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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快速城市化的国家经常面临城市人口增长加速而带来的种种不平等。这些不平
等对城市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是限制了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
品的获取，城市贫困居民尤其如此；二是打乱了国家层面对大都市和小城市
投资重点和投资优先序的平衡。许多政府忽视了这些经济和空间的不平等，
削弱了促进城市经济和政治结构转型的可持续基础的形成。然而，在当下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的全球背景下，公共
部门和私人决策者都需要重新思考，在促进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提供关键公共服务和改善城市间合作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作为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与城市联盟（ Cities Alliance）合作的成果,
本书展示了各种规模城市中连接基础设施及服务的获取与公平经济增长潜力之
间的关键联系。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案例研究, 它为一种新的, 从城市经济竞争力
之外着眼的城市经济增长范式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支持。它探讨了次级城
市如何通过协作而改善其发展前景, 促进繁荣, 并利用公共资源来支持区域性公
平和可持续的次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随着次级城市的持续增长, 这个曾经只
是地方性问题的议题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激发新思路和新政策。感谢城市联盟的成员及我们的合作伙
伴, 我们将更努力地同你们一起协作。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促进新思维的产生和新政策的制定。我们希望重申我们对
此次合作的重视, 并切感谢城市联盟（Cities Alliance）的成员和合作伙伴的支
持。

威廉·科伯特
(William Cobbett)
总监 (Director)
城市联盟 (Cities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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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瓦德尔
(Nicholas Waddell)
英国国际发展部韧性增长部门主管
(Head of Growth and Resilience
Department)
英国国际发展部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 译者序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城市联盟）成立于１９９９年（总部设在比利时），隶属
于联合国项目署ＵＮＯＰＳ，致力于减贫和促进城市发展。本书作者澳大利亚堪培
拉大学终身名誉教授Ｂｒｉａｎ Ｈ·Ｒｏｂｅｒｔｓ是我的老朋友，不仅是大学教授，更是
国际发展机构的资深城市发展顾问，他在城市领域的研究长达４０ 年，在３６个
国家做过城市规划或咨询工作，算得上“飞”在空中的专家，比如２０１９年，７０
多岁的Ｂｒｉａｎ就飞了二十几个国家。新冠疫情改变了Ｂｒｉａｎ的生活方式，半年多
都没离开过堪培拉。不过，对于爱思考的学者，即使呆在家依旧心怀天下，这
些天，Ｂｒｉａｎ已经在研究后疫情时代全球城市产业链与互联网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在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
Ｂｒｉａｎ教授，读到他主编的《亚洲的城市化和可持续性》，由此，我们开始了
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交流。２０１８年，Ｂｒｉａｎ主编的《ＡＰＥＣ区域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伙伴关系》由ＡＰＥＣ出版，我负责撰写了中国案例。
近几年，Ｂｒｉａｎ聚焦深耕次级城市，２０１４年，城市联盟出版了Ｂｒｉａｎ撰写的
《管理次级城市系统》，该书定义的次级城市指省会城市之下的、人口规模在
１０ 万到１５０万之间的城市，在我国，大体相当于有一定次区域辐射带动能力的
地级市和经济发达的县级市。２０１９年，城市联盟出版了Ｂｒｉａｎ 撰写的《次级城
市系统之互联互通》。这本书认为那些有潜力成为次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城市，
只要不断加强城市间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的互联互通，次级城市（中
小城市）的系统就能实现“１＋１大于２”，就能在一定意义上与大城市竞争，就
能获得更公平的经济增长机会。
我所供职的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是专注于中
国城市发展的政策研究智库。２０１９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中心与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能源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起成立
“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联盟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全球城市知识分享。今
年，又恰逢中国“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为此，我和我的同事关婧共同翻译
了本书，希望为中国的城市政策研究机构、城市规划编制机构和地方城市管理
者提供借鉴，特别是为各地的“十四五”规划提供参考。

副主任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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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摘要
发展中国家和后工业经济体中的城市和地区系统间的不平等现象正在显现。不
平等源自城市内外部经济, 社会, 环境变化过快和不确定加剧。其负面影响便是
对许多居住在大都市圈以外的人的剥夺, 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降低，营商机会
因此减少, 他们无法像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福利和机遇。事实
上, 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 大都市的繁荣大多以牺牲国内其他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发展为代价。因此，那些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国家和地区发展贡献很大的
次级城市及其经济腹地往往被人们忽视, 而将重点放在被视作经济增长引擎的都
市圈上。
关于促进次级城市发展的最新文献大多倾向于关注促进基础设施、提升竞争力
和营造有利环境。这种倾向导致对次级城市间联系的重要性的忽视、只关注次
级城市个体自身的贸易、投资和发展能力，不考虑次级城在国家、区域、次级
城市系统内的关系，, 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发展难以对整个非都市的繁荣产生什么
作用。事实上, 次次级城市系统连通度对于提升城市绩效、促进城市繁荣发展至
关重要。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连通度的作用和重要性以及政府如何促进城市的
互联互通。本书的核心是识别促进次级城市系统公平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公共
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本书还包括若干促进次级城市系统互联互通、建立城市
网络及通力协作机制的最佳实践案例，这些举措有利于促进城市贸易、投资、旅
游业和新兴内生增长产业的发展。
本书旨在为次级城市系统的研究发展路径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思维。本书质疑
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传统思想, 并呼吁政府改变国家、区域和地方发展的政
策和规划制定方式, 促进更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本书认为, 政府应该支持城市
系统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制定方式，促进更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本书认为，
政府应该采取更系统的结构化低的科层结构方式支持城市系统的发展。如果要
使城市系统更具韧性, 更加繁荣, 更公平地发展, 必须引入一种新的“战略架构“,
将其与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新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本书呼吁次级城市系统内的各级政府、企业、机构、组织和民间社会战略性地
瞄准和支持地方和国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私投资。本书不仅致力于创造
关键的“软硬基础设施”来提高地方生产力, 以及提高地方开展商品服务贸易
的能力, 还建议借助通力协作和城市网络建设改善国家和区域城市系统内的
互联互通。本书认为，这些聚焦点将加速城市系统内的交流活动，从而创造新
的投资和发展机会，促进繁荣，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最终，将促进城市系统内不
平等和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问题的解决。
7 | 城市联盟

麦德林的有轨缆车在贫民窟和城市之间建立更好的连接,
促进人们获得劳动力, 公共物品和服务

地点：麦德林, 哥伦比亚。照片来
源：城市联盟,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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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性与次级城市系统
释放次级城市发展潜力的关键是克服限制其增长和发展的来自城市内部的问题和
来自城市外部的问题。 本书的重点在于找出次级城市系统发展中不平等加剧的原
因, 并探索解决办法。本书由五章节构成。
1. 第一章 概述本书的背景、内容、基本原理和创作初衷, 聚焦城市的不
公平现象和城市系统 。
2. 第二章 概述次级城市系统类型。描述了次级城市系统的三个部分：
区域、集群和走廊。它还探讨了次级城市系统中的新兴区域和全球网
络系统。这些不同的, 有时重叠的城市系统中的城市在国家和全球市
场和供应链中扮演着许多角色。为了使次级城市繁荣发展, 地方政府
必须了解哪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够开发网络中城市的供应链的潜力。
3. 第三章 分析连通度和城市网络在促进次级城市系统经济发展中的
关键作用。本章为三类次级城市－区域、集群、走廊－提供了评判
连通度的整体指标以及连接城市的不同网络系统（附录）。这些也可
以调整后应用于评估腹地地区的连通度。 这些指标可以对次级城市
以指数的形式进行分析，制定相关指标, 以反映城市连通度。
4. 第四章 案例研究, 关介绍了不同地区次级城市为促进发展，提升连通度
而采取的不同方法。一些案例涉及城市在经济, 治理和社会倡议方面的
合作, 这些倡议的重点是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另外一案例侧重于为小
企业创造协作优势, 发展规模经济, 通过协作和集体竞争促进商品贸易
和服务贸易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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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提出促进次级城市发展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框架。该框架指
导企业、政府和当地社区为现有外部网络连接添加硬件和软件基础
设施网络, 以次级城市更好地获取其发展所需的市场、资源和信
息。该框架可用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以指导公共产品和
服务投资, 建立基础设施网络, 提升次级城市的连通度, 为当地经济发展
带来更多机会。
6. 附录

突尼斯轻轨地铁于1985年开始运营时, 对于非洲来说是一
种独特的交通基础设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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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突尼斯, 突尼斯。
照片来源：城市联盟, 2019年

1| 简介
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和去工业化经济体（指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发展的国家）
中，城市系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Kanbur & Venables, 2005)。
在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大都市区的人均GDP是和登巴萨（巴厘岛）的4.5倍。
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和次级城市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在后工业化
经济体中, 城市系统间的区域差异较少，但呈扩大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8年）。城市系统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使许多次级城市和更贫困农村地区的
许多企业、组织和人民无法像大都市的企业和居民一样公平地分享国家经济增
长、国家繁荣富裕带来的福利、公共服务、分享就业机会。
各国的财富, 发展机会和经济引擎越来越集中在都市圈 (Dobbs等, 2012)。 城
市地区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56％，产出将占全球GDP的75％。据预测, 到2025
年, 世界1/5的人口将生活在600个大的城市中心，同时，这600个大的城市中
将产出全球GDP的6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生活在较小城市中心
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30%, 产出全球GDP 15％多一点。除非政府出台政策促进
次级城市系统的经济公平增长，这种差距还将继续扩大。
2014年, 城市联盟出版的《管理次级城市系统》(Roberts & 2014)确定了针对区
域, 大都市集群和走廊次级城市发展政策的有强可行性的大致框架。《管理次级
城市系统》重点关注三种空间类型的次级城市（区域, 集群和走廊）希望通过加
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发展环境，鼓励投资，提高次级城市竞争力和
吸引力。
该书出版以来，关于政府如何促进次级城市发展在认知和方法上取得了新的研
究进展（Ammann＆Sanogo，2017; ESPON，2016）。研究发现支持性基础设
施、服务、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多样性、良治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于促进
次级城市增强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至关重要（Parkinson等，2012）;但是，这
些要素不足以克服规模经济、物流及交易成本问题。
要想促进国内次级城市系统更公平地发展，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连通度，即次级城市系统内的城市在经济、社会、政治、语言、文
化、基础设施和自然地理等方面的互联互通程度。连通度包括与通信、协作、
网络和可及性等相关的因素（Ammann＆Sanogo，2017; Besson，2018;
Parkinson等，2012; Sassen，2019）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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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详细阐述了城市系统连接和流动的规模、范围、效率和有效性，这些因素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减少城市系统内的不公平至关重要。
本书试图打破次级城市系统发展的现有思维方式，认为应采用系统的方式、较
低结构化的科层结构方式，来探索政府促进次级城市系统发展的方式，这和当
前这一领域的传统理论大相径庭。
次级城市系统要更具韧性、更繁荣、更公平地发展，必须引入一种新的“战略
架构”（Hamel＆Prahalad，1994），来支持次级城市系统的发展，并以此
联结各个经济实体，为新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这一“战略架构”呼吁管
理城市、企业、机构、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各级政府，针对地方和国家公共产品
和服务战略性地鼓励公私投资，以打造关键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将
会大大提高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改善国家和区域城市系统连通度、协
作和城市网络。本书认为，关注这些因素将加速城市系统内要素的流动和活动
的交流，为增加繁荣和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并可以解决城市系统内日益严重的
不公平问题。
为了促进更公平的增长和发展，城市经济要更繁荣、城市系统要更加网络化连
接，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证实（WEF，2016）。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和服务对
于提高当地经济的绩效，促进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但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创造
竞争优势。同样，地方政府和研究人员通过投资知识和创新，创造更强有力的
治理和有利营商环境来打造更智慧的城市也不能单独创造竞争优势。许多在这
些方面投入巨资的城市实现了增长、复兴和发展，但是，另外一些投入巨资的
城市却未能实现预期的增长和发展。事实上，除了打造地方经济的软硬基础设
施，其他绩效因素，如隐性知识和文化资本等，在实现城市和地区更加平衡和
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表明，加强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特别是次级城市系统的连通
度和协作对城市发展加速和绩效的提升有关键性作用，而且会促进新的贸易、
投资、创新和内生增长机会的产生（Cox＆Longlands，2016; Lee，2016;
Neal，2010; Neal，2013）。释放次级城市发展潜力的关键是破解制约城市
增长和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次级城市系统发展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
策。这项研究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更深入地了解连通度和城市网络在促进次
级城市系统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战略干预和投资，缩小
城市系统发展中的不公平差距。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次级城市如何克服规模经
济的壁垒和距离的障碍，如何降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面临的高额交易成
本，以实现城市的繁荣和协作。随着城市和经济体系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如何
促进政策、商务、贸易、合作、思想交流以及文化和经济交流成为研究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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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巨型城市和大都市圈的大批研究文献，关于连通度和城市网络在支持次
级城市系统增长和发展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想要找到促进次级城市系统更公
平发展的解决方案，需要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1. 连通度对次级城市系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如何？
2. 次级城市系统如何进行连通？
3. 哪些连通度因素制约次级城市与大市场连接，制约城市系统内要素
流动性的提升，制约贸易、信息、商业知识的获得和连通度的提
升？
4. 为了促进城市繁荣，提升竞争力，次级城市应采取哪些方法来促进
连通度的提升？
5. 次级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后工业化经济体的次级城市，可以
通过哪些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协同投资来促进城市发展和繁荣？

该研究借助当前的文献，通过数据分析和最佳实践案例研究，阐明了提升次
级城市连通度的方式方法，以及连通度在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新型内生
增长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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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城市系统
城市系统是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心和节点的网络，它们相互依存或分离，通过各种各样
的媒介、链接和功能连接起来，从而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增长和发展。 次级城市
系统是城市系统内的子城市系统或网络，它们作为经济活动中心对于促进大都市区、
中间城市、小城市和城镇系统及其腹地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次级城市
次级城市是中等规模的城市，通常为行政、政治、工业、军事、交通、旅游或历史中
心，城市功能等级低于区域首位城市或大都市圈区域城市。人口从10万到150万不
等，因所在国人口规模的大小而不同。生活在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占世
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次级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或物流中心，在帮助这些人口与市场对
接，将大城市需要的原材料、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连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亦
然。次级城市的规模、管理和功能对国家城市系统，农村和区域区的发展和繁荣具有
重要意义。

中级城市
中级城市是人口在5万到100万之间的城市，在大都市圈和较小的区域小城镇和小城市
之间的城市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和转化作用。中级城市一词通常与拉丁美洲和
一些欧洲国家的次级城市一词互换。 在北美，中级城市和次级城市通常被称为中等城
市。 术语的差异是语义上的，尽管次级城市通常在全球城市的背景下主要强调其功能
作用，但在国家城市中具有次要的功能作用。图卢兹和西雅图是国家背景下的次级城
市，但却是航空业背景下的全球城市。对于当代的次级城市、中级城市或中等城市而
言，功能性比人口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

物联网（IoT）
物联网（IoT）是一种通信范式，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的信息承载
体，它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物联网将促进一
些利用人工智能数据生成的应用程序，这些技术设备为居民，企业和公共管理部门提
供新服务。可以应用于以下各类服务：减少日常程序性工作，工业制造业自动化和3D
打印，医疗辅助，医疗保健，老年人和残疾人援助，教育，智能能源管理和智能电
网，智能汽车，智能交通管理，智能家居和智能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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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产品是政府为每个人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其中包括：供排水、医疗卫生、电
力、教育和保健设施和服务、公共交通以及住房和商业用地。有效、公平地分配这些
公共产品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使城市更加繁荣、包容、可持续（城市联
盟，2016）。

拉瓦莱塔,马耳他结构良好的城市景观

位置：拉瓦莱塔, 马耳他。图片来
源：城市联盟, 2017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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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级城市系统
判断一个城市是否为次级城市，主要考察城市的人口、规模、功能和经济状
况。通常，在地理意义上，次级城市的定义是行政管辖区的中心，在国家城市
系统中的省/州级地区或次大都市区担负着重要的行政功能、物流功能和生产
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其角色和职能的地理区域可能会扩展到全球范围。次级
城市的人口相当于所属国家最大城市的10％到50％，或者在10万到150万之
间，有些次级城市的人口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世界上近20％的人口居住
在次级城市。次级城市可能作为省/州级或次大都市区的第二层级的政府，其
职能包括作为公共行政和提供教育、知识、医疗、社区和安全服务的中心;工
业中心或发展增长极;国家的新首都;或者是一个由都市圈内的小城市集群组成
的大城市（Hoffman，2015）。
次级城市又称作中介城市、中级城市、中等城市和二级城市。不过，次级城市
不再是由等级或规模确定的二线城市，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系统子集
（Berry，1964）。世界上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小城市和小城
镇，这些地区与都市圈/大都市地区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节点或枢纽就是次
级城市。稳固、运转良好的次级城市系统对农村地区经济域大都市地区经济的
高效发展和协作至关重要。
次级城市是介于大都市区和区域小城市之间的城市子集，主要服务于其腹地的
农业和资源型工业活动。次级城市的规模和功能差异较大，但总体上看，次级
城市在国家级供应链、高附加值加工业和物流业发展中具有功能性作用，同时
在国家或省/州地区政府系统的行使和运行中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与大都
市区不同，很少有人研究次级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许多次级城市的重要性源于并维持了它们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它
们在国家和全球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变化。”
《次级城市和全球经济》(Chen & Kanna, 2012: 4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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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次级城市的特征
次级城市一般有三类空间特征，每个次级城市的特征各有不同，有的某个特
征突出，有的三类特征各具特色浑然一体。影响次级城市发展的因素差异很
大，受历史、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各有不
同。2014年出版的《管理次级城市系统：国际发展中的政策响应》
（Roberts，2014）将次级城市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 国家次区域城市中心：作为行政、制造业或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2. 次级城市集群：位于大都市或城市地区的边缘，其形态为新城镇、
大城市溢出型增长中心和线性城市，也包括移民城市和难民城市。
3. 次级城市走廊：沿主要交通走廊发展的城市。
三种形式的次级城市对一国城市系统的运行有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次
级城市的作用和功能已扩展到其所在地理区域之外，甚至扩展到全球层面。有
些次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城市系统中的专业中心、商业中心、物流或贸易中
心。例如暹粒（柬埔寨），沃尔夫斯堡（德国）和加济安泰普（土耳其）等次
级城市已经成为文化旅游、汽车工业和地毯制造业的全球中心。
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全球生产系统的变化意味着许多经济活动中心，特
别是城市，越来越依赖复杂的软硬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来促进
当地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技术以及贸易服务的
增长，城际商业、行政、社会交流和联系的全球网络正在兴起，这种系统等级
化特征较弱，网络化特征较为突出（ 见图2.1）。随着生产、贸易、市场和投
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的利润正在受到挤压，企业正在通过合作合资与合
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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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新兴的城市和连通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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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特别是产业集群之间的合作，既可以克服某些经济活动规模不足的
问题，也可以降低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共同用户成本，还可以推动次级城市争取
省/州系统子市场，并赢得提升产业附加值的机会，以与大都市区生产和提供
的商品和服务的主导地位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区域城市协作网络的总人口和
市场比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还大。例如，英国核心城市网络（核心城市，2010
年）的成立就是为了与伦敦的市场力量和主导地位竞争。
图2.2显示了用于促进次级城市系统发展的两种模型。左侧是传统的等级模型
—贸易, 投资, 行政体系和交通的分布都以首都城市为核心；右侧是协作模式—
走廊沿线城市系统之间存在横向联系，增值产业和供应链的发展以该国人口最
多的城市为中心。在欧洲和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城市的空间集中度
更强、更为紧密，在贸易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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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次级城市发展系统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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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城市的联系更为显著。今天，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首都城市或都市圈
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在美国，这种特征非常显著，城市系统内的区域差距
正在显著扩大（Florida，2018）。

2.1.1 区域次级城市
许多区域次级城市是省或大区等次国家政府的中心。 其他区域次级城市是单
一或混合产业的中心，这些产业包括：采矿、制造、加工、运输和物流、教
育、文化、宗教、旅游或国防。其中一些城市，地方企业可能已在为全球性
大型企业（如钢铁，化工，汽车和飞机制造）的供应链提供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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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区域次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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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这类城市的人口在10万到150万之间。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区
域次级城市的人口可能少于周边腹地/农村人口。在发达经济体中，区域次级
城市的人口占比高于周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区域次级城市的空间特征（图2.3）通常是一个大中央商务区或服务中心，由
更小的次区域城市和小城镇围绕，这些小城市和小城镇主要服务于周边的农
村地区。区域次级城市得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差异较大。在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区域次级城市的人口密度较低（大于每平方公里 3000人），一方面是住
宅多为低层住房，另一方面是城市中心地区集聚了大面积非正规就业居民。
在发达国家，住宅多为中层和高层建筑，城市人口密度大多在5000 人每平方
公里。
单中心次级城市主要是单一功能的枢纽城市，大多为次国家级的区域政治或
经济活动的中心。 其辐射范围在200公里或2-3小时车程的地区。许多非洲前
殖民地国家、亚洲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城市系统的共同特征。斯
里兰卡的康提，秘鲁的库斯科和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就是单中心区域次级城市
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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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次级城市系统形成的前提是在省州地区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次级城市，
通过相互协作和合作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形下，次级城市的地理位置往往相
近，此类清晰在欧洲，北美和中国较为突出，这些城市要么相互达成某种更紧
密的合作协议，要么是更大范围地理区域的单中心城市之间寻找到了区域贸易
和经济发展的合作机会。英国核心城市网络和东南昆士兰州地区委员会（详见
案例研究）就是前一种类型的范例。
发展多中心系统次级城市网络的多中心系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基于
协作竞争的方法，其中次级城市的次区域系统作为合作伙伴与大都市区域（例
如，英国核心城市网络）竞争。另一种是合作模式，次级城市系统与大都市区
域合作，以创造规模经济和进入新市场。新西兰核心城市模型就是一个范例。
还有一种是这两种模型的混合形式，例如布拉迪斯拉模式。

2.1.1.1 次级城市多中心区域系统（协作竞争模型）
在许多国家，大都市区的财富，投资和发展机会人均占有更高。次级城市可
以通过合作开发网络来促进区域城市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贸易增长，从而与大
都市区竞争。 这种方法（图2.4）涉及支持战略联盟的企业，机构和政府; 协
作治理安排; 并将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和增值链连接到相应的行业部门，以便与
大都市区域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份额。
多中心协作竞争方法背后的理念是，次级城市企业，机构和政府的协作系统
可以自愿合作，在次级城市的次区域协作系统内创建更大的内部市场。 该方
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帮助减少次级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对大都市区的依
赖；二是可以为次级城市提供进口替代的机会；三是可以帮助次级城市克服
规模经济不足问题；四是可以为次级城市解决因边际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使
当地生产和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失去竞争力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两个或多
个次级城市资源和生产能力的整合可能超过一个大都市圈的资源和生产能力。
次级城市区域链接模型以企业为基础，这些企业往往与某个产业行业或产业
集群相关联，例如食品行业的企业协作生产更具附加值的食品。A市产业集群
中的一组企业可以依托该地区的养牛业或山羊业生产高品质的乳制品。B市是
面粉或谷物的主要产区。A市和B市的初级农产品若运输至C市，在C市建立食
品产业集群，整合次级城市A市、B市和C市产业集群的力量，就可以在C市生
产高附加值食品。于是，在次级城市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和高附加值食品就可
以和大都市区市场，甚至出口市场竞争。
与大都市区通过共享资源，知识和回程货运能力，次级城市产业集群网络就
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从而形成专业化和协作优势，就可以破解大都
市区对进口的垄断。当然，这样的机会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产业和产品，在那
些产业和产品生产中，次级城市协作优势的形成需要在次级城市建设必要的
基础设施，进而获得与大都市区竞争的机会。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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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次级城市网络的区域系统(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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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基于技术的生产、3D打印和人工智能，未来边际生产成本有望大幅下
降，从而使次级城市许多服务和商品比来自大城市的服务和商品更具竞争力
（Lim＆Mack，2017）。该模式类似于国家的大型产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
集中资源降低了生产，分配和销售的交易成本，使次级城市获得了可与大都市
区抗衡的竞争优势。
英国核心城市网络是次级城市建立区域协作网络的范例。在企业层面，可以在
两个或多个次级城市中相近产业集群中的小企业可以建立跨集群伙伴关系，进
行科研中心联合投资、新产品联合开发，附增值延伸在贸易博览会上联合营
销。在政府层面，通过达成合作协议，促进城市间有关市场、增长和社会经济
数据的信息共享。城市间贸发协议类似于城市间次国家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
反过来推进了该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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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次级城市的多中心区域系统（协作方法）
在许多国家，位于次级城市的企业规模太小，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但通过与位
于大都市区的企业合作，创作价值、破解规模经济难题、破除市场的壁垒（图
2.5）从而对国家发展出口或进口替代产品和服务建立支撑。如果位于次级城
市的企业可以与大都市区的企业建立网络协作，就可以实现规模效应。该协作
方法将原材料或辅助材料构成的供应链与生产，市场和终端用户需求进行匹
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从而提升产品价值，促进区域供应链
产业实现规模经济。新西兰核心城市网络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范例：奥克兰是
该网络的枢纽中心，周边的次级城市在旅游业和教育行业已识别出促进产品增
值的机会。
该协作方法的战略意图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城市贸易系统，企业、产业集群和地
方政府可以促成城市连通度的提升，创造机会，吸引投资发展具有附加值的产
业、并增加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将共同促进国家和地方更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发
展。次级城市必须识别出可以与大都市区的哪些产业集群和基础设施供给链网
络协作，与大都市区的哪些产业开展竞争。该协作方法不仅促进了单中心次级
城市和次级城市走廊小城镇和村庄的集群发展，而且效果很好，例如，在意大
利和越南就有成功的案例，第3章将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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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次级城市的集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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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次级城市集群
集群次级城市往往位于围绕大都市区域中心的放射状或线性道路上。在亚洲,
集群城市已经成为大型产业地产和经济加工区的优先选址地, 通过同类型产业
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经济基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许
多次级城市集群地区已发展成为相当大的非正规住宅区，这些区域与服务于大
都市区建成区的基础设施、干线道路和公交系统的链接严重不足。而且，许多
地区的非正规住宅区和非正规就业问题仍在加剧。在发达经济中，一些次级
城市集群成了难民城市，居住条件差，还存在各种社会问题。
必须加大对次级城市软硬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 为了提升次级城市集群地区大
都市区之间的连接度，为了促进原材料、商贸、投资及信息交流的顺畅进行。
道路和ICT系统等有形网络对城市之间商品和原材料的运输至关重要，然而旅
游沿线的营销协作，环境、经济、治理信息以及规划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和知识
共享等软基础设施网络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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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次级城市集群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提升全市物流设施和网络的效率，改
进城市间、城市内的交通和运输系统，促进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
（TQD）。这些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开发用地、技术技能、社区服务、
基本基础设施和住房需求的驱动，这些服务的不完善将导致城市现有网络不堪
重负, 在快速城市化的大都市区更是如此。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损害公共卫
生，削弱生产力，而城市生产力不足超过现有负荷运转将进一步导致外部成本
上升，生产能力不足。
随着城市集群超区域体系的发展, 中国将城市集群的概念提升到了新的层面。
这些城市集群旨在提升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连通度, 形成一个超区域城市, 通
过集聚缩短产业供给链。目的在于促进地区发展，如京津冀地区、首都都市
区、珠三角洲、上海地区等发展成为以集群方式运行的互联城市等级网络。正
在中国兴起的城市集群模式是多中心城市集群的类型之一。

图 2.6 次级城市-大都市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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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次级城市走廊
次级城市走廊通常由多个小城镇扩张连接而成, 这些小城镇沿着内陆或沿海交
通路线连接, 形成一个线性或带状城市。其中一些城市呈窄长型，长有数十公
里，宽仅有几公里，例如西班牙、土耳其和斯里兰卡南岸的带状城市。公路
沿线的工商业区带状发展城市通常以一个一个城镇或小城市链接而成，没有
商业核心区；滨海旅游休闲线状城市往往在风景最好的节点，形成酒店的集
中分布；线性次级城市通常在交通运输走廊沿线形成商贸和服务业的集聚。

图 2.7 支持次级城市走廊型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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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城市网络有两类走廊系统，即国内经贸发展走廊和国际间经贸发展走廊。
尽管国内经贸发展走廊也会涉及到国家内不同省州的城市合作，但走廊内的城
市一般都在同一国地理范围内，所以国内经贸发展走廊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发
展。当然，国内贸易发展走廊需要加大城市开发投资，以缓解交通拥堵，要素
流动不畅，释放走廊城市的整体能量，促进走廊城市更高效地运行。
国内城市贸易走廊的特点是许多道路侧向汇入干线走廊，即较小的支线道路侧
向汇入走廊腹地。这样就形成了多个节点和交通堵塞点。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
发展城市外环道路, 以避免城市内交通拥堵。但是，许多正在经理快速城市化
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外环道路周边的住宅和商业发展无人监
管，因此造成了问题的转移。外环道路既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同时也削
弱了过境交通的商贸机会，导致小微企业和小商贩从城市内部社区搬迁到外环
道路附近，从而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
国际经贸发展走廊通常跨越国界, 连接不同国界多个首领城市和次级城市。近
年来, 促进国际经贸走廊建设已引起全球关注，特别是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
倡议 (Jinchen, 2016年;Lee, 2016)。一些经济发展走廊仅限于连接国内城市，
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国际经济走廊的发展。因为跨国贸易而进行重大国际谈
判，国际经贸走廊的建设相对较难。（Kunaka.Carruthers,2014）喀麦隆和科
特迪瓦之间西非经贸走廊的建设就面临重大挑战。无独有偶，南非和莫桑比克
之间的的约翰内斯堡-马普托发展走廊 (Campbell 等人, 2009)以及巴西、智利
及阿根廷之间的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发展走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Paiva & Gazel,
2003)。
世界银行发布的《贸易和运输走廊管理工具包》(Kunaka & Carruthers, 2014
年) 为经济发展走廊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有效指南,方便指导各类发展机构和各
国政府测评、设计、实施贸易运输走廊项目，并评估项目影响。该工具包提供
一些实用的信息，如"走廊如何影响各国空间经济，只有清晰评估走廊可能产
生的空间影响才能更好地建设走廊等 实用信息;(Kunaka & Carruthers, 2014
年:xiiip)。该工具包指出,"走廊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系统,包括基础设施(公
路、铁路、港口)、运输和物流服务及管理 (通常受公共部门融资政策选择的影
响)" (同上: xiv p)。 该工具包还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重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
链接, "因为走廊的总体往往取决于最短板的部分" (同上: 十四. p)。该工具包对
走廊管理和调动各方积极性提供了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参与经济发展走廊的各
方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呼吁参与各方在走廊发展的目标、资源及效果预期等
方面要达成一致并做出承诺，共促走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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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走廊

来源：Roberts, 2014

对软硬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帮助孟加拉国在其城市
内促进经济的公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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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孟加拉国。
图片来源：城市联盟, 2014

2.2 次级城市系统
2.2.1 次级城市经济发展与贸易走廊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 以及城
市间贸易伙伴关系,在促进了交通沿线经贸走廊发展，不过，次级城市在支撑
构建国内和国际商业网络和投入供应链中起着引领作用，产出方面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贸易走廊可能既包括大都市圈，也包括若干次级城市。应积极鼓励
位于走廊上的次级城市发展特色产业，商品配送与服务，建立物流枢纽，扩大
出口，创造增值。从蒂华纳到温哥华的5号州际走廊是一个很成功的经济发展
和贸易走廊，该走廊包括了有三个大城市和许多次级城市。从智利和阿根廷一
直延伸到巴西南部的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发展走廊也是新兴经贸走廊的一个范例
(图 2.9)。
图 2.9 智利-阿根廷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发展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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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 地图数据: Google数据: SIO, NOAA, U.S. Navy, NGA, GEBCO Landsat / Copernicus, 2019

2.2.2 次级城市全球供应链系统
城市网络的发展正在全方位地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有些
投入是制造的, 如工业园区、工厂和基础设施，有些投入是无形的如金融、设
计、信息通讯技术等服务。随着供应链网络不断发展,许多在专业领域具有竞
争力的企业加入了全球生产制造体系，比如在航空制造领域，许多公司与空
客、波音公司等开展合作。因为供应链中的主要城市中心相互连接，飞机生产
中的基础设施、零部件和服务实现了无缝交付。 (图 2.10)。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 29

2.2.3 次级城市网络
次级城市对协作网络的发展越来
越感兴趣。通过合作, 而不是竞争,
次级城市同行业企业可以一起努
力，创造协作优势, 完成更大的订
单, 共担风险, 在与大公司的竞争
中也会获得更优惠的条件，更具
优势。新西兰和英国的核心城市
网络就是范例，区域城市网络的
城市代表定期开会, 讨论城市间如
何通过协作和分享资源降低外部
性成本, 如何共享基础设施和服
务，协同市场营销，制定发展支
持政策。一些次级城市正在通过
协作实现更公平地享有国家资
源，更坚定地支持中央联邦对城
市的权利下放。 (核心城市,
2016)。

2.2.4 跨境城市成长伙伴关系

图 2.10 连接到空中客车A380供应链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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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城市跨境合作已成为一些国
家，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发
展关注的重点。柔佛
(马来西
亚)、廖内 (印度尼西亚) 和新加坡
的“新柔廖成长三角”
（成长三角，“新加坡-柔佛-廖内成长三角”的教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
尼组成的亚太地区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Yuan, 2011年) 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三国政府的倡议旨在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各方竞争优势, 并优化三个相邻
城市中心之间的互补性。尽管成长三角可能不涉及正式协定，但成长三角将成
为21世纪亚洲、欧洲和北美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增进国内和国际都市圈和
次级城市的文化、语言、货币的交流。语言和文化共性是城市间成长三角和区
域城市成长伙伴关系的关键。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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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次级城市面临的发展挑战
过去30年, 对次级城市发展面临挑战的研究层出不穷。(ESPON, 2012;Roberts,
2014;Rondinelli, 1983;Roberts and Hohmann, 2015)。研究显示次级城市面
临的挑战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治理不力、环境不利、土地管理无
效、技能缺失、难以吸引投资、就业困难等。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次级城市尝
试了若干解决方案，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都市圈和次级城市系统在财政转
移支付、投资水平和人均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并且还在继续扩
大。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伦敦人均基础设施支出也是英格兰东北部城
市的 24倍 (Arnett, 2014)。
同时，信息时代的不断深入给次级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首当其冲的
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次级城市。未来城市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将是高级服务和个性
化服务, 而非制造业。地方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信息服务的推动, 并将受到全
球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影响。由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开放知识和信息平台的
不断增长、信息法的日益完善，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治理系统将更具透明
度、问责性、参与性、包容性和回应性 (奥内斯等人, 2017)。
在全球范围内, 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正在下降。随着技术型
和资本密集型生产逐渐取代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这个百分比还将
继续下降。据未来几十年的就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据估计，一些国家40%
以上的就业岗位将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Manyika 等人, 2017)。
技术将改变生产、分配、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的性质。互联网已经造成了零售业
和商业服务业的巨变。物联网 (IoT) 是由相互关联的计算设备 (计算机、智能手
机)、机械和数字机器和具有唯一标识 (Uid)的物体组成的系统, ,能够通过网络
传输数据, 而无需人与人之间或人机之间的交互。物联网已广泛应用于政务效
率的提升。
颠覆性变化、技术和物联网将对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Rathore 等人, 2016年)。物联网的应用使基础设施变得更智能、更高效、运
行成本更低。值得注意的是，物联网对发展中经济体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
(Gong 等人, 2016年;Rathore 等人, 2016)。不过, 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还未做
好充足准备，以应对快速变化和物联网带来的挑战，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
区和亚洲及太平洋部分地区的国家。卢旺达和肯尼亚正在积极准备应对这些挑
战, 但其他大多数国家还未做好应对信息时代冲击的准备，还未真正理解信息
时代对次级城市发展和管理的影响, 还未真正理解信息时代对经济发展政策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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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已经在改变生产的性质和区
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搬迁使
工厂更接近市场、客户和高效的物流
系统。麦肯锡 (Andersson 等人,
2018)研究发现, 63% 的调查对象认
为, 在2025年前，纺织生产很可能会
转向更接近市场, 以支持区域供应链。
中国正在向内生经济增长模式迈进, 尤
其是在次级城市和小城镇将创造更多
产业和就业岗位。这些变化表明, 利用
城市化和工业化减少贫困和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的模式, 正在逐步被信息经济
的发展所取代。

建立战略基础设施
和增强连通性对于
提振二级城市系统
的竞争力, 发展和繁
荣至关重要。

信息时代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次级城市, 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亚洲的城
市而言, 是一个重大挑战。新兴经济体不能再依赖工业化作为增长路径，即利
用低成本的非技术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经济增长。由于和国家及
全球基础设施服务和网络的联通不足, 缺乏资本和技能, 技术水平偏低, 许多次
级城市无法有效参与信息时代。除非各国政府优先投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系
统和网络，支持发展中小型企业教育和培训、小微企业网络等软基础设施, 否
则，将出现数字鸿沟, 从而使许多城市无法获得参与先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
本商品和服务。
只要各级政府与私营企业齐心协力，完善功能、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提升城市
对供应链系统和网络的可及性，次级城市发展前景将非常广阔。事实上，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次级城市已抓住信息时代的机会、 实现了自身可持
续经济增长。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 所有次级城市面临的公共问题是如
何解决规模不足问题、如何获取技能和资源、知识和信息。包括惠灵顿 (新西
兰)、沃尔夫斯堡 (德国) 和斯勒曼 (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许多次级城市已经意
识到连通、网络和协作对于克服区位和规模的制约至关重要, 这些次级城市在
某些方面已取得了比许多大都市都更突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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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级城市系统的连通度和

城市网络
3.1 连通性，绩效和经济发展
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 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绩效。不过这主要是针对大城
市，而不是次级城市 (Roberts, 2014)。大城市一般是对国家 GDP 贡献最多的
城市, 但大城市中的城市化问题、贫困和发展问题不一定像次级城市那样严重,
因为次级城市的增长速度更快。尽管通过投资缓解交通拥堵的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经济开发区、改善治理等措施可以提升大城市的绩效，进而提高大城
市的竞争力,但这些举措很少让周边地区小城镇和城市从中受益。要提高都市
圈的绩效, 政府就必须更加关注为其提供支撑的网络和供应链，特别是次级城
市, 因为正是次级城市承担着连通大都市与地区资源和原材料的枢纽功能。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城市绩效的改进都得益于国际发展援助或国家赠款/贷款，
这些援助和贷款通常用于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构能力建设。印度的贾瓦哈拉
尔·尼赫鲁国家城市复兴项目涉及印度63个城市 (GoI, 2007) ，就是通过基础
设施推动大都市和次级城市发展的一个例子。次级城市增长极和经济开发区的
发展理念在很多国家得到了推广应用, 但很多地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Kilroy 等
人, 2015)。

3.1.1 连通度是次级城市繁荣的关键
仅靠基础设施提升次级城市协作、绩效和繁荣已经不能满足地方经济飞速发展
的需要。促进地方经济更好的协作还须加强其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人员
和决策者一直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促进城市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的相关软硬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如果城市没有良好的软硬基础设施 (即公路、铁路、航空
服务以及政治、社会和商业网络)，那么原材料、人员、贸易、货物、服务和
信息的流动就会放缓,就会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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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都未提及城市系统之间软硬基础设施连通以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也未重视互联互通不佳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严重
性。
目前，关于连通度和网络基础设施对支持次级城市地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研究
尚不多见。大多数关于连通度的研究都侧重于硬基础设施连接、网络和要素流
通的作用。事实上，负责系统运行的人员的技能和能力对这些系统能否高效、
有效地运转才至关重要。个人或企业关于如何使用连接城市系统内企业和人员
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技术的相关知识对城市绩效、生产力和繁荣也有重要影
响。从历史上看, 物质基础设施的规模和质量, 例如道路、公用设施和物流系
统, 促进了原材料、货物、服务、能源和商品贸易在不同地理位置之间的流动,
并决定了城市增长和发展的速度。如今, 城市的产出和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
不同方式服务的驱动。但我们对次级城市系统的连接性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了解甚少。若干研究表明连通度在支持城市系统发展方面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
全球城市而言, 但很少有研究是针对次级城市的绩效(Ammann & Sanogo,
2017;银行, 2009)。对欧洲16个国家的研究,（帕金森等人2012:31p) 显示,
"2000年至2007年期间, 一个或多个次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于其
首都, 特别是在德国、法国、挪威和西班牙。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三个前社会
主义国家。 随着融入欧洲经济,东欧国家经历了最快的增长，增长的贡献既来
自首都城市，也来自次级城市"。

“当我们现在想到城市时, 我们通常会设想商业, 系统和人员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或协作。 现在, 想象一下一旦城市变得更加互
联和更加智能, 将会发生什么?”
(Newman, 2016). Smart Cities May Turn Competition into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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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次级城市的其他研究 (ESPON, 2016年;Meijers, 2016年) 显示, 连通度
是改善经济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但研究也显示, 许多其他驱动因素, 如创
新、治理、规模和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更会影响经济绩效。
欧洲研究越来越表明,促进次级城市知识、创新理念、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公共
和私营部门服务中软性基础设施的连通度对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
响, 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就业方面 (Parkinson 等人, 2012年)。这些因素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次级城市系统的经济增长前景还难以量化。一旦次级城市拥有完善
的交通、通信和物流系统及服务, 对提升连通度的资产和系统的投资开发, 包括
区域知识、信息和商业网络、利益共同体, 以及区域间协作治理, 就会对于改善
经济绩效变得更加重要。

为维护的公共市场而达成的公共社区伙伴关系是一种可
以促进贸易系统更好发展的软性基础设施。

地点：乌干达。
照片来源：城市联盟,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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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网络
许多连接的类型只通过网络连接节点和枢纽。这里连接促成了国家级全球城市
和区域发展系统。如果没有这些连接, 今天便很少有城市可以正常运转或发
展。连通度 (Buck 等人, 2005) 在支持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政府运转和绩效
要素行程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Behrens 等人, 2014)。关于城市绩效
要素及其与经济发展联系的研究报告已有许多 (Kilroy 等人, 2015;世界经济论
坛, 2014)。然而, 连通度在支持城市，特别是次级城市，的绩效和经济发展方
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这种关系是次级城市增长和发展的重
大而关键的因素。
大多数公司都明白，对世界各地接受或为其提供服务的节点、枢纽和网络，需
要快速、可靠地达成连接。全球有3200个机场及 60, 000条航线。港口城市承
担着全球商品贸易的 80%, 40个港口承担着世界60% 的集装箱运输 (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 2017年)。它们的效率和有效性对于企业发展、绩效要素以及
对商品、人员以及服务运送的口碑至关重要。经营现代企业需要很好地获得供
应链、交通系统端口、活动节点和网络、互联网服务、分析技能和信息技
术。连通度很难量化和衡量, 如何与行业供应链、市场、支持系统等连接也是
如此。像 DHL 这样的邮递公司就制定了一个连通度指数, 以衡量城市之间的货
运物流效率, 从而降低交货的时间成本。
其他有关连通度的因素, 如商业业务、信息和数据共享, 访客交流等, 已列入连
接度指数，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往往缺乏, 不容易收集, 或无法获取。这些
软连接因素对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大多数连通性指数只
关注大都市和大城市的连通性,衡量商品和电子服务的实际流动指标。相比之
下, 对次级城市系统连通度衡量的指标研究则很少。下一节力求通过提供理论
基础和研究框架来填补这一空白,；以分析连接次级城市的硬软连通度因素和
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对次级城市系统的软硬基础设施联通网络中流动和交流指
标进行评估和排名, 可以发现弱项和机遇并加以改进, 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具竞争
力、协作性更强的次级城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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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系统内的连通性
连通度被定义为 "连接的状态或质量" (Merriam-Webster, 2018年)。连接广泛
应用于多种系统以及系统内不同元素和内容的交互连通度。既有有形连接
(硬)，也有无形连接(软)。连接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和环境网络节点之间的交换
和流动来衡量。硬连接相对容易观察和测量，而软连接则难以衡量。

3.2.1 城市之间的软硬连接的联系
物质连接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城市内部及城市间交通、邮政及电信服务和城市间
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使用，这些物质资产为城市的贸易、旅游、文化、社会
交流等奠定了基础。物理上的邻近、竞争和经济地理往往对城市之间的连接和
城市联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协定、电信和互联网
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互联方式, 也改变了城市内部企业和居民的互联方式。结果,
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因城市的物理连通度而改变，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其连通度。
关于城市连通度的许多文献和讨论往往侧重于论述改善城市物质基础设施网络
及服务的连通度和可及性的必要性。许多城市经济发展计划强调改善硬基础设
施, 如道路、机场和港口 (Farole, 2012)。因此, 物理连通度的重点也聚焦于交
通运输和电信规划。对城市而言, 连通度不仅包括有形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交通运输和物流设施的数量和产能, 还包括城市的支持原材料、货物、服务和
人员等要素流动。质量、密度、政策选择、灵活性和区位等因素，这些要素也
会影响城市的连通度以及城市的运营和发展方式。欧洲城市物质基础设施连通
的水平和质量都很高, 因为欧洲的物质基础设施不仅分布广泛、密集，而且得
到高效利用，促进了经济活动中生产、绩效和生产分配效率的提升。
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2014:6p) 对软连接的描述如下: "在21世纪的知识经
济中, 城市的社会资本与硬连接同样重要--而软硬连接是相辅相成的, 软连接使
城市更加开放,激发思想、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和增长。”
软连接的许多要素--如信息、声誉、知识、社会资本和创造力--往往是潜在的
或无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社会资本经过多年逐渐建立起来,成
为了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 (Woolcock, 1998年)，社会资本是区域创新和创造
力的关键驱动力 (Westlund 等人, 2013年), 也是发展城市产业集群和促进互联
互通的关键驱动力, 例如意大利的 Emilia Romagna地区 (Botturi等, 2015年)。
在中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孟加拉国和许多拉美国家，流
动人口/移民内部建立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城市系统内小微企业的发展，也增强
了小微企业与市场、金融、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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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连接要素的应用和组合方式，以及要素流动和互动方式，为城市、企业及个
人的生产或交流提供了许多额外的价值 (Berglund 等人, 2002年)。在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时代, 软连接资本和流量对于保持和促进次级城市的功能、活力和独
立运行极为重要。然而, 软连接也可能极其脆弱和短暂: 例如, 社交媒体的负面
信息可以快速损毁一个城市的声誉。

3.2.2 平衡软硬基础设施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可以提升城市有幸连接的可及性, 并不能确保城市和区
域人口的增加, 也不能确保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增长 (ESPON, 2016年)。城市的
有形连接至关重要, 但城市的社会和数字网络的软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将连接
分为硬和软连接虽然有用, 但却无形中忽视了软硬连接关系的重要性。事实
上，软硬连接并不相互排斥，城市应根据未来发展的需求、技术、风险和其他
可预期变化来确定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的规模。在将提升连通度作为支持
次级 (或大型) 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时,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促进软硬连接相互融
合和依存的重要性, 并且明确政府如何支持软硬基础设施建设。
图3.1 支持次级城市系统发展所需的软硬连接和网络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提出
了一个概念性框架。如上所述, 硬连接主要由有形连接组成，包括连接人类住
区的交通、电信和服务网络。人口规模以及城市中心的功能和区位对人类住区
之间联系的范围、规模和类型有重大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因
素对硬连接特征的形成，甚至试试构建软连接的要素。
软连接既有无形的特征，也有有形的特种。第一个特征是无形特征，其形式多
种多样，比如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无形资本、思想、信息、数据和知识的
转换或交流。这种连接是通过技术应用实现的，但却是无形的。从历史上看,
交流采用书面或其他形式来记录, 如今交易平台越来越数字化。对人力资本、
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知识和经验的获取范围和深度正在越来越受
到在线学习、博客和社交软件的影响，甚至左右。转换和交流的性质和组合特
征取决于连接手段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同模式。
软连接的第二个特征是有形特征，是基于有形空间地点的。在特定的空间，软
连接与硬连接相遇、相交、互动。它与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 在许多情况下软
连接的有形特征与无形特征互为依存。这种交互的场所是有形交流的组成部
分, 人和组织在这里因不同的原因相聚、分享、交流、辩论。这些空间和场所
对于促进创新、创造力、转型、交流和达成协议以支持人力资本、社会和经济
发展至关重要。会议、展览、研讨会、教学活动以及工作交流等往往在这里进
行。贸易代表团、文化和工作交流以及教学辅导等活动也在此类空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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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是次级城市系统软连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国家, 许多次级
城市成为城乡迁徙的第一阶段, 提供了获得就业、医疗保健、教育和商贸服务
的新机会。高生育及其他推动因素促使许多次级城市吸纳人口, 其人口增长速
度也远远快于大都市地区。城市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快速扩张, 在零售、运输、
建筑、城市公用事业和家政服务行业工作居民的移民/流动人口比例很高。
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的许多基本技能和能力都来自
隐性知识, 或者说来自边干边学，因为基本社会知识、学习能力和商业技能可
以通过家庭成员、朋友和文化团体传递, 发展中国家次级城市中的许多居民或
流动人口，可以借助于家庭朋友和文化社团，提升了学习能力和商业技能，
进而创办小微企业。其中一些人经过努力，他们自己或使他们或他们的子女
迁居到大都市地区或海外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
不幸的是, 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次级城市没有能力提高劳动力的劳动技能, 也
没有能力推动公共和私人参与,为吸引私人投资和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提供必
要的发展条件。因此, 失业率或就业严重不足。

图 3.1 软硬连通性和网络基础设施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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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部门就业占比很高。次级城市还引进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资本和商业
服务, 这可能导致其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问题。次级城市通常通过建设大型工
业区, 吸引食品加工、服装、纺织以及零部件制造等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 这些
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高。劳动力、住房和生活费的降低有助于抵消进出口货
物和原材料运输的高昂交易成本。
在后工业化经济体中, 许多次级城市和区域中心已出现熟练劳动力净出口国的
情况。人口正在老龄化, 基础设施和存量住房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社区和社会
服务也在日益衰退。许多城市制定了韧性战略, 通过提升技能基础, 产业多样化
和结构转型，, 并在旅游、贸易、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以服务业
驱动的经济体。其他次级城市, 特别是欧洲、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老工业地区, 没有采取此类措的城市正在衰退。在某些情况下,
出于环境和经济原因, 许多城市可能更需要制定应对衰退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
着应该放弃对韧性创新行动的支持。只要后工业城市拥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前
景, 就应尽一切努力振兴这些城市。
城市, 特别是次级城市, 它们没有大城市那样厚重的资本,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
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场所, 聚焦于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努力，最大
化机会、额外产出和连接交流的价值。许多城市在连通性方面的投资太过分
散, 导致回报减少。另一方面, 联系过于局限的城市可能会错失创造新产业和新
就业的机会。关键是寻找范围和目标相平衡的连通度, 通过公共政策和其他干
预措施支持次级城市的地方经济发展。
为参与城市系统之间的贸易、投资、信息、知识共享和互访 (东盟, 2016年)。
次级城市需要更公平、高效、有效地获得商品、服务和交流，为此，提高次
级城市连通度及网络基础设施的水平和质量至关重要。对硬基础设施需求政策
的重视已得到广泛认可。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 的一项研究预测, 保持亚太区域
的经济增长势头, 到 2030年,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对硬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超
过22.6万亿美元, 即每年1.5万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其中的大部分
投资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目前, 该区域每年在硬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约为
8810亿美元，同时，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却知之甚少。
需要关注并平衡城市的连接方式对政府和公共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应该聚焦哪些方面的连通性, 如何才能平衡硬软连通度？一个有效的方法
是制定连接指数, 衡量影响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连通度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属
性。通过观察和实验, 软硬基础设施的结合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巨大
作用，城市和区域努力聚焦空间网络的深度和重点,创造竞争优势, 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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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次级城市连接和网络的三重性
在规划次级城市的经济发展时必须认真考虑三种关键的软硬外部连通因素或联
系。三种连通是城乡之间, 次级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 以及大都市地区内的连通
性 (图 3.2)。此外, 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内部连通性因素或链接, 次级城市必须确
保这些链接到位, 并高效有效地运行, 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大多数次级城市在
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区域市场、交通运输、和客运以及物流枢纽或
中心。这些设施可以增加生产价值和最终用户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次级城市
对促进农村地区和大都市地区之间的原材料、商品和服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至
关重要。次级城市系统内的物流设施及转换系统不良, 会严重影响行业供应链
系统内收集、分类和调度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及时性、质量和运力。
城乡联系是消费供应链生产增值的关键部分。城乡供应链提供了制造和加工制
造和加工制造增值产品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食品和经济作物。为了使城市和
国家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品附加值, 农村和区域的生产者必须高质量对接产业供
应链。次级城市和较小型城市是城乡中介供应链的连接节点, 供应链节点功能
为次级城市提供了机会, 使其能够为商品和服务提供最初的附加值, 进而扩大本
地与外部的贸易和投资。次级城市枢纽和节点是城市农村连接、交汇和融合的
关键连接点, 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使城乡联系能够更有效,使乡村融入产业
供应链更有效。在供应链和生产周期的这一阶段, 特别是在商品和服务的基础
设施供给缺乏竞争或没有竞争的情形下，就会导致交易成本最高。
次级城市与次级城市的联系和网络在许多产业增值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特别是在第一阶段附加值相关的行业, 如加工食品、原材料和配件商品。供
应链的作用是确保对投入进入生产过程, 并根据最终用户的需求形成产出。其
中包括额外的增值、市场、出口和资本存量形成。次级城市之间供应链的效率
影响着国民经济、大都市和农村地区的整体生产力。如果产业供应链受到不良
软硬基础设施的制约, 如区域间道路差、市场监管执行不力或劳动力技能短缺,
供应链沿线商品和服务传输系统的效率将会降低, 进而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城市与城市之间或城市内部联系薄弱是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次级城市贸易
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城市应该与大都市地区进行协作和竞争，不过, 次
级城市经济发展的大部分重点是与大都市地区的贸易, 因为它们的市场更大。
在许多国家, 三四个次级城市的集体规模和市场远远大于大都市地区。但是, 受
益于贸易、投资和就业的往往是大都市地区, 而不是次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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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三位一体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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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 大多数次级城市注重地方经济的发展, 注重与大都市地区的联系。
在次级城市与大都市地区的出行时间不到几个小时的情况下, 这是有道理的。
当次级城市疏散分散分布于供应链系统时, 发展次级城市和中间城市的区域贸
易网络是可能的。然而, 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往往别无选择, 只能依靠中央政
府提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在权力下放程度较高的联邦经济体中,
发展次级城市贸易网络的机会可能最多。但是, 次级城市必须合作发展基础设
施, 这样才能加强它们之间的连通度。
大都会区的联系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要素。各国政府认识到, 次级城市和大城
市地区之间交通和电信条件的改善将增加贸易、投资和交流机会。对改善硬基
础设施连通度的重视往往忽视了对发展与支持产业供应链的软基础设施联系的
重视。硬基础设施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商品的流动能力和数量, 但不一定导致服
务的互惠增长, 特别是不一定导致增值服务行业的增长。
次级城市可能获得发展 (和分散) 商业服务机会, 以支持大都市地区的发展。由
于是劳动力和交易成本较低。要获取机会, 就需要识别次级城市在各自产业供
应链中的特殊优势, 从而使它们能够为远离大都市地区的公司和企业提供增值
服务。从大都市地区外包业务到次级城市往往仅限于附加值较低的服务, 未
来，发展附加值较高的服务大有机会, 例如与3D打印等相关的行业和易于连接
可与基础设施网络无缝连接的枢纽、节点和连接器高端服务业。印度的一些次
级城市非常成功地创造了高端服务的新机会, 支持次级城市作为大都市地区供
应链的一部分。
影响城市系统之间连接的因素包括:
· 支持多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信交流和空间位移
· 在其他地区获取公共和私人商品和服务时，易于得到经济、治理、意识
形态、社会、法律和其他非物质要素的支持
· 自由迁徙和言论自由
· 识字率、教育、语言、知识、技能和移民的水平, 以及对变革和思想的
开放态度
•	基础设施和网络的质量、范围、规模、灵活性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
· 对向竞争、变革、外国投资和国际交流以及不受约束的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当地经济造成未知后果的威胁或恐惧
· 信念及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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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列出了一些硬性和软性元素示例, 以及可以衡量这些元素的交流活动

表 3.1 连接性的软性和硬性元素
硬性连接元素
物理的

•	 公路, 铁路, 海洋和
空中基础设施平台和网络
•	 邮政, 货运和客运服务
•	 公用事业（管道, 电
力和信息通信技术）
•	 原目标运动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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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连接元素
•	 网络
•	 其他的信息通信数据
•	 信息系统
•	 电子公用事业
•	 电子监测

•	 贸易流通

•	 电子金融

•	 商业文件交换

•	 电子医疗

•	 客流

•	 电子服务

•	 业务交流

•	 市场营销与推广

•	 游客

•	 电子贸易与制造业

•	 远程办公

•	 远程办公

•	 教育

•	 电子学习和会议

•	 走亲访友

•	 社会和公共媒体

•	 运动文化

•	 电子图书馆和媒体

•	 大会, 讲习班和研讨会

•	 社区网络

•	 文化交流与活动

•	 移居

硬性连接元素
治理

环境

本质的

软性连接元素

•	 政府对政府会议

•	 政治忠诚

•	 合作性服务交付

•	 电子治理

•	 协同性服务交付

•	 电子服务

•	 资源共享（员工和资产）

•	 合作伙伴关系

•	 纵向和横向财政交换

•	 姐妹城市间的联盟

•	 环境流通（水和空气）

•	 环境伙伴关系

•	 动物与鸟类迁移

•	 电子环境服务

•	 物理身份

•	 经历, 形象和名誉

•	 位置感和归属感

•	 安全

•	 习惯的/传统的所有权

•	 历史遗产

来源：作者

3.2.4 次级城市的联通度和城市网络分析指标
上述各种指标为了解各国与世界主要城市之间的连通度提供了不同视角。然
而，在现实中，这些数据可能无法获取，需要使用更简单的指标来衡量城市系
统的连通度。比如，通过焦点小组讨论了解政府部门会议的规律性，调查了解
跨城市公共汽车和乘客的数量。笔者开发了一个实验性分析框架来衡量城市之
间的连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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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评估城市间连通性规模和范围的指数框架

网络规模
软硬件指标

区域内

国内跨区域城市

国际城市间

连通性范围

物理的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方面
环境
治理
信息/知识

次级城市类型

区域次级城市

组团状次级城市

走廊次级城市

来源：作者

图3.3中给出了评估支持次级城市发展连通度和网络性的范围及规模的基本框
架。范围指地城范围或需要处理应对或相关的事物，也指处理应对事物的基于
或可能。该框架可用于考察连通性的不同要素；规模指覆盖范围的大小、尺度
及水平，还可用于考察网络的空间元素。通过使用定性和定量的尺度分析方法
（每日飞行量/人均，人均贸易量和人均价值），可以制定一个基本指标，提
供关于连通性的性质、质量和维度，从而提高次级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
水平。该框架还可用于评估大都市区、区域小镇和城市的这些特征。附件中的
框架可作为次级城市系统连通度指数开发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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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次级城市系统实例
次级城市是较大城市的一部分系统（Berry，1964），与复杂的多层次城市网
络相连，这些城市网络以不同的层次、规模和强度发挥作用。尼尔Neal
（2013）年将城市网络分为三个层次（如图3.4）。
宏观城市网络是城市之间的联系，包括无数的物理、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
这些联系涉及不同规模和强度发生的活动和要素流动。次级城市系统是宏观城
市网络的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系统中一个别具特色的子系统。
图 3.4 城市网络的嵌套
ֽؐ١ৠৌ
ֽஎৠৌ

И观ֽ١ৠৌ
ֽ୳ৠৌ

ֽڳ١ৠৌ
ֽИৠৌ

来源：改编自 Neal, 2013.

中观城市网络构是在城市内不同地区和城市的不同地点从事企业活动或公共活
动的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网络延伸到城市以外的周边地区和腹地。
微型城市网络是指社区内的人际网络。这类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受文化、政治和
个人等因素影响。这些相互关联不同层级关联的城市网络已局限于地理、文化
或语言边界的约束。不过, 每个层级的城市网络都为网络运行的空间方式以及
政府如何通过政策、信息、预算和其他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有用的准则, 以支持
人类住区不同层级网络的运行、开发、链接和参与。
网络在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Boix, 2003)。网络可以是
物理的或虚拟的, 或者是二者的组合。一个网络可能少至只有三个连接
点。Facebook和Twitter等大型网络包含了数百万个连接点。在城市背景
下, 网络是连接现实的或抽象的平台或媒介, 在空间、地点与人之间提供移动、
交流、流动转换的方式和其他许多现实或抽象的物间交易。网络的规模、覆盖
范围、距离、密度、可接入性和复杂性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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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活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评估, 包括类型、流量、体积、空间、密度、时
间和其他属性。一些网络提供了替代路线、方向和时间的机会。路线可能是直
接的或迂回的, 这取决于地理或法律等因素。网络流量可以是稳定的、交替的
、波动的、不稳定或混乱的特征。 所以，有时网络规定会变得不稳定或难以
管理、测量和模式化。在城市和区域的运行、运营和活动要依靠网络管理时尤
其如此。
在城市和地区系统的背景下, 有形网络对城市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有形网络包
括交通运输, 能源和其他公用基础设施, 为各种土地利用活动提供服务。关于服
务城市的有形网络的运营、开发和建模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通过对城市系统
建模和检测，可以确保有形网络内的流量不会超载, 这是许多城市的交通、电
力和洪灾管理的一部分。绘制有形网络地图对于城市内及周边的导航至关重要
。例如, 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络地图之一就是伦敦地铁系统。
城市的虚拟网络主要是指无形的交易和传播，包括电子金融、信息、动态消息
和多媒体。这些是软基础设施网络, 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虚拟网络
将促使城市不断增强其与市场的链接能力，即与全球网络和其他国家和城市的
子网络的链接 (Malecki, 2002)。虚拟网络主要满足对数字信息和数据流的需
求。虚拟网络也具有社会性和综合性，表现为协会、家庭及亲友关系、近邻关
系、互用互助关系、和利益关系等。
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之间的软网络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正如一位作者
所说：“城市必须摆脱单方面的金融/投资导向的城市网络方式, 转向重视建立
高质量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的城市
进行对等的、城市治理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合作。“(Srinivas, 2015)。
网络对支持社会、文化、企业和技术资本的交换、共享、积累和发展十分重
要, 甚至可以增加城市内生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知识。网络促进内在知识和
资本的创造和交流, 这对于创建智慧城市至关重要 (GMSA, 2016; McClellan
等, 2017)。如果没有这些网络, 现代城市将难以运行。
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变革使得城市网络在形式和结构上层级变少, 更为分散, 有
些甚至本地化。城市局域网和能源、水和信息网格化管理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局域网和网格化减少了对大型国家网络（尤其是容易出现故障的国家电网）的
依赖性，降低了风险。网络化社会的一个负面问题是, 许多大型系统网络目前
由政府或大公司控制, 如果这些网络私有化, 成为封闭系统, 则会对安全性、隐
私性和可访问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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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创造建立有形网络和虚拟网络的机会，这类网
络可以使次级城市链接和面向大都市，但又不会完全依赖大都市地区获得高水
平的服务，满足需求。物联网将有助于打破这种依赖性, 并且已经为区域城镇
和城市创造了机会, 使他们接触社交媒体，并获得专业化的服务、产品和市场,
这些服务、产品将在全球范围与同类服务和产品竞争。

3.3.1 次级城市系统的类型
全球贸易和物联网的变化导致城市系统内的枢纽和节点网络复杂化。网络有空
间、物理和虚拟三个要素：网络由许多链接点组成, 这些链接促使不同事物在
时间、空间和位置上相互作用。这三个要素之间也高度相关。例如, 铁路网络
需要物理基础设施、信号传输和时间控制来运行。铁路网络的运行则取决于许
多其他因素, 例如使用、规模、容量、技术以及建造或操作者的技巧和能力。
有形网络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或物组成系统。目的在于支持物品的运动与交换。
铁路、公路、电信、河流和运河网络首要用途是满足人类住区的需求。借助物
联网，虚拟网络与数据信息交流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 但这些网络的开发则
源于个人兴趣、专业联系或社会联系。
与城市系统空间发展相关的网络大体分为常规网络、随机网络和分层网络 (图
3.5)。常规网络之所以称为“常规”的, 因为每个节点具有相同数量的连接点
。这是工业化之前许多国家村庄发展模式。随机网络最初是以尚未链接在一起
的节点组成的，这些节点与网络的相似度与规模相关。例如, 由于在一个小镇
或小城市开发了新的食品加工业, 周边村庄与城市中心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这种人类住区发展模式通常出现在工业化或区域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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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常规, 随机, 无标度的和层级式网络

分层网络包括一系列次级枢纽和节点, 它
们主要通过中央枢纽运行。在许多非洲,
南美和一些亚洲城市体系中, 城市的等级
网络很明显

常规网络不是同质的。该模式可以是规则的
网格, 也可以是其他模式, 其中枢纽和节点的
链接和分隔趋于一致。节点的这些均匀分布
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主要枢纽周围。这种
类型的网络是人口稠密的去中心化国家的特
征。

M

S

随机网络几乎是同质的。大多数节点具有大
约相同数量的链接。对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前
工业化国家, 道路系统符合这种类型的网络
模型。由于城市化, 许多此类网络正在转变
为等级网络或无规模网络。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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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无标度网络不是同质的。大多数节点具有
两个或三个牢固的链接, 但是一些高度连
接的节点（枢纽）具有些许链接。这种网
络模式大多发生在北美, 巴西和一些亚洲
国家。

无标度网络伴随枢纽的出现而产生, 或者由若干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高度连接
的节点所构成。这种城市住区模式与国家工业化程度相关, 如欧洲、美国和中
国。分层网络是通过一个大型全球枢纽与某一地理内的枢纽集群和经济活动节
点相关联的网络。中国的京津冀模式就是这种类型城市系统的一个例子。当然
, 上述不同类型网络都是不断变异和相互交织的。
常规网络、随机网络和无标度网络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常存在于城市枢纽中。固
定常规网络是连接城市和地区的许多部分的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系统和结构。
治理网络基础设施的例子是制定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方式的法律程序、公约和
规则。没有它们, 城市和区域系统将无法运作。
数字网络、无标度网络和随机网络领域的发展 (Barthélemy, 2003) 为网络的
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些网络的应用可能影响一级城市和次级城市的发展、
增长和运行模式。在无标度网络的发展中 (Barabási & Albert, 1999), 最大枢
纽规模的变化与网络的大小呈非线性关系。在随机网络中 (Erdös & Rényi,
1961), 最重要枢纽重要程度的变化比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变化可能更快也可能
更慢。这种网络的发展使得区域城市系统网络中的枢纽城市能够获得某种形

无规模网络模型假设城市系统将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更加均匀地
增长。 该模型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空间规划, 进而影响城市系
统的均衡和公平发展。

式的竞争优势。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旧金山湾区内的硅谷 (Palo Alto)
(Saxenian, 1996), 它是一个全球IT中心。在前互联网时代, 无标度网络占主
导地位, 但在物联网时代, 随机网络迅速增长。然而, 重要的是“最优网络已
经在不断缩短无标度网络和空间网络之间的总长度和直径”(Barthélemy,
2003: 915p)。
无标度网络模型提出了一个假设, 随着人口增长, 城市系统将更加均匀地增长。
该模型对城市系统的均衡和公平发展的空间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还强烈
影响了中央政府重要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政策和决策, 比如支持贫困或衰退地
区发展新兴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它还与政治决策有关, 有时会在没有充分考
虑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根据无标度网络模型的假设, 随着人口的增加, 城市系统将更加均匀地增长。该
模型对城市系统的均衡、公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标度网络模型推动了一些
国家城市的发展。如阿根廷、泰国和加纳等国的城市发展, 这些国家的主要城
市是国民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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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发展的支柱。遗憾的是, 在无标度网络中, 城市系统发展的涓滴效应存
在区域差异, 这大大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城市发展差距以及多样性差异。
随机网络模型则更好地解释了网络和城市模式的发展过程。根据随机模型, 经
济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增长和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增长。城市的发展是吸引
支持其发展所需的投资、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的独特组合的结果, 而财富及其
他内在因素的逐步积累催生了竞争优势。连通性和网络发展水平使部分城市与
其他城市相比更具有竞争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城市网
络往往会变得更加专业化, 因此城市以其生产的产品或通过提供品牌产品而为
人们所熟知。发展随机网络为次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机遇。
分层网络将网络根据规模和相似度进行分层。并根据每层网络提供的特定功能
界定其在国家或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角色。人口规模和经济产出是解释城市如何
影响或适应世界经济的核心。虽然无标度网络的规模和增长对城市发展仍然很
重要, 但是随机网络才真正导致了城市表现的差异。随机网络往往因共同兴趣
人群而形成集群，特别是形成创造、创新和知识共享网络, 它们对城市发展正
变得越来越重要。随机网络在发展方面的劣势正在阻碍许多次级城市的发展。
同时，那些在随机网络发展有优势的次级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好，例如土耳其的
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在地毯产业正逐渐占据全球领导地位 (Kilroy等人,
2015年), 可见，随机网络的发展对次级城市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尽管随机和无标度网络的规模和增长对于城市发展仍然很重要,
但却是随机网络在城市绩效要素之间造成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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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次级城市的对等系统
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连接点和网
络在支持系统次级城市的功能、
运营和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然而, 尽管随机和无标度
网络的规模和发展对城市发展仍
然重要, 但正是随机网络造成了城
市绩效各要素之间的差异点。而
新类型的网络正在出现, 它们是上
述网络的结合。不同的是, 它们越
来越虚拟, 依赖互联网来运行和
发展。这些是点对点 (P2P) 网络
(Andrews&Manning, 2016) 与共
享经济的联系。这些网络与所有经
济体的运输、旅游、零售、商业、
教育和卫生服务部门的重大变化和
发展相关。

图3.6点对点网络的两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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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oltchanov, 2013

最简单的形式是, 当两个或更多的计算机设备不通过单独的服务器计算机连接
并共享资源时, 就创建了一个P2P网络。网络有两个要素 (图3.6):叠加网络, 包
括分配给计算机的互联网协议或IP地址, 以及转化为许多不同交换形式（即文
本、数据、信息、图片和文字）的数字信息流；还有有形网络, 这是互联网运
行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 (Moltchanov, 2013年)。P2P网络允许支持电话会议、
大众教育和紧急情况管理等的互联网连接设备之间的多个连接。对等网络不受
等级和规模的限制, 而是受驱动它们的网络基础设施的能力的限制。然而, 随着
4G和5G系统、低轨卫星和其他设备的推出, 在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能接入互
联网, 许多发展国家正在克服这一限制。
对等网络有能力消除影响次级城市系统内业务竞争力和成本的严重不利条件(
例如规模和可及性)。P2P网络的优势在于数据和信息可以被实时编译并传送到
几乎所有的通信设备上。P2P网络在支持经济交易和许多其他活动方面的重要
性正在迅速增加, 并受到通信基础设施能力的限制。
由于P2P网络的发展, 许多城市系统中的其他网络正在出现 (表3.2)。这样的网
络将使在次级城市系统中获得公共和个性化的商品、服务、信息和通信变得更
加易于获取新网络的优势在于, 次级城市进入市场时将更少地依赖等级网络, 并
购买、销售、发送和提供广泛的商品服务、数据和信息。时间、过程和中间供
应链的交易成本都将大幅下降, 使次级城市的系统的合作能力增强, 能更公平地
获得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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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支持城市系统发展的点对点网络类型
•	 个人区域网

•	 存储区域网络

•	 局域网

•	 系统区域网络

•	 无线局域网

•	 无源光局域网

•	 广域网

•	 企业专用网络

•	 校园网

•	 虚拟专用网

•	 城域网
来源：Bourgeois, 2016

上述网络是随着互联网以及数字生产、材料和信息技术系统等新技术的发展而
发展起来的, 这些技术大大降低了许多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和获取信息的机会
。P2P网络将为政府、企业和次级城市系统中的组织创造机会, 以协作创建具
有规模效益或和接近效益的虚拟经济。这些机会可以通过发展虚拟产业集群来
实现, 在虚拟产业集群中, 生产/组装/分销的有形要素虽然分散, 但连接这些要
素的核心要素将是企业、组织和利益共同体 (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
P2P网络的发展有可能为所有国家次级城市系统的发展创造许多新的机会。然
而, 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十分昂贵, 特别是对于内陆国家或分散在大洋彼岸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卢旺达）正在加紧发展基
础设施, 向区域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然而, 速度、带宽和数量的使用影响着服
务的质量和价格。发展P2P全球网络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是“互联网管道”, 也
就是国家互联网系统加入全球互联网的起点。许多这些管道连接具有较低的带
宽容量, 如果流量较小, 单位数据传输成本可能很高。管道能力和费用是造成日
益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发展中区域和城市的许多经济部门
产生了影响, 包括教育、商业、贸易、信息服务和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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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为什么P2P网络对次级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互联网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的贡献正在迅速增长。根据通信技术生产和集成数字
投入的综合价值计算, 中国的数字经济在201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8
年的15.2%上升至2016年的30% (Lau, 2017年)。然而, 如果以信息和通信技
术行业的增值效应来衡量, 中国2012年的数字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
日本、韩国和爱尔兰等国, 这一比例为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年）。互
联网和P2P网络是建设21世纪经济的基础设施, 而数据和信息则是它们的驱动
力。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在次级城
市, 即使在移动网络上, 下载速度也不到3MB。此外, 即使有连接, 这些区域的许
多人既负担不起所需的设备费用, 也负担不起账户的使用费用（货币基金组织,
2018年)。
P2P网络正在发展, 但主要是在社交网络领域发展, 而非在商业、政府和教育领
域。发展基础设施以支持互联网容量、传播和P2P网络, 为加强次级城市区域
系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以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投资和旅
游。重要的是国家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议计划方案要认识到
这一点。然而, 更重要的是要为商业、贸易、教育、社区服务和政务服务建设
一个次级城市P2P网络系统。

亚的斯亚贝巴的轻轨建设

地点：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
照片来源：城市联盟,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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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研究：次级城市系统
对于介绍一些国家和次级城市如何对地方经济发展采取更加
合作和网络化的方式, 案例研究十分实用。本章通过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 介绍了加强联通性、网络和针对不同类
型次级城市的发展举措的良好做法范例。

4.1 次级城市的区域网络
次级城市参与协同竞争的区域网络建设是一种新兴现象。区域次级城市正在研
究合作方式, 原因是认识到许多当地企业难以竞争或进入市场, 因为它们无法实
现与位于大城市地区、靠近主要运输设施和服务的大型产业集群一样的规模经
济。许多次级城市位于内陆或内陆国家, 这大大增加了许多企业的交易成本。
次级城市系统的发展模式往往侧重于加强治理、经济、社会和历史联系, 以推
动首都或大城市地区的发展。除了在欧洲和一些人口较密集的国家以外, 这种
做法通常建立在家庭和企业专业化的强大社会资本基础上, 并在初级供应链沿
线开展增值生产活动。这种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发展形式降低了发展次国家次级
城市贸易体系的可能性。
部分国家已经认识到, 必须改变区域城市经济模式, 才能克服孤立、陆地封锁、
交易成本高以及对都市区域市场和供应链的支配和依赖等问题。因此, 一些国
家一直在鼓励一种更加合作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降低商业交易费用, 实现规
模经济。以下案例研究提供了对研究的深刻见解, 有助于阐明一些国家和次级
城市如何对地方经济发展采取更加合作和网络化的做法。本节介绍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案例研究, 介绍了加强联通性、网络和针对不同类型的次级
城市的发展举措的良好做法范例。下列案例研究提供了对区域和地方政府为改
善软连接和联网基础设施以创造竞争优势支持次级城市发展所采取的办法的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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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伯拉第斯拉瓦、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布拉格和维也纳：多瑙
河地区多中心城市网络
城市系统的多中心网络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多瑙河地区, 中欧的首都伯拉第斯拉
瓦、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布拉格和维也纳 (BBLPV) 形成了独特的相互合
作治理关系 (Kramar和Kadi, 2013) (图4.1)。严格说来, 其中三个是大都市区,
但以国际标准来说是较小的。这五个城市以共同的历史和合作文化为基础, 在
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经济流动的空间三角。在土地合作的积极推动下, 制定了
若干城市间规划倡议, 通过协调城市空间规划做法, 以利用这些流动, 制定跨越
几个国家边界的联合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开展领土合作的主要原因是要找到一
种共同工作的平衡办法, 同时竞争并确定这种合作/竞争的潜力和挑战 (EPSON,
2017)。
建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同优势模式, 努力构建城市间共同的区域经济走廊,
是基于五个城市在各自国家城市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节点。全球315个城市的
100家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公司地点的使用数据表明, 维也纳和布拉格在
多瑙河区域发挥着共同的作用。维也纳的职能对软连接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运
行至关重要。它是该网络的催化剂,
拥有比周边合作城市更多的高级公
图 4.1 布拉迪斯拉发, 布达佩斯, 卢布
司办公地点。布拉格是该地区主持
尔雅那, 布拉格和维也纳：多中心城
FIRE公司关系最多的城市(ESPON &
市网络
维也纳理工大学, 2012)。
这一城市网络的新作用也得到了欧
洲联盟及其融资机构的承认, 如欧洲
投资银行, 吸引了多方对这一网络的
关注和资金支持。所有城市都受益
于对跨欧运输网络 (TEN-T)、跨欧
洲能源网络 (TEN-E) 和跨欧洲电信
网络 (eTEN) 的更大定位, 这些城市
将投资优先事项与城市的主要连接
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 从而能够更好
地进入欧洲单一市场。BBLPV多中
心网络发展缓慢, 人们认识到, 发展
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先进的合作网络
需要时间, 这将导致城市间更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多中心主义在微
观（区域内部）层面显示出希望,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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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改编自 EPSON, 2017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 57

心城市与其周边环境之间的网络发展得到了现有的“趋同”或“区域竞争力和
就业”目标方案的财政支持。
然而, 这一倡议的经验表明, 方案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 以推动国内系统的一体
化——而不是按有关欧盟国家的国家行政边界在空间上进行调整。为了促进各
种城市网络, 有必要更好地实现集群的城市对城市的一体化和跨国界协作业务
发展。在区域间合作方案的支持下, 城市之间的双边关系也有发展的机会。

4.1.2 新西兰的区域次级城市
作为一个开发项目, 新西兰核心城市网络项目旨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
一种合作式治理关系, 以实现城市的发展潜力。这一项目借鉴了英国的模式, 但
其发展方式不那么官方, 更多地是以网状组织型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运作。它
始于美国最大的六个城市同意合作一系列的倡议, 以支持他们的发展和影响国
家的城市政策。它源于新西兰的一个关注点, 那就是新西兰的城市需要进行合
作, 以提高竞争力, 支持商业, 参与贸易、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这一项目随后
扩展到十个城市 (图4.2)。
新西兰地方政府还认识到, 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小以及各自争夺贸易和投资机
会的分散方式, 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和区域资源以及国家的发展潜力。地
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是减少商业交易和外部性成本、分享营销情报
以及汇集资源创造足够数量和规模的途径, 以便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获得竞争优
势。
最初的合作关系侧重于四个领域：国际合作网络的发展；确定新西兰城市网络
作用的政策和研究答案；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将产生
一个评估区域经济的数据库的研究选择 (GoNZ, 2012)。各有关委员会认识到,
新西兰的城市规模小而偏远, 在贸易、信息共享、旅游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
作有助于通过共享服务降低外部性成本。这种合作安排使这些城市能够克服因
经济规模的不足而造成的进入新兴市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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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核心城市研究摘要》
(LGNZ, 2012年) 总结了为奥克兰、
陶兰加、汉密尔顿、惠灵顿、克赖
斯特彻奇和达尼丁完成的六项具有
竞争优势且与众不同的报告, 这是该
倡议的第一个重要成果。通过对报
告和摘要的分析, 该网络取得了两个
关键项目的进展, 这两个项目被认为
能够为其成员增加最大的价值。第
一个项目是在网络范围内开展的一
个合作项目, 为各委员会制定有利于
商业的政策制定了一套准则（新西
兰地方政府, 2014年)。这些政策规定
了为支持城市发展而建立软基础设
施和网络的良好做法和原则。第二
个是中国参与项目的发展和进展, 这
是一个由合作区每季举办一次的发
展讲习班的实际方案。其结果是形
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团队网络, 这
些团队来自每一个主要城市。这两
年的价值在于建立新的关系、信息
共享以及与中国未来合作的共同战
略方法。该项目为与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就建立中国和新西兰之间
新的国家间交流机制进行对话奠定
了基础。

图4.2新西兰区域次级城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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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新西兰市长论坛。第二次峰会于
2015年在厦门举行, 第三次计划在2020年举行 (新西兰地方政府, 2017年)。市
长论坛提供了城市间的合作参与, 以加强和进一步发展未来中国和新西兰城市
之间的政治和贸易关系。这些论坛为两国的城市提供了讨论和探索贸易和投资
机会的机会。最初的重点是教育、旅游和初级产业、城市之间的互惠贸易、技
能和技术转让, 以及改善供应链增值生产系统融入的机会, 这带来了新西兰和中
国之间的城市对城市贸易稳步增加。
新西兰核心城市网络最初是一个催化项目, 由六个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地方商业
和经济发展, 增加业绩要素, 更容易进入世界市场, 并在国内和国外城市之间发
展相互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和庞大的项目, 由新西兰地方政
府领导, 并承担了一些风险。新西兰核心城市网已不再以一个实体的形式存在,
但它为建立软基础设施和网络提供了动力, 以一种更协作的安排将城市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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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市长理事会会议正式安排的变化确保了数据和信息
交流、合作营销、地方政府改革的创新, 以及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与企业作出
的工作安排等方面的重要层次。
新西兰核心城市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它表明, 支持软连接和网络发展的合作
治理安排必须是灵活应变的, 能够创造和发展创新的思想。事实证明, 城市间
协作治理的简单适应性结构可以带来许多创新和创造性的机会, 以促进联通性,
并能够共同努力, 为所参与城市及其国家带来互利双赢的解决办法。这一点尤
其重要, 因为世界各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应对日益复杂的政策环
境。
新西兰、英国、荷兰和芬兰的核心城市合作治理概念提供了良好的实践范例,
说明次级城市如何能够合作建立政治资本, 赋予它们更强大的竞争优势, 而不是
寻求单独竞争。这一模式突出了地方政府在实现国家经济成果方面可发挥的关
键作用。这可以应用于中等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治和金融连接以及网络基
础设施的发展。

4.1.3 卢旺达的城市网络
卢旺达是一个内陆小国, 面积26338平方公里, 距最近的海港有1000多公里, 人
口接近1250万人。卢旺达是一个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 其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其中超过130万人住在首都基加利。以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卢旺达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0位, 2017年估计为
765.20美元。它的经济增长率在非洲名列前茅, 每年超过6%。
卢旺达由于1990年代初的种族灭绝和内战而遭受了大规模破坏。2000年发起
的《卢旺达2020年愿景》(GoR, 2000年) 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期目标, 将
该国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知识型经济。《2020年愿景》为卢旺达提供了一个支
持推进城市化的战略方案, 该方案支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积极鼓励科
学和技术、教育和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 并解决该国被陆地包围的问题。卢旺
达制定了若干发展举措, 例如在技能、就业能力和创业精神方案中支持私营
部门发展的旗舰方案, 并通过称为“智能卢旺达”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五年
(2013-2017年)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战略, 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列为推动其社
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之一(Nimusima等人, 2018)。它还在非洲率先推出了宽
带网络（表5-1）。这些举措正在推动该国实现《2020年愿景》, 这与改善城
市之间的联通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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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正在着手一项充满壮志的任务, 即建立一个由六个绿色次级城市组成的
网络。两个关键点是综合发展规划和管理, 以及发展次级城市作为增长极。
它还有一个重点, 是关注绿色城市化和创新 (图4.3)。2016年5月, 卢旺达政府
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合作, 启动了《卢旺达绿色二线城市发展国家路线图》
(GGGI, 2015年)。国家路线图将支持卢旺达的绿色增长和气候恢复战略, 并作
为该国经济发展和减贫战略的执行工具。绿色城市议程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围绕
经济转型的五个优先领域进行连接, 以实现迅速增长。
卢旺达绿色城市倡议的意义在于, 它利用城市之间的软硬设施来支持全国各地
区域的发展, 重视教育和信息和通信技术, 力求解决造成城市系统发展中的不平
等的重要因素。卢旺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这样做的国家。

图4.3卢旺达——经济转型的先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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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在非洲率先推出了宽带网络, 以支持次级城市的发展, 作
为通过绿色城市示范方案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案的一部分。
该倡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 其目标是使六个次级城市和城镇
联网, 为区域城镇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电子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
绿色工业发展提供基础。
(Jeong, 2014)

4.1.4 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合作式城市发展历程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北部, 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使该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具
有独特的特点。50多年来, 咖啡一直是哥伦比亚的主要农产品。
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地区是哥伦比亚派萨地区的一部分, 位于哥伦比亚的农村地
区, 以种植和生产哥伦比亚大部分的咖啡而闻名。位于安第斯地区中西部的三
个省（地方政府区）卡尔达斯、里萨拉尔达和奎迪奥, 有人口超过250万人 (图
4.4)。三个次级城市, 每座城市的人口在30万至50万之间, 位于这个主要增长地
区：位于亚美尼亚奎迪奥的卡尔达斯省的马尼萨莱斯和里萨拉尔达的佩雷拉,
占整个三角人口的50%以上。该三角还从事旅游业、汽车生产、农业综合企
业、化妆品和信通技术 (Cuesta等人, 2010)。
从行政角度来看, 城市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因为它们是各自省或州的首府。在20
世纪, 城市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这种自主性以及以咖啡种植和竞争为基础的传统
单一结构的经济上（杜克·埃斯科瓦尔, 2017)。
然而, 在1999年1月该地区遭受地震的毁灭性打击, 国际咖啡价格下跌之后, 这
些哥伦比亚二线城市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 被迫彻底改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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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政府在2010年至2014年间
推动繁荣协议, 亚美尼亚、佩雷拉
和马尼萨莱斯之间形成了新的城市
合作。这三个城市认识到, 种植咖
啡不再是经济繁荣的唯一源泉, 专业
化和积极的相互依赖将使所有城市
受益。为支持这一一体化, 国家政府
提供资金, 以改善联通这三个城市的
公路基础设施, 并促进区域机场的发
展。

图4.4哥伦比亚主要咖啡种植区的城
市中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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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尽管处于三角地区的城市保持
着自己的独特性, 但每个城市都把重
点放在从咖啡转向多元化经济上, 为
以前只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城市地区
提供支持性产品和服务。城市之间
的伙伴关系使这三个城市的经济有
了显著改善 (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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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佩雷拉, 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咖啡三角区的业务增长（2015-2017）
2015-16

2016-17

新业务

增加百分比

新业务

增加百分比

553

1.88

1003

3.24

卡尔达斯

36

0.24

630

4.08

亚美尼亚 波尔 金

1341

8.45

1992

10.37

佩雷拉 波尔 里萨
拉尔达
马尼萨莱斯 波尔

迪奥
来源：La Republica, with info from Cámara de Comercio de Manizales por Caldas-CC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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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马尼萨莱斯重视教育, 在三个城市中, 它有着最大规模和最多样化的高等
教育水平。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中心佩雷拉, 决定将重建工作重点放在提
供工业区和充满活力的零售活动上。亚美尼亚虽然是这三个城市中最小的, 但
它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促进了旅游业。
这些城市中心的高度一体化尚未实现,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比如缺乏城市间公共
交通服务以促进这些城市中心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也缺乏进一步改善农村融合
的计划。然而, 在三角地区, 合作的道路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被接受
的。国家政府的投资和支持是这种合作成功的基础, 各个合作方——地方和国
家——都认识到这种合作办法是小城市共同繁荣, 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佳
途径。

4.1.5 英国核心城市群
英国核心城市群 (2015) 是一个倡导合作的集群, 代表英国在大伦敦以外的10个
最大的地区城市。该集群涉及了更广泛的次级城市利益, 包括运输和连通、创
新和商业支助、技能和就业、可持续社区、文化和创造性产业、气候变化、金
融、工业和治理。它在政治上由当选的领导人和市长领导, 每个城市都有责任
在次级城市这一级别上注重特定领域的国家利益。该集群成员的目标是以合作
伙伴的身份与中央政府合作, 支持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
英国核心城市集群通常开展以下活动：
•	 制定战略
•	 进行政策研究
•	 解决信息障碍
•	 推广传播最佳实践经验
•	 加强与教育部门的联系
•	 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
该集群在领导有关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合作方面非常成功。每个城市
在制定关键公共政策问题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例如, 伯明翰的工业战略, 曼
彻斯特的英国脱欧/国际发展, 格拉斯哥的智慧城市。该集群的共同努力使这10
个城市能够利用相当大的政治和竞争优势, 以确保获得发展资金和参加英国脱
欧谈判, 这将对一些城市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结构调整资金以及在数据分享和知
识交流方面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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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次级城市集群
都市圈越来越倾向于打造多中心发展模式, 因为当一个城市的老城区（核心城
市的市中心）渐渐“满员”, 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向当地辖区边缘以及相邻城市
蔓延, 最终成长为一个中等量级的大型二线城市群, 形成了城市集群。一部分次
级城市群的发展计划已经成型, 例如在伦敦和巴黎附近建设卫星城或新市镇。
然而, 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 次级城市集群正在不受控制的扩张, 扩张范围可
达其核心城市市中心100公里以上。如雅加达、马尼拉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成长
为巨大的超级地区, 它们的人口数超过2000万, 周边的次级城市融合成的城市
集群规模超过4000平方公里。
具有的向心力的环状次级城市群都市圈, 往往导致区域治理功能失调, 市郊到市
中心的通勤流量大、拥堵程度高, 大都市和地区差距拉大, 以及次级城市集群中
发展模式和贫富差距不平衡。不过, 一些都市圈开发了新的模式, 以改善软硬
基础设施联通和网络, 从而切实提高了所在地区内次级城市集群的政府管理水
平、执政能力, 加强其城市功能。
人们逐渐意识到, 次级城市作为都市圈的一份子, 因为缺乏区域协调、受狭隘主
义影响并且缺乏区域合作意愿, 其产业集群面临着重大的发展问题。碎片化治
理抑制了都市圈的发展。通过建立地区议会的方式, 一些国家和地区尝试解决
这些管理问题（旧金山湾区委员会, 2018; 马歇尔等, 2003)。以下内容介绍了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拥有次级城市集群的都市圈, 是如何显著改善其城市规划、
基础设施、软联通, 以发展强大的政治、人力和经济资本创造竞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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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
地区市长议会
昆士兰州东南部 (SEQ) 的市长议会
于2005年在澳大利亚成立, 作为一个
独立政治组织, 它代表着昆士兰州的
利益。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发展速
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昆士兰东南
部市长议会, 2018) 市长议会是一家
注册私有公司, 董事会由11位市长组
成, 他们代表了昆士兰东南部的市长
议会。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有着澳大
利亚最大的地方政府。布里斯班是
昆士兰州的首府, 也是全州最大的城
市 (图4.5)。布里斯班的北、南、西
方为8个跨区互联的城市集群所环绕,
占地22420平方公里, 人口数达350万
(2016年统计), 占澳大利亚人口总数
的14%。

图4.5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市长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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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议会充分发挥了其区域合作的职
来源：作者
能, 在积极倡导区域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经济发展及市场营销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市长议会的努力产生了
三个主要成果：倡导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设施, 使昆士兰东南部地区享有
更优质的资源, 以支持经济发展；对各级政府施加影响, 确保其政策和立法的出
发点支持昆士兰东南部区域的整体发展；在区域内开展高效合作, 推行创新项
目。
市长议会已经成功完成其使命, 如保证有足够的资源建设基础设施, 合作开发、
管理区域水道, 以及发展澳大利亚的最好的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统。该议会正在
开发软联通, 其中包括与美国一家大型ICT服务公司达成协议, 在布里斯班和该
地区其他城市之间改善软硬联通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 合作成为世界上首
批“智能区域”之一(思科, 2015)。这个计划的结果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的重点
在于社区、企业和政府。
在社区方面, 议会致力于减轻通勤的沮丧感, 提高乘客的舒适程度, 真正为乘客
着想, 使之得到实惠。比如说, 昆士兰东南部的各地政府希望通过软联通的方
式, 解决影响其生产力和绩效的行为问题,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因此, 议会取得的这项成果预计将使上班族们更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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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共交通延误的影响, 使通勤变得容易, 道路交通更为通畅。各地政府致力
于优化通勤路线, 促进决策改进；保证公共交通网络的准点率, 以提升其在公
众心中的可靠度；应用新技术并完善服务, 以增加交通工具的乘客量与负载
量。(思科, 2015:12)。近日, 市长议会在协同规划、共同出资建造区域综合交
通基础设施一事上达成一致, 此项工程以10年为期, 各市将总计出资420亿美金,
保证资金充足, 避免工程陷入僵局。
市长议会采取了典型的集群式协同治理模式, 以软硬互联互通和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为发展重点, 从而促进昆士兰东南部地区的长期发展。发展软基础设施的
其他举措包括信息共享、联合规划、建立环境伙伴关系、研究社会发展(昆士
兰东南部市长议会, 2018)。在非立法合作治理模式下, 昆士兰州东南部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个地区, 其功能与多中心的都市圈别无二致。

4.3 次级城市走廊
中国大力倡导的次级城市走廊概念, 被“一带一路”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发展意
义（锦辰, 2016;李, 2016)。城市走廊的开发自古有之, 它串联起经贸沿线不同
量级的城市。正如尼尔 (2010) 所指出的, 在亚、非、欧三大洲, “被誉为丝绸
之路的古代贸易路线, 对各城市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Frankopan,
2015)。当今主要的贸易走廊包括：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贸易走廊, 纵横贯穿于
欧洲大陆的洲际走廊 (EC, 2014), 以及正在开发中的西非走廊（美国国际开发
署-USAID, 2015)。
分析一个走廊的发展往往通过物理测量, 利用一系列指标, 测量货物、车辆、材
料和公共服务的连通和流量。这样的分析往往提供了实用的信息, 说明了随着
人员、货物和配件的互联程度越来越紧密, 走廊沿线的小城镇和城市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然而, 它几乎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信息、贸易和交通在城市
之间流动, 尤其是在沿线城市在经济结构与其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服务都很相似
的情况下。
为解决这个问题, 城市应建立软联通与网络, 以便在区域城市系统内建立同类公
司和产业, 合作整合资源。这就使各方共同进行研究、创新、汇集资本、分担
风险, 并专注于生产更加专业化（或增值）的本地产品和服务, 如果公司作为竞
争对手独立竞争, 这些产品和服务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适用于次级城市的区
域和集群系统。经济发展走廊中的软连通和网络对于创造社会资本、贸易协
议、营销情报、知识和地方金融市场非常重要。这些都是软联通基础设施的关
键要素, 可以刺激和发展走廊内商业、企业之间的经贸交流。最初, 这些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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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争夺的业务大同小异, 提供的服务也较为相似。然而, 随着次级城市走廊的
不断壮大, 为合作和专业化的发展、创新产业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国家和大城市之间的软联通通过DHL物流追踪和亚欧基金指数来测量。然而,
在次级区域层面,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有一个衡量城镇和城市之间联通性的指
数。该附件里有一个实验, 该实验旨在建立湄公河中央经济发展走廊, 建立起柬
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沿线城镇之间的软连通, 这被确定为亚洲开发银行
出资建造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开发项目之一(亚洲开发银行, 2015年)。

4.4 次级城市中的虚拟流动性
互联网正在改变次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许多城市在提供供应链服务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与汽车、飞机、造船、纺织、化学品和制药、航天器和
国防设备有关的大型制造业提供支持。其他次级城市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协作
网络, 利用政治优势获得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本, 以支持都市重建、新型产业发
展、研究和创新。互联互通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新兴共享经济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家》, 2013年; Hamari 等人, 2015年), 企业和政府联系紧密, 共同创
造机会, 开放市场和贸易系统中也不断有新机会涌现。
下面对淘宝网络城市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说明中国不同地区和县的城
市正在如何利用网络和伙伴关系建立合作模式, 以创造竞争优势, 扩大地方经济
增长和发展的机会。淘宝为物联网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即通过软连通
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应用, 使小城镇和二线城市能够在纵向上更大程度地融入供
应链, 并获得市场准入, 在从前, 这种准入受到了规模经济的阻碍。

4.4.1 淘宝中国城市体系：作为虚拟集成第一发起人的私营企业
2003年,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其子公司在中国发展了电子商务, 其目标是将村庄
与二线城市和大城市联系起来, 然后再与出口市场联系起来。作为国内和全球
供应链的一部分, 中国的大多数次级城市仍以农业活动、中小型贸易、轻工制
造和分包为主。阿里巴巴开发了一个名为淘宝村的虚拟集成平台。这个虚拟
平台集成了市场信息、生产能力、物流、融资和支付、交易、创新/实践交流
以及未来服务。淘宝的目标是利用人民币100亿投资, 在全国29个省、700多个
县、30000个乡镇, 1000个服务中心和10万个服务中心, 促进电子交易、投资
和创新。截至2016年底, 淘宝已经实现了超过500个县、22000个村的服务覆
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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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来实现其“一带一路”(梅耶尔, 2017), 不仅连接中国
国内的城市, 还连接着从亚洲到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中国
政府鼓励各城市投资并加速这一虚拟一体化平台的有效实施。

图4.6淘宝：中国领先的电子商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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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系统的业务结构是将其服务站中心（即创业后勤中心）设在靠近生产村的
小城镇 (图4.6)。这些城市被列为次级城市。物流系统（菜鸟驿站网络）的效
率是通过专业高效、紧密联系的本地合作伙伴来实现的 (罗, 2016)。在淘宝系
统内, 农村地区是生产中心, 而次级城市则专注于支持服务、物流管理、能力发
展和创新共享。这些服务站为农民和制造商搭建了解市场信息的平台、使之交
流市场动态, 了解最新的创新技术、进行融资和投资, 以及使用电子交易的某些
公共服务。例如, 一个服务站提供在线教育、家庭视频对话和家教培训, 并为留
守儿童提供独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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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服务站将由位于县、二级或三级城市的服务中心管理。这些服务中心的作
用是管理系统在州县一级的日常运作, 控制后勤调动, 确保村/镇一级服务站的
能力建设, 并对农民和当地制造商的创新要求作出回应。位于中国杭州的淘宝

中国城市管理部门最近的一个趋势是, 大城市发展自己的系
统——比如淘宝系统——并为城市的供应链和创新提供服务, 包
括供应链内部几个城市的协作。

阿里巴巴总部负责监管整个服务。在总部的办公室里, 所有的交易都通过使用
大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并且, 从大数据中提取的最佳实践和机会可以与各地服
务中心共享。阿里巴巴集团认为, 要想取得成功, 它需要将在线平台和支持性的
硬基础设施（如公路、船舶、卡车等）结合起来, 以实现城市之间的连通。
虽然淘宝系统的早期版本完全由阿里巴巴集团这家私人企业进行管理, 并没有
让地方政府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工作, 但后来, 阿里巴巴开始与许多城市的市政府
密切合作。它与地方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 为农民建造仓库以存放制成品。淘
宝在数据技术管理、支付系统、交流方面大量投资, 涵盖营销、创新和国际贸
易平台三个方面。作为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一部分, 它绘制了城镇的连通性和物
质基础设施图, 包括道路、餐馆、医院和桥梁。该地图被淘宝的物流系统用来
在村庄/城镇、城市和省份之间运输包裹, 种类囊括食品、原材料到商品, 某些
情况下, 有些物流运输也会需要跨越国界, 比如运往韩国、美国。
中国城市管理部门最近的一个趋势是, 大城市发展自己的系统——比如淘宝系
统——并为城市的供应链和创新提供服务, 包括供应链内部几个城市的协作。
例如, 福州市将智能城市技术与淘宝模式结合在一起 (魏, 2018)。在其他几个城
市, 淘宝模式提供与地方政府项目联合选址活动或共享基础设施（例如仓储或
车间和服务站)。地方政府为每个村/镇提供服务站的基础设施服务, 包括支付
服务站的员工工资, 允许淘宝利用当地创业创新中心来传播新型、创新性强、
现代化的案例。
随着阿里巴巴的淘宝带来有意义的结果和繁荣, 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改变了自
己的战略路线, 从只是推动虚拟集成平台的建设, 转变为打造更好的市民服务平
台, 并从用户付费中获取新的收入来源, 比如福州市（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2017)。随着淘宝系统在中国的成功, 印度和韩国的地方政府已经采用了这个模
式, 只做了一些微小改动, 以增强他们的次级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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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总结了先进经验, 淘宝计划扩大覆盖范围, 实现全球城市连通。一
项称为电子世界贸易平台 (E-WTP) 的新举措已于2017年推出。阿里巴巴联手
马来西亚政府, 正进行这项举措的全球商业生态系统的筹备工作。马来西亚正
在进行一项试点项目 (斋浦拉加斯, 2017年), 该项目旨在连通马来西亚全国的
城市, 使之形成全国范围内的供应链, 以应对该国经济下滑以及年轻人和新毕业
生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为此, 阿里巴巴将在吉隆坡建立贸易枢纽, 并开发马来西
亚作为超级经济走廊的能力。该枢纽已经投入运营, 将执行其作为吉隆坡当地
及马来西亚全国的集中清关、仓储和工作场所的职能, 以便更快地办理进出口
清关手续。
淘宝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模式, 使各地的城镇作为贸易伙伴加入并壮大其物联网,
使用淘宝的服务系统。互联网为促进连通和数据信息交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设施, 这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思想、创造, 以及人类任何层次上的创新型知识共
享。然而, 正是软连通和基础设施网络为小企业、新市场和新机会的进入提供
了机会, 改变了小城镇和次级城市发展的规模和范围。淘宝这个项目的一个重
要成果是, 在推出硬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物联网的同时, 它还要建设软连通和网
络基础设施。要做到这一点, 阿里巴巴淘宝必须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密切合
作, 开发村庄节点、次级城市和主要城市枢纽, 进而发展该物联网络。淘宝网和
城镇互联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优秀的范本。

4.4.2 城市系统的其他案例
其他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同样存在。其中一些通过价值链 (A380空中客车公司
(Steff, 2006年), 城市对城市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芝加哥―墨西哥城贸易伙伴
关系) (Liu & Donahue, 2013), 以及区域增长三角, 如柔佛-新加坡-廖内区域增
长三角伙伴关系 (Yuan, 2011) 越来越多地与全球联系在一起。淘宝研究有许
多不同的元素, 包括物理 (IoT)、经济 (网络基础设施)、社会（社交媒体）和治
理 (协作营销和供应链管理), 并提供更多关于获取市场、创新和新产品的数据
和信息的知识。如果没有对软连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大量投资, 淘宝可能就不会
发生。
淘宝为我们提供了与私营部门保持伙伴关系、实现互联互通的范本案例, 特别
是对卢旺达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这些国家正在推广信息和通信技术, 期望
其经济贸易也会随之发展。淘宝展示了软连通和网络基础设施在城镇发展建设
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城镇从事供应链生产以及市场、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的分销。开发软连通城市网络开展增值业务, 需要建立以软连通为基础的新型
伙伴关系和网络基础设施。没有它, 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不足以鼓励城市和经
济的繁荣和发展 (Le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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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公共产品和服务,

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

对于城市和地区系统的发展, 连通性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文化普及率低、缺乏
熟练劳动力、快速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及市场没有密切联系的城市可能会通过快
速城市化而迅速发展, 但这类城市可能难以吸引到投资, 并难以创造强有力的就
业市场, 同时也难以增加社会和私有财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次级城市因为无法改善其城市系统之间的连通性, 所以它们将继续努力
投入到了吸引投资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在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次级
城市, 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仍然是建设硬基础硬件。这些地区应该有必要
开始关注软连接基础设施网络的发展,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的变化做好准
备。卢旺达和肯尼亚等国已认识到这一点, 并已开始建立软基础设施, 以助力国
家的长期发展。因此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次级城市的连通性, 各国需要作出重
大努力。
在后工业化的欧洲、北美和南美洲的次级城市, 挑战同样艰巨。许多人已经意
识到, 他们需要面对变化的破坏性影响, 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美国弗
吉尼亚州丹维尔、苏格兰邓迪 (哈里斯, 2017) 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固特异,
2015) 等次级城市的发展新建中吸取的教训是, 通过建设硬软基础设施网
络来加强联系对于城市的复兴至关重要。如果次级城市要改变、发展其地方
经济, 不管其发展状况如何, 就需要意识到并做好准备并有能力对这些变化作
出反应。如果次级城市建立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商品的网络, 使企业、机构
和政府都能做出一些改变、共同创造发展创新力, 这些城市的未来前景将是良
好的。
在政策、态度和实践方面对次级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是困难的。一个普
遍的现象是, 次级城市指望从国家和大都市政府获得公共资源、服务和货物, 以
保证投资发展基础设施, 为次级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帮助二级城镇和城市
建立合作, 为他们生产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一个合适的市场, 这需要转变观
念。国家经济政策所需要的是, 一个合适的协同运营的分散的区域二级贸易城
市系统, 只要合适, 就可以以此与大城市竞争, 或与大城市地区的产业集群合作,
共同发展国家出口产业。次级城市的未来发展不能再依靠每个城市独立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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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而是相互联合起来, 凭借与
大都市地区合作或与之对抗的方式来
实现合作优势 (Johnsen & Ennals,
2012)。在次级城市系统内建立基础
设施、网络和集群对实现这一目标至
关重要。

次级城市的未来发展依赖于
通过城市间网络和伙伴关系
的发展获得的合作优势。

这一章的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些对次级
城市如何建立战略基础设施网络的意
见, 帮助它们发展地方经济。这就要求次级城市（及其相关的内地地方政府）
与中央和联邦/省政府、其他次级城市、企业、机构和社区合作, 以决定哪些公
共服务和商品城市需要投资以获得合作优势, 从而帮助发展地方经济。这必须
通过合作、协商和透明的方式来完成, 以便建立基础设施网络, 使城市的国家系
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制定正确的政策, 以鼓励它们之间进行更重要的贸
易、投资和交流。

5.1 发挥次级城市合作优势的举措
新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分享经济的概念 (普华永道, 2015年)。一种协同
优势模型正在区域经济和商业发展中取代曾经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模型。在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努力中, 除了通过创新、投资新技术和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
之外, 降低商业成本边际的机会是有限的。企业和政府被吸引到协作安排和其
他伙伴关系中来, 以减少外部成本并获得更好的知识、公共基础设施和资源。
产业集群和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被认为是次级城市企业创造合作优势的方
式, 也是保证国家对新产业和新就业的投资份额的一种方式 (Turiera & Cros,
2013)。
次级城市必须建立起合适的管理系统, 才能成功地发展当地经济, 投资正确的战
略基础设施, 以及打造有利发展的环境, 同时需要更好地与供应链、市场、支持
服务建立联系。这是从第4章中的一些案例研究中介绍的促进经济发展的网络
伙伴关系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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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次级城市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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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概述了一个框架, 可用于指导该进程, 以建立战略基础设施, 加强次级城市
间的连通性。本框架的核心要素来自新西兰和英国的核心城市创新计划。此框
架包含六个基本步骤和三种分析方法。
第一步：合作协议：初始步骤涉及到三个或更多的次级城市同意合作联合, 以
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贸易。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就具体类型的活
动达成一致, 城市可以相互支持, 以产生竞争优势, 并从伙伴关系安排的发展中
相互受益。这种伙伴关系可能涉及特定的行业、集群或需要提供公益性服务。
这一初步进程需要时间。政府必须作出相当大的努力来赢得企业和公共机构的
信任, 以进行合作。在二线城市, 利益往往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和短视的——特
别是在权力、地位或市场份额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协作与合作 (Brandenburger和Nalebuff, 1996)是一种新型商业和地方经济发
展模式, 但企业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优势。除非合作带来的好处和共同投资于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意愿已经明确, 否则次级城市不应急于达成建设协作性的工
业结构和系统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协定。建立产业集群的经验表明, 需要经
过多年的教育, 才能赢得地区内利益攸关方的信任, 让他们相信合作将利于地方
经济发展。
第二步：城市连通性和产业集群分析：在次级城市能够开始发展基础设施网
络、加强连接和促进城市之间的贸易之前, 必须对地方经济的状况、能力和业
绩以及支持其运作和发展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彻底的审计。参与发展的次级城
市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战略, 因为这些战略在确定共同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支持工
业的潜力和为当地商业和公共服务增值的集群网络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而进行的分析不仅要确定城市发展战略的结
构、趋势、风险和前景, 而且要考虑到目前城市网络的连通性和城市间连通的
强度。
这包括为以下方面准备连通性索引：
•	 区域指标（产业集群分析）
•	 城市网络（城市系统分析）
•	 城乡网络（城乡连通）
•	 城市网络系统（外部联系）
如第3章中所描述的, 附件中提供了一个用于准备连通性索引的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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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信息将用于准备次级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CEDS), 并与合作伙伴分享,
以便确定开始将工业集群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发展活动连通起来的机会。
这些机会为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发展潜力、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资本货物和服务投
资需求提供了平台。大部分讨论将集中在必要的战略基础设施上, 以使各自城
市的商业活动和市场得以发展, 以及需要在公益和服务方面进行哪些关键投资,
以发展基础设施网络, 使交易所能够自由流动。
如果涉及跨境次级城市和国家政府, 这一过程将变得更加复杂。然而, 这不应该
成为阻止具有类似文化、宗教、法律和语言系统的次级城市同意参与经济发展
走廊伙伴关系的理由。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步：城市本地与外部产业集群伙伴关系的可行性研究：信息对次级城市的
当地经济的共享将使企业, 政府和机构寻找机会合作, 创新, 或分享信息。智能
城市的信息共享, 使个人、企业家和行业团体可以识别和评估开发和推出新的
或调整产品进入本地和外部市场的可行性背后的概念。专家和研究可以促进这
些连接。这个过程可能涉及与企业、行业协会和集群协同工作的城市发展其私
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例如, 食品加工, 旅游, 农业机械, 等等。
同城和城乡联动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局域网和生产输出可显著
增强, 扩大他们的贡献, 在区域、走廊、都市和全球层面拓展的行业—次级城市
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欧洲集群协作伙伴关系倡议的发展 (欧洲委员会, 2018)
背后的原则之一。便于连接和协作的机会的一个有价值的例子是新西兰创新委
员会。通过理事会, 新西兰创新者的网站上发布了为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的合
作机会, 即可以拥有与全国最大的城市进行交流协作, 并协作支持城际产业集群
的伙伴关系。
同时, 应针对工业和其公共服务中有合作和发展潜力的协议开展可行性研究。
重点研究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伙伴关系来决定。理想状态下, 如果不能兼顾一个
行业或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 则最好制定一个不太复杂的协议。这有助于
建立城市间政企伙伴关系的信心。第一个合作伙伴关系将永远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因此, 行动学习（边干边学）管理办法应为建立并促进产业集群合作伙伴关
系 (OECD, 2004年) 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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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硬和软基础设施网络投资发展计划：在次级城市的系统内建立网络合
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步骤是确定类型, 安排和优先为他们建立。需要开展研
究和调查, 比如性质、规模、范围和技术建设的软硬基础设施, 以支持下列的各
种不同类型的次级城市网络系统：
•	 局域网
•	 次级城市区域网络的合作伙伴关系
•	 次级城市集群网络的伙伴关系
•	 走廊网络的合作伙伴关系
•	 全球产业网络的合作伙伴关系
连接性指数（见第3章）是生产组指标显示的优势, 劣势, 风险和配套产业供应
链和其他类型的城市之间交流的软, 硬基础设施网络元素差距的有用工具。评
估协同政府安排也可以帮助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投资, 来增强和形成发展的
有利环境和普通用户共同使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在某些情况下, 协作有助于
降低交易和服务的运营成本, 比如电子商务和法规的制定、遵守与实施。
第五步：次级城市合作计划：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布拉格
和维也纳, 一个多中心城市网络中的多瑙河地区, 是一种方式, 次级城市和大都
市地区可以发展成为政府和企业界合作网络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规模较小, 北
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提供了教育和研究区域合作的典范。新加坡, 柔佛新山, 碧
潭/巴淡岛三角合作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单一的模式并不适合城市对城市的合作和网络的发展;然而, 某种形式的协议,
为了发展战略基础设施网络, 是提高资本和分配中参与次级城市合作计划, 城市
预算必不可少的资源提供协同治理和资源共享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在某
些情况下, 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国家/省/区和国家政府为一方行业的合作伙伴关
系得到加强。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 保证发展战略的基础
设施支持城际合作安排。
对于城市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 必须有治理和资源协议, 保证投资于资本和
(公共和私人）商品和服务, 以建立内部和城市之间维持网络。一些资本投资将
需要融资和风险共担合作伙伴关系。其他投资将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六步：市投资的公共商品和服务基础设施网络：这个最后的步骤是第5.2节
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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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资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性基础设施网络
对于二线城市,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要能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国家政府的
空间发展政策要求的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更公平的份额。在大多数国家, 次级城
市没有获得公共和私人投资或财富的公平份额。这种情况的后果是GDP和人均
收入, 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可以少一半, 都市圈的, 不同的是在农村地
区和小城镇要差。除非更显著的机遇和作出努力, 支持次级城市的发展, 大多数
国家将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发展潜力。如果没有更大的焦点, 并在公共
服务和产品支持次级城市更加分散的投资, 他们和大都市地区之间的差距有可
能拉大。
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需要给予的机会发展壮大次级城
市。如果他们有更大的政治和财政自主权合作, 并就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发展
决策次级城市将有更好的表现。次级城市往往执行更分散的状态, 其中存在对
中央政府的依赖, 为市民提供的资金和资源, 以支持其发展得更好。关于欧洲二
线城市的研究发现, 那些“受到国家政策支持、赋权更大、资源更多、投资更
分散”的城市表现更好。(ESPON, 2012; 62P)。因此, 中央政府应将责任和资
源向城市下放, 也更多地下放公共投资权。
当然, 第二个最必要的转变是在经济和贸易发展政策的转变。这涉及到次级城
市在广泛的活动中相互配合和协作, 形成一个营造贸易城市的系统。目前, 次级
城市是由市场和大都市地区和特大城市的经济力量的拉动力被困。次级城市的
总称, 具有比大都市更大的人群和大城市 (25%对20%)。因此, 如果他们可以更
多地进行协同运作, 市场影响力也会显著增强。

除非有更突出的机遇和更多的努力来支持次级城市的发展, 大
多数国家将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二级城市的潜力。如果不能
形成更强大的焦点, 并在支持次级城市中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方
面更加分散地进行投资, 他们和大都市地区之间的差距有可能
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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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运输、贸易和通信的各级系统已经为城市的发展服务了2000多年, 但4IR
和物联网将彻底改变生产、贸易、消费和市场的定位模式, 形成新的生态。这
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大小将不再是优势, 它一直
在塑造城市竞争力：功能性, 专业和缓解连通性将越来越多地提供这种优势。
我们面临的复杂挑战是如何使次级城市与中央国家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政策
更为紧密相连。对城市的关注重点则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特大城市和大都市区
管理的发展和挑战。然而, 如果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城市和区域经济体系, 农村
和大都市的经济都无法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它是基础设施的网络和系统, 其
连接城市和地区被添加基本上提供生产系统的链和外部成本的故障。如果连接
城市的系统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加以改进, 使次级城市, 形成了节点和城乡供应链
的节点, 更高效,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需要改进的连接性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其公共服务和商品应二线城市开发和提
供, 以确保行业的供应链和物流设施, 能更有效地执行的问题。在公共服务和商
品的大量投资是必要的, 多层次, 以便形成局域网, 以显著改善国际运输, 物流和
电信服务。单独一个次级城市, 无法解决所有层面的问题, 但它们可以一起解决
问题, 或是改进它们和上下游联系之间的供应链连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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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公共服务和货物是大城市, 次级城市可以集中精力, 以提
高, 增强连通性和网络的发展。少数几个项目可能会导致显著的乘数效应, 并创造
更大的机会来支持次级城市的发展。

表 5.1 促进次级城市连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网络

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	 安保服务走廊

•	 基于公共社区的资产管理和公共基

当地区域
实体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	 共处一地的城市服务

础设施维护的合作伙伴关系

•	 局域网服务

•	 为了社区设施, 收购公共土地

环境

•	 当地行人和自行车道

•	 电子图书馆

内在

•	 社区社会,

•	 电子维护和维修报告

治理

教育和娱乐设施配套齐全
•	 本地化（病房）

•	 紧急事件, 灾难和安全及时响应
服务

单点信息和服务中心
城市
实体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治理
环境
内在

•	 一个窗口（“一站式商店”）
服务, 用于访问公共信息和服务
•	 开发专门的和综合的就业区,
并且开发配套的物流和公共交通
设施
•	 灾难和洪水的管理工作是为了保
护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和人类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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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概念和实践的应用
•	 一政府信息和服务
•	 发展以增强技能为中心的社区大学
•	 协同治理是为了发展综合规划, 预
算, 建设和维护

表 5.1 促进次级城市连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网络

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	 共享的综合性区域信息系

•	 区域普通用户

城市-农村
实体
经济贸易

统是用于信息服务, 数据分享和应

（“Uber”型）服务是用

社会和文化

急管理

于共享单车, 公共交通, 产品和服

治理
环境
内在

•	 属于普通用户的公共资源
和基础设施的共享使用,
维护和出资
•	 为所有地区提供4/5-G的
互联网服务
•	 次区域的综合性物流,
货运和客运枢纽

务交付
•	 协作治理涉及一系列公
共服务的税收, 研究,
市场营销和资源共享
•	 区域电子市场是用
于销售和交换本地化信息,
产品和服务

•	 区域有重要意义的自然,
文化和建筑资产是用于旅游,
科学和娱乐的
城市-城市
区域性
实体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治理
环境
内在

•	 共同投资重点基础设施服务是为

•	 为了贸易, 文化和经济发展, 建立新

了提高物理连接的效率和速度

的次级城市网络合作伙伴关系的

•	 为次级城市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协
作贸易, 教育, 创新和创意产业发
展的卓越中心设施
•	 区域间有重要意义的自然, 文化
和建筑资产是用于旅游, 科学和
娱乐的

协作倡议
•	 发展资源共享和专业知识中心是
为了支持网络城市
•	 在城市物流系统管理方面的协同
研究和发展
•	 联合的贸易交流活动
•	 区域航空服务

次级城市体系的互联互通

| 81

网络

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大都市
实体

•	 国家设备的发展, 伴随着物理网络 •	 支持国家城市系统发展和有效运

经济贸易

和基础设施, 允许从国家的其他城

社会和文化

市和地区获得虚拟视觉, 数字和音

治理

频（国家图书馆, 博物馆, 统计和

环境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内在

行的信息共享综合系统
•	 为区域内的会议, 商业, 运营和生产
活动, 提供高水平的远程通信, 医学
研究和管理服务

组团状城市
实体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治理
环境

•	 发展高效, 综合, 智能的区域交通
运输, 物流, ITC和 水质卫生服务
•	 大都市外圈服务的战略位置和发
展

•	 大都市圈核心和集群次级城市的
协作治理安排
•	 核心城市和次级城市提供的费用
平等分摊和费用回收的服务, 反之
亦然

内在
走廊城市
实体

•	 发展高效, 综合, 智能的区域交通

•	 为了计划, 经济和贸易发展, 以及走

经济贸易

运输, 智能物流, ITC和水质卫生

廊型服务的提供和维修, 发展当地

社会和文化

服务

政府间的走廊型协作伙伴关系

治理
环境
内在

•	 走廊型应急管理响应中心的战略
位置
•	 建设辅路能够缓解走廊沿线城镇
巨大的交通拥堵压力
•	 快速列车走廊和基础设施
•	 为了避免延误, 发展良好的24小时
边境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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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使用者的走廊型交通运输信
息服务
•	 大城市和城镇之间的快速列车服务
•	 虚拟跨境服务和检查服务

网络

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	 24小时国际港口/ 飞机场/ 火车/

•	 交通运输设施符合国际最佳实践

国际和虚拟
实体
经济贸易
社会和文化
治理
环境
内在

巴士总站和换乘设备
•	 24小时国际商务服务
•	 国际酒店, 贸易和会议设施
•	 国家和国际重要资产和地标
的安全

标准
•	 游客24小时服务和日益增长的非
营业时间服务
•	 “夜间市长”或主管晚上管理这
座城市
•	 国际语言标志和信息服务

来源：作者

5.3 推进次级城市协作系统的新议程
本书旨在提高次级城市的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 以弥合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知识差距。它已经解决了有关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的性质
和互联互通等重要问题。
研究结果揭示了次级城市系统发展中网络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次级城市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战略性投资的必要性, 开发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有利环境和农村的联
系, 也是城市, 尤其是次级城市的系统之间的联系。国家和区域城市系统之间互
联互通增强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带来了次级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增加次级城市
之间连通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为城市的国家系统, 内陆国家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地
区城镇和城市的公平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具体证据表明, 增强次级城市的系统连通性（大都市区及
其腹地）并建立不同类型的网络对提高国家和地方区域经济的整体性能是至关
重要的。然而, 这需要各国政府, 在制定城市和区域经济政策、行动和预算时,
以财政转移系统之外大都市区基础设施网络内分配更合理的公共资金比例。
如果次级城市继续独立互相竞争, 它们将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并未能获得国家发
展和投资的更公平的份额。次级城市的系统必须采用更好的方式来利用资源更
高效地 (德桑蒂斯和斯托, 1999年), 降低成本, 获得规模效益的企业在国内和国
际上进行竞争。他们可以通过合作做到这一点。企业和城市之间的合作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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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赢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 - 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市场, 并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公共
和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发展和壮大地方经济。协作是一个支柱, 可以帮助构建智
能, 繁荣和可持续的现代城市经济。
随着国家城市化加速, 收入增加, 国家和地方经济变得更加面向服务需要, 扩大
软性基础设施的连接也变得更加重要 (Lee, 2016)。一些因素如网络速度, 质量
和可及性, 获取知识, 先进的技术, 健康和教育服务;并且无论是商务, 休闲, 社交
网络对与塑造动态和当地城市经济发展将越来越重要。促进软连接和有力基础
设施网络环境对与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它们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要求投资软连接, ICT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 同时, 也为合作
带来新的机遇。困难在于确定可持续增长, 发展和城市运行所需的软硬连接和
基础设施之间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所需要的平衡。
最后, 如果次级城市要变得更加繁荣和可持续, 需要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
式作出改变。这就需要次级城市网络发展的新议程出台。许多发展中国家次级
城市可以不再依赖于人口增长, 低技术移民, 大都市地区和有限的出口市场来发
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在后工业经济, 二线城市必须加强韧性, 使他们能够在迅速
扩张的数字经济中激发活力。
次级城市必须抛开局限性, 加强合作, 增强竞争力, 吸引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鼓
励贸易和新增值技术, 创造先进制造业和商业服务的机会, 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新
子市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鼓励城市供应链发展, 重新定位
贸易分层系统, 支持次级城市的协作网络系统, 以确保在都市圈以外的地区有更
加均衡的投资和软硬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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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
本书试图为次级城市系统的发展方式建立一种新的思考模式。本书挑战了有关该主题的许多传
统思想，并呼吁政府改变对待国家、地区和地方发展政策和规划的方式，以支持更公平的地区
经济发展。它认为政府对于城市体系发展的支持需要采取系统的，扁平的方式。如果要使城
市体系更具韧性，繁荣并更加公平地发展，我们就必须引入一种新型的“战略架构”以支持
城市间合作发展并建立经济联系，从而为开拓新市场创造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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