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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重大课题，应该冷静下来认真研究。根据笔者五十

年的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分析特大城市目前现

状，认为决不能走无限扩张之路，要“把握城市功能，

走存量发展之路、产业升级之路、完善发展之路”。在

我国人口超过 500 万的特大城市
[1]
有 10 个，其特点是人

口密集、功能综合、产业集中、物流人流量大、资源消

耗巨大、环境压力严峻、生活成本较高等。这些城市近

三十年的人口、产业急剧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的特大城

市的通病：交通拥堵、环境、资源超过其承载能力，加

大了维持特大城市正常运转困难、存在着大量安全隐

患，严重影响城市的持续发展。特大城市下一步如何

走，本文试图研究探索解决之路。并以北京为例加略加

说明。 

 

1111    面对不可持续的现实面对不可持续的现实面对不可持续的现实面对不可持续的现实    

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急增，并高度集中，出现了交通

拥堵出行时间无保障、水源短缺靠长距离调水、环境污

染治理代价巨大，由此引起的人们心态烦躁、企业生产

成本上升、政府管理难度极大，人们将这些谓之曰“大

城市病”，笔者认为大城市病实际是城市不可持续发展

病！以北京为例： 

    

1.11.11.11.1 交通拥堵问题交通拥堵问题交通拥堵问题交通拥堵问题    

北京交通拥堵全国出名，目前北京人已经把交通拥

堵看成常态，这也是无奈。因交通拥堵，本来 10 多公里

的车程，要提前 1 小时出发，去机场 25 公里车程要提前

3 小时，否则误机成常态；上班高峰要早起 1 小时，即使

乘地铁也要怕挤不上；按车辆尾号限行，带来不便，上

班族心量最清楚；老年人去大医院看病，早上挂号可能

更要早起 2 小时；外地人到京办事，因交通拥堵本来一

天可办两件事，现在两天办不成一件事；为了保障正常

的外事活动，遇上交通管制只能耐心再耐心等待；高峰

时段如果遇上交通事故，常常一大片区域车辆受阻；如

果遇上恶劣天气更不用说，……生活在北京出行多难

呀！这难是什么？城市的管理者要有清醒的认识：城市

因交通拥堵已经跌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现实之中了！ 

    

1.21.21.21.2 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空气污染（（（（雾霾雾霾雾霾雾霾））））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2014年 1月 2日北京环保局发布
[2]
，2013 年是北京

将 PM2.5作为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的第一年，北京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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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优、良天数不足一半；而五级重度以上污染（雾

霾）天数为 58 天，近 2 个月，远大于一级优 41天数。

最严重的是连续数天雾霾，人们不敢出门，多数公共活

动不得不取消，中小学校不能上体育课，旅游业因此受

重创，大量室外作业亦暂停，呼吸疾病急增，人们心态

压抑……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城市管理者已经开

始认识，市长已经立下军令状，下决心治理，足见雾霾

严重程度。 

 

1.1.1.1.3 3 3 3 水资源问题水资源问题水资源问题水资源问题    

历史上北京是个水资源丰富的城市，由于社会经济

飞速发展中，人口远远超出了水源自身平衡的状况。据

北京日报最新报导，近 10 年来，北京以年均不足 21亿

立方米的水资源，维持着 36 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每年

水资源缺口已达 15亿立方米，北京自身已经解决不了

（已经不可持续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超采地下水，使水位每年都在下降，目前中心城区地下

平均水位 25米，这将带来一系列的次生问题；不得不向

本来缺水的河北、山西调水；缺水还产生一系列的生态

问题；南水调来每年只有 10亿立方米，如遇长江流域沽

水年或沿线旱年，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肯定要争

水；1273 公里这么长的距离，发生事故概率不会是零。

这一系列问题促使城市管理者要有清醒的认识：调水是

不得已的选择，从可持续发展出发，作为备用的海水淡

化入京是战略选择。笔者认为用极大代价取得的水来支

撑无序发展的北京现状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其它还有，为了保北京，不惜成本远距离引进能

源、资源、生活物资，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都可

能因突发事故产生可怕的灾难。 

 

面对这么多特别是交通拥堵和雾霾两条阻碍物可持

续的现实，城市的管理者对未来城市的发展，首先把握

住城市功能，敢于放弃该放弃的；走存量发展之路、产

业升级创新之路；抓好生态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走出

适合北京的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2.2.2.    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城市功能城市功能城市功能城市功能    

我国特大城市承载的功能过于集中
[1]
，是严重影响其

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下决心疏散与主要功能无关的

功能，放弃与主要功能与关的项目。 

 

长期以来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和中央对北京城市功

能定位都非常明确：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大核心功

能，但实际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些偏离，不断突破首都

功能，打着首都经济的概念，将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

业、CBD、总部经济、现代装备、汽车工业、化工制药、

航空航天、环保产业、设计产业等等，与首都功能无关

的产业都引进了北京。还有大量的与首都功能无关的研

究机构、高等院校、文化机构、事业机构都挤在北京，

一个北京相当于美国华盛顿+纽约+硅谷+波士顿（哈佛大

学所在地）+好莱坞+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航天研究中

心）……，这么多的功能都挤在北京，人口自然要大量

聚集，2013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114.8万，比上年增加

45 万，由于人口急增，并高度集中，大大突破了城市的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到了不得不重新把握首都城市功

能、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时候了。 

 

今年年初，习近平考察北京时明确指出要“坚持和

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并提出要“调整疏解非首都

核心功能”
 [3]

。这才引起城市管理者高度重视，下决心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前几年，因污染严重，钢铁、重

化工等才不得不迁出北京；目前疏散城市中心区的所谓

低端产业（服装、小商品等批发业）才刚刚开始。应该

指出的是前述各种名目的非首都核心功能项目仍然在发

展，应该通过规划产法来推动落实，在编制新一轮的城

市规划时，认真调研列出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项目，通过

做减法
[1]
，疏散到全国去，还能促进全国经济、教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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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均衡发展。随着非首都核心功能真正疏解，人口自然

会减少到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合理范围。笔者相信，只要

下决心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放弃、迁出与核心功

能无关的项目，作为第一步，人口一定能够控制到 2004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的 2020 年全市总人口 1800

万的目标。 

 

3.3.3.3.    走存量发展之路走存量发展之路走存量发展之路走存量发展之路    

任何城市要保证可持续发展，都必须要以资源支撑

为前提，这些资源包括：空间资源、生态资源、能源、

水资源和其它物质资源。其中对于特大城市，能源、水

资源和其它物质资源往往依赖外部调运，而空间资源和

生态资源不能从外部调来，并且承担的人口容量和环境

容量也是有限的。超出允许容量必然造成交通堵塞、雾

霾等环境灾难，这就是所谓的大城市病。这是影响特大

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可挖掘出特大城市空间资源和

生态资源，形成存量空间资源，具体分析如后： 

 

3.3.3.3.1 1 1 1 迁出低端产业迁出低端产业迁出低端产业迁出低端产业    

这类产业人流量大，引起交通堵塞，局部环境状况

恶化，必须迁出，留出的空间，成为存量资源。北京现

在走出的第一步：逐步迁出低端产业，如动物园批发市

场、大红门批发市场等。这类产业空间还没有统计数

据，笔者估计，可腾出数十近百平方公里空间，或近亿

平方米面积建筑是可能的。 

 

3.2 3.2 3.2 3.2 整治整治整治整治““““城中村城中村城中村城中村””””    

城市在扩张中还存在“城中村”。“城中村”留到

现在，应该是宝贵的存量空间，但一般都存在一些遗留

问题要妥善处理好。如北京需要整治的城中村有 60 个，

这些“城中村”违建问题突出、警情案件高发、环境卫

生脏乱、治安秩序混乱、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倒挂

等严重问题。其中近一半在中心城区（朝阳、海淀、丰

台）内，结合整治，可以获得近百平方公里的存量空

间。 

    

3.3.3.3.3 3 3 3 下决心淘汰一批产业下决心淘汰一批产业下决心淘汰一批产业下决心淘汰一批产业，，，，腾出空间腾出空间腾出空间腾出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淘汰了一批

劳动密集、有污染的产业，如重化工产业、钢铁工业、

纺织业、建材工业、煤炭产业等；现在开始迁出“低端

产业”如动物园、大红门批发市场，这是可喜的，但远

远不够。还有一些借口首都经济发展了一大批产业（服

务业、制造业、科技、金融等等都有）不一定非在北

京，如果分散到全国去，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

济的均衡发展，意义非同小可。 

 

据 2014 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报导的统计显示，企业

的经营成本指数，北京如果是 1 的话，上海、深圳等是

0.87，到中西部武汉、成都等低于 0.67，在中西部投资

可以节省 30%的成本，很多跨国公司国内企业开始举家西

迁。事实上随着北京企业成本指数的上升，市场定会引

导其合理配置到全国去，从国家层面也应加强引导。 

 

还有一类是尚未利用的零星小的空间或违章建设影

响城市景观必须拆除的空间，这类零星空间一般比较分

散，最好是利用安排绿化，转化为城市中的生态空间。 

 

如何合理利用这些有限的存量空间，是特大城市必

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新规划应立即停止城市扩张（不能

再摊大饼），并保证市内必要的生态空间的条件下，将

这些有限的空间资源作为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可

利用空间资源，应该精心规划、合理利用。需要注意的

是存量空间绝对不能安排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用工密集

或可能产生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的产业及事业；也不能

安排与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产业或事业。国土部门不应

再批准新的城市用地，充分利用存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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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走产业升级之路走产业升级之路走产业升级之路走产业升级之路    

从市场竞争的要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

展，决不再能发展常规产业，必须走产业升级之路，即

科技创新之路，这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 

 

4.4.4.4.1 1 1 1 特大城市有条件走产业升级特大城市有条件走产业升级特大城市有条件走产业升级特大城市有条件走产业升级之路之路之路之路    

特大城市客观上存在产业升级的有利条件。特别是

北京，高校、研究机构集中，不缺少创新人才，特别是

中关村聚集了大量创新人才，只要实施鼓励科技创新、

管理创新，定能走出产业升级之路。这里不详细论述。 

 

4.2 4.2 4.2 4.2 特大城市产业升级特点特大城市产业升级特点特大城市产业升级特点特大城市产业升级特点    

除了提升质量、效率外，特大城市产业升级主要围

绕实现企业零排放低污染、有利于减少用工数、有利于

降低物流量、节省用地来进行。如果降不下来就应该列

入淘汰产业之列。目前北京已经列出淘汰产业名单,包括

建筑材料、铸造、木制家俱制造、化工、涂料，以及服

务业中的大型批发零售等低端产业。笔者认为这远不

够，一些与首都功能不相符的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汽车

制造、装备制造、医药制造、食品饮料工业等也应列在

限制发展、逐步淘汰之中。 

    

4.4.4.4.3 3 3 3 服务业服务业服务业服务业要升级要升级要升级要升级    

北京服务业 GDP早已经超过的 75%，2013 年为

76.9%
[5]
，从业人员总数达到 874万人，占全市从业口

76.7%，其中 82.9%分布在市中心区。这组数据足以说

明，市中心区活动的主要人口是服务业人口，要减少人

口主要还是要靠服务业升级。 

    

表表表表 1   1   1   1   北京市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分布北京市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分布北京市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分布北京市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分布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单位数单位数单位数单位数

（（（（个数个数个数个数））））    

从业人从业人从业人从业人

口口口口（（（（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从业从业从业从业

人口排序人口排序人口排序人口排序    

批发和零售业 7462 71.8 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123 69.2 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795 62.0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98 59.7 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396 54.8 5 

房地产业 4622 40.6 6 

住宿和餐饮业 2927 39.1 7 

教育 1538 38.1 8 

金融业 1783 37.6 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753 37.1 10 

卫生和社会工作 619 22.0 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68 16.8 12 

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 543 9.0 1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业 479 8.5 14 

规模以上合计  566.2  

注：本表据北京市统计局 2014年发布的 2013 年统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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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是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排名的简况，由

此表可知，北京服务业人口中，属一般性商业服务仍然

是占人口的大头（前两位），加上房地产业、物流，总

从业人口达到 241.3 万（不含规模以下企业），占其总

数的 42.6%，这个数使笔者也感到吃惊。相反，信息、软

件、科技、环境等从业总计 125.8万人，差不多是前者

的一半。从该表分析很清楚，服务业升级，重点是严格

控制和淘汰一般性商业服务、物流和房地产，这会有效

减少和控制驻京人口。同时笔者相信：由于在京生产成

本高，市场必然会也会逐步地引导其离京，笔者只是希

望这一过程更快些。淘汰的产业腾出空间和资源，为信

息、软件、科技和创新产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保证。 

 

5.5.5.5.    积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积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积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积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    

不管从国家和北京是两个层面都希望要积极发展科

技创新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我国产

业在国际的竞争力，通过鼓励原创，推动新产品、新品

牌、新行业的诞生，北京完全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中

心。应该指出的是科技创新人才与产业人口数量之比只

占极少数，鼓励其大发展并不增加过多的人口，新产品

将会在市场配置中走向全国甚至全球。科技创新将从根

本上保证我国和北京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

类阐述很多，无需赘言） 

 

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新动

力，以此推动产业升级，催生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淘

汰不适合北京发展的劳动密集、耗能、人流、物流大户

等低端产业，这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6.6.6.6.    走完善发展之路走完善发展之路走完善发展之路走完善发展之路    

我国城市在飞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城

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发展滞

后，特别是特大城市由此引发的“大城市病”，严重阻

碍其可持续发展，现在是到了补历史欠帐，下大力气进

行环境治理，完善公共设施的阶段了。 

    

6.6.6.6.1 1 1 1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虽然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但由于人

口急增、城市扩张过快过大，加上规划滞后，城市基础

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还是不能满足要求，交通拥堵严重

影响市民出行，谈何可持续发展？笔者多年观察研究，

解决北京交通顽疾除前述各类措施疏散人口外，就交通

本身的完善提出主要建议：1）鼓励公交优先要有具体措

施，不只停留在宣传上，要设立连续的公交专用道，要

解决线路换乘方便和最后 1 公里问题等。2）轨道交通

（地铁）不片面追求里程（向郊区延伸），要集中在中

心城区交通量最大的区域，加大四环内地铁线路密度，

国外特大城市中心区地铁密度在 0.8km/km
2
以上，有的达

到 1.3km/km
2
，而北京中心区地铁线密度只有

0.4km/km
2
，建议北京四环内地铁线路至少要九纵九横，

特别拥挤线段可以建设复线。3）要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

平，要认真研究堵塞具体问题，科学解决、精细管理，

如干道进出口位置选择、地铁与公交车的换乘、行人与

机动车的交叉、事故的快速处置、恶劣气候的应急预

案、特殊情况的交通管制等等，虽然都有办法，但管理

太粗放，要引进国际先进经验，使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

更加完善（不详解，请参阅本人其它文章）。为首都可

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基础条件。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

个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6.6.6.6.2  2  2  2  完善生态建设完善生态建设完善生态建设完善生态建设    

城市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建设，过去北京比较重

视市域内的生态绿化建设，实践教育我们，生态建设不

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是一个区域性发展的大问题，国家

再次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首要的是区域雾霾治

理问题。北京必须积极参与京津冀、甚至更大区域的环

境建设，淘汰污染企业决不能污染源搬家。南水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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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京，从水源源头到 1273 公里的引水渠两岸的生态建

设，北京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北京城市本身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城区有

限的绿地常常被蚕食，河湖水系常常被污染，地下水位

天天在下降，污水管线年久失修，……以上这些随时可

能引发生态灾难。完善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

北京城区应该拆危植绿，日常维护不能放松；同时 2000

万人的特大城市，天天产生巨量的污水、垃圾需要处

置，生态建设永不停止。完善生态建设、维护生态环境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6.6.6.6.3 3 3 3 完善其它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其它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其它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其它公共服务设施（（（（略略略略））））    

总之，让我们认清特大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现况，

牢牢把握正确的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全力整治城

市病，走出一条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存量发展、

升级发展、创新发展、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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