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地 理

ECONOMIC GEOGRAPHY
第39卷第6期
2019年6月

Vol.39,No.6
Jun. ,2019

中国广"城融合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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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量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15个指标,以2000-2015年产城融合相关 

指标数据为基础，运用爛值法、耦合协调度以及GIS可视化等手段对产城融合的时空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基于面板 

数据和产城协调类型分类数据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指标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整 

体水平还不高,产城融合还主要处于颉顽阶段,尽管有部分城市的产城协调已经发展到初步协调阶段,但绝大多数 

省市的产城协调仍处于发展调和阶段。且从产城融合的空间分布变化来看，其东高西低的整体特征十分显著，有效 

印证中国经济东中西部阶梯式发展的空间格局。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时代背景的转变，产城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越 

来越多地融入“人”这一产城融合的重要维度，这也体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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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31 provincial uni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ing 15 indexes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by 
means of entropy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GIS visualization from 2000 to 2015,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indicators of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n China is still not high, and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s still mainly in the antagonistic stage, although 
some cities have developed to the level of preliminary coordination. However, most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harm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s, it has a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which effectively confirms the gradi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are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eople'*, which also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new urban distri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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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创新科技将是21世纪世界经 

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而在新时代，中国面临最

大的挑战就是城镇化。事实上，中国过去数十年的 

城镇化发展历程已经趟岀了一条能够提炼总结各 

种经验的道路，产城分离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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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针对这一产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强调要“坚持走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城镇化”以及“产业和城镇要融合发展”。而在 

随后的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中，提出要加快城镇化的 

建设速度，并着重指出这一高速发展下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应该是伴随着产城相互融合的高质量城镇 

化。高质量的城镇化就是要“里”、“外”兼备，实现 

产城融合发展。

产城融合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 

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外对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是 

基于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环境污 

染等城市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理论上，从Weber 
的工业区位论⑴、Perroux的“极化”理论⑵和Boude- 
ville的“里昂惕夫乘数效应”论⑶等产城相互作用理 

论逐渐转移到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 

地理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工业化和经济 

增长的水平决定城镇化的发展水平⑷,而城镇化发 

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产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 

Baldwin等从内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分析城镇规模， 

认为企业集聚带动相关产业集聚以及人口的增加， 

促进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群的形成⑸。Button从 

效益角度对集聚经济进行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和城 

镇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态势⑷。Lucio 
等通过采集西班牙行业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表明 ， 

产业集聚效应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产业专业 

化的程度越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⑺。Ottavia- 
no等、Braunerhjelm等和Brulhart等从增长极的扩散 

辐射效应讨论产业集聚带来的大都市产业经济集 

聚效应，分别利用不同国家数据分析得岀产业集聚 

与城市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Mills等 

的研究发现，产业的集聚和区位选择有助于城市形 

成与城市化的发展Z。

由于中国提出产城融合发展时间不长，国内学 

者对于产城融合研究的文献不多，但也表现出以下 

特点：第一，研究方法多元。除了运用模糊综合评 

价、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因子分析及爛值法等传 

统方法外，融入了空间分析和GIS可视化手段问， 

从空间视角分析产城融合发展时空格局的变化 。 

第二，研究尺度丰富。主要从产业园区问、开发 

区冋、高新区口、城市新区皿等微观空间领域转向 

市级切、省级购和城市群网等宏观尺度区域。第 

三，研究内容广泛。从产业发展、城市公共服务、产 

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妙勿,到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等等，学者们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如周作江等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人的发展三个 

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环长株潭8个城 

市的产城融合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⑼;黄新建等人 

从产业融合系数、城镇化质量和产业发展水平三个 

角度出发,构建了 10个定量化指标，对江西省11个 

城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评a;王霞等人 

为分析全国56家国家高新区产城融合度，选取的 

评价指标更加全面,涉及工业化、城镇化和产城融 

合分离系数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77个三 

级指标⑧。通过对目前产城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 

提炼汇总发现，虽然学者们从多层面、多角度对产 

城融合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的系统评价，但 

最终仅停留在对评价结果的数据考察上，对于中国 

产城融合发展的地域差异性特征，以及在过去的数 

十年中，影响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没有 

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探究。而事实上，只有清醒深 

刻认识影响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结合新时代 

国家发展战略背景,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制 

定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度保 

障。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省域单元的产城融合发展 

水平量化测度为数据分析基础，重点关注影响中国 

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期为各地区产城融合 

发展政策制定,促进产城快速协调融合发展提供可 

靠的科学依据。

1产城融合内涵与指标体系构建

1.1产城融合内涵

产城融合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产城融合是由产业、城镇、人、土地、就业、居住等实 

体要素和思想、观念、政策理念、制度、社会环境等 

非实体要素构成。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两个系统通过实体要素和非实体要素之 

间的交叉渗透形成了多个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形 

成其变体以及更高层次的复合系统⑴。在产城融 

合发展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本质内容还是人的发 

展。可以说，人的发展促进了产城融合各主体以及 

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如果只有城市规模的扩张，而 

没有人的城市化，城只能是空城。反之，如果城市 

扩张的同时，人口随之进入,但没有产业的支撑实 

现劳动力最终成为就业人口，那么，此时的城也只 

能是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空架子。因此，人口作为 

城市与产业发展重要的中间介质，促进二者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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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协调融合,而城市与产业在功能、结构匹 

配方面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要实现人们居住 

与就业之间的融合。因此，产城融合是一个相对而 

生的概念，其主要是为解决产城不协调的发展问 

题，且由于城市与产业的发展均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产城融合所考察的产业与城市二者之间的发展 

状态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宏观背景的不断变化使 

得产城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存在差异,这也使得产城 

融合的核心任务以及走向存在差异，最终实现产城 

融合的发展路径也应与时俱进。本文认为：“产城 

融合”主要是以人本主义为导向，以城市为发展平 

台，承载产业与人口发展空间需求，以产业为主要 

动力，驱动城市更新与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努力实 

现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相协调、城市功能结构 

与产业功能结构相匹配，促进实现人的生产活动与 

生活活动相适应,实现产、城、人三者之间彼此促进 

的良性循环发展状态。

1.2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基于产城融合的内涵和特征，产城融合的发展 

主要涉及产业、城市、人口三大基本要素,本研究试 

图从产城融合的三大主体——产业、城市、人入手 

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将其设置为产业支撑指数、城 

镇化发展指数、人口集聚指数三大一级指标。其 

中，产业支撑是产城融合的基础，通过优化三次产 

业结构、推进产业能级提升、深化产业内涵，加强产 

业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城镇化发展主要 

是指城市的发展为产业发展、产业功能实现和人口 

集聚提供平台和空间载体，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 

济活动的主体，是产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内 

在动力。因此，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客观性、代表 

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突出产城相关指标 

的直接比较，结合黄桦、谢福泉、刘国斌等的观 

点〔26-沏,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产城融合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共线性诊断发现，指标 

共线性状况达到研究基本要求。具体指标体系 

见表1。

根据产城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择中 

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文中统一表述为“省 

区”）为研究单位（因数据获取原因，未包括港澳 

台），测度2000—2015年中国产城融合协调度。文 

中涉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1-2016年《中 

国统计年鉴》，对个别省区、个别年份、个别指标缺 

少统计的情况，选择前后2年数值均值进行填补, 

整体数据全面、科学、有效。

表1产城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 Assessment system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目标层准则层 序号 指标层 单位

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产值 亿元

产业支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撑指数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产-

城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人均GDP 元

城镇化 

发展指 

数

Xi 
兀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建成区面积

城市人口密度

元 

km2 
A/km2

Xq 国际互联网上网人数 万户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 人

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 %

人口集 

聚指数

«2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教育支岀占城市财政支出比重 %

^14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1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研究方法

2.1爛值法

爛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值越小,表征某项 

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其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本文采用爛值法可 

以有效克服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 

的主观性,有效实现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下对评价目 

标的综合测评。具体计算过程参考丛海彬等㈤的 

处理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2.2融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在统计学中并没有产城融合度这一指标,且直 

接测度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研究把产城融合 

看成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由产业、城镇和人口 3 
个子系统构成，且这3个子系统之间通过各自要素 

产生相互作用、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定义为融合协 

调度，由发展度（T）、耦合度（C）和融合协调度（D） 
三部分组成。

① 发展度模型。发展度是指产城融合发展水 

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用来考察不同系统发展水平对 

整个系统协调发展的贡献程度，由产业支撑发展水 

平（S）、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集聚发展水平 

（6）3个指数构成，用来反映产城融合的整体水平 

和效益，其函数为：

T = aUf + 06 + yU3 （1）
式中：2、了为待定系数。它们的权重由之前爛值 

法计算权重时所得。

② 耦合度模型。鉴于产城融合在不同发展时 

期和阶段，每个城市的产业支撑子系统、城镇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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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人口集聚子系统都有交错、动态和不平衡的 

特性，有可能会出现3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 

但三者却高协调的状态。为了科学反映产城融合 

与产业支撑、城镇化和人口集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 

实际情况，本文构建系统间交互耦合的耦合度模 

型，这样不仅可以评判3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的协 

调程度，而且还能反映产城融合与产业支撑、城镇 

化和人口集聚三个子系统之间发展水平的相对高 

低。因此，本研究借助物理学的耦合度原理，构建 

“产城融合的耦合度”测度模型，以定量测度产城融 

合及3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耦合程度大小,其具 

体公式如下：

式中:C为耦合度；U为各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 

乘积;耳是除U外的任一子系统;n为子系统总数。 

由于本研究由产业支撑、城镇化和人口集聚3个子 

系统构成，故”=3。

③ 融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用以反映各个子 

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的程度，无法判断该耦合是否为 

良性，难以较好地反映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 

因此本研究引入融合协调度的概念。融合协调度 

是在耦合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三个子系统之 

间总体上的发展水平，以更好地判别产业支撑、城 

镇化和人口集聚三个子系统之间交互耦合的融合 

协调状况,度量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从而更好地判别产城融合的综合协调发展状况 。 

其算式如下：

D^VC^T (3)
式中:D为融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发展度,即 

产城融合综合评价指数。

④ 分类标准。耦合度与融合协调度的大小反 

映了各系统间不同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对于耦 

合度与协调度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标 

准。因此，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实际 

情况，将耦合度划分为4个阶段，而将融合协调度 

划分为5个层次，具体见表2。

3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爛值法、融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系统运 

算得到2000—2015年中国产城融合的耦合度、融 

合协调度，为了剖析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 

及动态演化，本研究利用ArcGIS软件,选择2000、

取值范围 所处阶段

表2耦合度与融合协调度类别划分标准

Tab.2 Criteria for categoriza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0<Cw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耦合度C
0.3<Cw0.5 颉顾阶段

0.5<Cw0.8 磨合阶段

0.8<C<l 高水平耦合阶段

OvDwO.2 严重失调

0.250.3 轻度失调

融合协调度D 0.3<DWO.5 发展调和型

0.5<DWO.8 初级融合协调型

0.8VDW1 高级融合协调型

2005,2010和2015年4个时间断面，以耦合度和协 

调度为观测值指标,绘制图1和图2。

3.1中国产城融合耦合度指数

从考察期中国产城融合耦合度空间发展可视 

化图像以及所代表的数值区域来看(图1),整体而 

言，所考察的31个省区的产城融合仍然处于颉顽 

发展的耦合阶段，但各省区产城融合的颉顽发展存 

在一定的差异。2000年，处于颉顽发展相对较高水 

平的省区主要有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宁夏和上海,共计19个省区。 

另外，处于颉顽发展阶段较低水平的省区主要有甘 

肃、青海、西藏、福建、江西、河南、贵州、重庆、海南 

和天津，共计10个省区。云南省和北京市则处于 

颉顽发展的更低水平。空间分布上基本形成以西 

北、东北、东南为外围的半包围结构。到2005年， 

原处于颉顽发展相对较低水平的西藏、青海、河南、 

云南的产城融合水平得到提升，相反的,黑龙江、陕 

西、湖北、广西的产城融合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到2010和2015年，处于颉顽发展较高水平的省 

区基本保持了稳定,2010年主要有辽宁、内蒙古、北 

京、河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 

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云南；2015年则减少了云 

南、山西，增加了福建。而在2000和2005年处于产 

城融合颉顽发展相对较高水平的西部省区、东北部 

分省区、中部部分省区产城融合水平均岀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降，使得其在2010和2015年的可视化直 

观图上显现出青色的标识。而从2010和2015年31 
个省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布上，则表现出显著 

的东西分别集聚的特征。

3.2中国产城融合协调度指数

整体而言，中国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发 

展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图2中不同阴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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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 B.2OO5

c.2010 d.2015

图1 200()—2015年中国产城融合耦合度发展空间格局

Fig.l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gre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的变化可以直观地发现，在考察期的16年间，中国 

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升。2000 
年全国除北京和上海的产城融合处于发展调和水 

平之外，其他30个省区的产城融合均处于严重失 

调和轻度失调状态，并且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东西 

部差异非常显著，中西部的省区基本都处于严重失 

调状态，东南沿海省区、中部部分省区以及东北三 

省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2005年，原来处于轻度失 

调水平的部分省区，开始迈入发展调和阶段，这些 

省区主要有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2000年为 

严重失调状态）、江苏、浙江、广东；同时原来处于严 

重失调状态的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四 

川、云南、重庆、贵州、广西以及安徽、江西、海南，其 

产城融合协调逐渐上升为轻度失调水平。2010年 

中国产城融合整体协调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 

果。除西北地区的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及西南 

的云南、四川，南部的海南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处于 

轻度失调水平，广东、江苏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处于 

初级协调水平之外，其余中国24个省区产城融合 

均处于发展调和阶段，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上了一个 

新台阶。2015年处于产城融合轻度失调水平的省 

区只有海南和西藏，而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的省区在 

2010年基础上增加了浙江、山东、河南，加上原来的 

广东和江苏，共计5个省区。其余25个省区的产城 

融合协调发展均处于发展调和阶段。从整体4个 

时点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变化特征来看,其协 

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表现出一定的东部先行，逐渐向 

中部、西部渗透的规律。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东部沿海城市的产城融合协调水平必然走在 

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先锋位置。而尽管目前,31个 

省区中处于产城融合高级协调发展阶段的城市或 

省区还没有出现，但随着我国产城进一步融合发展 

相关战略的实施以及政策保障制度的深度推行，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产城融合省 

区也将在东部沿海城市中率先产生,并在数量和水 

平上逐步增加，进而逐步实现中国产城融合协调发 

展水平的全面提升。

4产城融合发展影响指标分析

4.1基于面板数据的影响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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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 b.2OO5

c.2010 d.2O15

图2 2000—2015年中国产城融合协调度发展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本文将产城融合协调度(d)作为因变量(y 
值)，将影响产城融合发展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X厂兀)，实证分析使用数据为中国31个省区2000 
-2015年共计16年的面板数据，由于篇幅关系，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略①。

经过对面板数据平稳性及协整检验、Hausmn 
等检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3。

表3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系数表

Tab.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fixed effect model

变量 系数 /值 P值

C -4.8194 -10.7906 0.0000
& -0.0809 -4.6076 0.0000
X2 0.0961 7.5253 0.0000
X5 -0.0630 -0.2207 0.8254
兀 -0.0014 -0.0994 0.9208

0.0563 8.1724 0.0000
X】。 0.1421 6.2694 0.0000

0.7480 2.9945 0.0029
0.0769 3.1331 0.0018

①限于篇幅，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基于协调度和各影响指 

标之间的固定效应模型表达式如下：

y= -4.8194 - 0.0809X, + 0.0961/ - 
i(-l 0.7906) ( -4.6076)(7.5253) 
0.0630X, - 0.0014/ + 0.0563X9 + 
(-0.2207) (-0.0994) (&1724) 
O.1421X,o + 0.7480X” + 0.0769X15 
(6.2694) (2.9945) (3.1331)

R2 = 0.9827 F = 681.2948 D.W. = 0.6680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827,充分说明模 

型较好的回归效果，并且F值为681.2948,模型整体 

拟合比较显著。根据模型，产城融合协调度丫,每单 

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产值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禺、人均GDPX,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雄、国 

际互联网用户数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人均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X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8个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在发展规模中，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产值& 

与产城融合协调度y成反向关系，规模以上工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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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禺与产城融合协调度成正向关系，即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对于促进产城融合协调度的提升起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城市化中，人均GDPX5和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血都与产城融合协调 

度成反向关系。2003—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 

速度整体上表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产城融合协 

调发展水平却表现岀不断提升的反向变化趋势。 

这说明，在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今天，唯GDP论英 

雄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经 

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更深刻的 

要求，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人口、城市、生态等诸 

多要素的总体协调，不断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诉求 

方向。在社会城市化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禺、每 

万人拥有医生数X,。与产城融合度都表现出正相关 

关系，二者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0563和0.1421,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对互联网服务产生的巨大需求，使得互联网用户数 

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出跳跃式飞速发展的显著特 

征，基于互联网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此外，中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完 

善以及人们享受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凸显 

了民生工程在国家产城长期融合发展战略中的重 

要地位。而从收入水平来看,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X”、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 “对产城融合协 

调度也都有促进作用，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影响系数已经高达0.7480,远远大于其它指标的影 

响系数。作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者 

的消费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动力，消费是 

企业再生产的核心和起点，为扩大投资提供必不可 

缺的动力。从其对产城融合的较高影响系数也可 

以看出，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巨轮不断向前滚动中至 

关重要的原动力地位。

4.2基于协调类型的影响指标分析

为更有针对性地发掘产城融合不同协调类型 

下的影响因素，以产城融合协调度为因变量，相关 

指标为自变量，构建混合回归模型，进行系统分析。

通过对不同协调类型下产城融合协调度(y)与 

影响产城融合发展因素模型的所有变量(X厂取 

对数处理,并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在严重失调型 

下，因变量 lnY 和自变量 lnJ3JnX4JnJ8JnJ„JnX,5 
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平稳的；轻度失调型 

下，因变量lnF和自变量1讹1、1讹2、1必3、1辽4、1必8、 

lnAg'ln^io、1朋12、1忒13、1讹口、lnX“通过 5% 的显著性 

检验，是平稳的；在发展调和型下，因变量和自 

表4不同协调类型下产城融合协调度影响指标

Tab.4 Influence factor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with different coordination types
影响指标 严重失调型 轻度失调型 发展调和型 初级协调型

发展规模 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产 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产值(lnXj、规模 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

值(lnXj、规模以上工业总 以上工业总产值(ln%2) 积产值(1冋)、规模以

产值(lnJG (-+) 上工业总产值(In%?)
(一) (++)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ln%3)
比重(lnX3)、第三产业 (lnXj、第三产业产值占 (+)
产值占GDP比重(lnJ4) GDP比重(1讥)

(++) (+-)

经济城市化 - 一 -

空间城市化 城市人口密度(lnXg) 城市人口密度(lnX8) 建成区面积(W7),城市人口密度(lnX8)
(+) (+ ) (-+)

社会城市化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1囲)、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的对数(lnX10)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lnXI0) (+ ) (lnX9)
(-+) (+ )

人口结构
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lnXH) 
(+ )

人口素质 教育支出占城市财政支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的对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的对数(lnXI2)、教育

出比重的对数(In%,3) 数(蹴丿、教育支出占城 支出占城市财政支岀比重(lriXj
(+) 市财政支岀比重(lrb¥13) 

(++)
(++)

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X14)、城镇居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

A(lnX15) (lrt¥14) 人均可支配收入(lnX15) 额(】nX”)

(+) (+ ) (++) (+)

注：1•括号内的+ ”分别代表不同指标对产城融合协调度是正负向影响;2.虽然我们对所有变量都做了取对数的处理，但是在这里的指 

标名称依然用原始指标名称表示,也就是在表中指标名称没有加入“对数”二字。



第6期 邹德玲，丛海彬：中国产城融合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73

变量\nXt JnJ2JnJ3Jra5~lnJTl5通过5%的显著性检 

验，是平稳的;在初级协调型下，因变量lnF和自变 

量1il¥i、1必2、ln^9、】讹11、1啟“通过5%的显著性检 

验，是平稳的。由此，构建不同协调类型下产城融 

合协调度与影响因素指标之间的混合回归模型,其 

变量见表4。

严重失调型：

lnK= -9.7527 + 0.35391nX3 + 0.39361nX4 + 
0.05581nX8 + 0.25191nX“ + 0.49121nI15 

轻度失调型：

InK= -3.6342 - 0.02021^, - 0.00491nJ2 + 
0.01591nX3 - 0.05401nX4 + 0.03071nX8 - 
0.00081ilY9 + O.O68OlnXlo + 0.12571nX,2 + 
0.04961% + 0.16451%

发展调和型：

lny= -4.9149 - 0.03491nX, + 0.052llnX2 + 
0.04781nX3 - 0.02351nX7 + 0.01711nXs + 
0.03001nX,„ + 0.13971il¥h + 0.14301nXl2 + 
0.069 llnX,3 + 0.09691nX14 + 0.15831nX15

初级协调型：

lny = -4.6959 + O.13131nX, + 0.16781n¥2 + 
0.10631nX9 + 0.09141nJ,4

由上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来看，在不同的产城融合协调类型下，涉 

及到人口素质和收入水平的相关指标均表现岀了 

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正向积极影响。也就是说, 

这些指标在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得 

到制度、政策、实施保障等各方面的发展支持，从而 

提高其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进一步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出发点与最终 

目标是实现产业、城市以及人三大要素之间的彼此 

共进，持续协调发展。从人口素质的提升方面来 

看,一方面，通过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使之成为掌握一定生产技 

能的人力资本，作为产城融合协调发展最为重要的 

智力支持，其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创新绩效 

提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尤其是 

在城市新城区建设开发的过程中，如何在各层级教 

育资源上实现系统规划，合理配置、有效配套，对于 

促进人口在新城区的有效集聚意义重大，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新城区发展的活力。总之，教育资源的合 

理规划利用、教育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大力培 

养通过影响产城融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智力技能、 

劳动力投入要素，深刻影响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可 

持续性。而收入水平层面，一切经济活动的岀发点 

及最终目标均离不开消费者的消费，居民可支配收 

入的多少决定了消费者对市场产品的多样化需求 

程度以及消费能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 

保障和原动力，进而为产城融合的协调发展提供物 

质基础。而在表示产业结构的指标中，二产产值与 

三产产值占GDP的比重对产城融合协调度的影响 

也达到了0.3539和0.3936。二、三产业作为经济的 

重要支撑部分，其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毋庸 

置疑,随着经济发展结构的不断变革，三产吸纳劳 

动力的强大能力得到更加突出的体现，就业水平的 

提高在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以及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等各方面表现优异,而这也是产城融合协调发 

展的重要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城市人口密度同样 

表现出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在不同阶段的正向影 

响。本文认为,这还是要归结到产城融合协调发展 

的根本点——人的发展上，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为 

经济、社会、产业、城市发展提供重要的劳动力基础 

和消费力量，从生产伊始的活劳动的要素投入到最 

终产品的社会消耗两个方面促进经济、产业、城市 

的循环发展,这在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任何阶段都 

是不争的事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对产城融合 

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作用于产业的发展，产业是产 

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又一重要主体，是解决产城融合 

发展过程中“空城”、“鬼城”现象的关键力量，在城 

市化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的规模入驻，尤其 

是集团经济的大规模集聚，为后续的人口集聚以及 

发展动力的注入、发展活力的提升进而促进产城融 

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5结论与建议

目前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整体水平虽然还比 

较低,但整体表现岀稳定快速提升的基本趋势。第 

一，从耦合度层面来看，中国各省产城融合整体上 

处于颉顽发展阶段，产、城之间彼此依赖程度较强。 

而在考察期内，中国绝大多数省区的产城融合协调 

度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到2015年，绝大多数省 

区都已经处于发展调和阶段.同时有部分省区已经 

跨越到初级协调阶段。第二，从时空变异角度来 

看，明显地表现岀东部省区高于中西部省区的空间 

分布格局和时间变化特点，中国东部经济带在中国 

经济发展、产城融合进步中的地位显著。第三，随 

着产城融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生产、休闲娱乐等不 

同方面需求偏好的差异，影响产城融合的主要因素 

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同时体现了城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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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实际需要之间协调发展的内部要求。

针对以上基本结论和产城融合主要影响因素 

的分析,本文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产城融合 

进一步提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思考:第一， 

结合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努力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实际需 

要出发，针对中东西部地区地理位置、气候、城市发 

展基础、产业定位等方面的实际特征，制定切实有 

效的区域经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并针对性给予 

政策、制度保障支持。第二,设定产城融合发展优 

质示范区,如江苏的木渎镇、宁夏闽宁村等,通过先 

期块状发展，逐步形成面的覆盖，实现区域联动。 

第三，加大中西部地区资金引进力度，充分发挥政 

府的中间衔接作用以及政策供给职能，提高东南沿 

海经济发达省区投资中西部产业建设的力度。针 

对一直以来，中国经济东、中、西部的阶梯式发展特 

征,充分发挥东南部经济发展地区的技术、资金、人 

才优势，结合中西部地区自然禀赋与后天条件，发 

挥当地普遍地域辽阔、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合作 

开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优质特色产业，以产业 

先行，促进人口集聚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与城市功 

能的逐步完善，实现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增加消费 

者可支配收入，为产业、城市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 

实现产、城、人的协调共进。第四，继续加大财政对 

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比例。从 

产业、城市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层面而言，人口素质 

的提升应该一直处在国家各层面发展最根本、最重 

要的关键点，通过提高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比例，不 

断提高高等教育受教育的比例，提高高级人力资本 

的培养力度和人口比例.为社会经济、产业、城市发 

展输入高级创新型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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