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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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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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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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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从地方集群到集群网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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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慧夏

邓羽

陈程

司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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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纳人城市住房保
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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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
学报

2015 年 11 月

南方人口

2015 年 10 月

赵晔琴

胡雁情

卿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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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的发展历程及
特征差异分析——基于劳
动力市场供求的视角

蔡萌

杨传开

论文

大都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优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现代城市
研究

2015 年 10 月

陈程

吴瑞君

论文

海外回流移民留沪发展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上海经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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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炜

林娟

论文

中国技术市场发展的空间
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学学研
究

2015 年 10 月

孙斌栋

但波

论文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
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地理学报

2015 年 10 月

论文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空间计量分析——以海峡
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为例

地域研究
与开发

2015 年 10 月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5 年 9 月

洪彦

王列辉

尚勇敏

司月芳

论文

黑色还是绿色?低碳经济目
标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英文）

华杰媛

孙斌栋

论文

中国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
结构经济绩效测度

城市问题

2015 年 9 月

地理研究

2015 年 9 月

汪明峰

郗厚雪

论文

城市新兴技术产业的演化
路径比较分析——以长三
角物联网产业为例

吴江洁

孙斌栋

论文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
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
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年 9 月

中国社会
科学

2015 年 9 月

文军

吴越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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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越敏

刘昭吟

论文

历史与地理视角的城市病
解析

小城镇建
设

2015 年 9 月

论文

美国底特律市的“政府失
灵”现象探究

中国名城

2015 年 9 月

论文

多中心结构:我国特大城市
的未来形态

人民论
坛·学术
前沿

2015 年 9 月

地理研究

2015 年 8 月

张津瑞

孙斌栋

魏旭红

杨传开

宁越敏

论文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
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
响

汪明峰

程红

论文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
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5 年 8 月

论文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
的经济绩效——中国实证
研究

城市规划

2015 年 8 月

论文

历史文化商业街经营者的
地方感研究——基于黄山
市屯溪老街案例

地域研究
与开发

2015 年 8 月

论文

现代商会与国家治理:历史
与国际的视角——兼论我
国商会的“中国特色”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5 年 7 月

孙斌栋

孔翔

林拓

王旭辉

王惠

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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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

论文

当代纽约:从人口老龄化到
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转变

西北人口

2015 年 7 月

探索与争
鸣

2015 年 7 月

文军

沈东

论文

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
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
体的三维透视

康钰

何丹

论文

分与合:历史视角下的成渝
地区发展演变

现代城市
研究

2015 年 7 月

当代美国老年人政治参与
方式及特点
Space–time fixity and
flexibility of daily activitie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in Beijing
suburbs

人口与社
会

2015 年 7 月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5 年 6 月

李胜

申悦

论文

柴彦威

论文

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
汪明峰
近日，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汪明峰副教授的专著《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
域发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研
究丛书”。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键技术力量。
《互
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一书基于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城乡规划、区域经济
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空间视角透视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与区
域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主要内容从三个方面展开。区域差异方面探讨互联网技
术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从省际层面分析互联网技术扩散对区域差异变动
的影响。城市体系方面考察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作用，重点从新兴
互联网产业的空间分布分析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的变动态势。城市空间组织方面
以上海为例，分析软件产业、网上购物、无线城市的空间组织和空间效应。该书
试图把握当前新的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新趋势，从而为理解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未来
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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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7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840010）的资助。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汪明峰，程红，宁越敏
摘要：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
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
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 4 个维度构成。
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
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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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载于《地理学报》，2015 年第 8 期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329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5)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孙斌栋，但 波
摘要：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
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
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
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
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
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
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
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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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地理学报》，2015 年第 10 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39)、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4BCK003)

多中心结构:我国特大城市的未来形态
孙斌栋，魏旭红
摘要：为缓解中心城区拥挤压力,打造以郊区新城为支撑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始终都是我国特大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战略,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使其有效性、可
行性遭到了质疑。针对国内城市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多中心式的空间集聚结
构能够提高经济、交通、生态等方面的绩效,应该是未来我国特大城市空间发展
的必然选择。在政策操作上,应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加以积极的政府引导,构建
一体化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通过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政策聚焦壮大副中心城市,
强化职住均衡和多功能融合,引导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第 17 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471139);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14BCK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11JJDZH004)

城市新兴技术产业的演化路径比较分析
——以长三角物联网产业为例
汪明峰，郗厚雪
摘要：1990 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演化思潮,一些新的概念为分析
产业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以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为例,探讨了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
重点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从产业发展
的历史基础、集群状况、政府政策,以及主要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了 4 个案例的
异同点,并突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产业演化机制的
讨论还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
主要动因。
载于《地理研究》，201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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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7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3JJD840010)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 16 种典型模式为例
曾 刚，尚勇敏，司月芳
摘要：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
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
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 8 种类型；并以中国 16
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① 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②中国各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
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
“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
“人
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
③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
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
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载于《地理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16）；上海市科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3231203400）；华东师范大学 2014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行动计划”项
目（PY2014002）

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
——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
文军， 沈东
摘要：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在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
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且从不同层面
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路向。这至少表现为:国家意志上的城乡分治与一国
两策的制度安排、社会形态上的城市崛起与农村消逝的同步并行、个体选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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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取向及其对农村的疏离。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三种不同力量及其相互作
用,使得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了"规训"、"偏向"与"重塑"三种不同的面相。当
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实质上始终处于这三种不同力量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并最终表
现出以城市为本位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
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7 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43、12&ZD012);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13JJD840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BSH002)

历史文化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研究——基于黄山市屯溪老街
案例
孔翔； 王惠； 侯铁铖；
摘要：历史文化商业街若能凸显地方性特征将更具吸引力,经营者的地方感
不仅是商业街地方性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地方性建构的主体基础。对屯溪老街
经营者地方感进行了实地调研,初步探讨了经营者地方感的形成机制,并为历史文
化商业街的优化发展提出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地方感不仅受到地方文
化景观和经营活动绩效的影响,更与经营者同游客的互动交流相关,而这也将影响
到历史文化商业街的吸引力。老街商业开发的模糊定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地方
性,但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以及经营者与游客的频繁互动,则有助于增进经营者地
方感。由此,历史文化商业街的发展不仅要重视保护特色文化景观,更要优化商业
活动品质,促进经营者与游客的互动,这是增进经营者地方感和商业街吸引力的基
本保障。
载于《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 年第 4 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YJCZH043)

从地方集群到集群网络：产业集群研究的国际前沿进展
滕堂伟
提要：通过对国外区域开发研究主流杂志和代表性学者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
梳理，将产业集群研究的学术脉络概括为新区域主义范式、曼彻斯特学派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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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球”张力范式、演化经济学范式和关系经济学范式。它们分别基于特定的
时代背景，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政策取向等方面就产业集
群的生成与演化、结构与效应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3JJD840011）、上海市人民政府决
策咨询研究课题（2015-GR-04）

学术研讨会成果介绍
“都市文化空间的情感与认同”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都市文化空间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科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
重要命题。为推进对我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形成和演变机理的深入探索，华
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与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于
2015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成功举办了“都
市文化空间的情感与认同”学术研讨会。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开幕演讲。他热情欢迎国内外专家参与研讨，并结合对上海和城市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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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经验，畅谈了他对都市文化空间情感与认同的思考。随后，伦敦大学
皇家霍洛威学院 Philip Crang 教授从物质主义的视角，围绕“城市商业空
间的情感与认同”，分享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伦敦及世界其他地方就餐馆、
超市等开展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与会国内专家在五个单元的时间分别围绕北京、上海、南京、珠三角以
及其他中国城市典型文化空间的案例研究进行了研讨。在北京案例研究单
元，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结合表征与非表征理论探讨了北京四合院居住
文化空间的认同与传承，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宝秀教授重点展示了
北京西部历史文化空间的传承和保护性开发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戴俊骋博士
结合北京国安与工人体育场案例阐释了城市体育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黄辉博士则梳理了北京博物馆空间的发展历程；在上海案例单
元，复旦大学张晓虹教授解析了 1930—1980 年代上海新村的空间生产与文
化转型过程，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则结合档案材料探讨了 1950-70 年代在沪
苏北人的情感交往空间，上海社科院包亚明研究员主要结合石库门里弄的保
护分析了城市更新中的地方认同，而上海交通大学陆绍明教授深入分析的是
街道空间密码的传承与情感认同的建构，上海交通大学李康化博士主要结合
工作实践介绍了上海西岸的文化生产与空间再造；在南京案例的研讨中，南
京大学罗小龙教授从多个层面探讨了跨界区域一体化中的身份认同，南京师
范大学的叶超博士分析了国内外大学布告栏的文化空间生产机理，南京师范
大学刘春卉博士则分享了与吴启焰教授合作研究中国新白领阶层空间分布
格局的研究进展；珠三角案例部分，深圳大学李蕾蕾教授剖析了城市居住社
区的文艺活动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价值，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李凡教授则探讨
了当代都市怀旧空间的主体性与情感建构问题，华南师范大学蔡晓梅教授重
点分析了 1978-2015 年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生产机理，中山大学曾国军教授
则基于原真性与标准化探讨了饮食文化生产的消费情境与生产者响应；中山
大学张骁鸣博士也基于皮尔士符号学框架分析了广州传统节会“波罗诞”中
的文化认同，在其他案例环节，中山大学林耿教授以重庆解放碑地区为例分
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中心区的景观表征与地方认同，河南大学艾少伟博
士则探析了城市回族“围寺而商”空间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卓方勇同学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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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他和会议组织者孔翔教授关于上海不同区位的日料餐厅差异性空间建
构模式与主体认同状况的调研。《地理研究》编辑部朱晓华主任以及宁越敏、
吴启焰、林耿、孔翔教授等分别主持了各个单元的讨论。
会议期间，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周尚意教授主持与会
专家围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点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地理学
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
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与会者纷纷表示，会议研讨很有收获，会议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会议成果也有望在进一步的交流和完善后结集出版。

城市中心成功举办 2015 年校庆学术报告会
10 月 28 日，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于资环楼 554 会议室成功举办 2015
年校庆学术报告会。该报告会由城市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主持，孙斌栋教授、
高向东教授、孔翔教授、何丹副教授、王列辉副教授、黄丽副教授、宋韬副
教授、申悦博士以及 50 多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高向东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养老机构空间布局与调整策略——以上海为
例”的报告，探讨了上海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提出了调整策略；孙斌栋教授以“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来
自中国的证据”为主题，对我国多中心城市发展战略成效进行实证分析，发
现城市规模不同会导致结论的异质性；申悦博士通过“城市空间对就医行为
的影响——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对比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对
户籍人口生病后是否就医，及是否选择综合性医院影响显著；孔翔教授就“产
城融合与中国开发区的优化发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并通过昆山开发区的
案例研究，讨论了中国开发区“产城分离”现象存在原因及其影响，同时指
出“产城融合”对开发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王列辉副教授以“新旧更
替下的中国客运铁路网络研究（2007-2014）”为题，介绍了高铁化时代背
景下中国客运站点的兴衰变化及其空间分布特点。
本次报告会前后持续 3 个多小时，报告选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会的学生与老师在会上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会后，
部分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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