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简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主编：汪明峰

主审：宁越敏

目

第2期
（总第 20 期）
2014 年7 月8 日

责任编辑：张 赛

录

基地成果一览表
——期刊论文一览表

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migrants,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论文：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城市规划学刊》
——论文：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网络，《财经研究》
——论文：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结构与发展脉络，《经济地理》
——论文：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部门布局及其启示，
《城市发展研究》

出版期刊成果推介
——《中国城市研究》第六辑（商务印书馆）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2013 年第 2 期（汪明峰主编）

主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抄送：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办、校办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No.3663 Zhongshan Bei Road,Shanghai,China Postcode:200062

Tel:0086-21-62233821 Fax:0086-21-62223074
Email: cmccs@mail.ecnu.edu.cn

2014 年第 2 期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成果简报

基地成果一览表
期刊论文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者

宁越敏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论文

构建与世界对接的城市研
究体系——评《中国城市转
型研究》

南京社会
科学

2014 年 4 月

汪明峰

魏也华、
邱 娟

论文

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
集聚与城市网络

财经研究

2014 年 3 月

汪明峰

孙 莹

论文

全球化与中国时尚消费城
市的兴起

地理研究

2013 年 12 月

何 舟

宋杰洁、
孙斌栋

论文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
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
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
学刊

2014 年 3 月

丁 嵩

李 红

论文

国外高速铁路空间经济效
应研究进展及启示

人文地理

2014 年 2 月

经济地理

2014 年 4 月

李 琬

孙斌栋

论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结
构与发展脉络——基于
CiteSpace 的图谱量化研究

吕国庆

曾 刚、
顾娜娜

论文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创
新网络的研究综述

经济地理

2014 年 2 月

申 立

论文

基于港口功能转型背景下
的港—城界面空间组织优
化研究——以“长江第一门
户”吴淞为例

经济地理

2013 年 11 月

戴其文

论文

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
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探
析

生态学报

2014 年 3 月

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
版)

2014 年 2 月

曾 刚

论文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
与方法探析——以上海崇
明生态岛建设为例

戴其文

论文

中国生态补偿研究的现状
分析与展望

中国农学
通报

2014 年 1 月

徐 伟

汤庆园

论文

对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管治
的思考

开发研究

2014 年 4 月

林 娟

汪明峰

论文

我国互联网资源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资源开发
与市场

2014 年 3 月

论文

新城市主义对我国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启示价值

北华大学
学报(社
会科学

2014 年 4 月

孔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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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孙 莹

张婷麟

汪明峰

孙斌栋

程前昌

王方兵

吴瑞君

赵琳华

吴瑞君、
梁翠玲

黄晨熹

论文

纽约时尚产业的空间组织
演化及其动力机制

世界地理
研究

2014 年 3 月

论文

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部
门布局研究及其启示——
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

城市发展
研究

2014 年 4 月

论文

中国市域物流运输规模的
空间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

兰州学刊

2014 年 3 月

论文

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区
域人口发展的影响——以
上海市为例

人口与社
会

2014 年 3 月

论文

大城市“80 后”群体生育
意愿现状及差异分析——
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人口与社
会

2014 年 3 月

论文

我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政
策进展、问题与对策

中国名城

2014 年 3 月

论文

城市清真拉面馆从业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分析——以
上海市为例

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
版)

2014 年 1 月

上海城市
规划

2013 年 12 月

高向东

朱蓓倩

许可双

杨 犇、
何 丹

论文

地域生产综合体和新区域
主义的比较研究：基于区域
规划实践视角

文 军

易臻真

论文

交互分析理论模式及其在
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社会工作

2013 年 12 月

论文

陆海统筹视角下我国海洋
生态城的空间模式及潜在
风险

资源开发
与市场

2013 年 12 月

2013 年 12 月

申 立

位秀平

吴瑞君

论文

基于 ESDA 的上海少数民族
常住人口空间分析

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
报(社会
科学版)

田愿静激

高向东、
余运江、
汤庆园

论文

身份建构的逻辑与群体性
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
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

南方人口

2013 年 12 月

论文

外港与城市发展研究——
以上海、天津为中心

地域研究
与开发

2013 年 12 月

论文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多极
格局——基于城市群的培
育

城市发展
研究

2013 年 10 月

王列辉

程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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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migrants,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Wang Mingfeng, Lin Xiaolin, and Ning Yuemin.
Abstract: This chapt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of
urban villages in Shanghai. It mainly draws upon 700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1778 residents in 23 urban villages in Shanghai during 2010.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living condition of urban villages is, comparable to other urban
housing, characterized by small living space,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d dilapidated
buildings. However, such “urban villages” have become a temporary residence for
both householders and tenants. With the recent large-scale redevelopment of urban
villages, how to provide an affordable and livable housing for the migran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In: Wu, F., Zhang, F., and Webster, C., (eds.)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14, 164-18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5）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
——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何舟 宋杰洁 孙斌栋
摘要：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其中，城市规模、
城市密度与城市蔓延、单中心与多中心、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关系是影响城市通勤
时耗的重要空间因素。城市规模越大，通勤时问越长。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
双重的，一方面，紧凑型发展带来的各种活动空间范围的缩小有助于减少出行时
间；另一方面，过度密集化又会带来拥堵，从而延长通勤时间。城市蔓延由于定
义模糊性，其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关于多中心城市结构是否有助于降
低通勤时耗，研究结论分歧很大，导致结论分歧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不同
性质的多中心对通勤时耗的影响是不同的。职住平衡有助于减少通勤时耗得到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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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的认可，但职住平衡是否能够实现却受到有力的质疑。
载于《城市规划学刊》，2014 年第 1 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4）

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网络
汪明峰 魏也华 邱娟
摘要：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金流动
明显加速。跨越空间的投资活动成为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形
塑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入分析风险投资的空间行为，有
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进而理解城市和区域在网络时代中的
空间组织机制和特征。文章基于中国风险投资事件的数据库，探究了其城市分布
特征，并用网络中心度、凝集子群等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
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供需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形成了
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投资城市网络。其中，全球化、市场化、空间邻近效
应以及政府引导是形塑这一新兴网络的主要力量。
载于《财经研究》，2014 年第 4 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84001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结构与发展脉络
——基于 CiteSpace 的图谱量化研究
李婉 孙斌栋
摘要：西方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其研究框架因突出
的历史随机性而备受关注。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计量，采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及其参考文献数据，借助 CiteSpace 工具挖掘西方经济地
理学的知识基础、发展脉络以及近期研究热点，是对西方经济地理学框架研究的
一个新尝试。研究发现，近十年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集中，共同知识基础明
确，学科尚未形成势力强劲的分支学科；1990 年代左右西方经济地理学学科研
究进入活跃期，参考文献引用频次剧增，优秀文献著作涌现，作者的学科背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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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领域过渡到地理学领域；各个聚类的发展趋势表明，“空间集聚经济”、“多
维转向”、“全球经济”和“集群-网络”这四个聚类在整个西方经济地理学地位
突出，而“重塑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这两个聚类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研究
中保持沉寂；西方经济地理学近期的研究热点指向于有着高曝光度的关键词“创
新”、“知识”、“网络”、“增长”以及中观尺度的“城市”和“产业”。
载于《经济地理》，2013 年第 4 期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4）

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部门布局及其启示
——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
张婷麟 孙斌栋
摘要：全球城市是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新趋势，然而在以金融业发端的全球经
济危机中，早已完成服务转型的全球城市受冲击却最为显著。为了给我国正在崛
起的全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经验，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比较纽约、伦敦、
东京三大全球城市以及上海制造业企业不同环节的空间布局。三大全球城市虽然
以服务业为主，但并未完全放弃制造业，只是在门类上向都市型工业转型；纽约
和伦敦主要保留制造业企业的服务环节，而东京拥有部分制造环节；不同价值环
节的部门在空间布局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即总部、信息部门等位于城市中心，
而制造环节向边缘地带甚至其他城市转移。我国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在发展服务业
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制造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在门类和空间布局上以市场
为导向，发展都市型工业和制造业总部等服务部门，并促进企业布局走向区域一
体化，使城市更具竞争力。
载于《城市发展研究》，2014 年第 4 期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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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期刊成果推介
《中国城市研究》第六辑出版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主办的《中国城市研究》第六辑（CSSCI 集刊）于 2013 年 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发行。本辑共收录中英文论文 25 篇，涵盖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城市和区
域研究和城市社会学研究三个专题。
《中国城市研究》第六辑目录
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专题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社会融合”笔
谈（宁越敏 文军 吴瑞君 李志刚 李健 查
志强 陈映芳）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与发展战略思
考（宁越敏 杨传开）
 转型中国城市中的社会融合问题（吴缚龙
李志刚）
 多元文化背景下特定社会群体城市融入问
题研究（高向东 朱蓓倩）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中的 NGO 角色分析——以福州工友之家为例（黄宁莺 江
有梅）
 Gentrification and Urban Social Change in Western Cities（Chris Hamnett）
 Transferable Lessons from the New Towns Movement in the UK（Wang Xuefeng）
 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集中分散的视角（孙斌栋 蔡寅寅）

城市和区域研究专题
 我国城市—区域系统研究三十年（王发曾 丁志伟 史雅娟）
 地震灾害约束下塔里木盆地县市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安瓦尔·买买提明 侯艳军）
 基于区域空间分异视角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以“三分巢湖”为例（何丹 谭会
慧 龚鹏 杨犇）
 生产网络嵌入与区域产业升级——以长三角汽车生产网络为例（徐 伟 张永凯）
 创意城市的缘起、发展及测度分析（褚劲风 王倩倩 邹琳）
 产业区视角的温州模式研究综述：内涵、起源与演化（徐剑光 魏也华 宁越敏）
 园区效应：上海市软件企业区位选择中的政府作用（汪明峰 毕秀晶）
 地理邻近、信息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 21 个地
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王 鹏 王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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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活方式的地理学解读（塔 娜 柴彦威）

城市社会学研究专题
 Barriers to Integr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A Dynamic Comparison（WANG Yixuan ZONG Li）
 终结与延续：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动——以上海市宝山区 Q 村为例（张
文明）
 城乡语域中农民工身份化问题再认识——基于歧视视角的问题分析（ 赵晔琴）
 公民性与基层治理:基于两个上海社区的定量研究（石发勇 吴鹏森）
 城乡法治一体化?——转型期中国法治二元结构的困境及其超越（林 茂）
 进取性市民维权与都市“畸零地”城市更新的困境——上海 YP 区 Q 家浜的个案研
究（罗国芬）
 业主社会：横向团结与纵向分化--对于上海两个封闭社区的调查（孙 哲）
 A Formal-theoretic Approach to China Puzzles: An Application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Unhappy Growth‟ and Differential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Sell-being
（Kenji KOSAKA Atsushi ISHIDA Hiroshi HAMADA）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第 8 卷第 2 期出版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 2013 年第 8 卷第 2 期出版。本期专辑主题
为“上海城市空间组织”，由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汪明峰副教授担任主编。
本期共收录 6 篇论文，“上海市公共无线局域网热点的空间分布研究”以上
海移动 wlan 热点名录为基础，运用 GIS 技术，采用热点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上
海市公共 wlan 热点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上海市医疗资源分布特
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回顾了上海市医疗资源的发展进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最后从政策因素、资源供给因素、市场因素、创新集聚因素四方面分析了上海市
医疗资源分布特征形成的原因。“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空间组织及形成机理探讨”
一文阐述了上海都市型工业近十年的发展概况及空间组织特点，并对其空间组织
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职住分离影响因素研究”运用 STATA 统计软件进行
回归分析，试图找出各个因素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认识职住分离的影
响机制。“城市消费空间构建”从中观层面，以地理空间为切入点，结合消费经
济学和消费地理学相关理论对上海健身产业的空间建构做出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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