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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城市竞争力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
张摇 可,朱建国
(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0)
摘摇 要:该文基于城市竞争力的动态性特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动态城市竞争循环理论框架,将城市竞争循环
分为内外两大决定系统,三大圈层结构,并提出了名义城市竞争力和实际城市竞争力的概念。 同时构建了一个新
的指标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8 个一级指标和 88 个二级分项指标构成。 新的理论框架为城市竞争力研究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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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入,

院自 2002 年起每年发布《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蓝

城市作为物质流、信息流、人力流、资本流等在空间

力报告》 白皮书,每年举办全球城市竞争力国际论

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之上。

皮书,自 2008 年起每两年公布一次《 全球城市竞争

上的集聚体,是未来国家间争夺要素资源、市场、人

坛,第九届全球城市竞争力论坛刚刚在中国南京落

才的重要阵地。 城市间的竞争力的实质是城市发展

幕。

的差异化,研究城市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总体来说,目前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仍处于

一方面通过比较城市间的发展差异,找出影响城市

起步和探索阶段,各研究机构均从各自需要的角度

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适合所有城市发展的一般性

来研究城市竞争力,目前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至少存

影响因素和城市特色影响因素,从而为城市管理者

在三个缺陷:一是理论基础薄弱,国外的学者多将洛

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总体

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国际竞争力理论冶 和美国波

发展战略而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

特的“ 产业竞争力理论冶 作为其理论基础,而两种理

了综合国力,城市竞争力的合力形成国家竞争力,城

论显然存在“ 口径冶 过大的问题,基于国家层面的国

市竞争力理论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

1摇 引言

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率先成立了专门的“ 城市竞争力冶 研究机构;90 年代
英国就该议题开发了一系列的 “ 白皮书冶 ; 自 1989

年起,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出版 “ 最佳贸易城市冶 排
行;OECD 在 2000 年公布了一些新产业和新经济对

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鉴于城市竞争力对国家、区域、
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银行于 2000 年 5 月在华
盛顿举行了“ 城市竞争力全球会议冶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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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系统包括 5 个层次:城市实力、城市能力、城市活

现在动态竞争循环中的每一个过程中。 本文试图通

力、城市潜力、城市魅力。 王贵新等构建的城市竞争

过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竞争力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

力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环

分析框架上提出一个动态性城市竞争力理论框架和

境发展竞争力三个维度组成,并采用了极差标准化

指标体系。

和均方差标准化决策方法。 三是过去的研究多为

2摇 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 过去式冶 的静态分析,缺少竞争的中间过程和动态
分析,并缺少对未来的预测功能。

综合以往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发现:过去

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统

的研究均是基于一种静态分析并且未考虑到产出对

一的定义。 从企业的角度理解城市竞争力的有洛桑

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即运用过去的相关统计数据,从

国际管理学院“ 国际竞争力理论冶 和迈克尔·波特

产业或者企业的角度或是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构

的“ 产业竞争力理论冶 。 根据国际竞争力的定义:一
国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定义城市竞争
力,即 “ 一 个 城 市 持 续 创 造 财 富 的 能 力冶 。 Gordon

and Chechire 从企业或产业的角度,指出城市竞争力

是一个城市在其边界之内能够比其它城市创造更多
的收入和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力是影响
城市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Douglas Webster 对城市竞

建城市竞争力理论框。 显然这些研究均缺少一个
“全过程冶 的思维和“ 过程冶 变量,同时还缺少对产出
负效应的考虑,笔者认为城市竞争力应该是一个全
过程的动 态 竞 争 过 程, 理 论 框 架 中 至 少 应 该 包 括
“ 投入-流通-产出-溢出冶 几个连续的环节,同时还
应包括市场化程度、政府制度安排等非过程变量因
素,仅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容易忽略要素参与生产

争力的阐述是,一个城市能够生产和销售比其它城

的过程,中间的要素生产联动过程更易体现出各要

市更好的产品。 国内的倪鹏飞研究员认为:一个城

素的互动和利用效率,而上一轮的投入和产出的对

市与竞争对手相比较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

于下一轮的竞争合力具有溢出效应。 高强度的经济

吸引资源和要素、生产产品和服务、占领和控制市

活动集中在一定的空间区域上必然带来生态环境压

场,多、快、好、省、优地创造财富,为居民提供福利的

力,生态破坏将对城市竞争循环产生负面影响,是一

能力。 市场占有率、经济增长率、综合生产率、要素

个具有“ 减法冶 特征的变量。 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

利用效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价值收益的动态变化,

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如下:

其城市竞争力的理论框架为:城市竞争力 = F( 经济
增长、市场规模、生产效率、要素利用效率)

有关城市竞争力的解释理论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绝对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 ,比较优势理论( 大
卫·李嘉图) ,标准的区际出口基础理论,标准的区
域增长理论,报酬递增理论( 考虑外部经济) ,内生
增长理论的区域翻版( Martin and Sunley, 1998) ,空
间聚 集 模 型 ( 新 经 济 地 理) (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1999; Fujita, and Thisse, 2002; Baldwin et

al, 2003) ,累积因果模型( Setterfield,1997) ;演化理

论 ( Boschma, 2004 ) , 集 聚 理 论 ( Porter, 1998a,

摇

图 1摇 动态城市竞争循环系统圈层结构图

综合竞争力 = F( 要素投入、要素流通、产出、溢

1998b, 2001) ,创新理论 ( 熊皮特) ,交易费用理论

出、市场化程度、制度安排、生态负荷、政治影响力、

( 科斯) ,产业组织理论( 斯蒂格利茨) 。

文化影响力)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

参与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及市场。 城市

个动态的竞争循环过程,是指一个城市通过吸引和

竞争应该是一个循环过程,一个完整的竞争周期应

集聚各种要素投入,创造财富和获取收益的能力,为

包括投入、流通、产出、溢出,每一个周期过程变量之

社会和个人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通过控制本地市

间均有衔接过程,任何的衔接不完整或者割裂状态

场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并且这四种能力体

均会影响下一个节点,从而影响该一轮的城市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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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每一个过程均有市场和政府的参与。 市场

轮的投入和产出均是下一轮竞争循环中的投入和产

为要素和产品的供需动态平衡提供条件,政府为城

出过程的积累,主要体现在前一轮投入和产出的外

市竞争循环系统提供政策保障。 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部性上。

为城市竞争循环提供“ 软冶 实力。

竞争前面四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竞争力循

投入是解释性指标,主要包括城市进行一个生

环系统,而以上一个循环过程必须是在以市场为基

产循环所必须的要素投入,包括政府投入和企业投

础,并辅以政府干预,从而从保证一个竞争循环系统

资,主要是指基础公共设施投资,教育和医疗卫生投

顺利进行。 市场化程度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市场和

入等,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

国际市场,前者可表示国内市场联系,后者表示国际

投入。 大量要素投入将会形成一个更加优越的城市

联系度。 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能为城市提供更

要素环境,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循环竞争过程提供

广阔的市场,要素吸引和集聚,有利于溢出效应的发

基本的物质条件。

挥。 市场化程度是城市竞争循环系统的重要外部影

要素流通主要指要素投入在进行生产过程中的

响因素,高度的市场化可以引导要素向高利润部门

要素组合,要素互动效应,要素利用效率,产业关联

集聚,加速要素流通和产出效率。 城市竞争循环系

度等,可用产业价值链来描述。 技术术进步可提高

统的市场分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种市场又包

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仅有优质的要素投入不一定

括当地要素供给和当地需求。 高度市场化促使竞争

能取得预期的产出,还必须运用先进的现代的生产

力要素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方式对要素进行重新的组合和分配,要素参与生产

政府、企业的制度安排能显著影响竞争循环的

的的最后表现落脚于产业价值链,因此我们可以从

每一个过程,包括政府公共政策,要素定价,产业政

产业间的关联度,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数目等来间

策,法制环境等,政府在城市竞争力中起着显著的作

接的估计要素流通的情况。

用。 公司是参与城市竞争力的主体之一,企业的制

产出是反映城市收益能力的显示性指标,主要

度安排和现代的管理方式是创造企业价值的重要源

指城市的经济总量, 可 以 用 GDP、 人 均 GDP、 地 均

泉。 制度安排是城市竞争循环系统的另一个外生变

GDP,申请专利量等描述。 产出的影响长期效应和

量,体现了政府和企业在参与城市竞争循环过程的

短期效应并存,短期内的消费和投资拉动促进经济

主要作用。 市场并非万能,政府的制度安排则可弥

增长的效应相当可观,而长期效应将在今后几年或

补市场的不足。 制度设计可以影响“ 要素投入 -要

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存在,产出持续增长将持续显现,
长期效应将作用于每一个城市竞争循环过程。

素流通-产出冶 的每一过程,政府可参与要素定价,
价格监管,产业政策制定,税收,交易规则等一系列

溢出效应主要指上一轮的投入和产出对下一轮

的制度安排。 例如,在重点资源上政府具有定价权,

的城市竞争的积累作用,可为下一轮的产出产生促

如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成

进作用,而投入和流通过程间也存在一定的溢出效

本。 一个完整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将有利的促进城市

应,这种效应是本轮城市竞争内部系统的自我强化,

竞争的循环顺利进行。

促进本轮循环生成更高的产出。 本轮的溢出效应对

生态负荷是经济活动给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

下一轮的作用体现需要在下一循环中体现,但是可

生态环境损耗,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城

以通过预测来进行描述,大量的要素投入一方面迅

市居民提供福利,生态破坏不仅对生产和流通产生

速进入本轮竞争循环系统,高密度的要素投入将大

副作用,还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可持

大提高要素的流通速度,要素结合趋于优化,体现在

续发展和“ 低碳经济冶 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发展的

有形的技术进步和无形的现代管理方式、劳动生产

主题,城市生态系统破坏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副产品,

率之上。 本期的大量投入将会形成本轮城市竞争循

城市的生态环境也是城市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环各过程变量的自我强化,“ 要素投入 -要素流通 -

而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是城市竞争循环过

产出冶 中的每个环节之间均存在溢出效应。 高密度

程的间接影响因素。 一座城市的政治影响力越大,

要素投入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长远影响,大量的即

往往将会强化其经济地位,更易吸引区域外部的优

成投资将会渗透到每一轮城市竞争循环过程。 上一

质要素向本地集聚,例如首都城市吸引要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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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又强于一般城市。 而文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例,司法公正,法律

化影响力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的功效在于凝聚城
市精神,为城市竞争循环系统提供良好的外部软环

健全度,政府管理水平,企业素质,企业管理
制度安排

水平,地方财政预算,审计与会计规范,政府

境。

对市场的干预度,行政审批难易度,制度创新

3摇 指标体系

能力,政府定价
文化基础设施投入,计算机互联网用户数,邮
电业务总量,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文化产

据动态城市竞争循环理论框架,城市竞争循环
分为内外两大决定系统,三个圈层结构( 见图 1) 力

文化影响力

的影响因素分为九大类:要素投入,要素流通,产出,

娱乐投入

力,生态负荷。 考虑到溢出效应存在于城市竞争循

国家竞争力,国际话语权,举办国际政治重大

环的每一个环节,即剩下的八大类因素中已经体现
政治影响力

出效应作为一个一级指标。 指标体系共分为 8 大一

成竞争循环的外部系统,其中生态负荷是城市竞争
循环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城市竞争
力的一种“ 阻力冶 。 I 层和 II 层结构形成名义城市竞
争力,名义城市竞争力减去生态负荷( III 层) 即为实
际城市竞争力。

会议的次数,年度获国际性赛事的奖牌数,政
治稳定性,全球联系度,国际知名度,国际影
响力

级指标,88 个二级分项指标。 前四个因素组成城市
竞争循环的内部成产性系统,是内核,后四个因素形

从事文化产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比例,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数,语言多国性,人均教育文化

溢出,市场化程度,制度安排,文化影响力,政治影响

了溢出效应,因此具体构建指标体系时,不单独将溢

业产值占 GDP 比例,风景名胜地数量,当地

生态足迹,环境质量,空气质量,水污染程度,
生态负荷

森林覆盖率,CO2 年排放量,城区绿化率,气
候指数,物质多样性,景观与旅游资源保护程
度,水量保证率,耕地损失率

4摇 研究展望与思考
动态城市竞争循环理论将城市竞争视为一个动

表 1摇 动态城市竞争循环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

要素投入

要素流通

教育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 公共基础设施投

市竞争力,因此城市竞争力也具有动态性,同一个城
市在不同的循环阶段和不同的时间点上具有不同的
城市竞争力。 同时,新的理论框架中考虑到了产出

资,城市信息化投入,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文

的生态代价,并认为剔除生态负荷城市竞争力为实

化设施投入,企业管理培训费用,环保投入

际城市竞争力。 任何经济活动所消耗的物质能量最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关联度,产业价值链,产

终均反映在生态环境系统上,以往的城市竞争力研

业结构,物料损耗率,全年货物运输量,货物

究均未考虑生态环境的副作用,是名义城市竞争力。

运输周转量,产业集中度,产业趋同度
GDP 总 量, 人 均 GDP, 地 均 GDP, 跨 国 公 司
产出

态的循环过程,经过多次竞争循环过程形成最终城

数,授权专利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经济
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失业率,企业利润率,资
本利润率,国外直接投资

新的城市竞争力理论框架为城市竞争力的相关
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
了一些扩展研究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 1摇 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城市竞争力是由多项指标的合成,因此构建科

国内市场化指数,市场占有率,市场成熟度,

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核心。 对多

非国有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例,贸易开放度,

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较多,例如模糊综合判

市场化程度 自由度,国际旅游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对
外交通运输能力,出口贸易总额,地方行政壁
垒

断法、层次分析法等但是这些评价方法均存在大量
的主管判断,各因素的权重确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同时这些方法得出的指标体系均却少一个检验的过
程,仅用一套指标体系运算得到的城市排序是不够
的,还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检验标准。 因此基于动态

张可等:动态城市竞争力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循环模型的指标体系的实质分析和结果检验将
是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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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摇 Cheshire P. C. and Gordon I. R. eds. (1995) Territorial
Competition in an Integrating Europe Aldershot:Avebury.

[3] 摇 Douglas Webster. Larissa Muller Urban Competitiveness

4. 2摇 溢出效应的度量问题

由于溢出效应存在于城市竞争循环的每一过程

之中,要素投入、要素流通和产出最终形成城市综合
竞争力,在若干个循环过程后的溢出效应只能通过
最终的产出体现出来。 选用要素与综合竞争力的差
来表示,要素环境减去综合竞争力为负即为具有较
强的溢出效应,即本轮的要素和流通过程中有一部
分还未显示出来,将以“ 潜力冶 的形式积累至下一竞
争循环。 溢出效应究竟有多大? 对城市综合竞争力
的贡献有多大? 这些问题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4. 3摇 动态城市竞争循环的周期性问题

城市竞争呈现出动态性,城市竞争力体现在某

一个时间点上。 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可以比较不同城
市的综合竞争力,同时还可比较同一城市在不同的
竞争循环中的竞争力。 而城市化也是一个动态过
程,城市化速度应与城市竞争循环保持一致性,因此
了解城市竞争循环的周期和循环速度对一个城市的
发展尤为重要,根据城市所处的竞争循环阶段,可根
据需要来控制要素投入,要素流通速度和相关的外
部环境调整,以达到城市竞争力最大化的目的。 因
此,研究城市竞争循环周期对于城市之间的竞争比
较和城市管理、经济活动安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将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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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ity Competitiveness Theory and its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Zhang Ke, Zhu Jianguo
(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Shanghai20009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raises a new cycle theory

frame of dynamic urban competitivenes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ecision systems and three-layered struc鄄
tures. Moreov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nominal urban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actual urban com鄄

petitiveness as well as constructs a new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eight primary indices and 88 secondary
indicators. The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for urban competitiveness and some cer鄄
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oth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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