ ３０５３ ０ １９８４ ０ ３１６９ ０ ２７６０ ０ １０６５ ０ ７５１３ ０ ２８４５

南昌 ３１ ０ ３０４３ ０ １６５５ ０ ３９２４ ０ ２４７２ ０ ０９１４ ０ ７４３９ ０ ２８８９

郑州 ３２ ０ ２９３１ ０ ２２２２ ０ ５６８５ ０ ３２２７ ０ ２３７０ ０ ２１９０ ０ ３０８８

哈尔滨 ３３ ０ ２９２２ ０ ３０５６ ０ ４２００ ０ ２２０３ ０ ２９９４ ０ ５０８１ ０ １２０８

温州 ３４ ０ ２９０２ ０ ２０４７ ０ ３２３９ ０ ３６０２ ０ ２０４８ ０ ５９３５ ０ １７８０

南通 ３５ ０ ２８１６ ０ １７９１ ０ ４０４１ ０ ２９９１ ０ １４２１ ０ ５２８６ ０ ２７３４

南宁 ３６ ０ ２７４１ ０ １３０８ ０ １９１４ ０ ２０３９ ０ １７１５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４８

包头 ３７ ０ ２６３３ ０ ３５３０ ０ ４９５９ ０ ２５９６ ０ ０６４８ ０ ４７６９ ０ ０９３４

乌鲁木齐 ３８ ０ ２５６２ ０ ３０７７ ０ ３７８１ ０ １７５７ ０ ０７５６ ０ ６０８４ ０ １６６０

芜湖 ３９ ０ ２４７８ ０ １３７７ ０ １８３６ ０ ３１６５ ０ ２５４７ ０ ５５０３ ０ ２３０９

贵阳 ４０ ０ ２４２４ ０ １９０２ ０ ２５１１ ０ ３６９１ ０ ２２２７ ０ ４９５６ ０ １２０２

大庆 ４１ ０ ２１９６ ０ １８７６ ０ ４０１３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５０５ ０ ７３２０ ０ ０７３２

淮安 ４２ ０ ２０６２ ０ １１６３ ０ ２３２３ ０ ２３４４ ０ ０６５４ ０ ６１３０ ０ ２２４０

徐州 ４３ ０ ２０１０ ０ １５２７ ０ ２２１６ ０ １９６７ ０ ２０１３ ０ ５２１１ ０ １６８４

吉林 ４４ ０ １８９３ ０ １４０１ ０ ３６１３ ０ １０３５ ０ ２３０２ ０ ５１５３ ０ ０５８８

淄博 ４５ ０ １８８９ ０ １４７８ ０ ４４６３ ０ ２９０９ ０ ０９４８ ０ ２７７６ ０ １４９６

潍坊 ４６ ０ １８８１ ０ １１１３ ０ ２５８９ ０ ４８６２ ０ １０４５ ０ ２８７５ ０ １５４９

太原 ４７ ０ １８１４ ０ ２４７２ ０ ２４７２ ０ １９５４ ０ ２３７０ ０ １８９９ ０ ２５６７

株洲 ４８ ０ １７５１ ０ １２１２ ０ ５８２４ ０ １５２５ ０ ０４６４ ０ ３２５９ ０ １１６３

石家庄 ４９ ０ １６１１ ０ １２３６ ０ １９２３ ０ ３３４４ ０ １９７１ ０ ２９１２ ０ １４２７

兰州 ５０ ０ １４７３ ０ ２０８０ ０ ２８６２ ０ １６１７ ０ １０２９ ０ ３９１８ ０ ０６８２

西宁 ５１ ０ １２３４ ０ １２５３ ０ ２８１６ ０ ２０８９ ０ ０４９２ ０ ４１９０ ０ ０２６８

银川 ５２ ０ １２２１ ０ １９６８ ０ ４１７６ ０ ０８７１ ０ ０６３９ ０ ３０５５ ０ ０３３９

齐齐哈尔 ５３ ０ １１６８ ０ １３９７ ０ １２４９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２６３ ０ ６２６４ ０ １１５０

衡阳 ５４ ０ １１４５ ０ ０７１０ ０ ３９１７ ０ １９３５ ０ ０１６７ ０ ２６８５ ０ １２９３

柳州 ５５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８７８ ０ １３４０ ０ １４００ ０ ０７２１ ０ ４８６５ ０ ０９０８

唐山 ５６ ０ ０９８９ ０ １２７２ ０ ２４９３ ０ ３０４０ ０ ０６８４ ０ １２４４ ０ １２６６

抚顺 ５７ ０ ０９７６ ０ １０６８ ０ ３１８２ ０ １２３２ ０ ０３７３ ０ ３０４６ ０ １０４０

洛阳 ５８ ０ ０９６２ ０ ０８７２ ０ ２９００ ０ ２１８６ ０ ０９０７ ０ １５６４ ０ １４４８

鞍山 ５９ ０ ０９０６ ０ １１６８ ０ ３９４３ ０ １０７２ ０ ０２２２ ０ １３４４ ０ １８７５

汕头 ６０ ０ ０８５７ ０ １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４６ ０ １６６２ ０ ４１４１ ０ １６５０

南阳 ６１ ０ ０７７０ ０ ０２２５ ０ ２１２５ ０ １６０１ ０ １０１３ ０ ３７５５ ０ ０２９１

临沂 ６２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８０５ ０ １１７８ ０ ２８７０ ０ ０３８０ ０ ２５０４ ０ ０９００

济宁 ６３ ０ ０６６７ ０ ０７４６ ０ １９９７ ０ １４９６ ０ ０４９４ ０ ２７１０ ０ 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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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排名 综合指数 经济活力 社会和谐 基础设施 创新驱动 绿色生态 开放互联

揭阳 ６４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６７６３ ０ １４５９

保定 ６５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６６２ ０ １４２７ ０ ０３５０ ０ ２６２１ ０ １２７０

大同 ６６ ０ ０１９７ ０ １０４４ ０ ２０５３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２８３ ０ ２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０

淮南 ６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７１６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５８１ ０ ３０１３ ０ ０２５４

自贡 ６８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８７０ ０ ３３０７ ０ ００７５

邯郸 ６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０５ ０ ０１１４ ０ ３０７６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９０７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排名靠前的 ６４ 个城市可以分成 ４ 个方阵， 每个方阵包括 １６ 个城市 （排名最后的

５ 个城市未进入方阵， 作为候补城市）， 而这 ４ 个方阵也恰好体现了中国大城市发展

的 ４ 个层级。 第一方阵由排名靠前的 １６ 个城市组成， 这些城市不仅包括北京、 上海、
深圳等一线城市， 还包括广州、 苏州、 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 这些城市饱含经济发展

和创新能力，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层级。 第二方阵由青岛、 长沙、 常州等城市组

成， 这些城市绿色生态指数突出， 不断追赶第一方阵，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层

级。 第三方阵由哈尔滨、 温州、 南通等城市组成， 这些城市与第一、 二方阵相比存在

明显的弱势和短板， 但有一定的发展基础，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共同成为第三层

级。 第四方阵由石家庄、 兰州、 西宁等多数中西部城市组成， 这些城市的综合发展程

度直接影响到中西部地区崛起和开发的大局， 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城市， 也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第四层级。 每个方阵中的城市排序按照综合发展水平计算结果依次排列，
具体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样本城市的方阵划分

方阵 城市

第一方阵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杭州、东莞、南京、厦门、天津、成都、无锡、武汉、宁波、大连、
重庆

第二方阵
青岛、长沙、常州、佛山、沈阳、西安、长春、福州、济南、合肥、呼和浩特、昆明、烟台、扬州、
南昌、郑州

第三方阵
哈尔滨、温州、南通、南宁、包头、乌鲁木齐、芜湖、贵阳、大庆、淮安、徐州、吉林、淄博、潍
坊、太原、株洲

第四方阵
石家庄、兰州、西宁、银川、齐齐哈尔、衡阳、柳州、唐山、抚顺、洛阳、鞍山、汕头、南阳、临
沂、济宁、揭阳

候补城市 保定、大同、淮南、自贡、邯郸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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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情况： 第一方阵明显领先全国， 第四方阵内部差异显著

１ 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均值拉开较大距离

从四个方阵各分项的总体均值 （见图 １） 来看， 第一方阵城市整体水平最高， 除

绿色生态外， 其他五个分项均遥遥领先于第二、 三、 四方阵， 各分项的整体发展水平

较为均衡。 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之间差距较大， 第二方阵短时间内很难追赶和超越第

一方阵。 相比之下， 第二、 三、 四方阵均值之间差距并不大， 综合水平优秀的城市不

多， 多数城市集中在中下水平， 城市极化现象非常突出。 综合来看， 第一方阵在各方

面表现均比较突出， 均明显领先于全国整体水平； 第二方阵整体水平稍差， 但是在社

会和谐和绿色生态方面与第一方阵较为接近； 第三方阵除绿色生态外， 其他分项的均

值均在 ０ ２ 左右甚至更低， 与前两个方阵的差距非常明显； 第四方阵表现最差， 而且

与排名靠前的城市差距非常大。

图 １　 四个方阵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的得分均值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２ 第一方阵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从各方阵内部 （见图 ２） 看， 第一方阵和第二方阵城市的变异系数相对较低， 尤

其是第一方阵的 １６ 个城市发展程度非常均衡， 而且整体水平较高。 这也显示出第一

图 ２　 四个方阵内部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的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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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形成了 “你追我赶” 的竞争局面。 在第一方阵， 城

市之间相互超越以及位次的较大幅度变化都是极其困难的。 相比之下， 第四方阵的变

异系数普遍较高， 与均值形成鲜明对比， 方阵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 尤其是

创新驱动的变异系数非常突出， 说明第四方阵的城市在创新层面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第三方阵城市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结合图 １ 各方阵、 各分项的均值来看， 优秀的

方阵均值高变异系数低， 落后的方阵均值低变异系数高， 越是落后的方阵城市之间的

发展程度越离散， 整体水平越低。
３ 创新驱动成为第二、 三、 四方阵城市发展的关键

从四个方阵各分项的得分均值情况看， 第一方阵发展比较均衡， 各项得分均值均

领先全国， 表现在图 ３ 中第一方阵外扩最突出且接近圆形。 第二方阵在绿色生态和社

会和谐方面较为突出， 但是其他四个分项与第一方阵相比落后较多， 尤其经济发展和

创新驱动两个分项成为其短板，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方阵与第二方阵

在外形上相似， 短板分项也一致， 只是第三方阵的六个分项更为收缩， 整体都低于第

二方阵。 第四方阵在图 ３ 的最接近核心的位置， 除绿色生态较好外， 其他五个分项表

现均很差， 尤其是创新驱动的得分均值几乎为 ０， 城市发展后劲不足。 总体来说， 除

第一方阵外， 创新驱动成为后面三个方阵发展的关键。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 我国大

中城市都面临经济转型的挑战， 而创新驱动是城市转型的主要动力。 要实现城市顺利

转型并找到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科技创新是关键。 为此， 全国各个城市都应该更加重

视科技创新的作用， 鼓励创新并及时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图 ３　 四个方阵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得分均值的雷达图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４ 样本城市之间综合发展水平极化现象比较严重

由样本城市综合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见图 ４） 可以发现： 样本城市的综合指数呈

右偏态分布， 频数分布的高峰向左偏移， 长尾向右侧延伸； 与正态分布相比， 城市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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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水平得分的分布偏左， 且波峰更高。 这充分说明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整

体表现一般， 尤其是得分偏低的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有待挖掘和提升。 全样本城市的总

体均值为 ０ ３２７３， 多数样本城市的综合指数集中分布在 ０ ２ ～ ０ ４ 的区间里， 指数超

过 ０ ６ 的城市全部集中在第一方阵， 表明多数城市的综合指数处于 “中下” 水平。
此外， 图 ４ 还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 即综合指数的频数分布在 ０ ９ 附近出现了一个次

高峰， 说明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较高， 与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差

距。 可见， 即使在城区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城市样本中， 城市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 极

化现象比较严重。

图 ４　 样本城市综合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从各方阵综合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见图 ５） 来看， 四个方阵的综合指数均呈

右偏态分布， 与正态分布相比，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得分的分布偏左。 第一方阵的

整体均值为 ０ ６１３８， 集中了全国综合表现最好的 １６ 个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和

广州四个一线城市的综合实力非常强， 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因此频数分布在 ０ ９
附近出现了次高峰。 第一方阵频数分布的高峰值出现在 ０ ５ 附近， 除四个一线城

市外， 其他 １２ 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全部集中在 ０ ４ ～ ０ ６ 的区间内， ０ ７ ～ ０ ８ 的区

间出现了城市的空档， 一方面说明第一方阵城市之间综合实力的分化程度非常严

重， 另一方面也说明第一方阵靠后的 １２ 个城市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非常激烈。 第

二方阵频数分布的高峰偏左， 但是比较接近理想水平的正态分布， 整体均值为

０ ３６２３。 第三方阵的整体均值为 ０ ２３１１， 也比较接近正态分布， 频数分布峰值严

重左偏， 在 ０ ２５ ～ ０ ３ 出现了一个次高峰。 第四方阵的整体均值为 ０ １０２， 频数

分布同样严重左偏， 方阵中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指数集中在 ０ １ 附近， 整体水平

都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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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四个方阵综合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二） 区域情况： 东部沿海城市整体领先， 西部省会城市零散分布

１ “东强西弱” 格局明显

从东、 中、 西、 东北四大区域分布情况看， 城区常住人口达到 １００ 万以上的大城

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已经连接成片。 这一区域的样本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

综合排名靠前， 第一方阵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第二、 三方阵的城市也扎堆集

中于此， 属于第四方阵的城市比较少。 中部和东北地区纳入样本的城市相比之下数量

明显下降， 除中部地区的武汉和东北地区的大连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外， 其他城市以第

三和第四方阵为主。 西部地区主要有省会城市零星分布， 成都和重庆进入第一方阵，
其他西部省会城市多徘徊在第三、 四方阵中。

２ 长三角城市群优势突出

从城市群角度看， 纳入样本的城市最多的是长三角城市群， 包括上海、 苏南、 浙

北和皖西地区。 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水平较高， 城市抱团发展， 中心城市的腹地广阔而

且城市层级分布合理， 实力最强。 珠三角城市群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城市不

多， 珠海、 中山、 佛山等几个综合实力较好的城市并没有被纳入样本， 不能因此判断

珠三角城市群的实力在下降。 深圳、 广州和东莞三个城市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揭阳和

汕头属于第四方阵。 综合实力比较突出的另一个区域是山东半岛， 虽然没有进入第一

方阵的城市， 但大城市非常集中而且多在第二和第三方阵。 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和天

津两座城市进入第一方阵， 石家庄进入第四方阵。 相比之下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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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薄弱， 腹地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北京和天津相差甚远， 城市群得到整体提升任重道

远。 西部成渝城市群整体情况也不乐观， 成都和重庆作为特大城市进入第一方阵， 除

此之外便没有城市能够进入大城市之列。
３ 东部总体均值明显领先

总体来看， 东部地区各个分项的均值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尤其是经济发展和开

放互联与其他三个地区拉开了距离 （见图 ６）。 创新驱动全国整体水平都不高， 东部

地区虽然领先， 但在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还有待大幅提升。 中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开放互联水平较低， 成为地区总体发展的短板。 东北地区的基础设

施是明显的弱项， 改革开放前东北地区是国家的重要工业生产基地， 但是改革开放以

后逐渐衰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代久远、 比较落后， 严重制约了东北地区的综合发

展水平。 西部地区除绿色生态分项较为突出外， 其他分项均较差， 尤其是创新驱动和

开放互联层面， 城市比较闭塞、 科技创新水平非常低都是制约发展的短板。 从综合情

况看， 东部地区明显领先，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水平大体相当。

图 ６　 各地区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的得分均值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４ 创新驱动是各个地区城市发展的关键

配合各地区六个分项得分均值的雷达图 （见图 ７） 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不同地

区的优势和短板， 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各个地区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创新驱动指数

在不同的区域之间、 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是有区别的。 东部城市科技创新实力明

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即使在东部地区内部， 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的科技创

新能力也不相同。 城区人口规模超过 １０００ 万的特大城市北京、 深圳、 上海的科技

创新能力领先全国， 但同处东部地区的东莞、 宁波、 无锡、 厦门等城市的创新驱动

指数明显落后， 而且与全国领先城市的差距较大， 中间断层严重。 城市的经济发展

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 人口结构、 创新服务能力、 城市规模、 城市行政等级等都是

影响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
５ 地区间差距整体较高

从各地区内部六个分项的变异系数 （见图 ８） 看， 变异系数整体都比较高，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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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地区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得分均值的雷达图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各地区内部城市发展极为不平衡， 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每个地区都有少数几个城市集

聚着大量的资源要素， 与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距离。 同时也深刻表明了现阶段大城市

的各项水平提升任务非常艰巨。 尤其是创新驱动， 四个地区的变异系数均为各分项的

最高值， 每个地区都有领军的城市， 如北京、 武汉、 大连和成都分别是东部、 中部、
东北和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的城市， 其创新能力远远高于所在地区的落后城市。

图 ８　 各地区内部六个分项及综合指数的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遵循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水平的评价原则， 构建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 并对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 ６９ 个样本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结果表明， 全国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极化现象较为严重。 从层级看， 样本城市可分

为四个方阵。 第一方阵明显领先全国， 其综合得分均值与第二方阵拉开较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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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阵 １６ 个城市竞争激烈， 尤其是位于中后位次的城市水平不相上下， 竞争异

常激烈。 从区域看， 东部地区的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领先， 尤其是沿海城市与

其他地区的城市拉开较大差距， 西部地区只有省会城市零散分布在全国大城市的版

图上， “东强西弱” 的发展格局非常明显。 不同地区各个分项的变异系数都较高，
区域内部分化现象显著，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均衡和非协调发展问题。 从指标体系

的具体分项看， 创新驱动是发展的关键动力和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志， 但其极化效应

十分明显， 成为第二、 三、 四方阵城市的普遍短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方面， 需要在中心聚集发展和转型的基础上， 促

进中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外溢扩散， 即由第一方阵向其他方阵外溢扩散。 要重新布局

中国的城市体系， 促进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引导人口、 产业和生

产要素优化配置， 进而实现各层级和方阵间的平衡、 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 各大城市

需遵循 “扬长、 补短、 抓关键” 的原则， 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对照指标体系的

六个分项提升自身综合发展水平。 为此， 结合新发展理念， 本文提出以下五大发展

建议。
第一， 加快科技创新。 推动创新发展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最根本出

路， 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具体实行中要注意强化市场导向

作用， 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 以城市为基本单元， 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

制， 让人才、 资本、 信息等创新要素充分涌动， 结合沿海开放和自贸区政策优势， 聚

集国内外先进技术等各种创新要素。 与此同时， 社会力量也不可忽视。 应在全社会鼓

励创新， 培育创新文化， 营造创新氛围， 鼓励发展众创、 众包、 众扶、 众筹。 政府要

设身处地为创新创业者着想， 提供良好服务， 让城市成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

沃土。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 第一方阵的北京、 深圳、 上海、 南京、 天津、 广州、 苏

州、 杭州、 武汉等大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领先全国， 第二方阵的合肥、 西安、 沈阳排

名比较靠前。 这些城市应该继续保持其创新优势， 并不断加大城市的知识外溢作用，
以科技创新支撑沿海、 沿江、 沿重要铁路线的经济带状发展。 相比之下， 第一方阵的

东莞、 宁波以及第二方阵的呼和浩特、 南昌、 扬州、 常州、 烟台等城市的科技创新排

名相对落后， 这些城市应该加强科技创新管理和投入， 借助城市的综合实力弥补科技

创新的短板。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全国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共同关键。
第二， 促进协调发展。 首先， 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允许的前提下， 不断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城市层面应该重点关注以产业为依托的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

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水平决定着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 其次， 应促进城乡协调

发展。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布局， 促进市辖区、 县级市与小

城镇合理分工、 功能互补、 协同发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结合中小城镇的自身

特点和资源禀赋特征， 合理确定其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城市功能定位促进

城市分工， 强化中小城镇的产业功能， 推进产业合理化布局。 再次， 应促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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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具体可以借助提升城市的 “软实力” 提升城市文

化、 政府服务、 居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 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和谐、 健康、 跨越式

发展。
在社会和谐方面， 重庆、 成都、 天津、 武汉和大连是第一方阵中相对落后的城

市， 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这些城市综合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

方阵的长沙、 呼和浩特、 常州、 济南、 郑州作为社会和谐方面的领先城市， 需继续发

挥优势、 融入城市群发展以助推城市的综合发展。
第三， 重视环境保护。 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雾霾锁城、 水资源短缺亟

待解决。 事实上， 中国一些特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较低， 得分不高， 影响了城市的综

合发展水平。 究其原因正是城市行政等级较高导致资源过度聚集， 使得城市规模超过

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 进而出现环境问题。 因此， 大城市要疏解功能， 均衡发展。 从

东京、 首尔等人口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地区发展经验来看， 疏解部分不符合世界城市发

展目标的功能， 对于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有直接关系。 以北京为例， 北京目前正在

进行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北京的世界影响力。 当前， 北京由于人口和

功能过度聚集导致的环境问题极其严重， 使得北京的功能优化与品质提升受到阻碍。
疏解非首都功能也有利于公共资源在北京周边城市的均衡配置。

从前文分析来看， 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一个倒 Ｕ 型关

系。 尤其是北京、 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但绿色生态指数排名靠后， 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此外， 天津、 重庆、 武汉、 苏州、 宁波、 无锡、 南京、 大连等众多第一

方阵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堪忧， 成为阻碍其城市综合发展的重要短板。 这些城市需要

加大生态治理投入， 重新梳理发展与治理的关系。 第二方阵的福州、 呼和浩特、 扬

州、 南昌、 长春、 青岛等城市的绿色生态指数较好， 成为城市发展的突出优势。 另

外， 南宁、 揭阳、 柳州、 齐齐哈尔、 淮安等城市的生态环境较优但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
第四， 扩大开放合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开放发展” 的理念， 从

前文结果也能看出， 综合实力越强的城市对外开放水平越高， 对外开放是促进城

市发展的正确道路。 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强调丰富对外开放内涵、 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 开放要有新水平、 新格局。 在开放合作的同时， 也要坚持原则， 懂得取舍，
对于科技含量高、 未来市场前景明朗的产业要加大开放合作力度， 但一定注意维

护资源环境的可再生性， 降低消耗， 确保空气、 水等资源不受污染威胁。
上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 北京紧随其后， 深圳、 广州、 东莞、 厦

门、 天津、 苏州、 杭州等众多第一方阵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均较高， 对外开放成为这些

城市综合实力的又一优势。 相比之下， 武汉、 无锡、 南京、 重庆、 宁波略显 “保
守”， 这些城市均为沿海、 沿江开放城市， 与内陆城市相比确实走在了开放的前列，
但对外开放动力与步伐仍显不足。 未来需借助港口天然优势， 扩大开放合作的广度和

深度， 提升开放合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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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成果全面共享。 共享发展注重公平、 正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

的根本出发点， 也是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发展理念的落脚点。 在城市层面推进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注点应该在涉及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 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现实需求， 未来共享发展理念应该尤其重视公共医疗、 居民住房、 市政设施等全民

共享、 全面共享理念的客观要求。
广州、 上海、 北京、 深圳、 重庆等城市的基础设施指数全国领先， 相对完善的基

础设施让广大市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同时也对城市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同属第一

方阵的大连、 厦门、 东莞、 无锡是基础设施指数偏低的城市， 应更加重视民生工程，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市民。 西安、 佛山、 潍坊、 合肥、 青岛、 贵阳、 温州等城市是

第二、 三方阵中基础设施赶超第一方阵的城市， 优越的基础设施让这些城市发展后劲

十足。

参考文献
陈云松、 吴青熹、 张翼 （２０１５）： 《近三百年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基于大数据的描述与

回归》， 《社会》 第 ５ 期， 第 ６０ ～ ７７ 页。
付敏杰、 赵春晓 （２０１２）： 《中国地级市城市发展水平评估》，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第 ５ 期，

第 ６１ ～ ６９ 页。
顾朝林 （１９９２）： 《城市实力综合评价方法初探》， 《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３ 期， 第 ５ ～ １１ 页。
柳建坤、 吴愈晓、 刘伟峰 （２０１６）： 《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变迁和机制———基于海量书籍和

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大数据分析》， 《学术论坛》 第 ６ 期， 第 １１３ ～ １２１ 页。
李倩倩、 刘怡君、 牛文元 （２０１１）： 《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综合实力相关性研究》， 《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 第 １ 期， 第 １３ ～ １９ 页。
李艳军、 华民 （２０１４）： 《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与环境研究》

第 １ 期， 第 ３６ ～ ５２ 页。
李佐军 （２０１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 １１ 月 ２ 日。
倪鹏飞、 赵璧、 魏劭琨 （２０１３）： 《城市竞争力的指数构建与因素分析———基于全球 ５００ 典型

城市样本》， 《城市发展研究》 第 ６ 期， 第 ７２ ～ ７９ 页。
吴艳霞、 张道宏 （２００５）： 《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实证分析》， 《经济与管理研究》 第 ８

期， 第 ６６ ～ ６９ 页。
周其仁 （２０１６）： 《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和下一程》， 《人民论坛》 第 ５ 期， 第 ７０ ～ ７１ 页。
Ｊｅｎｓｅｎ⁃Ｂｕｔｌｅｒ， Ｃ （１９９９），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６ （５）， ｐｐ ８６５ － ８９１
Ｒｏｎｄｉｎｅｌｌｉ， Ｄ Ａ ， Ｊ 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Ｄ Ｋａｓａｒｄａ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ｉｔｙｓｃａｐｅ：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３）， ｐｐ ７１ － １０５

Ｄｕｆｆｙ， Ｈ （１９９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２９ － ３６
Ｓａｖｉｔｃｈ， Ｈ Ｖ （２０１０），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ａｔ？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７

（１）， ｐｐ ４２ － ４９

５２

倪鹏飞等： 中国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层级与方阵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Ｉ Ｐｅｎｇ⁃ｆｅｉ１，２， ＷＡＮＧ Ｙｕ⁃ｆｅｉ１，３， Ｄｉｎｇ Ｒｕ⁃ｘｉ１，４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ｉｔｙ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８，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６，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ｉ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６９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６９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ｆｉｅｒ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ｓｔ Ｗｅａｋ Ｗ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Ｕｐｏ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ｋｅｙ ”，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责任编辑： 庄　 立

６２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