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第1期
（总第 49 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主编：王列辉

主审：曾刚

目

2017 年1 月8 日

责任编辑：夏伟

录

基地工作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2016 年第四季度基地建设综述

基地工作亮点
——中心多项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最新成果推介
——孙斌栋: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地理研究》
——汪明峰: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The China Review》
——姜允芳：Healthy urban streams: The ecological continuity study of the Suzhou
creek corridor in Shanghai,《Cities》
——孙斌栋: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地理学报》
——何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及家庭居留的影响因素,《城市问题》
——司月芳：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 WIPO 专利分析,《地理研究》
——文军: “市民化连续体”:农业转移人口类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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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Tel: 0086-21-6223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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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0086-21-62223074

Email: cmccs@mail.ecnu.edu.cn

【基地工作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2016 年第一季度基地建设综述
2016 年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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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城市中心）在教育部及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各项
工作有序开展，在基地建设、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基地建设
中心举办校庆学术报告会
春花秋实，丹桂飘香。中心分别在 10 月 19 日和 10 月 26 日于闵行校区资环
楼 554 举办了两场一年一度的校庆学术报告会。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副主任孙
斌栋教授、汪明峰教授等 10 位老师为中心师生奉献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在 10 月 19 日的首场报告会中，宁越敏教授作了题为《迈向 2050 的上海全
球城市建设问题》的报告。宁教授首先对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两个概念进行了辨
析，对其测度指标作了具体介绍并对指标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评价。其次，他提出
上海市应着重推进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广告、会计、管理咨
询业等的发展，发挥上海市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要素
市场的区位优势，不断提升上海市的国际化程度，从而使上海市发展成为具有重
要影响的全球城市。最后，他对学生提出了“关注全球化，通过紧紧围绕国家与
地方发展战略来增强学术研究实用性”的期望。
汪明峰教授从虚拟城市网络研究的视角，作了《“互联网+”城市：信息和
通信技术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的学术报告。该研究主要通过城市体系的理论
分析框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的“路径依赖”与“区位机会窗口”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互联网数据分析发现，在城市中心地向城市网络演进的过程中，城市之间的
联系变得愈发重要，互联网产业为打破原有城市等级结构提供窗口。
殷为华副教授作了《大都市近郊区公共医疗资源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
差异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的报告，基于问卷调查资料，聚焦街道尺度，研
究空间和非空间因素对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可得性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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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凡博士作了《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结构与演化》的学术
报告，主要从“流空间”视角切入，基于城市航空流的相关数据，探究了我国不
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内、外部空间联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并总结了国内、国际航
空网络的具体特征。
最后，姜允芳副教授作了《基于生景观态降温效应的上海市中心城绿化覆盖
率研究》的学术报告。该报告主要结合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利用 R 语言结合
遥感混合反演的数据对上海市城市绿地空间与城市热流环境之间的互动性进行
相关分析，并探讨了绿色生态空间对城市的降温效应。
在 10 月 26 日的第二场报告会中，孙斌栋教授作了《中国城市群的空间演化
与经济绩效：单中心与多中心的视角》的报告，主要利用四普、五普、六普三个
节点年份的普查数据，结合联合国城市人口统计的数据，对我国当前发育较为成
熟的 13 个城市群的集中化指数的时间变化进行了具体测度，发现多数城市群呈
现多中心的发展趋势，而且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多中心化，进而提
出从“政府决策行为、借鉴德国经验以及重视市场机制”三个方面来促进城市群
的多中心发展。
高向东教授作了《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民族人口分布变动研究》的报告。
报告指出，1953 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形成了三个主要的集聚中心，即以
维吾尔、回民为主的西北部集聚中心、以壮族为主的滇桂黔西南部集聚中心、以
朝鲜、满族等为主的东北部集聚中心，并且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人口政策等
方面对其成因机理进行了阐释。
王列辉副教授作了《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航运
运输联系》的报告，主要基于航
空周刊公布的 1995、2005、2015
年三个节点年份的航运数据，研
究了我国主要沿海港口与“海丝
之路”沿线国家的航运联系网络
的时空变化特征，提出了不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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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等级发展的阶段理论，提出了国家应着重推动长三江和环渤海地区港口的发展
建议。
何丹副教授作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以长株潭“3+5”
城市群为例》的报告，在交通投资水平与交通规模水平基础上选取 7 个二级测度
指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
交通投资水平的提升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作用。
申悦博士作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居民活动时空弹性的影响研究》的学术报
告，主要从“How ICTs become embedded 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travels、How the simultaneous ICTs use influence the flexibility of
individuals’activities、How the effects vary between temporal flexibility
and spatial flexibility”三个问题出发，基于时空弹性视角对北京市郊区人
口的居民活动受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影响限制作用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区实证研究。
中心的广大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报告会，并与老师进行了广泛
的交流与讨论。本次活动不仅拓宽了中心学生们的知识面与研究视野，激发了学
生们的学术热情，而且对于学生今后的研究与论文写作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学术交流
宁越敏教授等赴日参加
“第十一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亚洲地理学大会”
2016 年 9 月 11-14 日，“第十一届中日韩地理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亚洲地
理学大会”在日本北海道举行，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GSC）、日本地理学家协
会（AJG）、韩国地理学会（KGS）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的
100 多名地理工作者和学生代表齐聚北海道，共同关注快速发展中的亚洲地理。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及孙斌栋、汪明峰、王列辉、申悦等一行
5 人参加了本次盛会。中心学者就上海的人口和住房郊区化、上海大都市的空间
演变、上海城中村的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基于高铁网络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演变、
北京郊区居民的活动空间等相关议题在会上做了报告，并与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广
泛的交流，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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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师生参加 2016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联合学术年会
2016 年 9 月 24-25 日，2016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联合学术年会在长春东北师
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120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 1000
余人出席了大会。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副主任孙斌栋教授、以及王列辉副教授、
殷为华副教授、张凡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张欣炜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心副主
任孙斌栋教授
在“城市转型
与城市群建
设”分会场作
了题为“中国
城市群的空间
结构演化与经济绩效——单中心与多中心的视角”的报告；王列辉副教授在“‘一
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发”分会场作了题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中国对外航海运输联系”的报告；殷为华副教授在“社会发展转型与文化地理”
分会场作了题为“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和空间差异研究——以上海市
闵行区为例”的报告；张凡博士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发”分会场
作了题为“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结构与演化”的报告；博士研
究生张欣炜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分会场作了题为“中国技术市场发展的空间格
局及影响因素分析”的报告。
本次会议还从 300 余篇参评论文中评选出 20 篇青年优秀论文，中心张凡博
士获得了青年优秀论文奖。

比利时根特大学 Ben Derudder 教授应邀做学术报告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下午，应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邀请，比利时根特大学
人文地理学教授、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副主任 Ben Derudder 博
士/教授于闵行校区资环楼 148 报告厅作了题为 Shanghai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2000-2016 的报告。报告由城市中心申悦博士主持，中心主任宁越敏
教授、副主任孙斌栋教授、王列辉副教授及中心研究生参加了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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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udder 教授首先介绍了 SaskiaSassen 的“世界城市”的概念，指出 GaWC
通过系统性分析全球性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公司的办公网络来评估全球网络中
的城市的地位，并以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咨询公司办公地点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
为例展示了先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全球性。
接着 Derudder 教授介绍了 GaWC 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数据，并举例说明
了有关方法的计算过程。在介绍了这些基本概念后，Derudder 教授分别列举了
2000 年和 2016 年联系最密切的城市对、与世界上其他城市联系最密切的城市、
2016 年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城市联系最密切的城市、2000 年和 2016 年亚太地区包
含上海的联系最密切的城市对以及 2016 年包含上海在内的高全球化指数的亚太
地区城市。
Derudder 教授还介绍了基于与世界城市网络指数前十城市联系紧密程度概
念的全球化指数和基于与本国或本地区城市联系紧密程度概念的地方化概念指
数，并列举了 2016 年全球化排名前列的城市、中国世界城市网络指数高于 10%
的全球化指数和地方化指数以及包括上海在内的全球化指数较高的亚太地区城
市。Derudder 教授最后介绍了世界网络城市指数变动的计算方法，同时列举了
2000 年至 2016 年期间世界网络城市指数提升和下降最大的城市、中国世界网络
城市指数高于 10%的城市指数的变化以及亚太地区世界网络城市指数提升排名
前列的城市。Derudder 教授总结到，上海和世界主要城市联系密切，逐渐成为
重要的世界城市，但是面临亚太地区其他城市日益激烈的竞争；上海与其他城市
联系战略性的发展是因为拥有高端服务业以及总部和决策功能；从全球联系的角
度，上海真正的引领长三角区域。
Derudder 教授的报告引起大家的广泛兴趣，参与报告的老师和同学就世界
城市的选择、指标企业的选择方式和选择范围、本地化指数中涉及的城市范围对
指数的影响等方面与 Derudder 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和讨论。

武汉大学李志刚教授应邀作报告
2016 年 11 月 2 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应中心邀请作了
题为“21 世纪初的批判城市理论评介”的学术报告。报告在闵行校区资环楼 554
会议室举行，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出席并主持了本次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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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教授的报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李教授介绍了批判城市研究产
生的现实背景，即当前城市空间趋于全域化，并且正在突破城乡界线；跨国资本
投资和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已经成为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场所。在这一复杂的背
景，过往的城市理论越发处于混乱之中，城市不能再单纯被理解为一个特定的地
点，城市作为一种思想、表征、想象或者行动，只能在理论抽象过程中产生。这
一抽象过程决定了研究城市的本质需要建构一套相应的理论。因此，批判城市理
论就应运而生。
其次，李教授详细介绍了批判城市理论的起源和流派。批判城市理论起源于
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批判社
会理论。70 年代开始，一些左翼的城市学者逐步将批判社会理论引入城市研究
中，试图将城市研究激进化，重视城市现象在学术和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建构作用，
批判城市理论也逐步被建立。
然后，李教授详细介绍了三种
批判城市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并
一一作了评价。其中，全域城市化
指的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系统，意
味着远离传统城市地区的外围已
被全面纳入城市体系。这一理论将
城市化的尺度空前扩大化，城市中
心功能日益分散化、传统自然界也
被终结，对传统城市的概念界定、范围划分以及所导致的城乡二元割裂进行了批
判。然而全域城市化缺陷在于并没有在实质上证明“城市”作为可识别的地理实
体已经消失，也没有证明城市与其它地理空间之间的差异必须被摈弃，全域空间
（尤其是包括沙漠、海洋等）正在城市化这一观点也会让人困惑。后殖民城市主
义本质上是认识到欧美中心主义的危害，适用于北半球的城市理论并不一定适用
于南半球城市，提倡城市理论的研究必须涉及全球各地，对任何南半球城市产生
的新概念、实践需保持开放态度。
最后，李教授结合自身的实践探讨了批判城市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意义。
李教授的报告内容详实，逻辑严谨，将批判城市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主要思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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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细致的梳理，揭示了城市认知论的新视角，体现了城市研究从表象到实质的
学术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思想先导性。因此，这一报告受到了中心师
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报告结束后，李教授与中心师生就批判城市理论的部
分观点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分享了如何进行理论建构的相关经验。

【基地工作亮点】
中心多项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大会暨上海市第
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董云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大会宣布了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
果、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共有 3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姜允芳副教授的著作《区域绿地规划的实施评价与方法:上海市的案例研究》
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文军教授的论文
《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获得
论文类一等奖；孙斌栋教授的著作《中国城市区域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发展战略》
获得著作类二等奖。

【最新成果推介】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孙斌栋,丁嵩,《地理研究》,2016 年第 9 期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 108 个小城市为
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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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
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
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
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
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
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
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长江中游港口腹地演变及港口-腹地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何丹,高鹏,《地理科学》,优先出版
运用场强模型计算 2001 年以来长江中游主要港口的场强值，分析长江中游
港口腹地演变特征及趋势，参照钱纳里多国模型划分腹地经济的发展阶段，运用
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腹地与其所属港口的
协调关系进行评价，从而把长江中游港口-腹地隶属关系和协调关系纳入统一的
研究框架。研究表明：2001 年以来长江中游主要港口的场强在递增的同时区域
异质性不断扩大。各港口腹地范围差异显著，但总体空间格局变化不显著，且港
口腹地演变呈现扩大、缩小和趋于稳定 3 种态势。港口与腹地的综合协调关系
整体处于港口发展滞后于腹地经济发展的磨合阶段，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
征；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自然条件、交通运输等因素对各港口与腹地经济
的协调关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及家庭居留的影响因素
何丹, 陈小兵,邵宁宁,《城市问题》,2016 年第 12 期
聚焦于流动人口群体,从家庭迁移的角度出发,使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了个人、家庭、迁出地和迁入地四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家庭迁移和家
庭居留的因素。结果显示:在迁移家庭决策迁移阶段,主要受个人因素、家庭因素、
迁入地的社会保障因素影响,受户口性质、耕地及迁出地的社会保障因素影响较
小;在迁移家庭决策居留阶段,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保
障因素、迁出地的地域差异因素及迁入地的住房状况因素影响较大;家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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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质水平和户籍、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宏观制度则是影响家庭居留城市的主
要限制因素。

Healthy urban streams: The ecological continuity study of the
Suzhou creek corridor in Shanghai
姜允芳,石铁矛,顾茜茜,《Cities》, 2016 年第 6 期
城市河流廊道是城市重要的生态景观廊道空间，生态连续性是这一景观的
本质特征之所在。论文依据景观生态、河流生态和景观学等相关理论，借鉴景观
特征分区评价方法，构建基于空间特征评价和规划决策目标的具体 10 项城市河
流廊道生态连续性评价体系。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以及 GIS 数据分析空间技术，
对苏州河廊道区域进行了生态连续性的分区评价，并针对评价的空间分布特征，
提出该城市河流廊道区域遵循景观特征发展的优化发展策略，从而改进整体生态
连续度。这一评价方法的研究对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河流廊道区域更新改造提
供理性发展路径和决策依据。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汪明峰,宁越敏,《The China Review》,2016 年第 3 期
文章针对上海市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展开调查，从城市化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
考察城中村中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从个体和流入地两个方面分析社会融合背后的
影响因素，探讨了上海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主要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
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 4 个维度构成。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上海城中村的
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其中经济的融合程度最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
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
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
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
社会空间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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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章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第一，除了提高经济收入之外，流入地在
制度设计方面向外来人口更加开放，提供属地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是促进
外来人口经济融合的重要路径。第二，提升教育文化素质仍然是促进外来人口融
入城市的重要基础。第三，合适的居住空间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支撑。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 WIPO 专利分析
司月芳,陈思雨,Ingo Liefner, 曾刚,《地理研究》，2016 年 10 期
近年来,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海外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中资
跨国公司的海外 R&D 中心区位与空间组织结构,以及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案例,
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与企业访谈资料,分析了华为研发国际化的途径
和成效。研究发现:华为通过在全球卓越中心建立海外 R&D 中心以及与国际一流
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跨境合作获得领先的研发资源,并通过总部协调实现知
识由海外卓越中心向中国的流动。这种主动技术获取途径既保障华为获得全球领
先的技术资源,又保障了知识商业化的成果归华为所有,是华为成长为全球领先
企业的主要途径。

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重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吴越菲,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6 期
随着社会科学对于灾害内生性和扩大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该研究领域突破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取向的认识裹束,带动了灾害管理的社区转向。在此基础上,随即
而来的争论焦点在于:由社区社会工作延展的行动传统,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
在当下推送出有效的灾害服务?通过批判性地检视西方主流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
模式,可以引导在本土实践中实现以"社区为本"超越"社区导向"的服务重构,这
意味着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关系主体被重新置于灾害干预服务的中
心,而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从而也能够以反派系(anti-sectarian)的专业姿态为灾
区提供更具效能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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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郭泉恩, 孙斌栋,《地理科学进展》,2016 年 10 期
本文基于 2003-2012 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
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
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
部地区;2003-2012 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
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
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
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
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
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
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
孙斌栋, 阎宏, 张婷麟,《地理学报》,2016 年 10 期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
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
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
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
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
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

空间的流变与折叠: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转型
汪明峰,《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 10 期
当前中国,"互联网+"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本文旨在关注互联网与地方发展
的互动关系,试从空间视角探讨互联网技术对城市与区域的影响状况与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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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事实上,影响当代社会的历史性趋势与主题,如全球化、城市化与地方发展,
均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新技术正在持续推进一系列的空间转型过程,
包括数字空间区隔、网络内容的经济地理、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以及智慧城市
的规划和建设等。当前,又有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兴起,如席卷全球的"共享经济"
浪潮、转型中的"市民实验室"城市,以及浮现中的"在线城市化"模式等。面对随
之而来的机遇和挑战,城市和区域需要不断探索互联网的潜力,以寻求一种更为
平等、民主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连接互联的网络空间、培育共赢的区域知识生
态系统,以及建设包容的改良式智慧城市是其中的关键。

“市民化连续体”:农业转移人口类型比较研究
文军, 沈东,《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 10 期
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民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农民市民化
进程中,当代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发生了结构性分化,产生了进城农民工、城郊农民
以及居村农民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文章运用“市民化连续体”这一概
念,对这三种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内在动力、发生进路、成本分担以及矛盾冲突
等进行比较研究。从根源上讲,市民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分化机制,受制于
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民化的“非同步发展战略”。这种“非同步发展战略”不
仅影响到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决定个体选择的市民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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