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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影响力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话语权的体现， 也是城市吸

引力和辐射力的重要表征。 在研究文献基础上， 作者构建了城市影响力指数

框架， 并对全国 ２００ 个城市的影响力进行了测评。 研究发现， 宜居、 文化等

因素对于城市影响力的重要性凸显， 传播影响力的作用则有待提高。 结合全

球化、 信息化进程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影响力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包括对接国家顶层战略、 推进城市营销治理转型、 升

级城市品牌意识以促进城市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 促进城市影响力的均衡

发展、 提升城市互联网营销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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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以及本土属性的反弹， 使得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全球本地化

（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显著特征。 一方面， 城市日益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或组成，
随着要素的全球性流动而展开竞争与合作； 另一方面， 城市自身的战略定位及文化认

同也日益紧迫， 彰显自身特色和差异化优势的努力成为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一个主要方

向。 在这一背景下，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 更使城市置身于一个全

新的传媒生态体系之中。 无论城市规模大小、 历史长短和区位优劣， 也无论是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还是市民， 均有了更多发声和参与的机会。 也就是说， 竞合态势、 传

媒生态、 社会网络和技术条件的变迁， 打破了传统的城市影响力格局， 城市开始进入

到一个百舸争流的影响力比拼与再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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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影响力评估的研究背景

“影响力” 概念近年来热度飙升。 各种主题和领域的影响力研究及排名纷纷涌

现， 反映了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 人们对事物相关性的重视和探求在不断加强。 其

中， 城市影响力也已成为地区公共事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论域中的一个热词。
迄今， 围绕城市影响力及其评估的文献， 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的理论维度， 即城

市经济维度、 城市管理维度和城市营销与传播维度。 其中， 城市经济维度的文献， 主

要研究和测量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以及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 例如， 方大春和

孙明月 （２０１５） 引入城市影响范围理论分析法， 利用断裂点模型和经济辐射场强模

型来测算核心城市的影响力； 刘涛和曹广忠 （２０１２）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区域

和地方两个尺度来综合考察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 城市管理

维度的文献， 则将城市影响力视为城市的综合发展势能来加以研究。 例如， 汪锁田和

王亚平 （２００７） 将城市影响力定义为 “一个城市以其积聚和转化资源、 创造价值、
占领市场的能力为依托， 为其居民提供福利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从而在一定区域或

世界范围内具备很高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进而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能力”， 并从规模、
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３ 个维度选取 ９ 个变量来评估城市影响力； 赵珊和樊重俊 （２０１６） 则

把城市影响力归结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构建了社会、 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

标体系， 用以揭示城市的辐射力、 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城市营销与传播维度的文

献， 则重点考察城市的形象影响力。 例如， 聂艳梅 （２０１５） 梳理了城市形象影响力的

构成要素， 并建构中国城市形象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刘彦平等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郝

胜宇 （２０１３）、 谢耘耕 （２０１５） 等从城市营销发展水平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评估尝试。
有关城市影响力的英文文献更加庞杂， 对应概念繁多， 研究路向和旨趣亦不一而

足。 总体来看， 城市影响力的概念及其要素迄今尚未形成严谨的学术界定。 事实上，
有关城市影响力的研究， 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相关概念来烘托和表征的， 比如城市品

牌、 城市竞争力、 城市软实力、 城市形象传播等等， 其所涵盖的领域也囊括城市的经

济、 文化、 投资、 旅游、 治理、 人居、 品牌和环境等诸多方面。
（一） 关于地区或城市品牌的研究

关于地区或城市品牌的研究和测度已有许多尝试，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Ａｎｈｏｌｔ
（２００５） 提出的国家品牌指数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ｄｅｘ， ＮＢＩ）， 使用了出口、 文化传统、
旅游、 政府管理、 投资与移民以及民众等 ６ 项指标。 在此基础上， 他又提出了城市品

牌指数 （Ｃｉｔｙ Ｂｒ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ＣＢＩ）， 包括城市声望地位、 城市环境素质、 城市发展机

会、 城市活力、 市民素质及城市基本条件等 ６ 项指标， 即 “城市品牌六边形”
（Ａｎｈｏｌｔ， ２００６）。 ＣＢＩ 也成为影响较大的指标构建与评价尝试，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赛佛伦 （Ｓａｆｆｒｏｎ） 品牌顾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 “欧洲城市品牌晴雨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ｔｙ Ｂｒａｎｄ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榜单也产生较大影响， 其采用了 “城市资产优势” 和 “城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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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优势” 两类指标， 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品牌利用度， 很有启发价值 （刘彦平等，
２００９）。 其中， 城市资产优势包括文化因素 （含景观、 历史文化、 美食餐饮、 购物

等） 和宜居因素 （含综合成本、 气候、 步行便利性及公交便利性等）， 城市品牌优势

包括形象认知、 魅力度、 口碑价值和媒体认知等测度指标。 ２０１４ 年， 瓦若阿斯等提出

了一个新的评价路径， 认为单独考察地区品牌的方法对于地区和城市来说是不够的， 只

有同时兼顾组织维度和治理维度才能全面评估城市品牌化绩效 （Ｗæｒａ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这项研究更多地关注需求导向， 从地区战略、 组织战略和民主治理战略 ３ 个维度来分

析城市利益相关者及城市品牌化的执行过程， 将城市品牌评价推进到地区战略和治理

的高度， 引起学界的关注。
（二） 关于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软实力的研究

关于城市竞争力，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由倪鹏飞教授主持并已连续发布

了 １４ 年的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蓝皮书。 目前， 该报告使用宜居、 宜商、 和谐、
生态、 知识、 城乡一体化、 信息和文化等 ８ 个方面 ６８ 个客观指标来构建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指数 （倪鹏飞， ２０１６）， 成为城市竞争力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同时，
在此论域中， 城市软实力的相关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 例如， 王会玲等 （２０１３） 在约

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 提炼出包括文化号召力、 教育发展力、 科技创新力、
政府执政力、 城市凝聚力、 社会和谐力、 商务吸引力、 形象传播力、 区域影响力、 信息

推动力、 国际沟通力以及法制健全力等的软实力评价维度； 庄德林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则

认为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等非物质基础之上， 以投资者等城市顾客为目标受

众， 通过非强迫方式达到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竞争， 能助推城市融

入全球城市网络， 是城市说服力、 导向力、 凝聚力、 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总和。
（三） 城市投资、 旅游和人居方面的探讨

城市的投资、 旅游和人居环境历来是城市影响力评价研究的热点， 相关文献和指

数排名已然浩如烟海。 例如，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选取劳动力成

本、 劳动者技能、 劳资法规、 商业机会、 政治环境、 宏观经济稳定、 法律体系、 税收

体制、 基础设施等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① 世界银行集团每年发布

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则采用开办企业、 等级物权、 获取信贷和强制执行合同等指标来

判断和分析各国的营商环境。② 除上述两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外， 也有不少

学者尝试从投资环境角度对城市品牌化进行评价研究。 例如， 希腊学者曼特克萨斯提

出了一个基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的城市品牌化模

型， 涵盖了全球市场环境、 城市发展规划、 城市营销的作用、 城市营销的 ＦＤＩ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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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经济学人智库公布全球最佳营商环境： 香港第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ａ ／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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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环境审计、 政策效用、 ＦＤＩ 选址评价、 城市品牌管理、 ＦＤＩ 贡献、 城市品牌资

产、 城市品牌推广以及 ＦＤＩ 投资决策过程等要素， 形成一个基于投资吸引和城市品牌

战略规划过程的考察和评价体系 （Ｍｅｔａｘａｓ， ２０１０）。 学界对城市旅游营销和旅游目的

地的评价也相当活跃， 包括目的地品牌资产评价、 品牌竞争力评价、 舒适度评价、 文

化要素评价等 （Ｈａｎｋ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许峰等， ２０１３； Ｇａｒｔｎｅｒ， ２０１４）。 评测城市宜居性

或人居环境的探索也日趋深入。 其中， 曾克尔 （Ｚｅｎｋｅｒ） 等发展了市民满意度指数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ＳＩ）， 包括文明和多样性、 自然和消遣娱乐、 工作机会、
成本和效率四大类指标， 并在欧洲城市中展开实际的对比评测 （Ｚｅｎｋ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１１； Ｚｅｎ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事实上， 城市宜居性内涵非常丰富， 特别是随着服务经

济、 知识经济的到来， 人才对城市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城市的竞争力与其所拥有的高

技术人才或 “创意阶层” 高度相关 （ Ｆｌｏｒｉｄａ，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Ｚｅｎｋｅｒ， ２００９；
Ｚｅｎ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１３）。 人力资本成为知识经济的关键资产， 高端人才拥有量、
专利申请数量、 人才政策、 留学生政策、 世界一流大学数量等城市创新指标开始受到

重视。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

报告》 通过问卷调查对国内 ４０ 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测评， 其评价指标体系包

括城市安全性、 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 自然环境宜人性、 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 交通

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 ６ 大维度的 ２９ 个具体评价指标。 此外， 诸如最具幸福感城市、
创新城市等方面的研究和排名， 也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

（四） 城市传播方面的探讨

近年来， 关于城市传播的文献急剧增加。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传播媒体生态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城市传播正在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向以互动、 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数

字化传播转变。 Ｈａｎｎａ 和 Ｒｏｗｌｅｙ （２０１５） 对数字时代的城市品牌战略进行反思和理

论建构， 提出了战略性城市品牌管理过程的 ７Ｃ 要素， 即频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杂乱

（Ｃｌｕｔｔｅｒ）、 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聊天 （Ｃｈａｔｔｅｒ）、 沟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共创 （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和联合品牌 （Ｃｏ⁃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试图将城市数字营销提升到战略营销范畴。 国

内的城市传播评测更多地集中在政务新媒体传播和舆情分析领域。 例如， 新华网舆情

监测分析中心联合微信公众号新媒体指数对全国部分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开通政务微

信情况进行调查并定期发布 “全国地级市以上政府政务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榜单”； 人

民网舆情监测室与新浪微博数据库定期联合发布 《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

报告》， 对城市政务微博的传播力、 互动力和服务力进行测量和评价， 受到舆论好

评。 然而， 迄今为止， 在传媒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测度城市的传播合理性和形象影响

力， 仍然是极具挑战的研究命题。
综上所述， 城市影响力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 与城市品牌、 城市竞

争力、 城市软实力、 城市形象等概念常常相互交叉， 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 本研究认

为， 城市影响力是在特定地理空间和认知空间范围内， 一个城市在经济、 文化、 环境

（宜居） 和形象传播等方面的竞争力、 话语权、 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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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影响力指数的构建及测度

（一） 构建城市影响力评价体系的意义

对城市影响力的关键要素进行梳理和剖析，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影响力评价

体系，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并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供数据

支持。 此外， 通过指标体系的工具价值及其所承载的理论思想， 以期为城市的影响力

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 进而引导城市的形象提升与话语权管理， 尽早实现从自发到自

觉、 从粗放到专业、 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型。
（二） 城市影响力指数框架

在上述文献探讨的基础上， 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考量， 本文尝试构建了城市影响

力指数 （Ｃ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ＩＩ） 的三级指标框架 （见表 １）。 即城市影响力指数由

４ 个一级指标构成， 分别为文化影响力指数 （包括文化独特性、 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开

放性 ３ 个二级指标）、 经济影响力指数 （包括经济基础、 旅游发展、 营商环境和创新

创业 ４ 个二级指标）、 宜居影响力指数 （包括生态环境、 社会治理和民生质量 ３ 个二

级指标） 和传播影响力指数 （包括城市知名度、 网络传播、 旅游推广、 投资推广和

网络政务服务 ５ 个二级指标）。 每一个二级指标又包括若干个三级指标， 每一个三级

指标由单一或多项数据合成。 在这一指标体系中， 城市影响力的总体情况即城市影响

力指数表现为 ４ 个一级指标的复杂互动关系。 其中， 文化影响力是特征指数、 经济影

响力是基础指数， 宜居影响力是趋势指数， 传播影响力是推动指数， 组成一个渐次递

进又相互作用的系统结构 （见图 １）。

表 １　 城市影响力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层

文化影响力

指数

文化独特性

文化包容性

文化开放性

文化渊源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批次

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

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文化活力
文化艺术场所数量；每百万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从业人数

文化多样性 外资工业企业数 ／ 工业企业数

文化吸引力 外国入境游客人数

公路便利度 连接城市的高速、国道和省道数量

铁路便利度
连接城市的高铁、双线电气化铁路、单线电气化铁

路、双线铁路、单线铁路数量及是否有主要车站

航空便利度 机场飞行区等级和起降架次

海运便利度 城市与最近海港距离和与天津、上海及香港的距离

高校质量 各城市大学排名

信息便利度 千人互联网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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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层

经济影响力

指数

经济基础

旅游发展

营商环境

创新创业

人均 ＧＤＰ 市辖区人均 ＧＤＰ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旅游吸引力 ４Ａ、５Ａ 级景区数量

旅游人气 游客数量

高端游客 国外游客数量

旅游收入 旅游总收入

企业质量 ５００ 强企业及上市公司数量

开办企业便利度 企业开办指数；经营纳税指数；资质认定指数

外资投资贡献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外贸依存度 （进口总额 ＋ 出口总额） ／ （２ × ＧＤＰ）

专利数 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授权量

企业增长 企业数量增长率；企业规模增长率

高校质量 各城市大学排名

科技投入 科技经费支出额占财政支出比重

宜居影响力

指数

生态环境

社会治理

民生质量

空气质量 城市空气质量等级

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

社会公平 教育、社保、就业、医疗、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指数

社会治安 每万人刑事案件数

行政透明度 信息公开指数

住房状况 人均住房面积

基础教育 千人小学数

公共医疗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公共文化 文化艺术场所数量

传播影响力

指数

城市知名度

网络传播

旅游推广

国内知名度 百度新闻搜索信息数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国际知名度 Ｇｏｏｇｌｅ 新闻搜索信息量，关键词：城市英文名称

研究关注度
知网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提及数量，关键词：城市

名称

网络关注度 百度指数，关键词：城市名称

今日头条
城市信息的头条传播量、阅读量、收藏数、评论数、
分享数

网络推广

全国 ２６７ 家重要新闻媒体的网站、微博、微信、新闻

客户端的发文量及全国主流的各大论坛、博客的发

文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信息内容量 百度网页搜索信息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旅游新闻传播量 百度新闻搜索数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 “旅游”

旅游信息内容量 百度网页搜索数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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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层

传播影响力

指数

旅游推广

投资推广

网络政务服务

旅游推广曝光度

全国 ２６７ 家重要新闻媒体的纸媒、网站、微博、微
信、新闻客户端的发文数据及全国主流的各大论

坛、博客的发文数据，关键词：城市名称 ＋ “旅游”

投资新闻传播量 百度新闻搜索数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 “投资”

投资信息内容量 百度网页搜索数量，关键词：城市名称 ＋ “投资”

投资推广曝光度

全国 ２６７ 家重要新闻媒体的纸媒、网站、微博、微
信、新闻客户端的发文数据及全国主流的各大论

坛、博客的发文数据，关键词：城市名称 ＋ “投资”

政务头条号覆盖度 今日头条当地政务头条号发文数、阅读数等的占比

微博传播力 所有城市政务微博发文（原创）数

微博服务力 所有城市政务微博粉丝数

微博互动力 城市主要政府机构微博账号数量

　 　

图 １　 城市影响力指数的概念关系

（三） 数据来源和测度方法

１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按照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代表性， 选取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 ２００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作为 ＣＩＩ 测评的样本。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

库、 国家统计局、 相关城市统计公报、 百度、 谷歌、 中青华云大数据平台、 今日头条

指数、 微博数据库等， 数据年份为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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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测度方法

评价指数的构建方法包括逆向指标处理、 指标无量纲化、 指标权重选取和指数合

成等内容。 按照指标评估体系的特点， 本研究选择了如下评估方法。
（１） 逆向指标处理。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经常会出现逆向指标， 在本研究中，

不同性质指标对城市影响力的作用力不同， 无法通过直接合成来反映综合结果。 因

此， 要考虑改变逆指标的数据性质， 视情况采用取倒数、 取相反数、 极大值法等方法

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 使所有指标对城市影响力的作用力同趋化， 从而构建一致的、
有意义的综合指数。

（２） 无量纲化。 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 必须对性质和计量单位不同的指标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以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无量纲化就是把不同单位的指标转换

为可以对比的同一单位的指标数值， 用于比较和综合分析。 无量纲化函数的选取， 一

般要求严格单调、 取值区间明确、 结果直观、 意义明确、 尽量不受指标正向或逆向形

式的影响。 无量纲化的方法一般包括标准化法、 极值法和功效系数等方法。 本研究选

取极值法来消除量纲的影响，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Ｘ ＝
ｘ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１）

其中， ｘ 为评价指标， ｘｍａｘ和 ｘｍｉｎ分别对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３） 指标权重。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指标权数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综合评价的

结果， 权数数值的变动可能引起被评价对象优劣顺序的改变。 权重系数的确定是综合

评价结果是否可信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 ＣＩＩ 的权重结构中， 本研究认为城市文化影响

力指数、 城市经济影响力指数、 城市宜居影响力指数和城市传播影响力指数虽内涵各

异， 但其对城市总的影响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即上述四个单项指数在计算总指数时

应该是等权的。 而在每个单项指数内， 由于指标数量较少， 构成简单， 每个子指标合

成上一级指标时也采用等权重的方法。
（４） 指数合成。 确定了各指标及子指数， 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些子指数合成为一

个综合指数， 从而得到一个城市影响力的综合评价。 本研究选择几何平均法进行综合

指数的合成， 公式如下：

Ｘ ＝ Π ｘｗｉｉ （２）

其中， ｘｉ 为第 ｉ 个子指标， ｗ ｉ 为第 ｉ 个子指标的权重， Ｘ 为合成后的综合指标。

三、 中国城市影响力的现状特征

（一） 城市影响力指数整体较低， 且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２００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ＣＩＩ 平均值仅为 ０ ３２４， 整体处于较低水

平。 其中， 仅有 ７６ 个城市的影响力指数超过均值， 其余的 １２４ 个城市都在均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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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整体上中国的城市影响力水平较低， 处于倚重少数强影响力水平城市拉动的状

态。 此外， 不同城市间的 ＣＩＩ 差距较大， 两极分化严重。 ２００ 个城市的 ＣＩＩ 得分与排

名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２００ 个城市的 ＣＩＩ 得分与排名

（二） 城市影响力发展区域不平衡， 华东领先， 西北最弱

指数计算结果 （见表 ２） 显示， 中国城市影响力发展区域不平衡， 排名依次为华

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东北、 西南和西北。① 其中， 华东地区的 ＣＩＩ 最高， 均值达

到 ０ ３７６，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华南地区的 ＣＩＩ 为 ０ ３４０。 这两个地区的 ＣＩＩ 平均值高

于全国的平均值， 其余 ５ 个地区的 ＣＩＩ 平均值都低于全国均值， 这说明中国城市影响

力发展区域不平衡显著。
华东地区优势突出， 不光上海的 ＣＩＩ 位居全国第 ２， 而且全国排名前 ２０ 的城市中

华东地区占据了 ８ 个城市， 接近半壁江山。 华南地区的 ＣＩＩ 均值在七大区域中位居第

二， 但只有广州、 深圳和东莞 ３ 个城市在前 ２０ 位中， 说明华南地区城市影响力发展

中突出的城市较少， 但是整体水平较好， ＣＩＩ 均值也较高。 华北地区的北京和天津分

别位列全国第 １ 和第 ５， 甚为强势， 但其整体城市影响力水平低于全国均值， 分布也

极不均衡。 华中地区也有武汉、 郑州和长沙 ３ 个城市上榜前 ２０ 名， 但其整体水平要

低于全国均值。 东北、 西南和西北三个地区的影响力水平则明显低于全国均值。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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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传统的七大区划分方法， 本文将样本城市归类为华东 （包括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

东、 福建）、 华北 （包括北京、 天津、 山西、 河北、 内蒙古）、 华中 （包括河南、 湖北、 湖南）、 华南 （包括广

东、 广西、 海南）、 西南 （包括四川、 贵州、 云南、 重庆）、 西北 （包括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东

北 （包括黑龙江、 吉林、 辽宁） 等七大区域。



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前 ２０ 位的城市， 位列第 １９。 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影响力显

著， 分别位列第 ７ 和第 ８。 西北地区的城市影响力平均水平居全国之末， 仅西安一个

城市入围 ２０ 强， 排名第 １５ 位。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影响力指数区域分析

区域 ＣＩＩ 均值
前 ２０ 位城市

入选数

最大值

城市 ＣＩＩ 全国排名

华东 ０ ３７６ ８ 上海 ０ ７２６ ２
华南 ０ ３４０ ３ 广州 ０ ６０３ ３
华北 ０ ３１６ ２ 北京 ０ ７６１ １
华中 ０ ３１１ ３ 武汉 ０ ５１０ １０
东北 ０ ３００ １ 沈阳 ０ ４５２ １９
西南 ０ ２８５ ２ 成都 ０ ５６１ ７
西北 ０ ２６１ １ 西安 ０ ４６６ １５
全国 ０ ３２４ ２０ 北京 ０ ７６１ １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从 ２００ 个城市的影响力指数得分情况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 ＣＩＩ 得分较高，
排名靠前， 空间上集聚分布特征明显， 尤其是华东地区聚集显著。 而在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则较为散、 弱， 区域和城市间差距较大。
（三） 城市影响力水平按行政等级呈阶梯状递减

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在资源配置、 要素吸引、 行政效率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其

城市影响力水平也有很大不同。 对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 ＣＩＩ 进行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

中国城市的影响力水平按照城市的行政级别呈阶梯状等级递减态势 （见表 ３）。 直辖

市位于第一层级， ＣＩＩ 的平均值高达 ０ ６５７， 平均排名位次为 ４。 此外， 在 ２００ 个样本

城市中， 冠亚军都是直辖市， 分别为北京和上海， 而天津和重庆的排名分别为第 ５ 和

第 ８。 副省级城市位于第二层级， ＣＩＩ 的平均值为 ０ ４９３， 平均排名位次为 １７， 显著

高于样本城市的平均水平。 除副省级以外的省会城市位于第三层级， 城市影响力发展

指数平均值为 ０ ３８５， 平均排名位次为 ５１ ７６， 远高于一般地级市的平均排名。 普通

地级市位于最低层， ＣＩＩ 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８９， 平均排名位次为 １２４ ５３。

表 ３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城市影响力指数及排名

城市行政级别 ＣＩＩ 平均值 平均排名位次

直辖市 ０ ６５７ ４
副省级城市 ０ ４９３ １７

除副省级以外的省会城市 ０ ３８５ ５１ ７６
地级市 ０ ２８９ １２４ ５３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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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级指标发展不均衡

中国城市影响力的 ４ 个一级指标之间， 发展不够均衡。 大体来说， 城市影响力的

大小与文化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和传播影响力基本成正相关关系， 但宜居影响力则不

然， 不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宜居影响力排名与城市影响力排名极不相称。 以郑州为

例， 其 ＣＩＩ 位居全国第 １６ 位， 但宜居影响力却仅排在第 １４３ 位， 反差极大。 部分中

小城市的宜居影响力表现反而较好。 ＣＩＩ 排名前 ２０ 位和后 ２０ 位城市的文化、 经济、
宜居及传播影响力表现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ＣＩＩ 排名前 ２０ 位及后 ２０ 位城市的分项表现

ＣＩＩ 排名前 ２０ 位的城市：

城市 ＣＩＩ 排名 文化影响力 排名 经济影响力 排名 宜居影响力 排名 传播影响力 排名

北京 ０ ７６１ １ ０ ７６５ ２ ０ ８３９ １ ０ ６１２ ６ ０ ８２９ １

上海 ０ ７２６ ２ ０ ９４５ １ ０ ７１７ ３ ０ ５８８ ２１ ０ ６５５ ２

广州 ０ ６０４ ３ ０ ６５２ ５ ０ ６４７ ４ ０ ６０２ １２ ０ ５１４ ５

深圳 ０ ５９２ ４ ０ ５２７ １３ ０ ７２２ ２ ０ ６０１ １５ ０ ５１８ ４

天津 ０ ５８９ ５ ０ ６３５ ７ ０ ６３６ ５ ０ ５２４ ５９ ０ ５５９ ３

杭州 ０ ５７２ ６ ０ ６４８ ６ ０ ５５９ ９ ０ ６０５ ９ ０ ４７８ ７

成都 ０ ５６１ ７ ０ ５５２ １１ ０ ５８２ ８ ０ ６１７ ４ ０ ４９５ ６

重庆 ０ ５５４ ８ ０ ６７３ ４ ０ ５８７ ７ ０ ５５５ ３８ ０ ４０１ １１

苏州 ０ ５４８ ９ ０ ６７７ ３ ０ ６１９ ６ ０ ５５４ ３９ ０ ３４１ １４

武汉 ０ ５１０ １０ ０ ５６１ １０ ０ ５５０ １０ ０ ５３５ ５２ ０ ３９４ １２

南京 ０ ５０９ １１ ０ ５７０ ９ ０ ５０２ １６ ０ ５１８ ６６ ０ ４４６ ８

青岛 ０ ５０８ １２ ０ ５４５ １２ ０ ５２５ １３ ０ ５９５ １８ ０ ３６６ １３

宁波 ０ ４７７ １３ ０ ５８７ ８ ０ ５２５ １２ ０ ４８２ ９９ ０ ３１６ １６

长沙 ０ ４６８ １４ ０ ４７２ ２４ ０ ４９５ １８ ０ ６０９ ８ ０ ２９５ ２１

西安 ０ ４６６ １５ ０ ４９２ ２１ ０ ４４９ ２９ ０ ５１７ ６８ ０ ４０７ １０

郑州 ０ ４６３ １６ ０ ４９６ １９ ０ ４９３ １９ ０ ４３０ １４３ ０ ４３５ ９

无锡 ０ ４６３ １７ ０ ５０７ １７ ０ ５１２ １４ ０ ５６７ ３２ ０ ２６５ ２８

东莞 ０ ４６１ １８ ０ ４９４ ２０ ０ ５０８ １５ ０ ５７６ ２８ ０ ２６５ ２９

沈阳 ０ ４５２ １９ ０ ５１６ １６ ０ ４７５ ２１ ０ ５１７ ６９ ０ ３００ １９

福州 ０ ４４８ ２０ ０ ５１８ １５ ０ ３９０ ５１ ０ ６１３ ５ ０ ２７３ ２６

ＣＩＩ 排名后 ２０ 位的城市：

忻州 ０ ２２７ １８０ ０ ２３２ １５０ ０ １５９ １８７ ０ ４２６ １４５ ０ ０９１ １７１

张掖 ０ ２２６ １８１ ０ ２７４ １２０ ０ ２２１ １６３ ０ ３２８ １９０ ０ ０８２ １８３

辽源 ０ ２２５ １８２ ０ １３１ １９４ ０ ２０１ １７４ ０ ５１２ ７６ ０ ０５５ １９９

阜新 ０ ２２３ １８３ ０ ２５３ １３６ ０ ２７５ １２９ ０ ２８６ １９８ ０ ０７７ １８７

崇左 ０ ２２２ １８４ ０ １２９ １９５ ０ ２６８ １３２ ０ ４１６ １５３ ０ ０７３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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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ＣＩＩ 排名 文化影响力 排名 经济影响力 排名 宜居影响力 排名 传播影响力 排名

巴彦淖尔 ０ ２１９ １８５ ０ １７９ １８５ ０ ２１０ １６７ ０ ４１７ １５２ ０ ０７１ １９３

百色 ０ ２１８ １８６ ０ １６３ １９０ ０ １２５ １９６ ０ ４７７ １０３ ０ １０６ １４８

朝阳 ０ ２１８ １８７ ０ ２０５ １７１ ０ ２６８ １３３ ０ ３２２ １９３ ０ ０７６ １８８

赤峰 ０ ２１７ １８８ ０ ２２５ １５５ ０ １６９ １８２ ０ ３５２ １８３ ０ １２１ １２８

嘉峪关 ０ ２１６ １８９ ０ ２０９ １６７ ０ ２５９ １３７ ０ ３４０ １８６ ０ ０５７ １９８

通辽 ０ ２１５ １９０ ０ ２８３ １０６ ０ ２０２ １７２ ０ ２９１ １９７ ０ ０８５ １７９

自贡 ０ ２１３ １９１ ０ ２０５ １７０ ０ １９２ １７８ ０ ３６１ １８１ ０ ０９２ １７０

石嘴山 ０ ２１２ １９２ ０ ２２０ １５９ 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０ ３３４ １８９ ０ ０９４ １６６

资阳 ０ ２１０ １９３ ０ １１５ １９８ ０ １４９ １９０ ０ ４８５ ９５ ０ ０９０ １７３

曲靖 ０ ２０５ １９４ ０ １３３ １９３ ０ １６２ １８５ ０ ４０６ １５８ ０ １１６ １３４

武威 ０ １９７ １９５ ０ ２８９ １０３ ０ １４２ １９３ ０ ３２１ １９４ ０ ０３５ ２００

乌兰察布 ０ １８８ １９６ ０ ２０１ １７４ ０ １６４ １８４ ０ ３２０ １９５ ０ ０６６ １９５

六盘水 ０ １８０ １９７ ０ １５４ １９１ ０ ２３３ １５８ ０ ２４９ ２００ ０ ０８３ １８２

毕节 ０ １７５ １９８ ０ ０９８ １９９ ０ １４１ １９４ ０ ３７９ １７５ ０ ０８４ １８１

庆阳 ０ １５４ １９９ ０ ０９６ ２００ ０ ０４８ ２００ ０ ４０６ １５９ ０ ０６８ １９４

吴忠 ０ １３７ ２００ ０ １２７ １９６ ０ ０８９ １９９ ０ ２７１ １９９ ０ ０６０ １９７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五） 城市影响力指数中宜居影响力水平最高， 传播影响力水平最差

由一级指标分值和 ＣＩＩ 分值的关系 （见图 ３） 可以发现， 在四个一级指标中， 宜

居影响力指标普遍得分较高， 均值为 ０ ４７５， 说明尽管有部分大城市、 特大城市在宜

居方面表现不佳， 但从总体来看， 宜居建设对城市影响力的贡献度较大。 经济影响力

贡献度略次， 均值为 ０ ３２４， 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影响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较强正

相关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文化影响力的作用显著， 其均值达 ０ ３２０， 非常接近经济

影响力， 表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尽管为了提升影响力， 各城市非常注重城

市传播， 然而传播影响力指标的贡献最弱， 均值仅为 ０ １７３。 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影响

力根本上来自城市的内在发展水平和品质， 苦练内功才是城市提升影响力的根本之

道，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城市在传播沟通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 中国城市影响力发展展望与建议

在全球化、 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城市影响力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关键要

素。 未来我国城市应该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打造， 运用更具战略性、 更加专业化的方法

来提升城市影响力。
６３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图 ３　 城市影响力发展指数相应指标分析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一） 对接国家顶层战略

当前， 国家战略视野下的城市影响力建设呈现出良好态势， 然而城市影响力过多

倚重表面化的形象建设， 战略规划的自觉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 大城市的影响力整合

带动效应不足， 中小城市的优势格局尚未形成， 城市重复建设和定位雷同现象突出，
加剧了城市竞争的零和效应， 不利于形成大城市和小城市 （镇） “两端大”、 中等城

市 “中间小” 的 “哑铃型” 城市规模体系。 城市影响力的建设， 应从本地实际特别

是从文化等地域特色优势出发， 更精准地与国家战略进行对接， 这是城市顺应时代节

拍、 抢占发展高地的首要任务 （刘彦平， ２０１６）。 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带一

路”、 长江经济带、 “双创”、 自贸区、 “互联网 ＋ ” 等国家顶层战略， 正在不断重塑

相关地区的发展格局， 并给城市优化自身定位带来宝贵机遇。 与国家战略深度对接，
能够有效凸显城市价值， 并为城市发展赢得更多国家战略势能和资源。

（二） 推进城市营销治理转型

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都表明， 实施城市营销和品牌化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的有效途

径。 城市营销与企业营销相比， 突出的特征就是多元、 多层级的城市产品需要整合，
以及多样化的城市营销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需要协同。 表面上看， 城市营销推广手段

比如活动创意与策划、 媒体推广、 品牌设计等， 与企业品牌似乎并无二致， 但城市营

销的过程却要通过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和媒体等机构主体的密切互动和协同才能达

到营销绩效的最大化。 因此， 城市营销的多主体协同治理， 是城市营销核心能力的关

键支撑。 ２０１５ 年以来， 全国各地区加大了依法治市、 简政放权、 网格化社会治理和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力度， 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 ＰＰＰ 模式持续推进， 区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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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也加快了步伐， 电子政务、 网络问政等提升了行政效率、 扩大了

市民参与。 国家 “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许多地区

和城市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专项规划， 并分解为标准化、 指标化、
项目化的行动计划和考核体系。 可以说， 城市治理转型正在迈出重要的步伐， 有望实

现真正的 “破题”。 总的来说， 城市营销历来就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 打造有吸引

力的城市品牌、 实现共赢也是城市利益相关者之间共识最多、 治理阻力最小、 兴趣和

热情最为集中的议题， 然而进展却不够理想， 部门各自为政和行政主导的城市营销模

式尚未真正松动。 面对经济下行、 产能过剩、 民间投资萎缩等压力， 以及 “一带一

路”、 全域旅游等重大战略要求的倒逼， 城市营销应该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战略性作

用， 城市营销治理转型与创新对于城市发展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 城市

管理者应进一步增强对城市营销治理能力的重视， 将营销城市治理转型切实纳入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行动表和路线图之中。
（三） 升级城市品牌意识， 促进城市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

由于地理、 人文、 经济等因素的差异，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优势。 这种优势是城

市品牌的核心价值所在， 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城市在规划和建设的过

程中， 应当树立城市品牌理念， 从自身实际出发， 结合国家战略布局， 打造错位竞争

和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比如， 厦门、 珠海等沿海城市， 适宜打造以人为本的宜居城

市， 塑造强势人居品牌； 武汉、 苏州等经济重镇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优化商业环

境， 凸显投资吸引力； 北京、 上海、 重庆、 成都、 广州、 深圳等城市应力争开创创新

驱动发展的示范道路， 将城市优势和特色最大化， 城市品牌才能根植于自身空间属性

和文化土壤， 在竞争中保持活力。 进一步升级城市品牌理念， 通过明晰城市品牌核心

价值来引导城市功能的完善， 能够有效地减少雷同化陷阱和恶性竞争的误区， 使城市

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恰当、 最充分的配置和利用， 促进城市间协同、 互补发展格局的

形成。
（四） 补足短板， 促进城市影响力的均衡发展

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影响力建设中普遍对文化独特性、 社会治理、 创新创业、 网

络传播和网络政务等指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这一系列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

市的文化环境、 发展活力和形象声望， 对城市的潜在受众及其引致的资本和技术集聚

效应有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影响力的相对薄弱对城市的总体影响力

形成了明显的掣肘效应。 若能补足上述短板， 则我国城市影响力的建设可望取得更为

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
（五） 提升城市互联网营销能力

近年来， 我国城市推广越来越得益于智慧城市建设、 大数据开发及新媒体运用，
城市的互联网营销能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然而互联网带给城市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体现在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变化、 传统营销思维的转型、 城市传播媒体生态的打造

等诸多方面 （简予繁， ２０１６）。 当前， 城市传播对于互联网的冲击尚处于被动应对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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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更多的是学习、 探索和尝试。 比如， 营销大数据平台的建立还远未成熟， 主流话

语和亚文化的冲突与疏离还很突出 （蒋晓丽、 梁旭艳， ２０１６）， 新媒体运用特别是城

市营销的线上与线下联动模式还处于初步的探讨和实验阶段， 等等。 未来应从观念、
战略、 创意和工具等方面， 充分运用互联网工具， 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城

市影响力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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