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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c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sepa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the city: which absorbed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less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coming from the downtown, and prominent separ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and residential.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the city planning and positioning does not 

match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manage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does not match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does not 

match,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 space is not enough.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city,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n new tow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model, change “the regional debris management” into “the city's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management”, shift the CMC by the “coordination type ‘to’ focus on 

management-type”; to innovative social management of the population, to build three-dimensional 

multi-level indust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to allocate rationally among the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importing and incentives of industrial, demographic and other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coordin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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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城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上海市为例，研究发现新城发展过程中

存在严重的“产城分离”：“截流”外来人口作用明显，但对中心城区的人口疏导作用不明

显而且职居分离现象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产与城的规划及定位不匹配、社会管理模式机

制与产业结构和人口素质结构不匹配、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不匹配、公共服务空间组合不够

等。为实现“产城分离”到“产城融合”，有必要：创新新城开发管理模式，变“区域碎片

化管理”为“全市统筹协调管理”，实现管委会由“协调型”向“集中管理型”的转变；创

新人口社会管理，立足科学的人口统计规划分类构建多层次的立体产业体系，合理匹配产业

和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完善产业、人口等要素的

导入和激励机制，促进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产城一体化”。 

关键词  产城分离；产城一体化；人口空间分布；上海 

 

自从城市的雏形——“集市”开始，它就是人口与产业融合甚至一体化的空间载体；大

都市更是“城”和“市”高度结合、人口与产业等各种要素高度融合甚至一体化的典型社会

结构形态（Cresswell and Tomas，1972）。从本原上讲，“有城无产”和“有产无城”都不是

“城市”，产业和人口是驱动城市形态与结构优化的“双轮”。 

上海历来重视产城规划，先后提出了“一城九镇”、“1966”城市空间规划体系等战略举

措，试图通过产业布局引导人口合理布局。但是，由于各区县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人口流

动布局的相对自主性和难以预测性、公共服务机制与社会管理模式未能匹配产业发展和人口

聚集等因素的影响，“产城分离”现象突出（吴瑞君，2011）。上海市“十二五”规划提出：

强化产城融合，统筹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大型居住区与新城建设，充分发挥新城在优化空

间、集聚人口、带动发展中的作用。国外学者对韩国首尔新城及以色列新城等研究的结果表

明，新城在就业与居住等方面的独立供给能力是“产城一体化”的有效保障，同时新城建设

能够有效促进人口的合理再分布（Hui E. and M. Lam，2005，Comay Y. and A. Kirschenbaum，

1973）。 

在“产城一体化”这样一个城市发展的理想形态语境中，本论文立足调查研究的客观事

实，在剖析上海市新城建设中的问题及其成因，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如何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通过“产业”和“人口”双轮驱动上海市的空间优化和纵深发展。 

 

1  “产城一体化”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协同关系 

“产城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内在演变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工业革命以前，城市以手

工作业为主，加上交通不发达，难于向外扩展，“产”和“城”处于结合状况。工业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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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并由分散走向集约，但由于过分偏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

发展和人口聚集脱钩，产、城开始分离。产城分离带来了城市空间失衡、空间效率低下等问

题。通过协调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推动“产城一体化”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世界潮流。 

 

1.1  “产城一体化”的理念及其涵义 

“产城一体化”，旨在实现产业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发展，推动城市化与产业化的双向融

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涵义（陶希东，2005；李明超，2009；戴晓玲、董奇，2006；孟

晓晨、吴静等，2009）： 

（1）职住平衡。新城的就业岗位总量和居民人数要大体相当，促进本地居民就近就业；

新城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必须与本地居民的技能水平相匹配；新城的房价要与居民的收入水

平相匹配，防止“钟摆式”长距离通勤、“新城”变“睡城”。 

（2）产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向融合。没有产业，城市就缺乏生机与活力，沦为空城；没

有城市，产业发展就会缺少平台，难以为继；城市建设与产业同步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职住

平衡，需要培育合理定位的产业，需要完善配套服务，推动要素集聚，促进产城一体化。 

（3）人与自然的融合。从最初的田园城市运动到现在的生态城（Eco-Town），无不强

调自然环境的保护、绿化以及土地等资源的合理使用。遵循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努力建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亦是“产城融合”的理想追求。 

 

1.2  “产城一体化”与人口再分布的协同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依托和载体。“产”与“城”相生相伴，无

“产”之“城”，将失去动力，无“城”之“产”，将失去依托。“产城一体化”需要本着“以

城带产、产城互动”的思路，协调产业规划和人口分布，形成协同发展格局。 

（1）人口分布以及诸要素之间的空间整合。城市发展有两种主要形式：自发式人口增

长所带来的空间聚集、人为规划所引导的“跳跃式集聚”区域发展（如新城建设）。不管哪

种类型，人口与产业之间的空间组合都必须是合理的。“产城一体化”是产业、人口、配套

设施、文化氛围四大要素的聚集。其中，人口要素至关重要：有“人气”则产城一体化，反

之则产城分离。如何协调产业和人口的关系，通过各种资源整合来聚集人口要素并实现合理

的布局，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2）“产城一体化”发展与人口分布变动。如前所述，“产、城”发展演变必然会经历

从产城分离到产城融合的阶段，这一过程也会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动。市区与郊区间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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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及商贸成本等的巨大差异、工作单位的郊区迁移（产业转移）等都会带来职住分离，进

而导致“产城分离”。为推进产城一体化，就必须强化就业地的社会服务、商业服务及其他

配套服务设施，引导人口合理的人口分布变动，防止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 

 

2  上海“产城一体化”发展中的人口分布问题及其成因 

通过对松江新城、嘉定新城、临港新城及部分新市镇的调研发现，上海郊区城镇体系建

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产业规划与人口规划不匹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不匹

配以及人口社会管理机制模式落后等原因，产城分离现象突出，带来了诸多问题。 

 

2.1  “产城分离”的现状与问题 

（1）城市功能滞后，制约了新城的人口吸纳能力。在上海产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过

程中，新城和新市镇是一个重要的空间载体。中心城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与人口有效集聚是产

城融合的一项重要内容。产业和居住郊区化有利于人口郊区化，但目前上海的产业和居住郊

区化大部分是由政府规划及策动而产生，市场行为相对较低，因此又可称其为“诱导式郊区

化”。上海人口密度增长的“集聚中心”与其“六大产业”集聚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从

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处于近郊的几个区导入的户籍人口数量较多，而松江、青浦等为远郊

地区导入的主要是外省市来沪人口。松江新城导入的人口较多，但临港及部分新市镇由于产

业支撑不够，限制了人口的集聚。 

（2）新城承接了较多从中心城区转移出来的第二产业，对外来人口的截流作用明显，

但对市区青壮年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产业集聚是新城建设的经济基础，新城建设则为产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城市化供应和服务，但由于新城发展中适合上海户籍居民的就业机会较

少，居住与就业失衡，实际吸纳来自中心城区的居住人口非常有限。以松江新城为例，2002

年，松江的工业占全市的十五分之一，2008 年提升到了七分之一，成为上海工业总量最大

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松江新城的定位是先进的制造业，前几年导入的企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

传统的制造业吸纳了大量低端的外来人口。三大新城中，外来人口比重最高的是松江新城，

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63.66%，对市区青壮年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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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六普”时三大新城的人口与就业状况(人、%) 

新城 常住人口(a) 外来人口(b) 比重(b/a) 产业人口(c) 劳动参与率(c/a) 

松江新城 496278 315949 63.66 283184 57.06 

嘉定新城 542001 227528 41.98 364211 67.20 

临港新城 222941 84272 37.80 143797 64.50 

区/县 常住人口(a) 外来人口(b) 比重(b/a) 产业人口(c) 劳动参与率(c/a) 

松江 1582398 1010608
①
 63.87 980740 61.98 

嘉定 1471231 828199 56.29 1055292 71.73 

浦东 5044430 2024277 40.13 3376161 66.93 

注：①本表中三大新城人口和就业数据根据新城规划范围预测、计算而得，鉴于三大新城范围跨街道

行政区，从而给新城的人口经济数据统计带来很大的困难，本课题组通过“密度-面积比例”法，对跨街道

的部分利用 GIS 软件进行面积比例预测，再根据面积比例按街道平均人口密度进行预测。②新城外来人口

按“六普”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之差计算。 

 

（3）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不同步，职居分离等“城市空心化”现象突出，通勤人口增

加，城市交通压力大。城市发展是人口聚集导入和产业培育发展过程，是一个积累和发展的

过程。而上海新城建设过程中，产业与人口缺乏互动，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不匹

配：要么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提供有效的就业岗位，要么基础设施和优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

理，不能留住产业人口。城市和居住功能不完善，住房空置率较高，人气明显不足，尤其到

夜晚，随着人群陆续下班返回到老城区，新城和新市镇中“空城”现象时有出现。例如，从

2003 年到 2005 年，松江新城大量房地产项目集中建成上市，出行、购物、就医、教育、文

化等方面资源配置水平与中心城区相比却是 0.553：1，周边产业尚处于投入期，无法支撑起

如此大量人口的入住。再加上当时新城到市中心交通不便，“人流不大、人口不足、人气不

旺”问题突出。上海中心区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就业主导区，外围区是居住主导区，而郊

区则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就业主导区；就业与居住空间的均衡度正在减弱，职居分离趋势正在

加强。在中心区、外围区和郊区中，人口跨区出行亦占据了相当比例，特别是产业区与居住

区之间，比重更高。据 2004 年上海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数据显示，人口出行空间在中心区

内出行的占 73.4%，外围区为 67.9%，郊区为 89.9%。相关研究表明，1996-2004 年间，不

论是全市还是中心城区与紧邻区域，“就业-居住偏度”指标的标准差都呈增加的趋势。这

表明在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上海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职居分离现

象逐渐凸显（见表 2）。同时，平均出行距离和时间均不断攀升，全市平均出行距离由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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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5 公里增加到 2004 年的 6.9 公里，而平均上班出行时间（中心城区）达到 33-35 分钟

以上（见表 3），给市区交通也带来巨大的压力。 

 

表 2  上海市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标准差 

区域 全市 中心城区与紧邻市区 

1996 0.27 0.26 

2001 0.36 0.39 

2004 0.40 0.44 

资料来源：孙斌栋、潘鑫、宁越敏，2008。 

 

表 3  上海市交通出行调查数据 

区域 
平均出行时距(min) 平均出行距离(km/次) 

1986 1995 2004 1986 1995 2004 

全市 25.08  29.8 3.99 4.5 6.9 

市区 29.29 35.56 33.2* - - - 

资料来源：同表 2。注：2004年市区数仅为中心城区数据。 

 

（4）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剧职居空间的失衡。上海安居工程的顺利实施对解决住房问题

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安居工程以选址郊区为主，因此它又是进一步推动“居住郊

区化”重要原因。从表 4 中可知，1999-2008 年间上海住宅建筑面积郊区增长迅速，而中心

城区则增速下降，如远郊区增长了 13.55%，而核心区和核心边缘区则减少了 23 个百分点。

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自 2000 年推出廉租房开始，上海形成了以廉租房、经济适

用房和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系统。保障性住房的地块安排一般是偏向郊区，而市区相对

较少（见表 4 和表 5 所示），一是郊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二是郊区土地资源价格较低。这

些保障性住房具有体量大，且集中连片的特点，因此对郊区人口再分布产生很多的影响。 

 

表 4  1999-2008 年上海住宅建筑面积的区域分布（万平方米） 

区域 

1999 2008 

变化率 

建筑面积 比重 建筑面积 比重 

核心区 3215 16.37 4311 9.13 -7.23 

核心边缘区 8354 42.53 12637 26.78 -15.75 

近郊区 6898 35.12 21023 44.54 9.43 

远郊区 1177 5.99 9224 19.54 13.55 

http://www.fang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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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上海统计年鉴（2000、2009）数据计算而得。 

 

表 5  2005 年上海配套商品房项目土地供应分布情况（公顷） 

区域 地块 土地面积 区域 地块 土地面积 

嘉定 19 201.74 青浦 12 78.1 

闵行 49 328.91 杨浦 6 18.94 

南汇 31 418.84 松江 3 62.6 

浦东 47 376.62 虹口 1 5.13 

宝山 11 57.53 普陀 1 1.21 

金山 12 143.88 徐汇 1  

奉贤 18 158.59    

资料来源：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注：此为“两个 1000 万工程”。 

 

2.2  “产城分离”现象的成因 

（1）产与城的规划及定位不匹配。虽然上海各大新城都确定了一个人口发展的规模，

但缺乏对新城未来的人口结构进行定位和预测，缺乏与产业规划相配套的人口规划。即便制

定了人口规模的发展目标，但尚未建立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协同机制，影响了郊区新城产

业的发展甚至新城的整体发展。中心城区向郊区疏散人口的定位偏低，与新城高起点的产业

规划不完全匹配。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趋势来看，导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无污

染的产业是必然的选择。先进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生态休闲型服务业必然会成为新城的

支柱产业。但从新城的人口定位主要有二：一是吸纳郊区城镇化中的农村人口，一是安置中

心城区郊迁的人口；整体来看，目标人口的定位与产业定位不完全相符合。 

（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不匹配。产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城市建设与配

套服务同步建设，及时开办。新城要大量导入人口，就必须将中心城区的优质社会资源事先

导入新城。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人口规划，沿袭了惯有的按人口总量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思

路，同时没有掌握居民的年龄结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调研居民的实际需求，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规划和配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尽管也引进了一些优质的教育卫生等服务资源，但

在人员配置尤其是仪器设备装置等方面依然存在难以满足需求的问题，在具体的服务质量上

也没法与中心城区的学校和医院相提并论。从松江新城的目标定位来看，新城建设的功能之

一是帮助疏解中心城的拥挤人群；而这些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中青年群体，其子女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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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接受初等教育的年龄，子女教育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目前，松江的幼儿园数

量略少，质量一般，部分居民不得不选择松江老城区的幼儿园；也有外省户籍的居民表示，

公办幼儿园通常不接收外省户籍的孩子，而民办幼儿园数量很少，结果导致了部分中青年群

体为了子女的上学问题而回流中心城。再以嘉定新城为例，中心区拟通过大量引进优质公共

服务资源来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嘉定。在教育资源上的规划为：1 所高中（交大附中）、1

所初中（新城初级中学）、3 所小学、5 所幼儿园。文化方面：将建设保利大剧院、新城图

书馆；卫生方面：建设瑞金医院北院、东方肝胆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养老方面将建设区级

社会福利院等。但由于没有事先做好相关的人口规划，对未来导入人口的结构缺乏科学的、

合理的规划和预测，所以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依然很可能与未来导入人口需求不一致，要么无

法满足未来导入人口的需求，要么造成资源的浪费。 

（3）社会管理模式与机制不匹配。郊区新城现有的规划起点很高，也立足于产城融合，

但区政府主导，管委会运作，开发公司实施的机制，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

郊区新城的产业难以形成错位竞争，产业趋同的竞争不仅会影响新城的发展，同时也会对人

口的发展及其结构优化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是，缺乏市级层面的协调运作机制，导致公共服

务配套等成熟期的周期延长，也很难通过区域自身解决产城融合及建设与管理的对接问题。

新城的开发不是特定区域的问题，开发过程中涉及的某些问题，例如供水、道路建设等问题

可能会牵涉到周边其他区域。如果没有市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可能会出现很多地方政府无

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据嘉定新城开发公司人员介绍，解决新城大型居住社区的供水需要从

比邻的宝山区引水，这就需要市政府出面协调。总之，新城开发尚未形成全市统筹协调的管

理机制，不利于实现全市新城产城融合的统筹发展。一方面，郊区新城规划管理权限下沉。

除了临港新城以外，大部分新城缺乏市政府的规划统筹，开发建设由区政府派出的新城公司

主管，有些甚至下沉到镇级操作。另一方面，新城人口和产业、土地指标等配套政策缺位。 

（4）人口统计和人口规划协调机制缺位。因规模、年龄、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人

口对城镇形态和功能配套的要求各不相同。从深入调研的嘉定新城和松江新城的实际情况来

看，几乎都存在人口统计和人口规划机制缺位的现象，没有充分考虑到新城的人口特征。以

嘉定新城为例，一方面，新城中心区以道路为边界，缺乏明确的行政边界，相应的人口统计

难以进行，结果妨碍了新城区进行相应的人口统计和规划。另一方面，人口规划在整个新城

规划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职能部门的介入。新城的人口规划通常只有模

糊的大数估计，如中心区规划人口 15 万，而缺乏对未来导入人口的结构、空间分布等的预

设和规划，结果影响了新城相应社会事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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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山之石：国外新城建设的经验借鉴 

欧美大部分新城规划建设都遵循产城融合的原则。甚至早在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98 年提出田园城市概念的时候，经济和社会功能上的自立（self-sustaining）就是新城建

设的基本原则和追求。可以说，以产城融合为特征的新城建设在国外已探索和实践了多年，

其做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国内学术界通过总结分析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韩国汉城和

中国香港等新城建设特点和推进产城融合的可行方案，产生了很多优秀成果（Ogilvy, 

1968,1971; Cervero, 1995; Hui、Lam, 2005; Cho, 2010）。通过概括总结，得到以下几条可供上

海借鉴的经验，以促进就业居住平衡等方面的产城融合。 

 

3.1  先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产城融合的基础前提 

新城建设不是简单的盖楼房、造厂房，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尤其需要通过

良好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来增强新城的吸引力。伦敦、巴黎等

大都市郊区新城建设的成功经验显示：在新城建设初期，政府应当直接统筹规划或负责指挥

新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注重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以确保新城的居民能享受

和核心城区一样甚至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3.2  加强产业规划和引导：就业居住平衡的先导条件 

产业发展能够支撑、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只有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提供充分的就业

机会并满足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吸引、疏散中心城区人口进入新城。否则，缺乏

相应的产业支撑，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心城区人口、外来人口和周围乡村人口很难被吸

引去上新城，难以达到新城建设的人口规模标准。即使政府采取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中心城

区人口进入郊区各新城居住，而他们仍在中心城区上班，那么中心城区与各新城之间将会形

成数量庞大、瞬时集中的“钟摆式交通”，反而加重交通往来压力。 

 

3.3  出台倾斜的优惠政策：产城融合的政策保障 

国外在新城建设初期，为了引导人口和产业聚集到新城，在土地征用、财政税收、住

房建设、吸引人员入住新城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措

施，降低新城生产生活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形成人口和产业流入的拉力；另一方面

则通过提高中心城区的生产生活成本，形成人口产业流动的推力，从而汇聚新城人气。如，

英国伦敦采取开发简单廉价住宅(初期)、住宅供暖免费以及新城住房优先配置给本地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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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做法；法国则中央政府把新城的土地税都划归地方财政收入，新城所在地区还可增加

2-3%的附加税，以保证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新城建设资金；美国的银行为郊区购房提供利

率很低的贷款，而不为市中心的房屋购买提供抵押贷款。 

 

3.4  组建高规格的开发及管理机构：产城融合的体制保障 

新城建设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西方国家大多成立了由国家或地方政府

（市）等直接管理的、次别较高的专门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新城的开发建设、社会管理、政

策落实等事宜。例如，英国就成立了由中央政府控制、指导的“新城开发局”，并赋予编制

总体规划、确定选址方案、筹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强制购买土地权等权利。法国巴

黎在新城建设中成立了“新城国土开发公共规划机构（简称 EPA）”，以公共性质的国家派出

机构和私人性质的开发机构多重身份参与新城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4  促进“产城一体化”发展与人口合理分布的对策建议 

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既要作为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中心，又要充当全球性

先进制造业高地（宁越敏，2010）。这一定位必将对新城建设及其人口分布产生重要的作用。

同时，新城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先行建设公共交通、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基础设施，创新管理尤其是创新人口社会管理机制体制，平

衡就业与居住、产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吸引产业、人口等要素，最终

建成一座适合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技能水平人员均可宜居、宜业的和谐城市。 

 

4.1  创新管理模式，探索构建产城互动发展的管理机制 

（1）实现区域管理为主向全市统筹协调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管委会由“协调型”模

式向“集中管理型”模式的转变。目前，除临港新城由上海临港产业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临港

新城管委会共同管理外，其他新城都由所在区管理，存在郊区新城规划过于管理权限下沉而

不便于协调集中管理的问题。由于缺乏市政府的规划统筹，开发建设甚至下沉到镇级操作，

新城人口和产业、土地指标等配套政策缺位，也易导致同业竞争，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

调不够，不利于全市层面的产城融合。为进一步推动产城融合，应当成立市级层次的新城统

筹协调委会员，统筹各大新城的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协调新城发展中的问题；区域新城管

委会应尽量进行实体化，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合适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会同有

关部门承担新城以居住地和工作地为主的人口登记工作，摸清本地区（含不同产业）的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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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实现管理模式由“协调型”向“集中管理型”转变
①
。 

（2）通过协调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等城市规划体系，构建产城互动发展的机制。城市化

是一个土地、人口、产业等多要素的互动发展过程。产业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协调同步，

产业化与城市化应该双向融合，才能推进产城一体化。一是产业规划应当与新城的功能定位

相符合。产业动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空间优化和发展，以有利于吸纳郊区城镇化的

农村人口，安置中心城区的动迁人口。二是产业规划应当与人口规划相协调。如果不与人口

规划相协调，产业规划就会失去人口这一基础性支撑；必须突出人口规划的战略地位，根据

区域内已有和潜在人口的现状作出吻合新城实际的、科学的产业规划。三是多规划协同推进

城市发展。通过利益激励和政策导向、根据产业的定位和规划促进人口集聚和就业，通过各

种公共资源配置规划和社会综合管理规划来辅助产业规划，推动整个城市的发展。 

 

4.2  构建“产城融合”发展的人口规划和人口管理体系，切实把握人口分布实况 

（1）建构完善科学化、指标化的人口规划，增强其服务于产业规划的能力。针对人口的

内在特质和产业对人口的内在要求，人口规划既要关注人口数量也要注重人口质量，既要关

注人口年龄结构又要关注人口职业技能结构，既要关注人口的空间分布还要关注人口的行业

分布。只有这样，才能为产业规划的科学定位和城市发展的科学布局提供坚实的人口支撑。

例如，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职业技能状况较强的地区，可以作出高端的产业定位；在职业

技能状况较低的地区，就应当配置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或服务业；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老的地

区，就应当配置养老产业。 

（2）建立健全规范化、人性化的人口管理体系，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有力支撑。传统的

户籍管理已不再适应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客观形势，不利于新城城市功能的提高和完善，

反而会加剧城市分离的状况。为此，应该优先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新城，开展人口管理和服务

等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居住地和工作地为主的人口登记管理工作，建成以实有人口或

常住人口为基础的人口管理、服务体系，进而为加强不同年龄段、不同户籍人口的管理服务

工作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同时，还应当加强新城的公安、交通和居民诉求等综合管理

工作，进一步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规范化和人性化的人口社会管理支撑体系。 

 

4.3  完善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合理匹配的模式和机制，引导新城人口合理再分布 

（1）构建需求导向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十二五”时期，上海郊区新城进入快速发

展期，上海 7 个郊区新城平均规划的人口规模为 100 万至 120 万，将接纳人口 900 万至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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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人口快速导入，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的趋势，将对新城的

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提出特殊的要求(吴瑞君等，2009)，新城发展与城市规划要与人口结构相

适应，回应不同群体人口的具体需求。首先，政府不仅要按照均等化公共服务和协调发展的

要求，构建以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还要回应多元化、个性化的利益需求，在满足

需求总量的同时，注重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匹配性。 

（2）理顺与人口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科学、合理的人口预测和规划是

公共服务资源规划的基础和前提。由于缺乏新城人口规划，对未来人口结构缺乏科学的、合

理的规划和预测,目前新城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这就产生了资源配置与

导入人口需求结构不一致的情况，既无法满足需求，又造成资源的浪费。 

 

4.4  完善产业、人口等要素的导入和激励机制，促进新城就业-居住功能平衡 

（1）完善新城功能定位、实施向新城倾斜的产业和人才政策。首先，实施优惠的土地政

策、财税收政策，培育和发展新城主导产业（如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先进制造业、物流和呼

叫中心等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的发展为支撑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满足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吸引、疏散中心城区人口进入新城。其次，研究制定有利于人才

向新城集聚的政策举措，对在重点产业园区就业、重点发展行业就业且在新城有稳定居所的

各类人才，研究优化其申办居住证或户籍的操作办法；加大公共租赁住房（含单位租赁房）

的建设和供应力度，鼓励探索实施有利于集聚人才的住房政策。 

（2）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引导人口和产业向新城转移。新城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新城开

发初期，为吸引中心城人口和产业，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扶持性政策措施：鼓励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医疗机构迁入新城或在新城建立分部；对中心城的办公楼和车辆征收“拥挤税”；

对迁至新城的工厂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给予迁厂补助金等；向搬迁到新城的企业

职工支付搬迁费、交通补贴等；为新城人口提供低利率的住房抵押贷款；引导开发商在新城

建设经济住房；适当放宽进入新城的户籍限制等。 

（3）因地制宜，分类构建多层次的立体产业体系和人口导入机制。重视人口和就业同步

疏解，新城之间、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功能错位。近郊的新城，由于靠近市区的就业中心，

其人口导入主要以居住驱动型为主；而远郊新城，就业导向则是主要功能，其人口导入主要

以就业驱动型为主。因此，在嘉定新城等近郊新城建设过程中，应该以优质公共资源为人口

导入途径，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配置的基础上，着力引导市级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

设施向新城聚集，提升新城居民生活品质。而临港新城等远郊新城，则必须着力打造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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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主导区，以就业为人口导入途径。另外，在考虑到各新城的人口现状和自然资源禀

赋建立各自主打产业的同时，还应积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立体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实现

不同产业之间的“高低配”，还能够为新城不同层次的实有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进而

推动产城一体化。 

 

4.5  构建和完善促进产城融合发展的住房政策，利益诱导新城“职住人口”增长 

（1）适当考虑产业配套，合理选址，分散布局，充分落实政策性保障房工程，同时选

房时实行全市统筹，允许跨区选房。住房是民生的重要内容。保障房住户一般收入较低，承

担交通成本能力也低，布局时应适当考虑生活与产业的配套关系，不是哪里有地，哪里方便，

就哪里安插。因此，选址时应接近相应的产业区，不能为节约成本而选址最为偏僻、低价最

低的地块，否则将加重他们的交通成本。另外，需进行分散布局，集中连片将会人为制造“居

住区隔”，不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应允许自由跨区选房。 

（2）试点实行房地产“梯度开发政策”，推出一定比例的限价房，增强新城吸引力。

新城人气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价格问题。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新城的住

房价格并没有低多少（一般均价中心城区是郊区的 1.5-2 倍左右）。而中心城区是服务业主

导区域，容纳了大部分的就业人口，要把他们引导到郊区新城，除了要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外，

还需要有更好、更实惠的住房条件
②
。为此，可创造条件，体现郊区的住房优势，建议试行

房地产“梯度开发政策”，即按距离等因素设立梯度地价指标，但开发商必须开发一定比例的

限价房，以此增强郊区新城的吸引力。 

（3）严格规划执行新城项目建设，避免把新城开发变相成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同时建

立严格的监督检查及市民举报相结合的监察体系。当前新城的房地产新城开发比例过大，基

础设施等配套建设严重滞后。鉴于此，新城建设需严格按规划实施，避免变相的房地产开发，

同时招商上严格筛选，引进技术条件强、信誉好的建设单位进行新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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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协调型”模式是指管理机构的经济开发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相分离，社会管理事务主要由协调各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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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集中管理型”模式是指管理机构具备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应的行政、社会管理职能，如可以

抽调相关委办局工作人员合署办公，加强项目协调推进，解决当前迫切问题，同时为了便于人口和经济

指标的统计，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以新城规划范围为单位，设立街道或镇。 

② 对比日本的东京，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居住郊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价低得多，如东京的千代田、

港区等中心城区均价达到每平米 12-15 万（人民币），而足立、葛饰、墨田、江户川等东北部郊区仅为

其中心城区的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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