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世界範圍看，戰後 60 年是世界城市
人口的快速增長期。特大城市成為世界城市
化進程的重要引擎。據估計，2050年世界人
口將達到 90 億；其中 60 億人口，屆時世界
人口 2/3 將生活在城市。其中，90%的城市
人口增長將來自亞洲等發展中國家。世界城
市化發展面臨發展中國家特大城市區域發展
的重大挑戰。

綜合已有研究，中國特大城市地區（新
區）發展戰略的未來趨勢可以概括為以下幾
點。第一，特大城市地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
地區，新區是引領地區發展龍頭。城市規劃
的演變，早期側重解決城市內部問題，關心
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城市和區域的聯繫。
當前，全球化發展使得人們對特大城市發展
的認識不同以往。人們認識到全球化競爭也
是特大城市地區之間，也就是新區的競爭。
特大城市不再局限於內部，更多重視特大城
市（尤其是新區）的區域引領作用。

第二，發揮特大城市地區的新區等基層
政府作用。從規劃實踐看，特大城市政府趨
於放鬆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向城市管治
方向調整，以維持社會和諧，改善人居和生
態環境。為此，城市政府或區域政府應根據
國家和區域需要，制定城市或區域的發展戰
略，從區域中尋找新區定位，協調城市新區
和區域內其他地方的資源、環境保護等重大
項目的建設和管理。規劃的實施管理應向城
市的區縣放權，鼓勵公共資源和市場機制合
作。

第三，在新區進行新的規劃制度的試驗
。近年來，區域合作是新區規劃制度創新的
重要方向，包括以國際性、區域性戰略，實
施共同的區域政策，推進跨區域合作；以弘
揚文化創新、加強城市設計、提升城市品質
作為手段，推進特大城市地區的競爭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大量湧入特大城市地區
的流動人口，產生了一系列問題，需要有相
應的規劃制度和措施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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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公報、河南省發改委、省政府對外開放辦、
省商務廳、省新聞辦聯合舉辦的 「城市新區建設與發
展高層論壇」19 日在鄭州舉行。來自各地的學者與
河南各城市新區主管官員圍繞新區定位、產業發展、
招商引資等問題進行了互動交流。大公報總編輯賈西
平在致開幕詞時表示，近年來，隨着中原經濟區建設
的提速，新一輪城市新區蓬勃發展。希望藉此論壇契
機，凝聚各方才智，為中原經濟區新型城鎮化建設出
謀劃策。

產城融合落實招商引資
河南省商務廳副廳長、省開放辦主任宋國卿在主

旨演講中表示，城市新區作為城市發展最重要組成部
分，對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引領作用具有重要意義。首

先要準確把握城市新區定位，突出特色，與周邊地區
錯位發展，吸取 「千城一面」的教訓。其次，城市新
區從功能上講，是現代產業集聚區和區域經濟增長極
，城市新區的發展方向是產城融合，要避免產業與城
市發展脫節。當前，城市新區的產業主要源自招商引
資，必須把招商引資作為新區建設最核心任務抓緊落
實，打造城市新區現代產業高地。再次，要以寬領域
全方位對外開放，促進複合型新城區發展。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所副所長肖金成
研究員指出，根據區域增長極理論，增長極在不斷壯
大的同時，不斷擴散輻射，帶動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
。從深圳、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新區的發展，都印
證了這一點。近幾年，國家陸續批准了重慶兩江、浙
江舟山、甘肅蘭州等新區，各省也有，如河南鄭汴新

區等。新區不僅是新的產業集聚區、承接產業轉移的
平台、帶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也是大都
市的 「反磁力中心」，可以分流緩解大都市的擁擠壓
力。新區數量一定時期一定區域以一個為宜，規模不
宜太大。

制度創新推動區域合作
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李躍華以香港的城市建設為

例指出，城市應該是健康而可持續的，為人民提供居
住和就業機會，符合環境要求。城市可持續發展包含
經濟、房地產、規劃、信息技術和項目系統。需要考
慮增長質量的變化，保護非再生資源以及將非再生資
源的消耗減到最低，將經濟因素和環境因素結合起來
，必要考慮人類子孫後代的需要。當人口增長時，由
此而來的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城市化對環境衝擊越
來越大，城市所需的生態圈正在擴大。城市不能簡單
地增長，它必須隨着城市的膨脹而成熟。

清華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吳唯佳教授概括了中國
特大城市地區（新區）發展戰略的未來趨勢後認為，
新區是引領地區發展龍頭，更重視發揮特大城市地區

的新區等基層政府作用，趨於放鬆對
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向城市管治方
向調整，以維持社會和諧，改善人居
和生態環境。

隨着經濟發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近年來不斷加快。在這其中，各地相繼規劃建設
了一批城市新區。在本報與河南省有關部門合辦的 「城市新區建設與發展高層論壇」 上
，與會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指出，城市新區已經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成為
重要的產業聚集區、區域經濟增長極、承接產業轉移的平台和綜合改革實驗區。

【本報記者馬浩亮鄭州十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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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增長極理論是在法國經濟學家弗郎
索瓦．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佩魯認為，經濟增長並非在所有行業和空
間均勻分布，而是首先出現和集中在具有創
新能力的行業，這些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常
常集聚於經濟空間的某些點上，於是就形成
了增長極。經濟的增長率先發生在增長極上
，然後通過極化與擴散效應對區域經濟活動
產生影響。

新區（特區）對經濟的拉動效應非常明
顯。上世紀 80 年代，深圳的崛起，成為政
策、資金、改革開放試驗區，帶動珠三角城
市群的發展；90年代，浦東的崛起，帶動長
三角城市群和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天津濱海
新區，成為第二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
為中國經濟第三增長極。現在新的國家級新
區、省級新區還有重慶兩江新區、浙江舟山
新區、蘭州新區、山西西咸新區、河南鄭汴
新區、四川天府新區、遼寧黃海新區、廣東
南沙新區、河北曹妃甸新區等。

新區在功能定位上，主要包括四方面作
用：是產業集聚區，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
是大都市的 「反磁力中心」，通過人口向新
區轉移，減輕老城區的壓力；是承接產業轉
移的平台；是帶動欠發達地區發展的經濟增
長極。

新區的數量，在一定時期應只有一個。
全國範圍內，舉全國之力建設的新區應是一
個。在省內舉全省之力建的也應一省一個。
這樣突出重點，形成核心增長極。而就規模
來說，新區不是純粹的建設區，而是規劃區
，規模不宜太大。國家級以 1000 平方公里
為宜，省級 500 平方公里，市級 100 平方公
里。新區的功能分區包括工業區（重化工業
園、製造業工業園、高科技工業園）、商貿
居住文化區（CBD、物流園、文化園、居
住小區等）、生態區（農地、森林、公園
等）。

當人口增長時，由此而來的城市化進
程不可避免。到 2015 年，據預測世界將
有 27 個特大巨型城市，其中 17 個在亞洲
。城市化對環境衝擊越來越大。城市所需
的生態圈正在擴大。城市不能簡單地增長
，它必須隨着城市的膨脹而成熟。增長對
社會所造成的各種衝擊應該受到關注。可
持續性發展是一種進化過程，其中包括資
源利用，人流與貨物的運輸。基礎設施和
社會、經濟發展必須同時進化來面對增長
的挑戰。

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滿足現代人需要
而又不損害子孫後代滿足他們需要的能力

的發展方式。但是，可持續發展着重於過
程，強調改善、進步和良性變化，將環境
和社會因素融合起來，藉此獲得可持續性
。可持續城市發展強調改革市場機制的需
要以達成環境目標以及取得環境、社會、
經濟諸因素的平衡考慮。包括增長質量的
變化；保護非再生資源以及將非再生資源
的消耗減到最低；考慮人類子孫後代的需
要等。

香港及其他主要城市的發展需要變為
更加可持續性。香港面臨額外的問題諸如
人口的潛在增長，需要提供額外的住房和
許多其他設施。特區政府需要調適現有發

展和規劃的概念，採用一個對可持續性發
展更注意的系統，考慮歷史、文化、環境
等因素。城市應該是健康的，為人民提供
居住和就業機會，符合環境要求，應該是
可持續的。可持續性需要從全球範圍來闡
述。改革需要強調城市環境和全球經濟相
互關係。香港快速增長產生了許多可持續
性問題，尤其是環境問題。中國其他大城
市同樣存在。在城市的擴張發展中，應當
進行可持續發展研究，這是多學科性的，
包含經濟、房地產、規劃、信息技術和項
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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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躍華：注重可持續發展

▲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李躍華

河南省政府已經批覆了 15 個省轄市
新區建設總體方案，這是河南推進新型城
鎮化引領 「三化」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
是河南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的載
體，是打造經濟增長極、實現跨越式發展
的戰略突破口。

實現城市新區發展，首要的是準確把
握新區定位，通過對區位、資源、產業、
文脈、歷史文化等內容進行梳理，確定城
市在區域發展中的位置。一個城市的地位
必須要通盤考慮周邊地區、全國乃至國際
城市的發展格局。河南建設鄭汴新區，就
是要打造國家級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各省
轄市新區，則要培育省內區域中心城市。
要吸取 「千城一面」的教訓，避免 「攤大
餅」式的城市新區發展模式。

第二，以大招商的有效舉措打造城市
新區產業高地，推動產城融合發展。城市

新區首先是現代產業集聚區和區域經濟增
長極。城市新區發展的動力來源於產業引
領，發展的方向是產城融合，從深圳特區
、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到現在
正在建設的極大新區，不難發現 「產業是
立城之基、興城之本」。沒有產業的新區
只是一片沒有生氣的建築集合。所以必須
以產興城、以城促產、產城融合、協調推
進，避免產業與城市發展的脫節，實現城
市新區健康良性發展。當前，城市新區的
產業主要源自招商引資，必須把招商引資
作為新區建設最核心任務抓緊落實。要結
合城市新區總體規劃和產業規劃，研究制
定城市特色產業，大力實施產業招商，高
水平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力爭在城市新
區重點主導產業上引進一批戰略支撐項目
、龍頭企業和協力配套企業，培育一批在
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產業集群和產業基地

，推進城市新區建設和產業升級互動發展。
第三，以寬領域全方位對外開放，促

進複合型新城區發展。城市是經濟、文化
、社會等諸多要素的集合體。城市新區不
是城市建成區，而是複合型新城區，包括
一二三產業的複合，經濟功能、生態功能
、宜居功能的複合，城市新區應是綜合改
革實驗區、對外開放的競爭高地、帶動經
濟社會發展的區域性服務中心。城市新區
不但要帶動輻射周邊經濟發展，而且也要
充分發揮金融、物流、科技、教育、文化
、旅遊、衛生、娛樂等綜合服務功能。從
河南實際來看，相對於經濟領域，這些領
域發展相對滯後，主要是對外開放或多或
少存在 「玻璃門」現象。必須通過完善配
套政策，真正為國內外投資者掃清障礙，
以開放促進城市新區新型物流業態發展，
強化金融服務功能。

▲河南省商務廳副廳長、省開放辦
主任宋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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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區助推新型城鎮化
大公報與河南省多部門合辦高層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