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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产城融合发展研究综述

吴红蕾

（吉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　 要〕 　 产城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 本文在梳理产城融合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 从新型城镇化下产城融合的缘起背景和内涵、 产城融合定量分析、 产城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 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开发模式的角度进行归纳、 综述与展望， 以期为我国产城融合发展和国家转型升

级提供有益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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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经历城镇化

与工业化转型的过程， 但我国传统城镇化存在耗

能高、 污染重、 重速轻质等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弊端， 工业化进程中也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发展模式粗犷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 我国在

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到 “新型城镇化” 的概念，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工业化、 城镇化、 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理念也不断深化， 在 《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中也提到 “推

进功能融合和产城融合”， 两者的融合发展是保

证我国社会生产、 生活、 生态平衡发展的核心问

题。 随着创新驱动、 产业结构性改革、 新旧动能

转换等城市发展新课题的涌现， 新形势下产城融

合的研究及探索应进一步加深。 基于此， 本文对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产城融合发展研究进行梳理与

综述， 以期为我国产城融合发展和国家转型升级

提供有益支撑。

１　 新型城镇化下产城融合的缘起背景和内涵

国外学者对产城融合的概念并没有确切系统的

解释， 但从其对城市化和产业化领域的相关研究中

可以看出产城融合的观点。 早期 Ｅｂｅｎｅｚｅｒ Ｈｏｗａｒｄ

提出的 “田园城市理论” 从各方面全面规划城市

空间而寻求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被视为现代城市

规划的开端。 随后还出现提倡城市集中、 增加绿

地面积、 优化交通情况的 “现代城市主义”、 中

心城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 “卫星城理

论”、 倡导土地与空间混合合理运用的 “新城市主

义” 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城市与产业融合发

展的问题。 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１］认为城市的

规划建设对产业规模收益有正向促进作用， 反之，

产业的集聚效益也促进城市经济与建设进一步深

化发展， 同时基于地理空间角度， 产业集聚会逐渐

改变城市地理空间规划与态势， 推进城市建设与发

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２０１２） ［２］ 基于美国乡村与城市数据分

析认为， 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转型是促进城镇化

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Ｇｏｏｌｓｂｅｅ Ａｕｓｔａｎ （２０１４） ［３］

认为新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产业结构单

一、 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产业多元化是新城

镇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与动力引擎。 综上可以

看出， 国外学者的各种城市理论以及对城市发展

研究的最终目的都与城市与产业融合协调发展、

人民生活更便利相吻合。

国内学者中， 陈绍友 （２０１４） ［４］ 认为在城市

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空间布局和规模也在不断演

变， 而一些城市中的产业及产业结构发展调整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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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之不匹配； 一个区域城市建设与产业建设的

重心始终不能平衡， 产城不能良性互动； 中国还

存在一定数量的资源衰退型城市， 这些多以开采

不可再生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面临产业衰退的

现实困境， 以上问题都驱使我国产城融合的进一

步发展与深化。 苏林等 （２０１３） ［５］ 在对产城融合

的理解中认为， “产” 包括工业、 服务业及各种相

关产业形态， “城” 指代管制、 生产、 协调、 服务

等各类功能的城市集聚作用， 产城融合发展的理

想状态体现在新城区建设与高新技术良性互动上。

粗放型的传统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分离、 人与自然

分离使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 新型城镇化强调的

是以人为本， 倡导从产业、 资源、 环境、 体制等

各方面入手从而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人

民的共同富裕。 传统的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不均

衡、 产城分离、 公共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 城市

各区域功能分散等一系列问题。 方坤 （２０１８） ［６］

认为产城融合的概念不仅包含经济增长、 产业升

级， 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等与城市、

产业发展相融合。 刘欣英 （２０１５） ［７］ 认为产城融

合的范围不局限于新城， 还包括新老城以及不同

层级城镇之间的产城互动。

综合考虑学者们对产城融合的理解和定义，

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下的产城融合可以理解为在

考虑城镇实际综合承载力、 空间布局、 产业结构

的基础上， 以人本导向的新型城镇化为背景， 以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产业以城镇为空间载体进行

升级， 匹配城镇需求以强化城镇功能性服务水平，

实现城镇和产业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良性发展模

式。 涉及城市布局与功能一致、 生产与服务匹配、

经济与环境协调、 生活与就业共同保障等多主面。

２　 产城融合定量分析

２ １　 动态效应分析

罗文章 （２００５） ［９］通过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理

论及数量分析，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调节、 自身

循环演变发展并强化的机制。 林高榜 （２００７） ［１０］通

过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 以建筑业

产值和机械工业产值分别代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

平， 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城市化水平落后

于工业化水平。 李春生 （２０１６） ［１１］ 利用相关性分

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互动

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两者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

系。 王庆喜 （２０１７） ［１２］利用 ＤＥＡ 分析测算城镇化

效率并以效率值的大小判断工业化指标与城镇化

指标间的对应关系， 认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

有 “负向规律机制” 和 “正向反馈机制” 两种。

２ ２　 协调度分析

李刚和魏佩瑶 （２０１３） ［１３］ 通过模糊隶属度综

合评价法衡量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度并构建两

者协调发展模型来分析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

度的形成机理， 认为两者既具有内在关联也各自

具有独立性， 在不完全竞争背景下两者协调发展存

在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 需要较长时间摊薄这些成

本以达到两者协调发展。 谢呈阳 （２０１６） ［１４］用劳动

力效用最大化代表产城融合的最终目的， 以此建

立等式并通过均衡条件来阐述 “产” 与 “城” 协

调发展的根本机理是依赖于连接两者的 “人” 和

“服务业”。 丛海彬等 （２０１７） ［１５］以产业支撑、 城镇

化建设、 人口集聚为要素构建产城融合三要素耦

合协调模型， 发现我国产城融合整体协调度较低、

各区域发展不均衡、 三要素发展程度不匹配。

２ ３　 融合度综合测评

早期也有学者对产城融合综合测评进行定量

研究， 如高刚彪 （２０１１） ［１６］ 构建了由 ４ 层级 ４ 方

面 ２６ 个指标组成的产城融合发展评价体系， 通过

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新城产城融合状态进

行定量评价分析。 苏林等 （２０１３） ［５］ 通过模糊层

次综合评价法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对产城

融合的质量进行评价， 指标体系分 ４ 个层级、 ７３

个因子指标。 王霞等［１７］ 通过因子聚类分析法根据

产城融合度对全国各城市进行排名， 并据此将其分

为 ４ 个等级相应进行原因分析。 卫金兰和邵俊岗

（２０１４） ［１８］通过 ＡＨＰ 方法对所构建的产城融合评

价模型中 ２２ 个指标赋予权重， 从而明确城市发展

阶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发展侧重点。

关于产城融合的定量分析， 大部分学者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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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与工业化的动态效应、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

调度以及产城融合度综合测评方面进行研究。 可

以看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内在互动关系和

摩擦成本， 需要一定时间使两者协调发展， 我国

各地区产城融合程度也有所不同。 对于产城融合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认为可以根据具

体研究目的及实际情况设计体系层级及具体指标，

各层级指标数应相近且数据能够全面、 客观地反

应目标层意义。

３　 产城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３ １　 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不均衡

王家斌等 （２０１６） ［１９］ 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以

及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的弊端导致我国中、 西部

地区人口城镇化落后， 农民工身在城市却得不到

城市人口的福利待遇， 长期以往会对就业结构不

利从而影响产业发展； 而部分城市的政府过度关

注城镇化的速度， 导致 “造城”、 “空心城” 的现

象， 发达城市吸引大量人口汇入导致过度城市化，

都属于产城发展水平不匹配。 宋加山等 （２０１６） ［２０］

基于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律， 认为我国城镇化

已从中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通过对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人均生产总值的分析， 认为

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 观察两者的互动发展

认为， 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发展但整体上相关性

不强，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３ ２　 城市功能与产业布局错配

刘欣英 （２０１５） ［７］ 认为由于前期城市建设规

划不合理， 导致新城区建设以房地产为基础侧重

硬件措施的建设， 而与人相关的服务生活性软环

境配套设施以及教育培训等智力设施明显滞后；

小城镇的产业结构相似、 效率低下使其向新型城

镇化转型难度增大。 邹德玲等 （２０１９） ［２１］ 认为我

国受前苏联的影响， 在规划城市建设时存在发展

理念单一、 刻板的问题， 如在旧城区改造和开发

新城区时会出现商业区、 居住区、 产业区独立分

割的现象， 导致城市建设不平衡， 人口就业和居

住区域明显分离， 造成固定时间段内局部区域交

通拥堵而部分区域 “空城”， 城市布局、 人口数

量与环境承载力错配。 方坤 （２０１８） ［６］ 认为产业

结构单一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利， 一旦产业发展

空间出现饱和， 城市整体经济将面临下滑， 而且

产业结构单一意味着就业机会不丰富、 就业结构

不均衡等就业矛盾。

３ ３　 政府职能及运行机制不健全

邹德玲等 （２０１９） ［２１］ 认为大部分城市政府对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及考核标准过于单一、

覆盖面不够大， 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

对产城融合没有进行合理引导与科学规划。 程程

（２０１８） ［２２］认为新城区的开发多侧重于工业， 注重

对 ＧＤＰ 的贡献， 而服务业的缺失不仅会制约城区

的进一步发展， 还会增大人才引进的难度。 孙亚

铃 （２０１８） ［２３］认为很多城市产城融合运行机制不

健全， 体现在政府部门职能与责任划分不明确、

工作执行不及时、 机构设置不合理、 保障制度不

完善等方面， 直接制约产城融合的开展。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 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还

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 存在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

不匹配、 城市功能与产业布局错配、 政府职能及

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与我国城镇化发展初

期借鉴 “苏联模式”， 过度关注城镇化发展速度

的理念直接相关， 现实证明， 违背 “以人为本”

的 “苏联模式” 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３ ４　 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开发模式

贺传皎等 （２０１２） ［２４］ 以美国商业中心区芝加

哥为借鉴对象， 根据产业布局的科技、 服务、 成

本、 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五大影响要素将产业进

行重组分类， 提出在城市规划控管的基础上进行

产业空间布局规划以达到城市与产业高效融合的

发展路径。 刘荣增和王淑华 （２０１３） ［２５］ 提出根据

城市实际情况进行产业引进、 强化社会事业建设、

平衡城市各项功能及分等级公共服务布局等方法

促进产城融合。 殷德生和江海英 （２０１４） ［２６］ 研究

了 “三区联动”， 即以城市社区为依托、 大学校

区为中心、 科技园区为基地促进产城融合的运行机

制， 并阐述 “三区联动” 在中国实践的 ３ 种可行

模式。 刘栋 （２０１４） ［２７］以我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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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为例， 提出升级版组团式城市发展 “１＋２＋５＋

Ｘ” 战略下的佛山新城模式、 三湖模式、 雄狮模

式等产城融合开发模式。 王加倩等 （２０１８） ［２８］ 从

标准化产城融合的角度提出强化顶层设计、 制定

重点领域标准、 完善相关机制的促进产城融合发

展的路径选择。 邝雨和肖立新 （２０１８） ［２９］ 基于产

业链的角度提出完善产业链、 延伸产业链、 提高

生产服务水平、 从产城角度形成生产链、 分配产

城资源等推动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

国内学者对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开发模式的

研究比较丰富， 综合来看， 需要政府根据自身城

市的实际优势及特点进行有针对性、 全面地综合

性产城功能及空间布局规划。 另外， 根据国外一

些产城融合发展的典型成功案例， 如美国尔湾之、

新加坡裕廊工业区、 德国沃尔夫斯堡等， 发现大

量高科技人力资本及社会人才的聚集、 合理的制

度安排、 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投资、

工业建设同时注重环境保护、 文娱设施与工业发

展用地合理划分等都是推动产城融合协同发展的

有利因素。

４　 产城融合发展研究综述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产城融合的缘起背景并在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阐述了其内涵； 定量分析方面从动态

效应分析、 协调度分析、 融合度综合测评 ３ 个角

度进行划分； 根据产城融合发展现状将存在问题

归纳为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不均衡、 城市功能与

产业布局错配、 政府职能及运行机制不健全； 根

据国内研究和国外产城融合成功案例综述了产城

融合发展路径及开发模式。

综上可以看出， 各领域学者对产城融合发展

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 而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的产城融合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当今信息

化迅猛发展的时代， 新型城镇化下产城融合的内

涵更丰富， 除了前文所述内容， 还包括以就业促

进新空间组织发展， 利用智能技术强化城市基础

设施系统，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等服务

业的中介作用， 实现城镇和产业协调发展的良性

创新发展。 对于产城融合的定量分析， 在动态效

应、 协调度、 融合度综合测评方面的研究已较为

丰富， 应考虑构建一个权威统一的产城融合评价

体系， 可普遍适用于各区域产城融合的测度。 针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的发展现状及

存在问题， 应考虑到城市是一个集聚多方要素的

复杂综合体， 它的顺利运行与良性发展离不开健

全的规划管理机制， 政府应以长远、 统筹的眼光

在空间与时间两方面整体布局产城融合发展， 协

调好各部门配合工作， 避免城市资源的浪费， 为

参与主体实施计划提供依据； 应加大对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

时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环境基础， 培育及吸引更

多高素质新型人才； 应敏锐捕捉到产业发展动向，

利用产业特征积极促进产业创新， 将产业新活力

注入到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不仅可以为新产

业提供发展机会还有利于提高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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