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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ing and reforming policy,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urbanization. Shanghai is the biggest economic center of China which loca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it has been becoming the main gathering place of flowting pop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Shanghai continues to grow,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Shanghai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Using the newest data of sixth census, we find that the population growth in 

Shanghai is the intertwined result from the two forces of “push” and “pull”. As the result, the 

urban sprawl in Shanghai is emerging, which causes a lot of urban problems such as traffic 

congestion, housing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acing to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urban sprawl, a new spatial strategy is to transform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rom mono-centric to poly-centric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 in the suburb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form a rational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four operable measures, i.e. to make the plan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to promote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new towns, to 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of new towns and to adjust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Keywords  urbanization；population growth; spatial strategy; new town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上海作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我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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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城市，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集聚地。而常住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使上海人口结构和空

间分布进一步复杂化。本文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总结了上海市人口增长和空间分

布特征，发现上海人口增长是“推-拉”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上海

出现了城市蔓延的现象，由此带来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环境污染等诸多城市问题。因此，

通过建设新城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变，继而引导人口空间有序

迁移和合理分布成为缓解上海人口规模压力的首要途径。为此，本文从制定新城人口发展规

划、提高新城的基本服务及居住功能、优化新城经济结构、完善人口政策四方面入手提出可

操作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快速城市化；人口增长；空间分布；新城 

 

1  引言 

城市化是指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

的历史过程（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200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

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化率从 1980 年的 19.4%增长到 2010 年的 49.9%，逼

近 50%d 的大关。但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中国人口迁徙的大格局主要

表现在中西部的农村人口向沿海城市密集地区的流动。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

群内，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城市，其高速城市化进程是当地城市化

和异地城市化并举的结果（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2009）。将 2000 年五普的人口数据与

2010 年六普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北京常住人口总数从 1356.9 万人增长至 1961.2

万人，上海常住人口总数从 1641 万人增长至 2302 万人，两个城市年均人口增加在 60 万以

上；而广州常住人口总数从 994.3 万人增长至 1270.1 万人，天津常住人口总数从 1000.9 万

人增长至 1293.8 万人，两个城市年均人口增加在 20 万以上，由此表明沿海大都市已成为流

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 

上海作为地处长江口我国最大的城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迎来了全球化的发展契

机，通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承接国际间产业转移，大量跨国资本进入上海，上海经济发展

己经完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成为全球劳动空间分工的一个结点（宁越敏、石崧，2011）。

一方面，大量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落户上海，继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另

一方面，由于上海最早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及独生子女政策，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

其中劳动力的老化现象尤为突出，使得上海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快速

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成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地，人口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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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敏，1997）。 

本文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
①
，对上海市人口增长特征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并

对未来上海市人口增长进行趋势性判断，最后从新城建设视角提出可操作的对策，以促进上

海市人口的合理空间布局。 

 

2  上海市人口增长特征及趋势 

     

2.1  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外来人口比重大幅提升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上海，上海市常住人口

总量持续增长。从 1982 年至 2010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总量从 1186 万人增至 2302 万人，净

增 1116 万人，增幅近 100%；其中 2000 年至 2010 年是上海人口增长的高峰期，10 年内上

海市常住人口增长 661 万人（图 1）。 

在总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户籍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从 1982 年至 2010 年仅从

1178 万人增长至 1404 万人，净增 226 万人，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到 61%。

与户籍人口缓慢增长趋势相对，外来人口自 80 年代开始呈现出很强的增长势头，尤其是 90

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更是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基本维持五年一翻的态势。2000 至 2010

年，上海市外来人口由 346 万人迅速增长至 898 万人，其涨幅达 159%，远远超过同期上海

市常住人口的增长。随着外来人口的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大幅增至 39%，外来

人口已成为上海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1  上海市人口增长演变历程 

 

2.2  户籍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年轻化特征明显 

上海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形成的庞大劳

动力市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户籍人口长期处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户籍人口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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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这给大量外来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上海提供了机会，从而导致户籍人

口与外来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图 2），全市户籍人口高峰出现在 45-64 岁这一年龄

段，老龄化特征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 20-44 岁这一年龄段，达到户籍

人口数的 1.5 倍以上，并且从 15 岁开始一直到 44 岁这段年龄的外来人口数都超过了户籍人

口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年龄层错位减弱了上海总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外来青壮年人的

迅速增加也满足了劳动力市场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户籍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和财

政负担面临着巨大压力。 

 

图 2  上海人口年龄结构 

 

2.3  外来人口来源地更趋多元，经济因素仍是主因 

华东地区的安徽、江苏、浙江和江西是上海外来人口的最主要来源地，河南和四川两个

人口输出大省也为上海的外来人口贡献了很大力量。从 10 年来的变动情况来看，安徽、江

苏和浙江等华东地区在上海外来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及山东

等省份在上海外来人口中的比重则明显上升，显示出上海外来人口的来源地在以华东地区为

主的同时更加均衡化。 

从两次普查数据的对比来看，务工经商仍然是常驻外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并且其

趋势仍然在强化。两次普查排在第二位的均为随迁家属，2010 年为 8.5%，2000 年更是高达

13.5%，显示外来人口“拖家带口”的特征越发明显。 

 

2.4  上海市人口增长趋势判断 

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长 661 万人，年均增加 60 万人以上，

与北京一起成为在此期间我国仅有的两个年均人口增加 60 万的城市。进一步将常住人口增

长与非农业就业人口增长进行比较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上海市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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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39 万人增长至 1053 万人。如果用非农业从业人口总数除以常住人口数得出从业比的话，

2000 年该比例为 45%，2010 年该比例为 45.7%，两者相比基本持平。这说明从 2000 年至

2010 年，常住人口的增长与就业人口的增长是基本相协调的，就业机会的增长吸纳了新增

人口，使过去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2010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接近 50%，从全国城市化的长远发展趋势看，沿海地区的大城

市群仍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因此上海的常住人口在不久的将来仍会有所增加。从上海市

的环境容量来看，也存在容纳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参照日本的经验，若把东京都和神奈

川县作为一个大都市区，其土地面积合计为 4602 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达到 4700 人/平

方公里；而上海 6340 平方公里基本上均为平原，又处长江口，水土资源条件好，按六普人

口数据计算，密度约为 3630 人/平方公里。如果上海达到东京和神奈川县平均的人口密度，

上海的人口承载能力理论上可达到 3000 万人。 

未来在全国城市化加快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世博效应的多重影响下，上海对国内

外人口的吸引力依然强劲，人口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是随着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

及十二五期间上海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阶段，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从上海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上海对普通低素质的外来劳动力需求将减少，人口增长态势可能放缓。以上海松江区

为例，作为上海郊区典型的工业区，其常住人口中有 56.6%的人口从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

制造业、还有近 18％的人口从事批发零售业以及建筑业。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在这类就业

中比例相对更高，而户籍常住人口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房地产、教育、商业服务、计算

机服务等行业中的就业比例远远高于外来常住人口（表 1）。随着今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逐步转移或外迁，可以预见松江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将逐步下降，人口增长也将趋缓。 

表 1  上海松江区从业人口结构 

行业 常住人口 外来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制造业 56.63% 62.43% 42.88% 

批发和零售业 11.45% 12.41% 9.18% 

建筑业 6.21% 7.64% 2.8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37% 3.48% 6.49% 

住宿餐饮业 3.19% 3.86% 1.6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50% 0.10% 8.20% 

房地产 2.33% 1.47% 4.38% 

教育 2.05% 0.70% 5.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0% 1.33% 3.2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85% 0.61% 1.41% 

其他 8.51% 5.98%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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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市松江区人口普查年鉴 2010。 

 

2.5  上海市人口增长的“推-拉”模型解释 

人口城市化若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就是发生在乡村系统和城市系统间的人口迁

移。部分学者对乡城人口迁移的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2009），

伯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著名的“推-拉”假说，认为人口

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

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角度，提出了两部门模型。他认为不发达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

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人口过剩，另一个是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只有

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导部门，也只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

力。托达罗从微观的视角提出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人口流动的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

收入差异作出的反映。他认为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

农村人口也会向城市流动。宁越敏（1997）从上海流动人口导入的动力机制入手，认为外来

人口流入上海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差异形成农

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徐玮、宁越敏（2005）选取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对 90 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动力机制进行了新探，提出在“推-拉”驱动机制上要加入上海特殊

区位力因素。                                                                                                                                                                                                                                                                                                                                                                                                                                                                                                                                                                                                                                                                                                                                                       

上海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可以用“推－拉”模型予以解释：从“推”的角度看，主

要是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导致农村及小城镇人口向上海迁徙。从“拉”的角度看，1992 年

以来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进程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从

而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来上海寻求个人的发展机会。进沪的外来人口中，除农民工占多数外，

也包括为数众多的从事投资、经商或智力生产的外来人口。同时，由于上海本地劳动力结构

老化，为大量外来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上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外来人口已替代户

籍人口成为上海主要的劳动力资源。 

 

3  上海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上海市现辖有浦东新区、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黄浦、静安、宝山、

闵行、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 16 个区，崇明 1 个县。其中南汇与卢湾的行政区划

调整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本文仍然按照卢湾和黄埔合并之前

的 19 个区县进行分析。并根据研究习惯将其分为 4 个圈层：核心区包括的范围为黄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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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卢湾三区；中心城边缘区为虹口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闸北区和杨浦区；近郊

区范围包括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和嘉定区；远郊区则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南

汇区，奉贤区和崇明县（图 3）。 

 

图 3  上海市圈层范围示意图 

 

3.1  中心城区人口持续减少，郊区成为人口增长的重心 

面对过多人口给中心城区带来的交通及环境压力，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疏解中心

城过高人口密度、促进人口合理再分布”的规划思路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布局进行引导。 

实践表明，上述中心城区人口控制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近 10 年上海人口空间分

布的人口变动（表 2）来看，上海人口总量虽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但中心城区 9 个区

人口 10 年来仅增加 5.6 万人，其中核心区总人口减少 28 万人，减幅达 23.43%；边缘区总

人口增加约 34 万人，增幅仅为 5.93%，其中虹口、长宁人口略有减少，其他 4 区均有小幅

增加。与中心城区人口缓慢增长甚至下降相比，郊区的人口增长迅速——数据显示，10 年

间郊区人口共增长 658.58 万人，占到整个上海人口增长总量的 99.61%，表明上海的人口增

长主要集聚在郊区。 

从上海市分街道/乡镇人口增长率的分布图（图 4）可以看出，中心城区与崇明县是人口

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区域。但其原因不同，前者人口的负增长主要是由中心城区的拆迁改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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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岗位向郊区转移造成的，是城市郊区化的结果；后者人口减少是因为建设生态岛的需要，

部分人口转移到近郊区或中心城就业，实际上是上海市域内人口城市化的结果。 

表 2  2000-2010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变化 

地区 

2000 年常住人

口（万人） 

2010 年常住人

口（万人） 

2000～2010 人口

增减（万人） 

2000～2010 变

化（％） 

总计 1640.78 2301.91 661.13 40.29 

中心城区总人口 693.03 698.62 5.59 0.81 

中 

心 

城 

区 

核心区总人口 120.88 92.55 -28.32 -23.43 

核 

心 

区 

黄浦 57.45 42.99 -14.46 -25.17 

卢湾 32.89 24.88 -8.01 -24.54 

静安 30.53 24.68 -5.85 -19.17 

边缘区总人口 572.16 606.08 33.92 5.93 

边 

缘 

区 

徐汇 106.46 108.51 2.05 1.93 

长宁 70.22 69.06 -1.16 -1.66 

普陀 105.17 128.89 23.72 22.55 

闸北 79.86 83.05 3.19 3.99 

杨浦 124.38 131.32 6.94 5.58 

虹口 86.07 85.25 -0.82 -0.96 

郊区总人口 944.71 1603.29 658.58 69.71 

 

郊 

区 

近郊区总人口 558.07 959.88 401.94 72.02 

近 

郊 

区 

闵行 121.73 242.94 121.21 99.57 

宝山 120.80 190.49 67.12 55.69 

嘉定 75.31 147.12 71.82 95.38 

浦东 240.23 379.33 139.11 53.90 

远郊区总人口 387.67 643.28 255.61 65.93 

远 

郊 

区 

金山 58.04 73.24 15.20 26.19 

松江 64.12 158.24 94.12 146.79 

青浦 59.59 108.10 48.51 81.42 

南汇 78.51 124.98 46.47 65.03 

奉贤 62.43 108.35 45.92 73.55 

崇明* 64.98 70.37 5.39 8.30 

注：2005 年区划调整时，将原宝山区的长兴、横沙两乡划入崇明县，因而六普数据中这两个乡人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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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崇明县，为保持数据可比性和一致性，故将 2000 年五普数据中宝山的人口减去这两个乡形成新的宝山区

数据，将这两个乡的人口计入崇明形成新的崇明五普人口数。 

 

图 4  2000-2010 年上海人口增长率分布图 

 

3.2  人口密度分布多中心趋势初步显现，圈层递减特征依然明显 

上海的人口分布历来集聚在中心城区，单中心的人口分布特征十分显著。根据六普数据，

全市人口密度的高峰区主要在中心城区，在郊区的嘉定和松江新城所在地则出现两个小的人

口高峰，显示出随着新城建设，在全市范围内人口分布的多中心趋势正在形成。综合对比五

普和六普数据发现（图 5），2010 年上海人口密度的圈层递减特征非常明显——中心城区核

心三区的人口密度为 30000 人/平方公里，较 2000 年的 40000 人/平方公里下降不少；中心城

区边缘区的虹口、杨浦、闸北、普陀、徐汇和长宁等区的人口密度保持在 18000 人/平方公

里以上，近郊区的浦东、闵行、宝山和嘉定的人口密度则超过了 3000 人/平方公里（2000

年为 1600 人/平方公里），远郊区的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奉贤、崇明等几个区人口密

度较低，除了松江为 2600 人/平方公里以外，其他几个区的人口密度大多低于 1000 人/平方

公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扩散，人口密度达 1500 人/平方公里以上的

区域已超过 2000 平方公里，城市蔓延现象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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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市常住人口密度图 

 

具体而言，由于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扩散，核心区的黄浦、卢湾和静安 3 个区人口密度

下降尤为明显，如黄浦区的人口密度从五普的每平方公里 46296 人减少到六普的 34641 人。

而郊区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和奉贤等区的人口密度全部上升。各区、县间人口密度高低

落差有所缩小，“峰”、“谷”差距从“五普”的 74.2 倍缩小到 61.1 倍。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个别街道外，郊区部分地方人口密度仍然较低，尤其是远郊区的许多乡镇人口密度尚不

足 1000 人/平方公里，人口郊区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3  外环内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人口呈现蔓延式增长 

中心城区特别是核心区人口密度过大是上海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80 年代以来，尽管

浦西内环内地区的人口出现持续的下降态势，但因内外环间地区总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整个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仍然过密。2003 年，有关方面曾对中心城区人口

进行过调查，推算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为 1000 万人左右。为此，2003 年的上海市第五次规划

工作会议要求“严格控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加快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重点发展城镇疏

解”。 

但是，据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10 年外环线内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已达到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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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较 2003 年增加了约 100 万人。由此表明中心城区的人口不仅未能疏解，反而仍处于集

聚过程之中。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心城区的黄浦、卢湾等九个区在最近的十年中人口

仅增长 5.6 万人，所以十年间中心城区增长的人口几乎都分布在闵行、宝山和浦东三区外环

线以内的地区。究其原因，与这三区是上海近十年住宅建设的重点地区有关，由此导致中心

城区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 

 

3.4  新城人口增速较快，成为吸纳郊区新增人口的主力军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上海市政府提出郊区发展“三集中”的原则，随后在《上海城市总体

规划》中提出要建设郊区新城。本世纪初，松江率先被定位优先发展的新城，其后，嘉定和

临港新城也成为优先发展的新城。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中，青浦和南桥成为新一轮发展的新城。 

7 个新城中，除崇明新城因崇明岛功能定位的原因在过去十年中人口仅增长 18.9％外，

其余 6 个新城在近十年中人口均增长了一倍左右，远远超过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长的速度。一

些新城新增人口占了全区新增人口的较大比重，成为郊区吸纳新增人口的蓄水池。2000－

2010 年，嘉定新城主城区人口增加 27.5 万人，占全区新增人口的 38.3％；松江新城人口增

加约 30 万人，占全区新增人口的 32％；青浦新城新增人口 21 万人，占全区新增人口的 44％；

奉贤新城人口增加 18.8 万人，占全区新增人口的 41％。7 个新城中，除金山和崇明两个新

城外，其余 5 个新城外来人口的比重均达到 40％以上，其中青浦、嘉定、南桥 3 个新城外

来人口的比重将近 50％。这表明，新城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外来人口。按六普数据，嘉定和

松江两个新城的常住人口已超过 50 万，青浦和南桥两个新城的常住人口在 40 万左右，但远

郊几个新城的常住人口规模都不大，特别是南汇新城（即临港新城）由于原有人口基数低，

虽然人口增速翻一番，但 2010 年的常住人口仅 4.8 万人（表 3）。 

表 3  上海 7 个新城人口现状及规划 

新城名 六普人口(万人) 
2000 年-2010 年人口增长率 

(%) 

外来人口比重 

(%) 

2020 年规划人口 

(万人) 

金山新城 21.42 98 22 40 

青浦新城 43.26 103 48 70 

嘉定新城 52.12 112 50 65 

松江新城 52.71 132 42 110 

南桥新城 37.79 100 50 75 

南汇新城 4.8 102 43 83 

崇明新城 11.26 19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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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在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双重作用之下，上海市人口实现了大规模增长

的同时，其空间分布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郊区倾斜的趋势，但不可否认当前上海市人口仍

然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闵行宝山等地，外环线内人口超过 1100 万人，中心城区

人口规模过大。按照宁越敏、高丰（2008）对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法，2010 年青浦、奉

贤、金山等远郊地区人口密度也达到或接近 1500 人/平方公里，纳入到上海大都市区的范围

内，城市人口增长呈现蔓延式发展。早在 80 年代初，于洪俊、宁越敏（1983）在编著国内

第一部城市地理学专著《城市地理概论》时，就对城市的合理规模进行了探讨，介绍了学界

对城市合理规模的诸家百说。虽然部分学者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但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业

已超过千万，由此引发城市环境污染、市内交通拥挤、住宅供应短缺等各类城市问题。此后

诸多学者开始针对上海人口具体问题，对其空间分布和变动特征展开研究。李健、宁越敏

（2007）对上海市人口空间变动引导的城市空间结构重构进行了研究。高向东（2009）重点

关注了上海远郊区人口集聚的现象，并对集聚动力机制进行了剖析。王桂新（2008）对上海

人口迁移和人口再分布进行了研究。左学金、王红霞对大都市人口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

(2009)。宁越敏等（2011）回顾了近 30 年来上海人口发展变化特征，重点讨论了未来人口

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提出以郊区新城建设为引领，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高向

东等(2011)认为世博会是上海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契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将大大改变，人

口郊区化现象将加速。由此可见，人口郊区化尤其是远郊区人口集聚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重

点，上海未来人口合理布局的关键在于加快人口向远郊疏散，促进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

成与发展。 

 

4  上海市人口合理空间布局的对策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大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且人口

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呈现出单中心的空间特征。如上海以外环线为界的中心城区面积仅

600 多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人口达 1100 万，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一半；

北京由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等 6 个区组成的中心城区面积 1368.4 平方

公里，不足全市面积的十分之一，常住人口达 1171.6 万人，占北京常住人口的 60％。就空

间尺度而言，上海和北京只是一个大都市区，但其 2300 万和近 2000 万的人口规模已接近戈

特曼对大都市带 2500 万人的界定标准。因此，这种单极化的发展趋势必然带来住宅、交通、

环境等三大城市问题以及诸多社会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一般而言有两种思路，第一是在全球城市-区域（艾伦·斯科特、徐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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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敏，2008）即我国通常所说的城市群层面上，通过区域内部城市体系的建设来缓解核心城

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Li Jian、Ning Yue-min，2008）。第二是在大都市区内部层面上，通

过空间多中心的策略以平衡单极化发展倾向，在郊区重点建设新城，最后形成大都市区内部

的城镇网络，这是当前国际大都市普遍采用的规划战略（石崧，2012）。如 2008 年法国政府

在向全球征集的巴黎新规划方案中，由英国建筑师罗杰斯领衔的规划小组提出巴黎从现有的

单极向网络化城市的发展战略（Le Moniteur Architecture，2009）。学术界对这两种思路也有

过详细的探索。早在 19 世纪，城市规划界的先驱霍华德在 1898 年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

念，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其“城镇群”的思想可以说是早期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雏形

（霍华德，1898）。国内学界，孙斌栋等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视角介绍了学界对单中心和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论争（孙斌栋、潘鑫，2008），进而以上海为案例，实证检验了多中心结

构政策主张的实施效果，认为多中心结构是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取向，且生态绩效显著

（孙斌栋、石巍、宁越敏，2010）。由此可见，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

构转变，继而引导人口空间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成为缓解上海人口规模压力的首要途径。 

 

4.1  上海新城发展存在问题 

上海早在 1950 年代就开始在郊区建设卫星城镇，但当时卫星城镇的功能以工业为主，

对上海城镇体系的建设未发挥大的作用（宁越敏、石崧，2011）。2000 年后，上海提出“1966”

城镇体系规划，即建设 1 个中心城、9 个新城、60 个中心镇、600 个中心村。在实际工作中，

重点建设松江、嘉定等郊区新城。上海郊区各个新城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将主要通过产业结

构调整，培育发展一批能够充分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既能疏解中心城区的

人口，也能吸引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从而充分发挥新城对于人口的集聚作用。在此基础之

上，各个新城必须加快服务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完善的服务设施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前来就

业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只有完善新城的服务设施水平，才能提高新城对于人口的吸纳能

力。因此，各个新城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大对于各类服务设施的

投资力度，加快建设完善新城的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吸引优秀的高素质人才来新城就业和生

活，引导人口向新城集聚，真正实现产城融合。上海的新城建设经过多年实践，在规划理念、

建设模式和推进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上海融入全球化程度的逐步

加深及上海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郊区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并行，新城在上海人口空间分布

优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1）新城人口集聚能力不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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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海人口总体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近 30 年来，上海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

势；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经济结构转型战略的影响，上海的就业岗位快

速增加的势头将会有所减缓，但是常住人口总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同时，由于上海当前的

人口分布仍然以圈层递减为基本特征，中心城区面临的人口压力仍然较大，未来郊区对于人

口的疏解功能尚需提升。作为郊区规划的人口集聚中心，新城在引导郊区人口集聚方面肩负

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尽管目前新城在集聚人口方面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新城规

划范围内的街道同周边街道/乡镇相比，其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优势并不十分突出，新

城的中心集聚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 

（2）公共服务提升面临资金压力 

新城对人口集聚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长与郊区公共服务

配置以户籍人口为主之间的错位导致的公共服务能力提供的不足。据调查，以奉贤区的基础

教育资源为例，2010年奉贤 108万人口，其中外来人口子女能够在公办学校就读的仅为55％。

若按未来人口增长态势，并全盘统筹所有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区财政所缺资金甚巨。 

（3）郊区经济结构制约产城融合 

自 2000 年以来，上海郊区的城市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这是城市化和郊区化两大动

力机制的共同结果。从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来看，城市化不仅需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包含

城市化质量（即城市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样，根据郊区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郊区化发

展要经历四个阶段：人口（居住）的郊区化、工业郊区化、零售业的郊区化和办公、服务的

郊区化（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2009）。实际上，郊区化是城市化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人口的郊区化与工业的郊区化提高了郊区的城市化及工业化水平，而零售郊区化及办公、服

务业的郊区化则推动了郊区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前面对上海人口空间变动的分析也显示了明

显的人口郊区化态势。在产业分布方面，上海已形成了“中心城以服务业为主，郊区以制造

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工业郊区化特征最为突出。对第三产业内部的分析则表明上海的零售

郊区化发展水平较低，办公服务郊区化水平更是非常滞后（钱学敏，2009）。郊区化的不平

衡发展导致郊区经济结构呈现出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和低水平服务业为主导的特征，一方面，

上述经济结构使郊区产生了大量低收入人群，另一方面，新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

等项目主要面向中高等收入人群，两者之间的错位制约了产城融合的发展。 

（4）现有人口政策受到冲击 

郊区外来人口所占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 50%，郊区人口的增加基本上以外来人口为

主，外来人口不仅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了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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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军。而随着未来上海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将有更多的外来人

口进入郊区。这给以户籍政策为代表的当前人口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尽管上海已经建立了

居住证制度来提高外来人口的待遇，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传统人口政策在就业、社保、

消费等方面对外来人口的进入和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的融合仍有一定的阻碍，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人口政策将是促进郊区新城的发展和社会融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外来人口管

理方面，新城所在的远郊区面积大，外来人口居住较分散，人口流动快，维护社会稳定的管

理半径大；而具体的管理以控制为主，尽管在市、区两级都有人口办，并在区、镇两级均有

人口协管员队伍、综治协管员队伍、计划生育协管员队伍、社区治安保安队等，但是由于他

们分属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且各方也缺乏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平台作为参考，实际操作过

程中很难实现外来人口管理的协调联动。 

 

4.2  引导人口合理空间布局的相关对策 

在城市化与郊区化共同作用背景下，新城的战略定位、集聚功能、经济结构及当前的人

口政策和管理制度是其在上海人口的空间分布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

上述问题，需从对新城人口规划目标的思考、提高新城的基本服务及居住功能、优化经济结

构、调整人口政策等四大对策入手： 

（1）制定和完善新城人口发展规划 

自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影响下上海制造业逐渐向郊区转移，由于大多数制造业具有

劳动密集型的特征，由此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并成为新城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

金山新城和南汇新城的制造业分别以资本密集型的石化工业和装备工业为主，吸引外来劳动

力的能力就较弱，人口增长的速度就比较慢。因此，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影响新城人口，特别

是外来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比各新城 2020 年的规划人口目标，金山、青浦、嘉定、松

江、南桥、崇明等 6 个新城的现状人口已达到规划人口规模的 50％以上，其中嘉定新城的

人口已达到 2020 年规划人口的 80％。未来十年新城人口的增长有两种模式：一是维持现有

的增长模式。如此一来，外来人口仍将持续增加，再加上上海正在逐步开展的郊区大型居住

社区建设对人口的导入，新城人口规模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述 6 个新城中除崇明新

城外到 2020 年时均有可能达到规划的人口规模。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控制新城人口的

增长，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目前，由于用工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出现向内地

迁移的趋势，因此，未来新城外来人口高速增长的条件将弱化，而新城加快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的导向则会加快高层次人口的集聚。显而易见，这是上海新城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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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基本判断，郊区新城的建设不能过于重视其规划人口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更应该重

视新城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以适应新城在长三角地区的定位。 

（2）促进新城功能转型，提高新城人口集聚能力 

第一，加大对新城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其公共服务功能。对新城的调研发现，常住

人口迅速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新城人口集聚能力

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新城建设必须以常住人口总量和增长趋势作为新城基础

设施建设的标准，这就要求要加大对新城的投入，努力缩小郊区与中心城区在社会服务设施

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在新城、重点节点城镇，以中心城区类似标准配备基础教育资源。推进

城乡医院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推进三级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向郊区流动，提升区县中心医院

能级。对郊区的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均衡布局和重点扶植。新增的大型高等级文化、体育等设

施（如大型剧院、演艺中心、体育场等），应优先考虑在新城配置，以促进新城当地社会事

业资源等级的提升，并藉此提高新城对长三角周边城市的辐射力。 

第二，以大型居住区建设来推动新城居住功能的优化。大型居住社区是上海为了改善

常住人口的居住条件而建设的重要项目，也是促进产城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43 个

大型居住社区中，2 个大社区选址规模超过 10km2（松江南部站、奉贤南桥），5 个大社区选

址规模超过 6～10km2（宝山顾村、松江佘山 21 丘、青浦城一站、南汇城、川沙备选），这

些规模较大的大社区大多位于远郊新城。为了增强大型居住社区与新城之间的互动。本研究

建议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将大型居住区的用地纳入新城的居住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并结合

新城房地产和居住区发展实际来灵活的确定大型居住社区的用地结构和住宅类型，使大型居

住社区建设更好地促进新城居住功能完善，更加有效的促进产城融合。 

（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郊区产城融合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上海郊区新城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

已遭遇发展瓶颈；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模式也无法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在新城集聚，不利

于发挥新城对于中心城人口的疏解作用。因此，要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实现人口向新

城的集聚，郊区及新城的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除了推进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先进制造

业升级，还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消费服务业能级。 

第一，优化提升先进制造业，促进新城人口结构优化。坚持把加快改造和提升传统制

造业作为“十二五”时期郊区新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任务。对郊区新城已有一定优势

的产业，鼓励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提升产业能级。对传统优势产业，以突出品牌、效益、

就业和市场需求为重点，着力打造新型都市产业。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3~30 

商务印书馆 2012 

第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新城的 CBD 功能区。相对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

能源、土地等要素的依赖程度不高，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现代服务业具有技术密集、

人才密集和高增值性等特征，因而更能起到集聚人口的作用。同时，由于现代服务业更多的

是通过人的思维劳动来创造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价值转移，因此现代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自

身素质要求较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口的集聚。显然，在这样的发展

背景下，通过建立现代服务业功能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从而吸引人口向新城转移并发

挥新城的集聚作用，是上海郊区各新城未来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因此，上海未来的人口发

展战略，应当通过新城产业发展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构建产城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进一步发挥新城对于人口的集聚作用。 

（4）完善现有人口政策，促进外来人口融合 

一是建立人口信息共享平台。无论是人口管理还是发展相关配套服务，都必须要搞清楚

上海外来人口的基本情况。由于人口管理的基础在于信息的采集，而基层组织直接面对居民，

最容易掌握人员流动的第一手信息。目前上海已在各村（居）委会设置外来人口信息采集点，

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供公安、民政、计生、房管、税务、劳动和社会

保障等各职能部门联网共享的大平台。同时为了提高外来人口登记管理率，可以将上述外来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作为社会保障缴纳系统、住房保障政策享受、义务教育享受、医疗救助、

计划生育和妇女体检等政策的基础平台。二是缩小户籍与居住证之间差异。由于短期之内户

籍制度不可能取消，而上海出台的居住证制度虽然缩小了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就业和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异；作为全国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之

一，上海可以在居住证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出路，可以考虑以郊区的新城

为试点，尝试逐步减少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优惠条件，同时增加持有居住证外来人口的

相关待遇，从而缩小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促进新城外来人口与户

籍人口的融合并增加新城对于人口的集聚优势。最后，加强对外来人口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由于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将逐步推进其经济结构调整战略，郊区的产业结构也会逐步升级，

由于外来人口的综合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比较低，有可能会造成外来劳动人口的流失，为了

避免出现用工缺乏的情况，需要增强对外来人口的知识文化和技能培训。 

 

注释 

① 文中人口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和《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手册》，文中图表

数据来源不再单独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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