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2》新闻通稿 

1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重大成果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2 次报告》 

 

沪苏浙皖：一个世界超级经济区已经浮现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现在的经济中心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一定

的带动作用，不久前做出的建设中国（上海）自贸区的重大决策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一

区域的制高点地位。但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这一地区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格局还应

承担更大责任，本次报告研究发现：一个覆盖沪、苏、浙、皖 4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的一体化的世界超级经济区，已经开始浮现在北至陇海线，南抵浙南山区，西至京九

线，东临黄海、东海的广袤空间里。因势利导，促进这一超级经济区的建设，对于带

动全国发展，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 5 月 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

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2014：沪苏浙皖，一个世界超级经济区已经浮现》发

布会”，共同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牵头，两

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的《2014 年中国城市竞争

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牛文

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部

部长侯永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中国城

市规划研究设计院总规划师张兵，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陆勤毅，江苏省社科联主席

张颢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主任李新玉，安徽省社会科学

院当代所所长邢军，南通市滨海园区党工委书记杨建忠，南通市滨海园区管委会主任

施宏杰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主持，财经院院长助理倪

鹏飞等代表课题组对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与会领导、专家共同回顾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表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与

变化，回顾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艰辛的过程，充分肯定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对中国城市发展所起的引导、激励和决策参考作用，对报告未来改进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围绕第十二次报告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通过课题组的长期研究及实验，按照指标最小化原则，本报告构建了城市综合经

济竞争力（当前短期竞争力）指数、可持续竞争力（未来长期竞争力）指数、宜居城

市竞争力指数、宜商城市竞争力指数，对 2013 年中国两岸四地 294 个城市的综合经

济竞争力和 289 个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宜居城市竞争力、宜商城市竞争力进行了实

证研究，并结合“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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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最具竞争力的前十位城市集中在港澳台地区、东

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天津、

佛山、澳门。其中，港澳台地区占 3 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 5 席，环渤海地区占

2 席，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进入前十强。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汉列第 13

位，西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成都列第 15 位，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大连列

第 19 位，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仅列第 34 位。区域表现依次是：港澳台、东

南、环渤海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3 年宜居城市竞争力：东南地区宜居优势明显，西部地区整体水平较低。前

十名的城市依次是：珠海、香港、海口、三亚、厦门、深圳、舟山、无锡、杭州、上

海。其中，东南地区独占 7 席，西南地区占 2 席，港澳台地区占 1 席。环渤海地区排

名最靠前的城市青岛列第 11 位，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鄂州列第 18 位，中部地

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克拉玛依列第 22 位，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汉列第 13 位，

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长春仅列第 40 位。区域表现依次是：港澳台、东南、环

渤海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3 年宜商城市竞争力：最具竞争力的前十位城市具有行政级别与发展层次高、

规模巨大的特征，依次是：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天津、南

京、重庆。其中，东南地区占 4 席，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各占 2 席，港澳台和中部地区

各占 1 席。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沈阳列第 16 位，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

西安列第 19 位。区域表现依次是：港澳台、东南、环渤海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3 年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最具竞争力的前十位城市集中在港澳台地区、东南

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依次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澳门、广州、杭州、厦门、

青岛、南京。其中，东南地区占 6 席，港澳台和环渤海地区各占 2 席。东北地区排名

最靠前的城市大连列第 14 位，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汉列第 17 位，西南地区

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成都列第 18 位，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城市西安列第 27 位。区域

表现依次是：港澳台、东南、环渤海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中部、西北和西

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3 年知识城市竞争力：北京独占鳌头，东西部差距明显；前十名的城市依次

是：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杭州、广州、深圳、武汉、天津、大连。其中，东南

地区占 5 席，环渤海地区占 2 席，港澳台、中部和东北地区各占 1 席。在区域表现上，

港澳台地区水平最高，东南和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西南地区表现最差。 

2013 年和谐城市竞争力：整体水平偏低；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澳门、

厦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北京、长沙、沈阳。其中，东南地区占 3 席，港澳

台、东北和环渤海地区各占 2 席，中部地区占 1 席。在区域表现上，港澳台和东南地

区优势明显，东北和中部地区潜力巨大，西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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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生态城市竞争力：南北差距明显，中小城市表现优异；前十名的城市依

次是：香港、黄山、澳门、鄂尔多斯、十堰、扬州、南宁、咸宁、大连、三明。其中，

中部地区占 3 席，港澳台和东南地区各占 2 席，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各占 1 席。在

区域表现上，东南地区表现优异，西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总体水平很低。 

2013 年文化城市竞争力：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表现优异；前十名的城市依次

是：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澳门、杭州、武汉、苏州、西安、南京。其中，东南

地区占 5 席，港澳台地区占 2 席，环渤海、中部和西北地区各占 1 席。在区域表现上，

东南和环渤海地区表现优异，东北和西南地区总体水平很低。 

2013 年全域城市竞争力：东、中、西部梯度差异明显；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

香港、澳门、深圳、东莞、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珠海、苏州。其中，东南

地区占 6 席，港澳台地区占 2 席，环渤海和西北地区各占 1 席。在区域表现上，港澳

台地区遥遥领先，东南地区表现优异，西部城市差距明显。 

2013 年信息城市竞争力：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优势明显；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

深圳、上海、广州、香港、北京、南京、宁波、杭州、天津、东莞。其中，东南地区

占 7 席，环渤海地区占 2 席，港澳台地区占 1 席。在区域表现上，港澳台和东南地区

优势明显，西部地区水平很低。 

报告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城市竞争力水平与理想状态仍相距甚远。若将各项竞

争力水平的最高值 1 视为理想城市的标准，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城市与理想城市的状

态相距甚远，各项竞争力指数均值多在 0.4 以下，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仍任重

而道远。第二，“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上的城市整体优势明显。位于“两横三

纵”轴线上城市的各项竞争力整体水平均高于轴线外城市，其中沿海通道表现最好，

各项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均为最高。 

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暴露出一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雾

霾和高房价成为突出难题，宜居城市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依靠土地和税收优惠的招商

引资政策难以为继，宜商环境建设刻不容缓；创新能力不足，知识经济不发达，知识

城市建设步伐缓慢；社会转型期问题、矛盾突出，和谐城市的长效机制建设任重道远；

城市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制度框架亟待建立；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

逐渐消亡，文化城市建设欠缺力度；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二元结构亟待破解；信息城

市建设刚刚起步，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有待加强。 

报告从国内外城市中选择 16 个标杆和最佳案例以指导理想城市的建设，分别是：

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国际标杆墨尔本，国内案例珠海；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国际标杆

新加坡，国内案例香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国际标杆伦敦，国内案例杭州；公平包

容的和谐城市国际标杆柏林，国内标杆厦门；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国际标杆伯克利，

国内案例黄山；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国际标杆巴黎，国内案例上海；城乡一体的全域

城市国际标杆杜塞尔多夫，国内标杆深圳；开放便捷的信息城市国际标杆东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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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广州。  

 

报告得到一个重大发现：伴随长三角明显的区域广化和深化，一个覆盖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的世界超级经济区已经浮现。在区域广化方面，从时间维度，基于时间距离，

发现从 1990 年至 2020 年，长三角两小时经济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空间维度，基于

引力模型，通过对不同时期长三角地区吸引力指数的比较，进一步证明至 2020 年，

长三角将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北至连云港、徐州，西至安庆、六安，南至温州、丽水，

包括沪、苏、浙、皖 4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超级经济区。在区域深化方面，基于区

域经济收敛性分析、可达性水平测度、地区间相对价格比较以及产业结构相似度和转

换速度的测算，证明长三角的一体化水平全面提升。至 2020 年，一个在综合经济、

交通体系、市场体系、产业体系等领域实现全面一体化的世界超级经济区将出现在北

至陇海线，南抵浙南山区，西至京九线，东临黄海、东海的广袤空间里。 

沪苏浙皖长三角超级经济区面积达到 34.4 万平方公里，2011 年常住人口为 21220

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5466 亿元，以全国 3.5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 24.5％的生产总

值，并在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超越纽约大都市区（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人口 6500

万）、东京大都市区（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7000 万）、巴黎大都市区（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600 万）、伦敦大都市区（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50

万），成为世界上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超级经济区。 

报告建议：顺应这一客观趋势，因势利导，促进沪苏浙皖长三角超级经济区的建

设。第一，制定促进区域合作的战略规划，明确区域发展的目标、定位、范围、层次

和分工；第二，优化带动纵深发展的空间布局，坚持“北进南优、西联东拓、中扩提”

的布局原则，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扇形空间结构；第三，完善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调机

制，搭建“讨价还价”的磋商平台；第四，建立深化区域一体的公共治理体系，实现

从地方政府的单一型治理到区域整体的网络化治理；第五，培育提升竞争优势的产业

集群，实现要素高级化、产业高端化和集群高度化；第六，构建支撑全域开发的基础

设施体系，全面提升三省一市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 

 

这份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是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的第 12 次年

度报告。利用指标体系和客观数据，报告详细评价了近 300 个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状况。

报告从整体上衡量中国城市竞争力发展格局，以及有关方面距离理想状态的差距。报

告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

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