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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城融合是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

现产业与城镇的协调互动，以城镇为载体，把产业作为城镇

发展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均衡发展，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文认为，资

源型城市的产城融合就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在之前

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建设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产业的空间布局

和城市的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城市建设，为产业发展和人

民生活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配套服务功能，促进单一的产

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演进，从而实现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

一、模型构建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煤炭资源丰富，是国务院提出

的首批资源成熟型城市，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型

产业，接替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间关联度偏低。因此，本文

选取阳泉市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5—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阳泉市统计公报》以及《山西省统

计年鉴》。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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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层 子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产城融合度

城镇发展指标体系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公共服务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万册

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
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
排水管道长度 公里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污水集中处理率 %

产业发展指标体系

就业结构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产出结构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 %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

产业生态化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万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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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

引入耦合度模型来衡量产城融合发展，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C=2· X·Y
（X+Y）·（X+Y）姨 （1）

令 L=aX+bY （2）
S= C·L姨 （3）
式中，X表示城镇发展子系统，Y表示产业发展子系统，

L 表示产业与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a和 b为待定系数，分
别代表产业发展、城镇发展对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

由于二者对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力视为同等重要，所以令

a=b=0.5。S为耦合协调度，这样就能够将产业与城镇的实际
发展水平和两者的耦合程度统一表现出来。

二、实证分析

运用 SPSS18.0计量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
指标的权重，得出能够表征阳泉市 2004—2015年城镇发展
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阳

泉市城镇化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不同时期的发展速度却有

着明显的差异，2007—2012年发展最为迅速。产业发展水平
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9年之前，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稳
步上升阶段，从 2009 年起，产业发展开始走下坡路，直到
2012年才有所起色，从此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比两大
系统的发展水平，同样以 2009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产业

发展略快于城镇发展，从 2009年开始，由于产业发展水平出
现下滑，而城镇发展却一路突飞猛进，使得产业发展严重滞

后于城镇发展。

综合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说明在研

究期内阳泉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由于 2009
年以前，阳泉市产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发展水平均表现为不断

上升的态势，因此耦合协调度水平也表现出高速上升的趋

势；而在 2009—2014年期间，阳泉市的产业发展水平一直在
低谷徘徊，所以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缓慢增长

的趋势。

三、阳泉市产城融合的对策建议

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打破城乡二

元结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加强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通达性，构建完

善的城市交通体系，壮大阳泉市的旅游产业，使当地的相关

产业得到优化，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构建

现代服务体系，从改善居民生活以及完善城市功能的角度出

发，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

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采用新技术，推进煤

炭产业向低碳方向发展，通过煤炭加工来延伸产业链条，提

高煤炭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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