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基地工作综述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

中国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Tel: 0086-21-62232980    Fax: 0086-21-62222980 

No.3663 Zhongshan Bei Road， Shanghai，China  Postcode:200062      Email: cmccs@mail.ecnu.edu.cn 

目录 
 基地工作综述 

稳抓实干，屡创佳绩——2019 年第四季度工作综述 
 喜讯 

“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获批“上海高校智库”一类智库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研究”获得 2019 年度 CTTI 智库精品研究成果 
“长三角议事厅”入选 2019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例 
“长三角议事厅”入驻澎湃专题 

 基地工作亮点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发布会 
第七届城市发展论坛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协同发展论坛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2019 年度会议举行 

 基地最新资讯 
第五届春芬论坛暨 2019 年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论坛举行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举办建校 68 周年学术报告会 
曾刚教授应邀出席“创新发展高端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曾刚教授应邀出席 2019 世界城市日启动仪式并接受媒体专访 
曾刚教授应邀出席 2019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并作专场报告 
英国社科院院士吴缚龙教授做客“中国城市科学大师讲坛”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ésar Ducruet 研究员应邀来城市中心做报告 

 重大项目进展 
孙斌栋教授——“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 
曾刚教授——“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的格局、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吴瑞君教授——“中国大城市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宁越敏教授——“中国城市群和城市网络协调发展研究” 
文军教授——“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  

 重要成果推介 
中心两项成果获第四届全国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2018）优秀论文奖 
中心团队本季度发表 5 篇 SCI/SSCI 国际期刊论文和 2 篇权威期刊论文 
《中国城市研究》第十二和第十三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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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第 4 期 
（总第61期）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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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欢欢 

  



 

 

 基地工作综述 

稳抓实干，屡创佳绩 

——2019 年第四季度工作综述 

2019 年第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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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城市中心同仁上下齐心、团队合作，在基地建设、

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实抓标志性成果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城市中心一直非常珍惜这份荣誉并

为此不断努力，本季度各项标志性成果精彩纷呈。城市中心与澎湃研究所合作围

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发起“长三角议事厅”沙龙，解读长三角一体化

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线上线下活动同步顺利

开展，第五期沙龙取得圆满成功；举办“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

发布会”，得到人民网、新华社、东方卫视等多家媒体报道宣传。 

 

 

 

 



 

 

深耕学术科研 

城市中心同仁聚焦新形势下城市研究的难点与前沿，团队深耕学术科研，努

力培育和产出更多高品质的科研成果。曾刚教授、王列辉副教授、石庆玲讲师（晨

晖学者）、朱贻文助理研究员在 SCI/SSCI 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黄晨熹

教授、王丰龙副研究员等在权威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 

+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本季度，城市中心在学术交流方面继续加大国际化力度。英国社科院院士吴

缚龙做客“中国城市科学大师讲坛”，做了题为“为城市研究增添新话语：近期中

国城市研究的若干文章评述及其发展方向”的学术报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ésar Ducruet 研究员应邀来城市中心做题为“A research agenda for maritime 

network analysis: crises, disruptions, and sea-land interdependence”的报告，展示了

其对航运网络影响因素以及多种交通网络耦合的近期研究成果，为航运网络和海

陆依存等研究问题提供了新见解；滕堂伟教授为来访华东师范大学的斯洛伐克共

和国代表团作学术报告，从城市智慧发展转型、战略实施与成果、智慧生态绿色

发展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上海在打造绿色智慧城市方面的经验与成就，以及崇明

生态岛发展模式，并对未来上海将以创新创业、绿色生态为核心驱动力，依托人

工智能技术，打造绿色、智慧、创新、人文和紧凑的创新型生态城市致以展望。 



 

 

  
英国社科院院士吴缚龙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ésar Ducruet 

  

  

滕堂伟教授为斯洛伐克代表团作报告 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访问华东师范大学 

 喜讯 

喜讯一：我院智库获批“上海高校智库”一类智库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市领导调研高校智库讲话要求，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今年进行了上海高校

智库整体验收和申报评选。 

经过实地调研、书面评分和专家终评三个环节，最终确定依托于中国现代城

市研究中心的“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智库等 30 个智库为上海高校一类智

库。 



 

 

 

喜讯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蝉联中国智库索引（CTTI）“社会治理和

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第二名、“城市领域”第一，并荣获两大奖项 

2019 年 12 月 19 日，“2019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在北京

举行。论坛由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思想理论和智

库管理部门领导、中央重点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领导、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

智库、智库研究界著名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共 600 余人出席。城市中心主任曾刚

教授作为我校唯一代表应邀出席智库年度精品研究成果发布会。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城市中心”）表现卓越。首先，在中国

智库索引（CTTI）“社会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评估 PAI 总分值位列第二位、

“城市领域”第一，这是继 2018 年之后蝉联第桂冠。 

其次，城市中心“‘长三角议事厅’工作案例”入选“2019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

实践案例”。2019 年度 CTTI 来源智库优秀成果奖评选同日揭晓，光明日报智库

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组织专家评选出了 52 个。

再次，城市中心“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研究”，获得“2019 年度

CTTI 智库精品研究成果”。 

 

 



 

 

 

 



 

 

 
“长三角议事厅”工作案例入选“2019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例” 

 

喜讯三：“长三角议事厅”入驻澎湃专题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当今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牵动着

社会各界的神经，其面临的障碍、实现路径及保障措施是媒体、政府官员、企

业、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于今年初共同发起

了“长三角议事厅”专栏，旨在展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新发现、新认知。 

2019 年 10 月 24 日，“长三角议事厅”正式入驻澎湃专题。目前，专题分为

“制度创新”、“产业融合”、“区域协同”、“公共服务”、“绿色发展”及“沙龙”六大

板块。 



 

 

 

 基地工作亮点 

（一）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发布会 

2019 年 11 月 24 日，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举办“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

能力指数（2019）发布会”，得到人民网、新华社、东方卫视等多家媒体报道宣

传。 

曾刚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重点推动五个领域的协同，

以进一步提升区域内的经济协同发展能力：一是以重点污染企业管控为抓手，打

造生态大保护协同网络；二是以重大科学设施、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共享为

抓手，打造协同创新网络；三是以自主可控国内价值链培育为抓手，打造现代化

产业集群协同网络；四是以全方位联动开放为抓手，打造自贸区协同网络；五是

以核心发达城市与边缘落后城市互动为抓手，打造各种类型城市共同发展网络。 

 

 



 

 

（二）第七届城市发展论坛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协同发展论坛 

2019 年 10 月 22 日，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顺利举办第七届城市发展论坛

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协同发展论坛。该论坛主要分为三个主题报告。首先，

由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方创琳做题为《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处理好的几大关

系》的报告；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刘洋研究员带来《长

三角一体化：瓶颈、动力与主攻方向》的报告；最后，法国设计师联盟主席 Arnault 

Garcia 教授做关于《城市更新中的节能和生态保护》的报告。 

 
 

（三）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2019 年度会议举行 

10 月 18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以

下简称“城市中心”）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在我校地理馆 301 会议室举行。城市中

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英国

社科院院士吴缚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

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以及我校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城

市中心主任曾刚教授等出席。会议还邀请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赵鹏军研究

员、我校刘君德教授等出席。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和城市

与区域科学学院书记孙斌栋教授、副院长孔翔教授等城市中心成员 20 余人参加。

会议由陆大道院士主持。 



 

 

 

 基地最新资讯 

（一）第五届春芬论坛暨 2019 年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论坛顺利举行 

春芬论坛旨在传承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家国情怀，发扬李先生求实、求真、

求新的治学精神，以及面向全球、服务国家的学术情怀，充分展现青年学者的学

术风采，激励大家勤于治学、勇于创新。2019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在上海举

办“第五届春芬论坛暨 2019 年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论坛”，由中国现代城市

研究中心主办。 

（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举办建校 68 周年学术报告会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庆祝建校 68 周年学术报告

会在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办。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斌栋

教授，以及滕堂伟教授、汪明峰教授、高向东教授、紫江青年学者何金廖老师、

殷为华副教授、王丰龙副教授和中心的青年教师、博士后，以及来自城市发展研

究院、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 60 余位师生参与

研讨。本次报告会由中心副主任孙斌栋教授主持。 

 



 

 

 

 

（三）曾刚教授应邀出席 2019 世界城市日启动仪式并接受媒体专访 

9 月 29 日下午，2019 世界城市日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

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和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

心主任成键等共同启动 2019 世界城市日推广活动装置，宣布 2019 世界城市日推

广活动正式启动。会后曾刚教授接受《中国建设报》的专访。 

 

  

 

（四）曾刚教授应邀出席 2019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并

作专场报告 

2019 年 12 月 19 日，“2019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在北京

举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城市中心”）表现卓越。首先，在中国



 

 

智库索引（CTTI）“社会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评估 PAI 总分值位列第二位、“城

市领域”第一，这是继 2018 年之后蝉联桂冠。其次，城市中心“‘长三角议事厅’工

作案例”入选“2019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例”。2019 年度 CTTI 来源智库优

秀成果奖评选同日揭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

与评价中心组织专家评选出了 52 个。再次，城市中心“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

能力指数研究”，获得“2019 年度 CTTI 智库精品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教授应邀出席“2019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

论传播高峰论坛”，并在 2019CTTI 来源智库年度精品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作为华

东师范大学唯一代表做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报告 2019》专题

报告。在此次发布会现场，曾刚教授与各界专家、学者共同求索智库治理和思想

理论传播的未来路径，为强化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使命与担当贡献思想力

量。 

 

 

（五）滕堂伟教授为来访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团作学术报告 

11 月 6 日，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 Richard Raši（里查德•莱希）率高级别代

表团三十余人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副校长周傲英

会见代表团一行。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华东师大相关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

人出席活动。滕堂伟教授为来访华东师范大学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团作学术报

告。滕堂伟教授从城市智慧发展转型、战略实施与成果、智慧生态绿色发展等方



 

 

面，详细阐述了上海在打造绿色智慧城市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以及崇明生态岛发

展模式，并对未来上海将以创新创业、绿色生态为核心驱动力，依托人工智能技

术，打造绿色、智慧、创新、人文和紧凑的创新型生态城市进行了展望。 

 

  

 

（六）英国社科院院士吴缚龙教授做客“中国城市科学大师讲坛” 

英国社科院院士吴缚龙教授做客“中国城市科学大师讲坛”，做了题为“为城

市研究增添新话语：近期中国城市研究的若干文章评述及其发展方向”的学

术报告；该场学术报告是我校第七届城市发展论坛的系列活动之一，也纳入 2019

年世界城市日（联合国人居署、国家住建部和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共同

主办）系列活动。报告期间，在座师生就城市案例分析、城市研究的中国理论体

系、地理学定性与定量研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拓宽了有关于中国城

市研究的新思路。 

 



 

 

 
 

（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ésar Ducruet 研究员应邀来城市中心做报

告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ésar Ducruet 研究员应邀来城市中心做报告。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ésar Ducruet研究员应邀来城市中心做题为“A research agenda 

for maritime network analysis: crises, disruptions, and sea-land interdependence”的报

告，展示了其对航运网络影响因素以及多种交通网络耦合的近期研究成果，为航

运网络和海陆依存等研究问题提供了新见解。 

 

 



 

 

 重大项目进展 

(一) 孙斌栋教授——“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 

立项于 2016 年 11 月，目前进展顺利。立项研究计划分为 6 个部分：1）问

题、目标与指标体系；2）国外经验借鉴；3）集约高效的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结

构与动力研究；4）宜居健康的中国城市建成环境优化研究；5）绿色低碳的中国

城市生态空间优化研究；6）“三生”空间融合发展对策与机制创新。目前，完成了

指标评价体系构建，探索了空间结构优化的规律，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以上六

部分研究内容都有所涉及。成果小计如下： 

论文：28 篇，其中 SSCI 7 篇，CSSCI 17 篇（含地理学报 1 篇，地理研究及

地理科学 7 篇，其他 CSSCI 9 篇），其他论文 4 篇； 

专著：1 部，已超过立项时计划； 

获奖与批示：领导批示 2 份，上海市决策咨询一等奖 1 项。达到立项计划目

标。 

(二) 曾刚教授——“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的格局、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立项于 2017 年 11 月，目前进展顺利。立项研究计划分为 7 个部分：1）区

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2）长江经济带成绩协同创新的条件分析；3）长江经济

带城际协同创新发展水平与格局；4）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5）

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演变过程；6）域外城际协同创新发展经验借鉴；7）长

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战略。目前正在汇总地理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世纪

调研数据和专题数据，建设创新数据库，并进行结题报告的撰写。 

成果小计如下： 

论文：18 篇，其中 SCI /SSCI 5 篇，CSSCI 12 篇（含权威期刊地理研究 1 篇，

其他 CSSCI 11 篇），其他论文 1 篇； 

专著：2 部，已超过立项时计划； 

获奖与批示：领导批示 2 份，上海市决策咨询二等奖 1 项，CTTI 智库最佳

实践案例奖 1 项，CTTI 智库精品研究成果奖 1 项，达到立项计划目标。 



 

 

(三) 吴瑞君教授——“中国大城市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立项于 2017 年 11 月，目前进展顺利。立项研究计划分为 5 个部分：1）收

缩型大城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大城市人口的空间极化、阶层

分化与公共资源均衡化配置；3）大城市产业进化、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源空间匹

配；4）大城市少子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挑战与长期应对；5）快速流动冲击下的特

大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双向适应研究。目前（1）、（2）和（4）进展顺利，已进入

成果总结阶段，工作重点为（3）和（5）。 

成果小计如下： 

论文：8 篇，其中 SSCI 1 篇，权威期刊地理研究 1 篇，其他 CSSCI 6 篇； 

专著：有望达到立项时计划； 

获奖与批示：领导批示 2 个份，上海市决策咨询一等奖 1 项，暂未达到立项

计划目标。 

(四) 宁越敏教授——“中国城市群和城市网络协调发展研究” 

立项于 2017 年 11 月，目前进展顺利。立项研究计划分为 4 个部分：1）城

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概念与内涵研究；2）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机制研究；

3）依托城市网络的城市群功能扩散途径研究；4）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创新治

理模式研究。目前工作重点为（2）和（3），并进行结题报告的撰写。 

成果小计如下： 

论文：21 篇，其中 SSCI 5 篇，CSSCI 13 篇（含权威期刊地理学报 1 篇、地

理研究 4 篇，地理科学 2 篇、其他 CSSCI 6 篇），其他论文 3 篇； 

专著：2 部，已超过立项时计划； 

政策建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专访，“宁越敏：如何解答“1+1+1+1>4”这

道题”，《解放日报》2019 年 5 月 6 日。 

(五) 文军教授——“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 

立项于 2019 年 8 月，目前进展顺利。立项研究计划分为 3 个部分：1）不同

阶层和地位群体之间的包容与合作共享研究；2）本地具名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包

容与共建共享研究；3）不同文化与价值理念之间的协调与包容研究。由于立项



 

 

较晚，前期课题组主要做了前期的理论文献研究，2019 年暑假启动了部分城市

社区的实地调查，聚焦在社区和不同阶层群体的包容性维度。 

成果小计如下： 

论文：9 篇，其中 7 篇 SSCI，2 篇 CSSCI 扩展版； 

专著：1 本，已达到立项计划目标。 

 重要成果推介 

（一）两项成果获第四届全国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2018）优秀论文奖 

2019 年 10 月 26-27 日，第五届全国青年学者人口研究论坛、第二届新时代

人口发展研讨会和四川省人口学会年会在成都召开。此届优秀论文评选，论坛收

到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学者的论文投稿共计 152 篇。经过严格评审，组委会评选出

13 篇优秀论文（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优秀奖 5 项）。中国现

代城市研究中心共计有 2 项研究成果获奖，包括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获奖

者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获奖证书，以资鼓励。 

城市中心获奖名单 

 成果名称 作  者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1 身份认同对进城务工人员消费水

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宋艳姣， 

王丰龙 

二等奖 联合国人口基金

和中国人口学会 

2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 卿石松 三等奖 联合国人口基金

和中国人口学会 

 

（二）团队本季度发表 5 篇 SCI/SSCI 国际期刊论文和 2 篇权威期刊论文 

 

 论文 作  者 发表期刊 

1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into China's equipment 

manusfacturing innovation network Innovation to the theme 
Gang Zeng，Ingo 

Liefner 

 

Erdkunde 



 

 

issue 

2 geographical proximity vs network tie： innov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firms in Shanghai，China 

Lan Lin, fenglong 
Wang 

 

Erdkunde 

3 Investment Strategy of Chinese Terminal Operators  along t

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Liehui Wang sustainability 

4 Do People Have a Negative Impression of Government on 

Polluted Days 

Qingling Shi, 

 Feng Guo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5 Are Trade Fairs Relevant for Local Innovation Knowledge 

Network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Yiwen Zhu, Harald 

Bathelt, Gang Zeng 

Regional Studies 

 

团队本季度发表 2 篇权威期刊论文 

 论文 作  者 发表期刊 

1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王丰龙，刘云刚 地理学报 

2 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周榕，庄汝龙，黄晨熹 地理学报 

 

（三）《中国城市研究》第十二和第十三辑出版 

2019 年 11 月《中国城市研究》顺利出版第十二、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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