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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济南都市圈区域
协调发展策略
□　马交国，张卫国，宋 昆

[ 摘　要 ] 在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和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新时代，南京、济南、哈尔滨等城市被国家点名“省会作用不够”。
这些省会城市的都市圈协调发展普遍面临行政区划掣肘问题，行政区划调整往往也成为各地规划建设都市圈以及推动都市圈
实现一体化发展、提升竞争力水平的关键抓手。基于合肥、西安、成都、南京等典型省会都市圈发展与规划案例分析，文章
理清了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行政区划困境表征，以及服务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模式、适应性规划
策略及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机理，并结合济南都市圈规划建设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历程、面临问题及
优势条件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的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策略，包括强化核心、动能转换、区位再造、文化
协同、生态共治，以期为西安 ( 西咸 )、兰州 ( 兰白 ) 等同类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与规划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行政区划调整；都市圈；协调发展；济南都市圈；规划策略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4-0005-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马交国，张卫国，宋昆．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策略 [J]．规划师，2020(4)：5-12．

Jinan Provincial Capital Metropolitan Are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lan with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Ma Jiaoguo, Zhang Weiguo, Song Ku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cultiv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cities such as Nanjing, Jinan, 
Harbin are identified weak in provincial capital functions. Their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has restraints i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may be a crucial measure in promoting integrated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above cities and relevant cases, concludes their problems i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main models 
of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for coordinated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and adaptive planning measures. With an review of 
Jinan metropolitan area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process, and 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advanta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coordinated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plann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core functions,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 forces, rebuilding location status, cultural coordination, and ecological co-governanc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metropolitan areas such as Xi’an and Lanzhou.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Metropolitan are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Jinan metropolitan area, Planning strategy

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提出“培育

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国家发展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

[ 作者简介 ] 马交国，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职于济南市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张卫国，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研究员。

宋 昆，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主题：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发展规划 (下 )

[编者按]2019年 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专门发布指导意见，都市圈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
中重要的调控单元，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尽管我国都市圈发展已取得一定经验，但仍面临着协调发展的领域有限、
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不足、协调机制和执行保障机制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
发展规划”为主题，在深入剖析相关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都市圈治理的逻辑和方向，并详细介绍美国西雅图大
都市区，以及我国深圳、济南、福州和武汉等都市圈协调发展规划的方法与策略，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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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

意见》直接提出了都市圈建设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及其分工方案等，

这表征规划建设都市圈已成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受到国家高度重

视。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合肥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都是通过多

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化解了都市圈

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的行政区划掣肘，

推动都市圈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

切实增强了都市圈的区域带动力、影响

力和竞争力。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都市区区

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已经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关注。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领

域：一是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协调发展

关系案例实证分析研究，包括安徽沿江

区域 [1]、长三角区域 [2] 和京津冀地区 [3] 等；

二是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区划调整

手段研究，包括顾朝林对绍兴城市群的

分析 [4]、杨牡丹 [5] 和贺曲夫 [6] 等人对长

株潭城市群构建和一体化过程中行政区

划手段及非行政区划手段的研究、陈忠

祥对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的

探讨 [7] 等；三是行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区

规划建设及空间管制研究，包括罗震东等

人对我国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分析[8-9]、

张京祥等人对行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区管

治的研究 [10-11]、李郇等人对行政区划调

整下的同城化规划和城市经济增长影响

分析 [12-13]、李恕宏对行政区划调整导向

下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研究 [14] 等。

然而，关于都市圈规划建设与行政区划

调整领域的研究仍然较少，仅施宏分析

了行政区划调整对都市圈成长的影响[15]，

针对新时代现代化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

规划策略的研究更是鲜见。

十九届中央巡视组在第一轮巡视中

点名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和济南

等城市“省会作用不够”“引领带动作

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等，使

得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启动行政

区划调整和新时代现代化省会都市圈规

划工作迫在眉睫。同时，都市圈与城市群、

都市区不同，城市群更多表现为区域性

空间协同，都市区更多表现为同城化空

间整合，都市圈兼顾城市群区域性和都

市区同城化特性，故开展新时代现代化

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策略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笔者参与了

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和都市圈区域协调

发展规划 [16-17] 等相关工作，对济南都市

圈行政区划调整过程、方式，以及区域

协调发展规划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国内同类工作开展积累了重要规划技

术与方法。

1 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行政
区划困境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的空间，都市

圈是城市经济区发展的高级阶段。由于

行政区划的存在，都市圈内部各行政区

之间形成了“看不见的墙”，限制了资

源要素的流动，形成了普遍存在的行政

区划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1 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难以发挥

中心城市受行政区划的局限，首位

度较低，发展空间、人口规模和经济总

量较低，难以发挥对都市圈区域协调发

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例如安徽省会合肥，

在全省经济发展格局中难以发挥极核带

动作用，周围的芜湖、巢湖等市纷纷加

入邻省的南京都市圈。而在 2011 年进行

区划调整后，合肥的发展空间大幅拓展，

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大幅提升，对都市圈

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1.2 都市圈产业体系同质化严重
从行政区经济视角来看，各城市在

追求政绩的导向下，产业体系追求“大

而全”“小而全”，产业体系趋同，造

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例如，

在济南都市圈 6 市中，都有相当比重的

钢铁、化工和建材等传统产业，产业体

系趋同比较严重，城市间产业关联度较

低，产业升级改造的压力非常大。

1.3 都市圈管理碎化导致跨行政区
合作难以实现

由于各行政区的各自为政，导致跨

行政区的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受阻，

影响行政效率，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

例如，安徽沿长江地区有 5 个城市，由

于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导

致 5 市合作动力不足，致使国家和省的

跨行政区合作难以奏效。

2 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圈区域
协调发展规划理论框架

近年来，随着都市圈发展规模急剧

增大，都市圈区域内的行政区划调整行

为也日益频繁，一些大都市圈通过多次

行政区划调整，如合肥都市圈、南京都

市圈、广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杭州

都市圈等纷纷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扩

大了市辖区的空间，促进了都市圈治理

体系的完善，提高了中心城市首位度，

增强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提

升了都市圈综合竞争力，在新时代现代

化省会都市圈规划建设中具有典型代表

性。通过梳理和对比都市圈发展过程中

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可以探寻新时代

省会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行政

区划调整行为及规划策略。

2.1 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催生行政
区划调整主要模式

都市圈区域内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

模式包括撤销乡镇设立街道、区界重组

( 市辖区合并或辖县 ( 市 ) 的乡镇或街道

转属市辖区管辖 )、撤县 ( 市 ) 设区、瓜

分 ( 吞并 ) 地级市和县 ( 市 ) 代管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撤销乡镇设街道、区界重组，

其次是撤县 ( 市 ) 设区，较为少见的是瓜

分地级市和县 ( 市 ) 代管，而合并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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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有济南一例。从历史比较分析可以

发现：①行政区划调整时，点和频次与

都市圈发育成熟程度密切相关，表现为

广州、南京、杭州等发达都市圈成立较

早，发展较快，行政区划调整的时间大

都发生在 2005 年以前，而合肥、西安、

成都等都市圈行政区划调整的时间集中

在 2011 年之后。②行政区划调整大都控

制在距离中心城市20～30　km的范围内，

形成“一小时经济圈”，与都市圈发育

水平相配套，但近年来距离日趋增长，

如成都和广州的行政区划调整距离中心

城市远至 50 ～ 60　km，合肥都市圈距离

中心城市更是长达 70　km。③以行政区

划调整推动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国

家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表现为近年来

服务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区划调整

日趋增多，如西安都市圈调整了 4 次，特

别是2013年以来就已经调整了3次(表1)。

2.2 省会都市圈发展适应性规划策略
各都市圈纷纷制定各自的都市圈区

域协调发展规划，针对中心城市带动能

力不足、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产业协

作化分工不够，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以邻为

壑等问题，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

了各自都市圈培育发展适应性规划策略，

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于中

心城市增长极聚散效应，重组都市圈范

围不同等级城镇节点专业化功能，促进

城镇体系格局优化和城市功能互补；二

是面向高质量发展，引导都市圈产业专

业化分工协作和创新驱动发展；三是打

造共生城市，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共谋、共建、共享，实现人流、物流、

资金流、能源流、人才流等各类发展资

源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四是服务

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复兴，推动绿色

空间网络和环境保护联防联治，推进文

旅资源联合挖掘与开发等。从实施效果

看，这些规划策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圈

的建构过程，提升了都市圈同城化和一

体化发展水平，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和

区域竞争新优势形成提供了科学指导与

有力保障 ( 表 2)。

2.3 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机理分析
都市圈行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圈区域

协调发展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上是行政区划与经

济区划相互适应的过程。当行政区划成

为都市圈协调发展的束缚，制约都市圈

一体化进程，形成普遍存在的“行政区

划困境”时，都市圈区域范围内的行政

区划调整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项。然而，

行政区划调整后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并

非一蹴而就，从历史经验看，行政区划

调整往往是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

最重要的触媒，在都市圈行政区划调整

获得批复之后，各都市圈就有条不紊地

推动后续行政区划微调、战略规划制定

和实施等举措，特别是因势利导、对症

下药地提出各地的适应性规划策略，尽

快消除行政区划调整造成的不确定性，

名称 调整次数 调整内容和方式 涉及区划与中心城市的关系 备注

杭州
都市
圈

2 2001 年杭州萧山、余
杭撤市设区

萧山、余杭距离中心城市均约
20　km

2007年，杭州、湖州、
嘉兴和绍兴组建杭
州都市圈，2018 年
衢州、黄山加入

2014 年杭州撤销富阳
市，设立富阳区

富阳市，杭州市辖县级市，距离
杭州约 35　km

南京
都市
圈

3 2000 年南京江宁撤
县设区

江宁县 ( 南京市辖县 ) 距离南京
15　km

范围包括南京、镇
江、扬州、芜湖、
马鞍山、滁州、淮
安和宣城 8 市

2002 年撤销江浦县、
浦口区设立新的浦口
区；撤销大厂区和六
合县，设立六合区 

江浦县、浦口区、大厂区、六合
县均为南京市区 ( 县 )，与南京市
的距离分别是 15　km、15　km、
20　km、30　km

2013 年南京溧水县
和高淳县撤县设区

溧水县、高淳县均为南京市辖县，
距离南京分别为 50　km 和 80　km

合 肥
都 市
圈

1 2011 年，撤销巢湖市，
将巢湖市居巢区、庐
江县划入合肥

巢湖市为合肥市相邻地级市，距
离合肥 70　km

范围包括合肥、淮
南、 六 安、 滁 州、
芜湖、马鞍山、蚌
埠和桐城 8 市

西安
都市
圈

4 2002 年西安撤销长安
县，设立长安区 

长安县为西安市辖县，距离中心
城市约 30　km

范围包括西安、咸
阳 2 市

2014 年西安高陵县撤
县设区

高陵县为西安市辖县，距离中心
城市 25　km

2016 年 西 安 撤 销 户
县，设立鄠邑区

户县为西安市辖县，距离中心城
市 40　km

2017 年西咸新区由西
安代管，西咸新区托
管 咸 阳 15 个 乡 镇 街
道

西咸新区距离西安市 20　km

广州
都市
圈

3 2000 年撤销番禺县、
花都县，设立番禺区、
花都区 

番禺县、花都县分别距离广州
25　km、30　km

范围包括广州、佛
山 2 市

2005 年广州市析出南
沙区

南沙区距离广州市 50　km

2014 年增城、从化撤
市设区 

增城、从化距离广州均约 60　km

成都
都市
圈

2 2015 年撤销双流县，
设立双流区

双流县距离成都 15　km 范围包括成都、德
阳、 眉 山 和 资 阳 4
市2016 年简阳县改由成

都代管
简阳县原是资阳市辖县，距离成
都 50　km

表 1  国内主要省会都市圈行政区划调整一览

资料来源 : 笔者根据中国行政区划网 (http://www.xzqh.org.cn) 和相关城市政府网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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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生态和文化外部性内部化等，

促进都市圈从行政区向功能区转型 ( 即从

“都圈市”真正转变为“都市圈”)。最

后以政治逻辑为触媒激活市场逻辑的目

的是形成以市场逻辑为主导、政治逻辑

为辅导的混合逻辑，这是行政区划调整

导向下都市圈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此，都市圈必须借助政治权利和

市场力量的相互博弈、交织、渗透、嵌

套和融合，形成多中心和自主治理的竞

争与合作机制，构建和完善跨行政区和

跨功能区的经济区同城化协作网络，打

造适应发展阶段的区域空间新平衡和新

格局，使市场在都市圈区域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并在都市圈区域协调发

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 图 1)。

3 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规划
实践

3.1 济南都市圈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
历程

济南都市圈范围包括济南、淄博、

泰安、莱芜、德州、聊城和滨州 7 个城市，

行政区域面积为 5.2 万平方千米。山东省

组织编制了三次济南都市圈规划，分别

是《济南都市圈规划》(2006 年 )、《山

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划》(2013 年 )、

《济南都市圈发展战略研究》(2019 年 )。

在各版规划的引领下，各城市达成共识，

在规划体系、综合交通、产业布局、科

技创新、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方面开展

了积极合作。

自 2016 年以来，济南都市圈围绕

促进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先后进行了

4 次大的行政区划调整：2016 年 12 月

章丘撤市设区，2018 年 6 月济阳撤县设

区，2018 年 7 月滨州市邹平县撤县设市，

2018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

市并划归济南管辖。济南合并莱芜市的

行政区划调整模式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

轰动。

从时间序列演化看，济南都市圈 4

加速走出“行政区划困境”，完善都市圈

治理体系，推动都市圈区域高质量发展。

从国家和地方治理视角看，都市圈

区域的行政区划调整动因是从法律性、

发展性和管理性等多个方面化解要素 ( 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动性制约、

效应外部性困境 ( 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基

础设施正外部性等 )、空间格局失衡性 ( 核

心城市与边缘小城镇的虹吸效应及“灯下

黑”效应等 ) 和发展同质化恶性竞争等问

题，以激发和实现都市圈善治。从尺度政

治和行政区经济理论看，阻碍都市圈区域

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行政区划，而是

都市圈范围内各级政府职能未能适应新

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因而行

政区划调整并不能彻底解决都市圈区域

协调发展问题，而是以行政区划调整的政

治逻辑为触媒，通过尺度上推、尺度重组

和尺度下推，进一步激活和提升都市圈区

域协调发展的市场逻辑，并通过交叠和嵌

套形成以市场逻辑为主导、政治逻辑为辅

导的混合逻辑，实现都市圈尺度修复，从

而构建出新型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关系。

总体而言，基于尺度政治理论、行

政区政治理论与行政区经济理论、国家

治理理论、都市圈和区域协同发展理论

等，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圈区域协

调发展机理可以解构为以行政区调整为

触媒激活功能区竞合，借助尺度上推、

尺度下推，促进行政区和功能区博弈与

融合，最终实现都市圈区域尺度重组与

同城化协同发展的过程 [18-20]。具体而言，

首先是政治逻辑主导下集权与分权的整

体性尺度上推，借助战略规划，加快都

市圈区位再造、结构优化；同时，借助

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跨行政区划和跨行

政层级的不同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加快

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政府向企业、市

场及社会授权与分权，最终实现都市圈

从行政区竞争转变为行政区竞合。其次

是市场逻辑主导下集聚与扩散的整体性

尺度下推，借助区域内增长极发展过程

中的内生性集聚和扩散效应，推动增长

极培育和发展核心强化、动能转换和产

名称 主要规划 规划策略

杭州都市圈 《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
《杭州都市圈总体规划》(2018) 等

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
动萧山、余杭和富阳融入中心城区

南京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规划 (2002—2020)》《南
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18) 等

采取了都市圈空间布局管控和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公共服务共通共荣、产业园区共建、
推进宁镇扬同城化建设等策略

合肥都市圈 《安徽省会经济圈发展规划纲要 (2007 
—2015)》《关于加快合肥经济圈建设的
若干意见》(2009)、《合肥都市圈一体
化发展规划》(2018) 等

开展交通一体化，打造都市圈网络化交通
体系，推进“合肥淮南同城化”建设，加
强旅游合作等

广州都市圈 《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2009—2020)》
《广佛同城化“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 (2018—2035 年 )》等

加强都市圈综合交通一体化，推动更高层
次的广佛同城化，推动更高质量的广清一
体化，提升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合作水平，
增强空间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
公共服务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等

西安都市圈 《陕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
《大西安 ( 西安市—西咸新区 )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17—2021)》《关
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 等

提出构建协同创新的产业引领区、打造传
承中华文明的核心示范区、推进基础设施
一体化现代化等策略

成都都市圈 《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成渝城
市群发展规划》《成都都市圈战略规
划研究》《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等

以区域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
环保、公共服务、户籍管理、人才流动和
政策协同八个方面为重点，积极探索成德
眉资同城化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

表 2  国内主要都市圈行政区划调整后采取的策略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和互联网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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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政区划调整都在 2016 年以后，其

中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 3 次，均集中在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究其原

因，发现自 2016 年 12 月河南省郑州市

获批为国家中心城市后，2017 年初，山

东省提出举全省之力实施“强省会战略”、

提升省会济南的首位度。可见，行政区

域调整围绕着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增强

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展开。在 2018

年底合并莱芜之后，济南经济总量占全

省的比重由 2015 年底的 9.73% 上升到

11.59%。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山东面临

着转型升级的新形势，而省会济南担负

着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大责任，故山东省积极推动济南

都市圈特别是省会济南的行政区划调整。

而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济南，亟待进

行资源、产业整合与空间重组，更好地

加快济南都市圈乃至山东半岛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进程，以及在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中更好地发挥带动辐射示范作用。

3.2 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
区划掣肘
3.2.1 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不强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拥有很多优势，

但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不足、发展空间

受限，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

影响力，受行政区划壁垒限制，难以起

到应有的引领辐射作用，并被国家点名

批评“副省级城市的功能作用发挥不够”。

3.2.2 都市圈普遍面临新旧动能转换

的压力
2016 年山东省被国务院赋予作为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重任，新旧动

能转换就是淘汰旧动能，增加新动能，

济南都市圈各市普遍面临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压力，而作为资源型城市，原莱

芜市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非常大。

3.2.3 都市圈各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有待

进一步加强
济南莱芜合并后，济莱之间的交通

需求日益凸显，亟待加强两地之间的交

通联系，解决通勤距离过长的问题。同时，

济南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引领带动省会都

市圈发展，急需完善都市圈区域综合交

通体系。

3.2.4 都市圈内城市同城化发展受到

行政区划影响
受济南省会城市影响比较大的德州

齐河县，与济南仅一河之隔，将其并入

济南的呼声很高，但迟迟没有进展，也

影响了济齐黄河大桥等重大项目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泰安市曾隶属于济南，因

此各类专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落户泰

安，形成山东省第三大高等教育基地。

近期重点推进的济南和泰安交通文旅一

体化、生态共建共保，淄博、邹平等制

造业城市与济南互补共促，亟待通过完

善都市圈治理机制加以推进。

3.3 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济南都市圈
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策略
3.3.1 强化核心，优化空间结构

莱芜纳入济南后，济南区域扩大、

经济壮大、首位度提升，拓宽了济南向

南发展的范围，为两城发展高度一体化、

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有

利条件。作为济南都市圈的核心城市，

济南无疑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故规划

形成以济南为核心，以泰山、黄河为纽

带，圈层放射一体化的都市圈发展格局。

具体表现为：①在济南都市圈核心区层

面，将济淄泰都市区 ( 含齐河、邹平 ) 作

为都市圈发展的统领之核、动力之源和

创新之魂，提升同城化程度，形成都市

圈发展的核心；②助力济南创建国家中

心城市，着力打造济齐、济泰、济淄同

城化示范区，实现都市区交通同城化、

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同城化 ( 图 2)；

③构建轨道交通一体化网络，建成轨道

上的现代化都市圈 ( 图 3)。

(2) 在济南都市圈辐射区层面，加强

都市圈多向协作，打造合作共赢的命运

共同体。南向重点与泰安共保、共享泰

山，联动泰安、济宁共建国家文化品牌，

促进文化复兴；北向联动德州等城市，

实现差异化对接北京、雄安，以先行区

图 1  行政区划调整导向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机理
分析示意图

政治逻辑
行政区

尺度上推：分权与集权

区位再造，融入国家战略
区域整合，提升整体实力

市场逻辑

尺度下推：集聚与扩散

功能区

交通网络优化，要素畅流
产业结构优化，动能转换

混合逻辑
都市圈

尺度重组：竞争与合作
文化和生态外部效应内部化
区域协同和空间格局均衡化

图 2  济南都市圈核心区功能布局图 图 3  济南都市圈核心区交通一体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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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通道布局，实现与国家“十纵十横”

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有效衔接，融入国家

交通大通道。在都市圈层面，构建半小

时轨道交通圈，打造都市圈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

网融合”的一体化轨道交通体系，形成

济南都市圈“一环八射”半小时轨道交

通圈，推动高铁布局网络化；优化都市

圈公路网，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网络密

度，推进重要高速公路扩容升级，规划“六

纵、四横、两环、三射多连”的高速公

路网络布局；加强航空、货运枢纽建设，

增强水陆空铁联运交通枢纽的辐射能力，

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针对济南中心城

区与莱芜、钢城区通勤距离过长的问题，

增加轨道、高速通道，加强快速公交的

供给，加快推进济莱高铁建设；利用高

速公路构建莱芜与济南市区联系的多通

道环路系统，完善现状省道，加强与济

南的快速通道建设。在济莱协作区交通

一体化的基础上，谋划济南与淄博、泰

安等市的交通一体化，以莱芜、平阴和

商河为支点，构建“济南中心城区—章丘—

邹平—淄博—莱芜—泰安—平阴—齐河”

城际铁路环，形成济淄泰都市圈的核心

轨道圈层；加强现有济南轨道线路与淄

博、泰安的衔接，谋划济泰磁悬浮建设

济泰城际铁路，推动济泰同城化。延长

轨道交通 R1 到齐河，促进与齐河同城化

( 图 7，图 8)。

片区为主体带动黄河北岸发展；东向与

淄博、青岛联动，建设大胶济经济带，

复兴齐文化；西向辐射内陆地区，拓展

省外腹地；东北向连接滨州、东营，直

达渤海湾，加强产业联动，统筹黄河治理；

东南向以莱芜—钢城为支点，加强与临沂、

日照等城市的联系，直达黄海，带动鲁

南 ( 图 4，图 5)。

3.3.2 动能转换，升级产业结构
2018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了《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济南肩负着引领全国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要使命，应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机

遇，推动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

发挥济南极核带动作用，以推动都市圈

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加

强与周边城市的产业连接、融合联动，

推动济南都市圈形成“一核、两轴、七群、

多园”的产业格局：一是提升“一核”，

增强都市圈承载能力。建设全国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

强化济南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

重点聚焦总部经济、枢纽经济、绿色经

济、数字经济和外向经济五大方向，全

力提升济淄泰都市区现代服务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极核。二是突出“两轴”，

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依托都市圈内主要

交通通道，推动区域内产业协同发展，

形成济德泰产业发展轴、济淄聊产业发

展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

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打造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空间，

促进济南都市圈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三

是培育“七群”，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依托都市圈内开发区已有产业，提升产

业链合作及配套能力，着力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智能

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高端化工产业集群、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和现代物流产业集群等七大产业集群。

四是强化“多园”，搭建新旧动能转换

载体。整合各级各类开发区，推动各园

区差异化、错位发展，建成推进产业落

地的重要平台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承

载空间 ( 图 6)。

3.3.3 区位再造，完善交通网络
济南都市圈是南北向连接京津冀城

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中承枢纽，东西

向联通黄河流域腹地与青岛、日照出海

口的重要节点，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战略交汇区域，对助力山东省发挥在国

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济南跻身

国家中心城市，增强山东半岛城市群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区域层面，立

足济南都市圈发展实际，补齐交通短板，

打造交通强国战略山东示范区，加快推

进内外贯通的交通廊道建设，提升完善

通道功能，全面形成“三纵三横一射线”

图 5  济南都市圈空间结构规划图 图 6  济南市域产业布局规划图图 4  济南都市圈空间优化模式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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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文化协同，彰显地域文化
“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山东印象已

经深入人心，作为这一印象的重要载体，

济南都市圈的文化传承应凝练中华文化

精髓，打造体现第一文化大省、中华民

族重要精神家园、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

的中华文化高地。“一山”，指泰山，

是世界遗产，莱芜位于泰山之南，与济

南同属泰山山脉，区划调整后，济南可

以与泰安共保、共享泰山，联动泰安、

济宁共建国家文化品牌。此外，世界遗

产齐长城绵延经过济南、莱芜、淄博、

潍坊和青岛等市，区划调整后，济南将

与淄博共保齐长城，故应加强文化协同，

复兴地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建议

深入挖掘都市圈内的文化资源，依托都

市圈范围内的泰山、齐长城、运河、黄河、

泉水文化、儒家文化、齐文化、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构建

中华文化轴、黄河文化生态轴、齐文化

轴及大运河文化遗产轴，联动构建胶济

铁路工业遗产廊道。依托各类文化遗产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博物馆和国家

公园，增加文化场所和精神空间，提升

都市圈国际旅游服务能力，打造区域性

国际旅游目的地 ( 图 9)。

3.3.5 生态共治，保护自然环境
济南位于鲁中山区与鲁西北平原的

结合部，莱芜地处鲁中山区，生态资源

十分丰富，区划调整后，济南将强化与

莱芜—钢城副中心的生态融合，共同保护

泰山山脉、大汶河源头，治理雾霾。同时，

加强与济南南部山区保护与发展的统筹

协调，建设大汶河生态文化长廊，开展

煤炭采空区生态修复，提升城市品质。

莱芜被纳入济南后，济南可以在更高水

平上加强与都市圈区域生态环境的相互

协同和共保共治。济南都市圈发展战略

规划在都市圈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基础上，

识别重要生态空间，建设自然保护地体

系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评价结果显示，

高敏感区域位于鲁中山区、东平湖和黄

河等区域。针对自然保护地存在多头管

图 7  济南都市圈区域协同发展示意图 ( 左 ) 及主要交通通道分布图 ( 右 )

图 8  济南都市圈综合交通规划图 图 9  济南都市圈文化格局示意图

理、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强化

整体保护，构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体系(图10)。此外，

建设泰山国家公园和黄河入海口国家公

园，加强鲁中山区和黄河入海口生态系

统保护。构建“一屏一廊五带多点”的

生态安全格局：“一屏”为鲁中山区生

态屏障，“一廊”为黄河生态保育廊道，“五

带”为大运河、大汶河、徒骇河、小清

河和马颊河生态保育带，“多点”为以

泰山国家公园、东平湖自然保护区等自

然保护地为主的生态斑块。建议加强对

济南城市双修国家试点城市经验的推广，

加强对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保护和

修复，在山体保护、流域治理、湿地保

护和大气环境保护等方面联防联治，共

同营造都市圈绿色空间 ( 图 11)。

4 结语

行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圈协调发展具

有双向互动与促进作用，本文基于对国

内主要省会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策

略与行政区划调整模式的系统分析，总

结了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遭遇的行政区

划掣肘困境，从而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

模式，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

圈“行政区调整触媒—功能区竞合机制—

都市圈协同发展”演化机理，并基于行

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交互

效应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圈

区域协调发展适应性规划策略，进一步

以济南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对济

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

历程的分析，本文提出了济南都市圈强

图例
高速铁路
普通铁路
高速公路
国道
建设用地
机场
港口
水域
市界
都市圈界线

核心城市
主要城市
城市群
都市圈
发展主轴
发展次轴

图例

中华文化轴
泰山
齐长城
主要文化点
文化遗址
名人故里
机场
主要河流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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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核心、动能转换、区位再造、文化协

同和生态共治等空间规划策略。展望未

来，从服务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

视角看，未来济南都市圈内的齐河 ( 德

州辖县 )、邹平 ( 滨州辖县级市 ) 等县可

能会被纳入济南；从推广济南都市圈区

域协调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的交互模式

看，未来一定时期西安都市圈范围内的

西安—咸阳一体化协作、兰州都市圈范

围内的兰州—白银一体化协作都可能要采

取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破局，以实现西安

都市圈和兰州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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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
—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　刘希宇，高浩歌，扈 茗

[ 摘　要 ] 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都市圈在我国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都市圈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近 40% 的都市圈尚处于培育阶段，而针对培育型都市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还较为匮乏。文章以处于培
育阶段的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概括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探求培育型都市圈面临的发展阶段性问题和特
有问题。其次，对培育型都市圈的规划编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以空间为基础，以体制机制为主导，以重点项目为抓
手，构建适度超前的同城化发展格局”的编制原则，以及“三个阶段、三大板块、五个方面”的编制方法，进而从“制定规
划目标”“优化全域空间结构”“构建专项空间协同支撑网络”“统筹跨界空间一体化发展”“建立政策引导支撑体系”五
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最后，以福州都市圈进行实践，以期为我国培育型都市圈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 关键词 ] 都市圈；规划编制；空间；体制机制；福州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4-0013-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刘希宇，高浩歌，扈茗．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J]．规划师，2020(4)：13-
20．

A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Development Plan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Cultivation: Fuzhou Case/Liu Xiyu, 
Gao Haoge, Hu Ming
[Abstract] At present, metropolitan area plays a key role in connecting urbanizing spatial units of different scales. However,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has been uneven and nearly 40% of metropolitan areas are in cultivati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e are scarce. The paper summarizes common rules, stage problems, and special problems of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by literature review. Then it concludes compilation of development plan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cultivation, including “spatial 
foundation, institutional dominance, maj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oderately advanced urban integration” principles, “three stages, 
three sections, five aspects” content, and strategies of planning vision, spatial structure, spatial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network, 
integrated spatial development, policy guidance and insurance. Finally the practice of Fuzhou metropolitan area is introduced.
[Key words]  Metropolitan area, Plan compilation, Space, Institution, Fuzhou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城镇化已有 70 年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对于城镇化路径的选择一直存在两种思

路：一是主张分散式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二是主张集中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

城市发展。2019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

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将

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为方向，推动统

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方面，培育

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标志着新时代城镇化进程思

路的明确，小城镇化战略开始退出，未来人口将进一

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

与发达国家自发形成的成熟都市圈不同的是，中

国都市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18》根据都市圈综合发展质量，将我国 34 个都市圈

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其中近四成都市圈发

展水平较低，尚处于培育阶段[1]，具体包括以福州、重庆、

昆明、西宁和哈尔滨等 11 个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为

形成全国尺度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培育型都市圈

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编制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

[ 作者简介 ] 刘希宇，硕士，现任职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

高浩歌，硕士，现任职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

扈 茗，通讯作者，硕士，现任职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



14

增强其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1 都市圈空间演变的特征与规律

1.1 都市圈空间演变的时间阶段
国内外学者在都市圈相关研究中一

般将其空间演变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弗里

德曼在“经济增长引起空间演化”的理论

中，将城市群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 [2]；斯

科特从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关系出

发，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分为单中心、

多中心、网络化三个阶段；程大林等人

基于区域空间联系方式与程度的变化，

将都市圈的发展阶段分为低水平均衡发

展、低水平极化、高水平均衡发展和高

水平极化四个空间演化阶段 [3]；陈小卉

从都市圈规划编制的角度，将我国都市

圈分为雏形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

提出三个阶段的重点目标分别是培育、

发展和协调[4]。从上述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都市圈的空间演变一般经历要素向中心

集聚、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新中心生长

和形成区域网络等阶段，各发展阶段与

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直接相关。

1.2 都市圈功能结构的圈层化特征
都市圈的功能布局具有显著的圈层

化特征。王超深等人从就业中心角度出

发，以东京、首尔、大巴黎三大都市区

为例，分析得出大都市区中心体系一般

包括极核中心、都市区副中心和郊区中

心 [5]；吴唯佳等人通过研究伦敦、东京

和纽约三个特大城市案例，发现特大城

市及周边地区在功能上呈现中心城区聚

集教育、科研、商务等多元化高等级功能，

以及制造业向郊区外迁的特征 [6]。

1.3 培育型都市圈的特征
从都市圈发展的时间阶段和功能结

构来看，培育型都市圈的发展主要表现

为人口、经济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并

需要通过经济、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和交

通条件的改善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

这一阶段，都市圈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培

育都市圈，依靠政府力量帮助欠发达地

区克服市场劣势 [7]。本文将对培育型都

市圈面临的阶段性问题和特有问题进行

分析，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提出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方法。

2 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

本文基于对都市圈一般规律的总结

及培育型都市圈空间特征的分析，将培

育型都市圈的发展问题进行分类小结。

首先，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培育型都

市圈表现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

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都市圈协

同动力不足，空间协调矛盾突显”“跨

界地区协作不畅，体制机制障碍浮现”

等问题。其次，我国现阶段培育型都市

圈大多还存在生态基底限制空间拓展、

跨界地区难以连绵成片等特有问题。阶

段性问题的解决应遵循都市圈一般发展

规律有序破解，特有问题则需探索因地

制宜的解决方案。

2.1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都市
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培育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自身仍处

于强化发展的阶段，不断吸引人口、经

济和建设等各类要素集聚，“一极独大”

的发展特征明显，对外围城市的“虹吸

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外围城

市培育不足，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整体

较低。

但中心城市想要依靠自身完成升级

提质阻碍重重：一是随着人口、资源、

环境承载力受到挑战，出现拓展空间不

足、低效外延扩展等问题，迫切需要拉

大城市发展框架，在区域尺度优化空间

结构，引导非核心功能的疏解，获得腾

挪空间，以发展高端服务职能、战略新

兴产业。二是相比于成熟都市圈的高度

城镇化，培育型都市圈的整体城镇化水

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土空间开发强

度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基于“公共

资源隐性补贴”的土地竞租框架，单中

心的城镇化模式容易加重中心城市公共

服务功能的失衡，加剧大城市病，需要

通过区域层面公共资源的再配置来预防

人口过度聚集。例如，1965 年左右的东

京吸引了各地人口向其集聚，随着人口

的饱和，带来了住房、医疗、教育和环

境等一系列问题。

2.2 都市圈协同动力不足，空间协调
矛盾突显

培育型都市圈内不同行政单元的经

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核心诉求往往差异较

大，导致出现产业、交通、生态和公共

服务四类设施的空间协调矛盾，同城化

水平较低。以交通为例，发展薄弱地区

希望加强与先发地区的交通衔接，接受

产业转移，分享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技术

资源，而中心城市尚以自身发展为核心

诉求，向外疏解动力不足，与周边城市

的交通联系诉求相对较低，往往存在规

划同步、建设不同步的问题。以福州都

市圈为例，莆田至福州机场的城际轨道

线，莆田方面推进迅速，已开始建设，

但福州方面尚未列入年度重点项目。

2.3 跨界地区协作不畅，体制机制
障碍浮现

培育型都市圈在区域体制机制协同

方面较弱。一方面存在都市圈范围内的

各种制度性障碍，尤其是涉及民生服务

的公交一卡通、看病就医一卡通、通信

漫游和廉租房准入等方面，尚存在差别

化政策。另一方面是缺乏区域协同机制，

具体包括协同管理架构、奖惩机制、资

本投入与利益分配机制等，使得推进规

划实施的过程尚存在跨行政区的横向协

调壁垒。

2.4 生态基底对经济发展、城镇建设
有较强的限制和约束

培育型都市圈的生态本底条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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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复杂，如西宁、银川等中西部培育

型都市圈，面临土地沙化、荒漠化和水

土流失严重，滑坡、泥石流等环境问题，

福州、昆明和重庆等都市圈地势起伏较

大，适宜城镇发展的空间有限。

3 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技术
路线与方法

3.1 编制技术路线
笔者认为，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

应以空间为基础，以体制机制为主导，

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构建适度超前的同

城化发展格局，以实现都市圈整体的高

质量提升。首先，编制前期应对都市圈

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可依据都市圈既有

协作基础进行商榷与调整。其次，加强

对发展现状的分析，判断优势与问题，

为制定规划战略提供依据。规划编制主

体内容应围绕科学制定规划目标、提出

规划战略和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三个板块

开展。最后，综合发展现状与规划要求，

梳理有潜力带动区域发展的、近期有能

力推进的重大项目列表，推动规划有序

实施 ( 图 1)。

在规划战略板块，可从全域空间结

构优化、专项空间协同支撑和跨界空间

统筹示范三个空间层次推进。由于都市

圈尺度的空间存在基于行政边界的事权

差异，本文提出在全域空间结构优化板

块应淡化行政边界影响，将都市圈作为

一个整体塑造，而在专项空间协同支撑

与跨界空间示范引领中则需对应事权的

关注空间，推动规划实施。

3.2 编制方法
3.2.1 正视发展阶段，科学制定培育

型都市圈规划目标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培育型都

市圈的最终目标亦是形成城市群，但立

足发展实际，在 2035 年左右的阶段目标

应是培育形成都市圈 [7]。这个过程要求

中心城市继续提升自身发展能级，同时

提升开放性，联合都市圈内各大城市共

建区域同城化发展格局，为下一阶段的

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3.2.2 遵循发展规律，制定优化全域

空间结构战略
培育型都市圈城市之间尚未实现发

展需求和潜力的有效对接，导致分工协

作推进缓慢、空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

城乡发展二元结构仍较突出。本文提出

通过功能协同、结构优化及城乡统筹三

个方面的策略推动培育型都市圈的同城化

发展，为形成高质量的都市圈打下基础。

(1) 功能协同。加强重点功能在区域

尺度的网络化布局，使整个都市圈综合

功能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

培育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因吸引人流、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对各类功能都

产生聚集效应，导致非核心功能难以向

外疏解，资源分配低效，核心功能发展

不足。

在规划过程中，首先应加强对中心

城市核心功能的识别与提升，明确空间

载体，推动中心城市功能与业态的有机

更新。例如，《大伦敦规划 (2016)》中

对中央活动区 (CAZ) 在金融、总部经济、

科研创新、文化创意等核心功能方面的发

展提出了行动与政策指南，并将核心功能

以主导功能区的形式落位于空间 ( 图 2)。

其次，依据圈层发展规律，加强中心城

市核心功能与周边地区的功能协同。例

如，武汉城市圈分三个圈层引导功能协

同，核心层强化金融、商务和创新等核

心功能集聚，第二圈层协同发展金融后

台、商务花园和创新基地等功能，第三

圈层重点加强文化休闲和特定制造产业

的发展 [8]。最后，需要关注与周边城市

职能特征、资源条件相符的特色功能培育。

例如，东京的智能制造功能疏解至 65　km

之外的熊谷深谷地区，在 60 ～ 120　km

的范围内布局多个专业流通中心，在 60

～ 150　km 的范围内形成了以国立公园群

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8]。

(2)结构优化。以生态保护为先，以“核

心 + 走廊”为基础架构，形成空间资源

集约化发展的高效组织形式。东京、上

海等国内外成熟都市圈拥有“圈层 + 轴

图 1  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图

规划背景

规
划
编
制
内
容

凝聚
规划
共识

制定
规划
战略

保障
规划
实施

范围界定

现状分析

综合量化测算与政治文化联系，确定都市圈范围

发展基础与优势

面临问题与瓶颈

制定规划目标

明确战略定位

制定发展目标
2025 年
2035 年

构建指标体系

优化全域空间结构

构建专项空间一张网

统筹跨界空间一体化发展

建立政策引导支撑体系

功能协同

结构优化

城乡统筹

产业分工协作

交通设施共建共享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空间统一规划

体制创新示范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机制

建立利益分配机制

建立利益增效机制

建立近期重大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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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空间结构特征，开发建设强度较高，

且绵连成片。培育型都市圈多受到生态

本底条件的限制，建设用地往往沿交通

干线呈线性拓展，在物理环境上较难建

设圈层式交通网和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

城市建设连绵区 ( 图 3)。

首先，中心城市应结合用地条件，

注重副城和特色组团的打造，拉大城市

空间，释放发展动能。例如，《南京都

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对江

北新区委以重任，要求充分发挥江北新

区引领带动作用，实现与扬州、淮安、

马鞍山、滁州等都市圈的优势互补、联

动发展。同时，加强对周边城市的多核

培育，鼓励多中心发展。其次，依托城际、

高铁等快速轨道交通，以轴带串珠的空

间模式促进城市之间的便捷互动。以广

州都市圈为例，2010 年广佛地铁和广珠

城际先后开通后，广佛城市核心地区的

时空距离由 2 小时缩短至 40 分钟，推动

了以“人”为代表的要素频繁流动[9]。最后，

合理划定优先发展区，加强政策导引，

促进空间高效有序拓展。例如，《大伦

敦规划 (2016))》中划定机遇区与强化区，

并在附录中确定了每个分区的就业岗位

目标和至少要增加的住房数量 [10]。

(3) 城乡统筹。加强城乡动能双向衔

接、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

下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城乡统筹乃应有

之意，同时培育型都市圈中具有乡村特

征的地区广袤，生态文化资源往往较为

富集，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适宜载体。

首先，受城市居民更高品质生活需

求的驱动，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更有机

会承接从中心城市及各级城市释放出来

的、乡村更容易满足的经济发展职能，

应注重如绿色生产、农产品流通、文化

体育、旅游康养等特色功能的植入与发

展 ( 图 4)。例如，北京、南京先后提出

建设 1 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又如，

浙江省首个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就坐落

在杭州都市圈内的长兴顾渚村。其次，

注重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机会平等，逐步

消除城乡居民的差别化待遇，放开城乡

要素和资源双向流动的各类制度限制与

人为障碍。

3.2.3 注重协同导向，构建专项空间

支撑网络
专项空间网络构建是对全域空间结

构优化的支撑，需要就交通设施、产业

园区、科技创新要素、自然保护地体系

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特定领域，提出都市

圈范围一张网的战略规划方案，以指导

各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视野下，有针对

性地投放资源，提升民生保障能力，预

留发展空间。

以交通设施为例，专项空间规划应

构建交通一体化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区

域空间结构为基础，搭建以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都市圈一

体化交通网络，要注重建设标准的协同，

加强有效的换乘连接；另一方面加强机

场、港口等区域性资源稀缺型枢纽的共

建共享，通过各城市中心城区与枢纽的

快速交通连接，提升枢纽的服务半径。

需要注意的是，专项空间的规划的

实施，首先需要关注行政单元的不同部

门事权，应加强协调的政策制度保障，

如南京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的“决策 +

协调 + 执行”三级运作机制，搭建联席

会议等对话平台等。其次，在都市圈尺

度推进交通建设、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应注重建立高效

公平的融资平台，如设立区域协同发展

专项基金，共同缴纳、共同管理。同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的建设与运营。

3.2.4 聚焦核心矛盾，统筹跨界空间

一体发展
都市圈内跨界空间依据沿行政边界

建设用地的规模与功能，可分为“连片

发展”“要素联动”“生态跨界”三种

类型 ( 表 1)。因中心城市发展阶段与生

态本底条件的限制，培育型都市圈内跨

界空间少有连绵成片，往往以“要素联

动”“生态跨界”两种类型为主。针对“要

素联动”型跨界空间，应重点加强驱动

要素相关资源的整合互动，如政策联动、

产业联动等。“生态跨界”型跨界空间

则应加强生态环境的共保共治、景观旅

游廊道的对接及绿色产业的协同等。

跨界地区还具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先行先试的战略地位。跨界地区应以一

体化发展为目标，聚焦土地管理、要素

流动和利益分配等方面，探索因地制宜

图 4  加强培育乡镇地区“工农文旅”特色功能示意
图

图 2  大伦敦中央活动区 (CAZ) 规划图 图 3  培育型都市圈与成熟都市圈发展模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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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制度安排，为都市圈一体化发

展提供示范。例如，长三角地区划定横

跨沪苏浙三省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作为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为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引领。

3.2.5 加强政策引导，共建协同治理

体制机制
区别于 2000 年开展的以经济增长为

主导逻辑的都市圈规划，新一轮都市圈

发展规划需响应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和

规划体系重构的新要求，转向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逻辑，

因此不仅要探索技术内容，更需要建立

合理的政策引导与管治机制。

具体而言，培育型都市圈区域协同

治理体制机制需要就政府政务工作与市

场活动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针对政

府政务工作，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合

作机制，如建立都市圈议事与决策组织，

建立政务服务联通互认机制、法治协作

和联动监督机制、应急事件联防联控机

制等。针对市场活动，建立利益分配机

制与利益增效机制。其中，利益分配机

制具体包括组建发展投资基金，建立税

收分享和征管协调机制、园区共建共享

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等；利益增效机制具体包括

整合特色合作平台，建立人才、资金和

土地等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等。

3.3 小结
结合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与

国内外经验，提出三个阶段、三大板

块、五个方面的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

编制方法。“三个阶段”即规划背景研

究、规划内容编制和重大项目梳理。其

中，第二阶段的规划内容编制是本文论

述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板块”( 即

规划内容中的凝聚规划共识、制定规划

战略、保障规划实施 ) 和“五个方面”( 即

“制定规划目标”“优化全域空间结

构”“构建专项空间协同支撑网络”“统

筹跨界空间一体化发展”“建立政策引

导支撑体系”)。在编制培育型都市圈

规划时，可以此为纲，但同时也应注重

都市圈的个性特征，增补个性板块，解

决个性问题。

4 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实践

根据对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分

析与规划思路判断，本文以福州都市圈

发展规划编制为例进行实践探索。在“一

带一路”倡议、新型城镇化和福州新区

等国家战略实施、福建省闽东北区域协

同发展的推动下，福州都市圈逐渐开始

发展形成，但目前尚处于培育阶段。

4.1 福州都市圈规划背景
综合通勤时间、通勤联系和人口密

度，规划界定福州都市圈范围 ( 图 5，

图 6)，具体包括福州、莆田两市全域，

宁德市蕉城区、福安市、霞浦县和古田

县，南平市延平区，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

2018 年福州都市圈常住总人口为 1　294

万，GDP 总量为 11　800 亿元，陆域面积

为 25　080　km2。

福州都市圈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核心

问题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福州市

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远高于周边城市，

功能服务集聚，辐射带动不足 ( 图 7)。二

是以交通、产业和公共服务等为代表的

跨界空间类型 空间特征 空间模式 规划要点

连片发展型 行政边界空间属性弱化
建设用地犬牙交错，连绵成片
要素流动频繁

控制建设强度
修复生态廊道
加强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等

要素联动型 行政边界空间属性较强
行政边界两侧建设用地尚有距离
要素存在一定流动需求

加强驱动要素相关资源的整合
互动，具体包括政策联合联动、
产业链协作联动、产学研联动、
制造—物流联动等
加强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等

生态跨界型 行政边界空间属性较强
行政边界以山、河等生态空间
为主，建设用地零星分布
要素流动较少

加强生态环境的共保共治
加强景观旅游通道的对接
加强绿色产业的协同等

表 1  跨界空间分类特征分析

图 5  到就业中心通勤时间分析图 图 6  福州都市圈范围图

1 小时以下
1 ～ 1.5 小时
1.5 ～ 2 小时
2 ～ 2.5 小时
2.5 小时以上

到就业中心时间
( 高德地图公路数据 )
( 早高峰时段 )

图例

省界
市界
区县界
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范围
福莆宁南岚都市圈范围
都市圈 1 小时通勤圈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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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高层次、同城发展高水平和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基于核心问题与发展目标，福州都

市圈发展规划从全域空间结构优化、专

项空间协同支撑和跨界空间统筹示范三

个方面制定了规划战略。

4.2.2 全域空间方面，共筑以福州为

核心引领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在功能协同方面，首先加强福州主

城区的教育科研、高端服务业等功能的

进一步聚集，加强福州新区空港门户、

高新技术产业功能的培育升级，以“一

主一副双中心”，带动都市圈整体发展

提升 ( 图 9)。其次，充分发挥福州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

与平潭开放政策高地形成功能协同 ( 图

10)。最后，立足职能优势，推动综合服务、

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文化

旅游五类重点功能在区域尺度统筹布局

( 图 11)。

在结构优化方面，首先进一步优化

中心体系，加强对周边城市的培育，鼓

励多核发展。其次，加强构建网络化空

间格局，具体包括强化沿海沿江的“T”

型发展走廊，重点布局综合服务、区域

商贸、总部经济和高端科技研发等职能；

赋能山海对话轴带、沿山发展轴带，加

强港区疏港通道与区域交通走廊的联系，

拓展内陆腹地，加强福州市与周边城市

的功能协同；预控生态廊道，提升都市

圈生态环境品质。最后，构建以湾区为

载体的特色空间体系，聚焦差异化竞争

优势，科学推进建设港口引领的环三都

澳临港经济湾区、城区引领的闽江口综

合服务湾区和产业引领的湄洲湾先进制

造业湾区 ( 图 12，图 13)。

在城乡统筹方面，应用“两山”理

论，以“工农文旅”赋能乡村，提升山

区发展内生动能，推进“海帮山”向“山

海协同发展”迈进；全面推进古田、永

泰与仙游等山区县城提档升级，完善公

共服务，推动生态资源产品化、产业化；

加强绿色产业、文化、旅游和创新等要

专项空间发展各自为政，协同不足，城

市之间联系强度较低。三是跨界地区有

合作需求，但难以落实。例如，滨海新

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其政策叠加效应

将释放大量动能，实现双赢，但缺乏利

益分配等机制支撑，合作推进遇阻。四

是多山靠海的生态环境对建设用地供应

造成了极大的门槛制约，难以形成传统

都市圈的圈层拓展格局 ( 图 8)。

4.2 福州都市圈规划编制内容
4.2.1 分阶段制定福州都市圈规划目标

基于发展现状，规划为福州都市圈

制定了两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到 2025 年，

实现福州中心城市竞争力、都市圈综合

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实现同城化发展

的明显推进。到 2035 年，实现都市圈综

合竞争力大幅提升，建成产业分工高效

率、城乡发展高品质、生态环境高质量、

图 9  福州都市圈功能网络图 图 10  福州都市圈核心功能协同发展示意图

图 11  福州都市圈五类重点功能网络示意图

图 7  2017 ～ 2018 年福州、莆田、宁德、南平的
GDP 总量和增长率示意图

 图 8  福州都市圈多山靠海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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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山海对话轴带、沿山发展轴带的轴

向聚集。

4.2.3 专项空间方面，推动交通、产业、

生态等方面的同城化发展
福州都市圈规划从交通、产业、生态、

公共服务、对外开放和文化等方面的空

间视角切入，分别提出各要素的一张网

规划。以交通板块为例，首先明确“T”

型区域大通道的共建共享、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的共建共享，集各城市之力拓

展都市圈的腹地范围。其次完善内部铁

路、公路的一张网规划，并在规划同步

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同步、竣工同步、

使用同步”的引导要求 ( 图 14)。最后加

强多元公共交通工具间的便捷换乘，鼓励

打破行政边界障碍，畅通跨行政区通勤、

空港接驳，鼓励市场提供通勤服务。

4.2.4 跨界空间方面，释放要素联动

动能，形成体制机制创新示范
福州都市圈跨界空间因山海要素限

制，尚未表现出“连片发展”类型，主

要表现为“要素联动”型。依据发展动力，

可具体细化为以“政策联动”主导的滨

海新城—平潭环福清湾跨界地区、以“旅

游联动”主导的平潭—福清环福清湾跨

界地区、以“汽车产业联动”主导的宁德—

罗源环三都澳湾跨界地区、以“港口产

业联动”主导的涵江—福清环兴化湾跨

界地区。

在具体引导方面，应结合跨市级行

政单元的发展动力，协调差异化发展诉

求，协同建立共同发展愿景，在交通一

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

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给予引导，

创新体制机制，形成示范经验并扩大应

用于整个都市圈 ( 图 15)。

4.2.5 完善、建立都市圈协同治理体制

机制
福建省闽东北地区协同发展历史悠

久、基础良好，福州都市圈位于闽东北地

区核心圈层，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但同

时也面临如何跨越现有行政区划的体制性

障碍、如何解决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参与

合作的激励机制、如何用好用足政策叠加

优势等问题。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从完善

图 13  福州都市圈空间布局引导图 图 14  福州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图 15  跨界地区合作引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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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福州都市圈空间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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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务合作机制、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和

建立利益增效机制三个维度，组织建立了

体制机制一体化板块 ( 表 2)。

5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培育型都市

圈兼具阶段局限性与发展特殊性，以福

州都市圈为代表的培育型都市圈，虽然

中心城市尚处于聚集发展的阶段，但是

也表现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动力与

诉求。若能把握和利用新时代的发展契

机，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引导培育型都

市圈发展成熟，将为形成全国“19+2”

城市群的格局、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本文提出三个阶段、三大板块、五

个方面的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

法，尚有两点有待深入探讨。一是应深

入研究都市圈发展规划与五级三类空间

规划的衔接机制，确保都市圈协同规划

落地。二是本文更多从空间视角切入，

尚需在空间属性较弱的方面增加政策引

导，如文化共荣、扩大开放等，进而完

善政策体系，为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

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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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州都市圈体制机制规划思路

体制机制架构 福州都市圈体制机制规划思路

政府政务
合作机制

建立都市圈议事决
策组织架构

依托福建省既有的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联席会议及联席会议办
公室，建立中心城市福州市牵头、四市一区密切合作的都市
圈协调决策机制

建立政务服务联通
互认机制

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目标，重点推进两岸居民公共服务同等化
的相关机制建设

利益分配
机制

建立发展投资基金 应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山海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组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

建立税收分享和征
管协调机制

应对平潭大量企业异地办公情况，探索“属地征收、利益共享”
的税收政策

建立园区共建共享
机制

逐渐由市场主导的共建园区代替现有定点帮扶型共建园区，
在 GDP、税收、节能减排等方面完善分配分担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
补偿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

结合福建省已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针对流域、森林、海洋
等特色资源，完善监督考核制度，丰富补偿形式；同时变被
动为主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利益增效
机制

建立市场一体化发
展机制

完善人才、资金、土地等市场要素的一体化建设，如土地要
素市场，在全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设立都市圈发展指标，
为跨地区重大项目提供支撑

汇聚区域政策合力 统筹“海丝”核心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州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等政策优势

整合特色合作平台 整合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
等重大平台，争取创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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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　吴挺可，王智勇，黄亚平，周　敏

[ 摘　要 ] 都市圈是实现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文章基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特征及聚散规律，
分析武汉城市圈三个圈层间人口、经济与城镇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揭示其发展阶段及未来关注重点。研究表明，武汉城
市圈正从向心集聚阶段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过渡，尽管极化效应依然突出，但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已经凸显，圈层间
的差异不断缩小。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圈层聚散规律视角下武汉城市圈的引导策略：核心圈层要吸聚外部资源、疏解非核心
功能；紧密圈层强调跨界功能协同、交通一体化疏导与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外围圈层要培育次级增长极、集聚发展特色化
功能。
[ 关键词 ] 武汉城市圈；都市圈；圈层结构；集聚与扩散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4-0021-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吴挺可，王智勇，黄亚平，等．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J]．规划师，2020(4)：21-28．

Character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s and its Guiding Strategies/Wu Tingke, 
Wang Zhiyong, Huang Yaping, Zhou Min
[Abstract]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main spatial level to decentralize functions of metropolises and to realiz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circle structure and the law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urba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each circle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reveals its development stage and key poin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is 
transferring from the stage of centripetal agglomeration to overall agglomeration and near-field diffusion. Although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is still prominent, the diffusing effect of the core region has already emerged, and the difference across circles has been 
narrowing.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guiding strategies of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the core circle should absorb external resources and disperse marginal functions; the compact 
circle should emphasize cross-boundary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new city construction; the 
peripheral circle should cultivate secondary growth pole and gather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Key words]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s, Metropolitan area, Circle structure,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都市圈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也

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城镇群体空间

现象 [1]。伴随着城市区域化的纵深发展，城市功能及

空间联系向市域外扩散，我国以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

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空间形态逐步形成 [2]。近年来，国

家层面提出了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来组织区域空间体

系的战略构想。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 (2014—2020 年 )》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功能，“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

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2019 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以大城市为核心

的都市圈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单元，也是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

武汉于 2002 年提出武汉“1+8”城市圈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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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中心城市的吸引和辐射能力在都

市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

作用 [3]。然而，由于武汉自身强大的吸

引力，武汉城市圈长期以来被认为处于

单中心集聚的阶段 [4]，目前依然存在非

核心功能疏解困难、各类要素持续向心

集聚的问题 [5]。如何实现中心城市人口、

经济等各类要素的“扩散”，并促进其

在圈域范围内合理的“集聚”？本文从

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特征及聚散规律

出发，揭示 2000 年以来武汉城市圈圈

层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以正确判断其发

展阶段及未来关注重点，并提出引导策

略以实现各类要素的有序流动与空间的

良性发展。

1 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与聚散规律

1.1 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
圈层扩散是大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

基本规律。从 1826 年德国经济学家冯·

杜能的“杜能环”到 1925 年美国社会学

家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形态，大城市地

域的圈层结构有很深的思想渊源。而都

市圈这一地域概念的雏形是 1951 年日本

学者木内信藏的“三地带”学说 [6]。“三

地带”学说将大城市的地域空间分为三

个圈层—以实体建成区为主体的中心地

带、以郊区为主体的周边地域和以城市

势力圈为主体的外围广阔腹地。小林博

更进一步将都市圈的地域概念界定为如

下的三个层次：一是以各种功能联系为

主体的经济社会影响圈；二是具有密切

人流、物流联系的日常生活圈；三是中

小城市连续扩大的城市化地区 [7]。我国学

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都市圈”的概

念，其圈层结构特征得到了普遍认同 [8-9]。

也有学者基于此基本内涵，开展实证研究

揭示了都市圈的圈层地域构造特征 [10-11]。

结合国内外的权威观点及实证研究，本

文将大城市地域空间划分为核心圈层、

紧密圈层和外围圈层这三个由内而外的

圈层：

(1) 核心圈层：核心功能最为集中的

地方，也是都市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

主要地域。其范围以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通常以核心建成区为主，半径为 20 ～

30　km。

(2) 紧密圈层：与核心圈层具有密切

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

接地域，是同城化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

其地域范围受 1 小时通勤法则的限制，

是居民一日活动往返形成的日常生活圈

或通勤圈。基于不同的交通方式，半径

为 60 ～ 80　km。

(3) 外围圈层：与内部具有功能关联

的协同圈层。其半径为 120 ～ 150　km。

1.2 大城市地域的圈层聚散规律
城市区域空间的演进始终伴随着集

聚与扩散的过程 [12]。国外学者主要是从

中心及外围城市人口的聚散规律来揭示

都市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 Klassen 等

人将都市圈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及整体

人口的动态变化分成城市化—郊区化—逆

城市化—再城市化这样的周期过程，都

市圈的发展阶段遵循此路径循环推进 [13]；

富田和晓等人将大都市圈分为核心圈层、

内圈层和外圈层，通过分析各圈层占大

都市圈总人口比例的增减来确定其发展

阶段 [14]。国内也有学者从集聚与扩散的

维度来探索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如杨勇

等人根据首位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相互作

用关系，将都市圈的发展演化过程分为

结核阶段、整体集聚阶段、次中心形成

阶段和均衡阶段 [15]；邢宗海根据社会经

济要素在三个圈层之间的空间集聚与扩

散情况，将都市圈的演化分为“中心城

市绝对集中”“中心城市相对集中”“圈

域集聚”“圈域耦合”四种空间状态 [16]。

基于既有观点，本文从大城市地域圈层

聚散规律的维度，将都市圈的发展演化

划分为四个阶段 ( 图 1)。

(1) 向心集聚阶段。

核心圈层不断吸收周边的资源，其

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外围地区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这个阶段中

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外围地区的发

展水平差距逐渐扩大。

(2) 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

核心圈层与紧密圈层共同吸收各类

生产生活要素，由外部向区域内集聚。

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与

周边地域发展差距缩小。中心城市与外

围地区的能级均不断提升，都市圈整体

实力上升。

(3) 远域轴向扩散阶段。

核心圈层的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其

效应在更大的范围内轴向扩散。紧密圈

层受到较强辐射成为主要增长地区。外

围圈层与核心圈层的联系增强。外围圈

层某些发展基础较好且具有交通、区位等

优势的城市崭露头角，逐渐形成次中心。

(4) 多圈域耦合作用阶段。

核心圈层在更大的尺度内集聚外部

资源，高效服务与引领区域腹地的发展。

次中心的扩散效应进一步增强，与其周

边形成“核心—边缘”的梯度差异。都

市圈内各城市间相互作用密切，生产资

源高效有序流动，形成圈域耦合、交错

作用的局面。

2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划分与现状特征

2.1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划分
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和周边的黄石、

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

和潜江八个地级市，以及洪湖、京山、

广水和监利四个观察员城市。

将武汉都市发展区作为武汉城市圈

的核心圈层。都市发展区是 2010 年版

武汉城市总体规划在武汉市域范围内确

立的需要适当提高开发强度、实现城镇

空间聚集发展的区域，范围包括武汉主

城区及外围郊区的部分街镇①，面积约为

0.33 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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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圈层的范围参考 2017 年新版武

汉城市总体规划的武汉大都市区范围。

武汉大都市区范围的划定综合考虑了武

汉的一小时等时交通圈，以及与武汉具

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地区，接近本文

所设定的紧密圈层范围，包括武汉都市

发展区外、武汉市域内的地区及鄂州市、

黄石市区、大冶市、黄州区、团风县、

孝南区、汉川市、咸安区、嘉鱼县、仙桃市、

洪湖市②，总面积约为 1.90 万平方千米。

将武汉“1+8”城市圈范围内的其他

县市单元作为武汉城市圈的外围圈层，

包括阳新县、应城市、安陆市、云梦县、

大悟县、孝昌县、麻城市、武穴市、红安县、

罗田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英山县、

赤壁市、通山县、崇阳县、通城县、天

门市、潜江市、监利县、京山县和广水市，

总面积约为 4.65 万平方千米 ( 图 2)。

2.2 武汉城市圈的现状特征
2.2.1 人口分布：核心高度集中，周边

低密度松散
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呈现核心和外围

圈层高、紧密圈层低的“哑铃状”分布。

人口密度由内而外断层递减，核心圈层

的人口密度是紧密圈层与外围圈层的近

十倍。对比东京大都市圈③的人口分布结

构 ( 表 1)，武汉城市圈紧密圈层的人口

规模和人口密度均较低。武汉城市圈的

人口呈现核心高度集中、周边低密度松散

的分布状态。紧密圈层的人口还有很大的

集聚空间。

2.2.2 经济水平：向外圈层递减，整体

产出效率低下
武汉城市圈的经济规模以核心圈层

占比最高，而紧密圈层占比最低，地均

产值由内向外逐级递减。与东京都市圈

相比，武汉城市圈三个圈层的经济规模

及地均产值偏低 ( 表 2)，核心圈层的地

均产值不及东京大都市圈的 1/20，紧密

圈层与外围圈层的地均产值也远远小于

东京大都市圈。武汉城市圈的经济产出

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2.3 产业功能：武汉一极突出，分工

体系尚未形成
都市圈的核心与周边城市应强调功

能互补与专业协作。以东京大都市圈为

例，核心圈层集中了行政、金融、信息

和科教文化等中枢职能，紧密圈层主要

承担了核心圈层外溢的部分核心功能，

包括居住、行政、先进制造和科教研发等，

外围圈层则集中了专业物流、休闲旅游

等特色化功能，整体形成了职能分散、

有机联系的功能体系。而武汉城市圈一

极突出，中心城市武汉的钢铁及深加工、

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食品烟草等产

业在区域中均占据绝对优势，周边城市

的产业由于缺乏突出的产业支撑和公共

服务职能，呈现出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状

态。另外，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与外

围地区缺乏分工协作，城市职能定位各

自为政，存在明显的同构现象 [17]。周边

城市的产业均集中在食品加工、机械、

建材工业、医药化工和纺织服装等几个

板块，缺乏具有特色、优势突出的城市

职能。

2.2.4 城镇空间：核心向外连绵蔓延，

外围散点状均衡分布
核心圈层内城镇空间较为饱和，向

外贴边蔓延的现象十分显著。武汉市主

城区与其郊区跨界处存在着大规模的城

镇建设用地开发。紧密圈层的孝南区、

汉川市及鄂东沿江的梁子湖区延伸至鄂

城区、黄州区、黄石市区和大冶市等地，

与武汉市域呈现连绵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外围圈层的城镇总体上呈现散点状均衡

分布的状态 ( 图 3)。

圈层划分
武汉城市圈 东京大都市圈

规模 / 万人 比例 /%
密度 /( 人 / 平方
千米 )

规模 / 万人 比例 /%
密度 /( 人 / 平方
千米 )

核心圈层 1　090 31.2 3　339 1　352 30.8 6　169

紧密圈层 822 23.6 432 2　262 51.6 1　989

外围圈层 1　576 45.2 339 770 17.6 330

表 1  武汉城市圈与东京大都市圈的圈层人口分布比较

资料来源：武汉城市圈各县市统计年鉴 (2018 年 ) 及日本统计局网站 (2015 年 )。

图 1  都市圈圈层集聚与扩散的阶段划分

向心集聚阶段 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 远域轴向扩散阶段 多圈域耦合作用阶段

圈层划分
武汉城市圈 东京大都市圈

规模 / 亿元 比例 /%
地均产值 /( 万元 /
平方千米 )

规模 / 亿元 比例 /%
地均产值 /( 万元 /
平方千米 )

核心圈层 9　836 48.3 11　478 53　213 48.6 242　879

紧密圈层 4　748 23.3 3　460 39　000 35.6 34　297

外围圈层 5　775 28.4 1　242 17　302 15.8 7　416

表 2  武汉城市圈与东京大都市圈的圈层经济水平比较

注：东京大都市圈的经济总量按照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资料来源：武汉城市圈各县市统计年鉴 (2018 年 ) 及日本统计局网站 (201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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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 ( 表 3)。

以县市为统计单元考察人口增减率。

2000 ～ 2010 年，人口增速大于 5% 的

地区集中在核心圈层及紧密圈层，包括

武汉主城区及西南部的东西湖区、蔡甸

区、江夏区、汉南区，另外还有鄂城区

和黄石市区。人口增长呈现出较为显著

的“核心—边缘”特征。2010 ～ 2017 年，

研究范围内的大部分统计单元的人口呈

3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的特征与
发展阶段

3.1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特征
3.1.1 人口向心集中趋势延续，圈层

间增长差异缩小
2000 ～ 2010 年， 武 汉 城 市 圈 的

核心圈层呈现显著的人口增长态势，而

紧密圈层及外围圈层的人口均呈现负增

长，外围圈层人口下降得更为明显。这

个时期核心圈层的就业岗位、配套设施

等对周边地区的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紧密圈层、外围圈层的人口显著流失。

2010 ～ 2017 年，三个圈层的人口均呈

现增长态势，增速由内而外递减。核心

圈层的人口增量与增速依然显著大于外

部的两个圈层。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向心

集中趋势延续，但已从绝对集中转变为

图 4  2000 ～ 2010 年 ( 左 )、2010 ～ 2017 年 ( 右 ) 各统计单元的人口增长率

>5
0 ～ 5
-5 ～ 0
-5 ～ -15
<-15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图例 图例

>15
5 ～ 15
0 ～ 5
-5 ～ 0
<-5

图 2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范围划分 图 3  武汉城市圈城镇空间现状分布
资料来源：基于参考文献 [18] 提供的共享成果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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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增长。相较于 2000 ～ 2010 年，武汉

主城区人口增速减缓，从 26.46% 放缓到

9.52%。增速大于 5% 的地区扩散到武汉

市的六个郊区，以及黄石市区、黄州区、

华容区、通城县和蕲春县。其中，东西

湖区、江夏区、汉南区和蔡甸区增速超

过了 15%。尽管武汉城市圈的人口整体

上仍呈现向心集中的趋势，但伴随着外

围地区尤其是武汉郊区人口增量的提升，

圈层间的差异已大大缩小 ( 图 4)。

3.1.2 核心圈层功能疏解乏力，外围

地区经济发展受抑
分析不同时间点三个圈层的三次产

业占比，武汉城市圈各圈层的产业结构

调整缓慢。核心圈层内的三产比重缓慢

上升。2017 年核心圈层的三次产业结构

为3.3∶43.9∶52.8，三产占据略微优势。

而紧密圈层与外围圈层则处于二产缓慢上

升并处于优势地位的时期 ( 图 5)。进一步

考察核心圈层内武汉主城区的产业结构，

2010 ～ 2017 年，二产占比显著下降，

从 37.9% 下降至 27.8%，而相应的三产

比重从 62.0% 上升至 72.2%。由此可见，

伴随着“退二进三”政策影响下城市产

业结构的调整，主城区的二产已有向近

郊区扩散的趋势，但并未突破核心圈层

的空间范围。

在两个时间段内，武汉城市圈核心

圈层的经济增量及地均增量均占有绝对

优势。2000 ～ 2010 年，增速由内而外

圈层递减，核心圈层的经济增速远远大

于外面的两个圈层。2010 ～ 2017 年，

三个圈层的年增速基本持平 ( 表 4)。武

汉城市圈经济增长以核心圈层最为突出，

但增速有放缓的趋势，外围地区的发展

受到抑制。

3.1.3 城镇空间集聚格局强化，近域

圈层蔓延态势凸显
2000 ～ 2010 年，核心圈层的城镇

空间增长居于首位；2010 ～ 2017 年，

紧密圈层的增量超过了核心圈层，而外

围圈层城镇空间的增长与核心圈层基本

圈层划分
2000 ～ 2010 年 2010 ～ 2017 年

增量 /( 亿元 )
地均增量 /( 万
元 / 平方千米 )

年增速 /% 增量 / 亿元
地均增量 /( 万
元 / 平方千米 )

年增速 /%

核心圈层 3　778 4　409 23.5 5　537 6　461 12.6

紧密圈层 1　548 1　128 15.1 2　697 1　996 12.7

外围圈层 1　648 354 11.3 3　270 703 12.7

圈层划分
2000 ～ 2010 年 2010 ～ 2017 年

增量 /km2 占比 /% 年增速 /% 增量 /km2 占比 /% 年增速 /%

核心圈层 297.7 9.1 6.4 456.6 14.0 8.5

紧密圈层 241.5 1.3 7.2 484.9 2.5 9.9

外围圈层 155.7 0.3 5.1 456.8 1.0 11.5

表 4  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圈层增长

资料来源：2001 年、2011 年及 2018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及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

表 5  武汉城市圈各圈层城镇空间增长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基于参考文献 [18] 提供的共享成果计算绘制。

圈层划分
2000 ～ 2010 年 2010 ～ 2017 年

增量 / 万人
增长密度 /( 人 /
平方千米 )

年增速 /% 增量 / 万人
增长密度 /( 人 /
平方千米 )

年增速 /%

核心圈层 147 172 1.6 111 129 1.5

紧密圈层 -41 -30 -0.5 12 9 0.2

外围圈层 -196 -42 -1.2 4 1 0.03

表 3  武汉城市圈人口的圈层增长

图 5  武汉城市圈各圈层产业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2001 年、2011 年及 2018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及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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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空间增长占比变化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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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动承接核心圈层的功能外溢，如

2014 年的武汉次区域空间规划在主城区

外围规划了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和

大临港四个工业板块，以促进工业企业

的外迁及在郊区的集聚发展。周边城市

也表现出与武汉的对接意愿，如孝感编

制孝感临空经济区规划主动对接武汉空

港。但目前看来，这些举措的效果并不

显著，核心圈层仍高度集中了城市圈的

人口与功能。

(2)提升外围地区空间载体的集聚能力。

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决策的共同推动

下，武汉城市圈范围内建设了大量的新

城 ( 图 7)。然而这些新城大多关注的是

物质空间的规划建设，是一种以土地城

镇化为导向的空间集聚模式。由于较少

考虑市场与社会的真实需求，与主城距

离较远、联动性较差的新城对人口及产

业的集聚功能甚微。此外，武汉城市圈

范围内有 7 家国家级开发区及二十余家

省级开发区 ( 图 8)，由于政府资金短缺、

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承接武汉溢出的低

端产业；同时由于产城融合度较低，现

持平。但从城镇空间增量占圈层面积的

比例来看，核心圈层占比一直遥遥领先，

两个时间段分别高达 9.1% 和 14.0%。三

个圈层城镇空间的年增速在第二个时间

段较之前均有所上升，呈现由内而外圈

层递增的趋势 ( 表 5)。

以武汉城市圈的空间重心为中心，

每隔 20　km 由内而外划分圈层，分析两

个时间段内各个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情

况。从第一个时间段到第二个时间段，0

～ 20　km 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量与占比

均呈现下降趋势，而外围六个圈层均有

所上升。以 20 ～ 40　km 圈层的城镇空间

增长最为显著，2010 ～ 2017 年增量达

381.63　km2，是 0 ～ 20　km 圈层的两倍

之余，增长占比也与 0 ～ 20　km 圈层差

距缩小 ( 图 6)。

由此可见，尽管核心圈层的城镇空

间仍处于内部填充的集聚发展状态，但

伴随着空间利用的饱和度不断提升，城

镇空间增长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向紧密圈

层扩散的趋势，以 20 ～ 40　km 的近域圈

层尤为突出，外围的圈层也有增长，但

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3.2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发展阶段及
未来关注重点
3.2.1 发展阶段

上述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正从向

心集聚的阶段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的

阶段过渡。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的极化效

应依然突出，但也引领着城市圈整体不

断集聚外部的资源。核心圈层的扩散效

应初显，人口、产业、城镇空间增长呈

现从核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尤其是武

汉市域范围内的近郊区，是集聚与扩散

效应最为活跃的区域。在核心圈层的扩

散作用下，圈层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

“核心—边缘”结构也趋于弱化。

3.2.2 未来关注重点
基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聚散规律，

未来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应重点关注：

(1) 引导核心圈层人口、功能的疏散。

随着中心城市的壮大，核心圈层

的人口、产业和城镇空间利用逐渐趋于

饱和。政府层面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周边

图 7  武汉城市圈内的新城建设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 [19] 整理自绘。

图 8  武汉城市圈内的开发区建设

国家级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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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相当有限。未

来应重点关注外围地区新城、开发区与

所依托主城的良性互动，增强外围空间

载体对核心圈层人口、产业的集聚能力。

4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引导策略

4.1 核心圈层：外部资源吸聚、非
核心功能疏解

(1) 外部资源吸聚。

全球化给城市和区域发展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应当承担起内陆开发的重责，作为专业

职能节点积极融入扁平化的全球城市体

系 [20]。城市圈的核心圈层在区域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核心圈层

的能级决定了武汉城市圈在全国乃至全

球的地位。核心圈层应发挥“两个扇面”

的中枢职能，在更大的尺度内吸聚全国

乃至全球的资源，推动核心功能提质发

展，同时引领腹地发展，实现区域整体

能级的跃迁。

(2) 非核心功能疏解。

非核心功能占据空间资源，阻碍城

市功能升级。通过政府搭建平台，积极

疏解核心圈层的非核心功能，为核心功

能的注入提供空间载体。武汉城市圈的

核心圈层应强化科教创新、先进制造、

枢纽物流和金融贸易等核心功能的发展，

推动低端制造业、传统商贸业和基础物

流业等非核心功能向外围地区的疏解，

实现人口、产业、经济活动在圈域层面

更为合理的布局。

4.2 紧密圈层：跨界功能协同、交通
一体化疏导、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

(1) 跨界功能协同。

紧密圈层强调与武汉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功能协同，主要承接核心圈层溢

出的核心功能。划定跨界协作区，实现

周边城市与武汉在功能上的对接：武黄

临港协作区加强新洲区与团风县的对接，

发展临港物流、加工制造产业；武咸生

态协作区强调江夏区与咸宁梓山湖新城

的对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生态文化

旅游产业；武孝临空协作区以武汉空港

新城及孝感临空经济区为基础，发展临

空产业；武孝汉川协作区加强东西湖区

与汉川市的对接，发展先进制造、现代

物流产业；武洪新滩协作区加强汉南区

与洪湖新滩工业园的对接，发展汽车制

造、医药化工等产业 ( 图 9)。

(2) 交通一体化疏导。

紧密圈层内强化同城化、一体化的

交通网络体系。延长主城区的轨道交通

网络，在 40　km 的圈层范围内，形成轨

道交通、市郊铁路支撑的通达系统 [5]。

在 80　km 的圈层范围内形成以城际铁路

图  9  武汉与周边城市跨界协作区 图 10  武汉城市圈 1 ～ 1.5 小时城际铁路网络构建 图 11  武汉城市圈特色化功能产业集群

为主要支撑的通达系统，合理设置站点，

构建 1 ～ 1.5 小时通勤圈 ( 图 10)。结合

交通廊道节点，培育增长极核，引导核

心圈层溢出的城市功能在此集聚发展。

(3) 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

紧密圈层的新城应当成为承载功能

和人口增长的重要载体。离主城区较近

的新城打破单一的产业新城发展路径，

转向专业性综合新城；构建与主城区的

紧密联系，承载科技创新等新兴功能，

成为主城不可分割的近域功能性节点。

应合理安排离主城区较远的新城产业用

地与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配

比，实现职住平衡，尽量减少长距离的

通勤交通。同时，提升新城的公共服务

配套水平，构建反磁力中心，集聚产业

人口。

4.3 外围圈层：次级增长极培育、
特色化功能集聚

(1) 次级增长极培育。

武汉城市圈核心城市的首位度过高，

而中间大城市出现断层，中小城市呈现

扁平化发展。伴随着中心城市辐射效应

的进一步向外扩散，应积极培育黄石、

孝感、咸宁和仙桃等发展基础好、区位

优势突出的城市作为城市圈的次中心城

市，成为区域内新的增长极，并在外围

圈层逐渐形成自身圈域内的区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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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

(2) 特色化功能集聚。

引导非核心的一般功能在外围地区

集聚。外围圈层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

系建立在协作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

结合各地区的基础，形成休闲旅游、节

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特色化的功能分

工，打造特色化的产业集群 ( 图 11)。都

市圈城市逐渐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

的模式，进而形成功能联系紧密的一体

化地域。

5 结语

武汉城市圈正处于从向心集聚向整

体集聚与近域扩散过渡的时期，中心城

市武汉也从“强核”逐步走向“外溢”。

未来应重点关注中心城市扩散效应的发

挥，辐射带动更多的成员城市成长，乃

至促进区域次中心的形成，提升区域整

体竞争力。武汉一直以来将“1+8”城市

圈作为区域协同的空间单元。在国务院

提出构建现代化都市圈的背景下，以中

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1 小时”通勤圈将

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及城市

群内部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以武汉

为中心 80　km 半径的紧密圈层是跨市域

功能整合及空间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

次，也是近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功能

协作等需要考虑的重点。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集聚与

扩散效应的有序演进，是中心城市与周

边地区双向互动、良性合作的结果。然

而，我国很多省会城市首位度过高，呈

现出过度集聚、极化趋势明显的状态，

周边城市也较长时间处于中心城市发展

的“阴影区”。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

构出发，遵循市场机制作用下集聚与扩

散的客观规律，引导人口、产业、经济

等各类要素在圈域内有机的疏散与适度

的集聚，不失为解决这种发展困境的一

种合适路径。

[ 注　释 ]

①在下文进行三个圈层数据统计的时候，考
虑到武汉市各个郊区有 58.3% ～ 95.0%
的城镇空间位于都市发展区的范围内，研
究认为都市发展区贡献了外围郊区的大部
分人口与经济，故将武汉郊区的相关数据
全部计入核心圈层。

②其中，洪湖市与仙桃市只有部分街镇被纳
入武汉大都市区的范围，为方便统计，本
文将洪湖市与仙桃市整体计入武汉城市圈
的紧密圈层。

③东京大都市圈的核心圈层为东京都，紧密
圈层为埼玉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三县，
外围圈层为茨城县、群马县、枥木县和山
梨县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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