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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Research Background



城市密集区表述的多样化

大都市地区（ Metropolitan District）：美国1910年 MSA

大都市带（Megalopolis）：法国戈特曼（Gottmann）1957年

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周一星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姚士谋

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 ）：日本，国内应用较为广泛

一、研究的背景

弗里德曼
（Friedmann. 
J）1966
城市区域空
间生长理论



• 区域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自2009年以来，13个区域规划的密集出台！

珠江三角洲、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和长江三角洲等。

以区域规划为手段，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力为

导向，通过加快区域一体化，以区域经济冲破

行政地域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化

增长的效率和效益，实现发展转型。

海峡西岸 江苏沿海

珠三角

长三角

提出了发展目标和总体思路

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布局如何？

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 协调发展



•日本都市圈建设的启示

以都市圈为载体的产业分工体系：三大都市圈

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大都市圈

类似的国情： 人多地少、资源约束

不同的条件：国土面积大，各地资源禀赋不一

经济基础，国际环境

与西方城市化发展历程不同：“五化并存”

参考日本都市圈的发展模式，但要有所区别：

日本：城市化以大中城市为主导

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每年城市化近1％ 1千万农民入城 大城市病



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发改委““十一五十一五””重点课题重点课题《《中国中国

空间结构问题研究空间结构问题研究》》中建议中国至中建议中国至

20302030年将建设年将建设2020个都市圈，每个都市个都市圈，每个都市

圈有圈有50005000万万城市人口、城市人口、120km120km辐射半辐射半

径、覆盖径、覆盖44--55万万kmkm22地域范围。其中，地域范围。其中，

长三角地区有长三角地区有上海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和和南京都市南京都市

圈圈这这22个都市圈。个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

In  the key topics of “eleventh five year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ttee, named "research on 
China spatial structure” , in which he suggests by 2030 20 
municipal circl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China, and 
every circle populated 50 million people, covers a area 0.4-
0.5 km square, radiated by 120km. Nanjing is one of them.  

500万 300万 100万
都市圈名称

中心城市人口
1500万

外围城市人口

南京南京都市圈 合肥、扬州
镇江、滁州、淮南

、安庆、蚌埠

芜湖、巢湖、宣城

、马鞍山、铜陵  、
池州、仪征、天长

、庐江、定远

课题阐述的南京都市圈包括城市一览表



根据“十二五”规划，我国城市化水平至2015年将达到50％左右（南京80％）

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郊区化、离心城市化、城市区域化

反思：本世纪以来，我国都市圈发展的热潮！ 有利有弊

利：拉开了城市发展的框架，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

弊：外延式扩展，土地浪费、资源过度消耗、过程性浪费

都市“圈”并非都“圈”市！ 不是简单的画圈！

国外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的地域形式，是国家

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动力源、创新源。

本质：区域分工与产业协作 结果：一体化



二、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Practice in Planning of Nanjing MA



二、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1、回顾

改革开放30年以来，南京区域一体化进程：

以南京自成中心的区域协作→东向融入长三角→构建南京都市圈→泛长三角区域协作。

1986年 由南京发起，江苏、安徽和江西三省共建“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共有20个成员城

市。

2003年 南京都市圈内8市自发成立了“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迄今已召开7次）和“都市圈

市长峰会”（迄今已召开4届）

在上述区域协调性制度框架下，各城市先后联合发布了《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年建设

规划纲要》、《南京都市圈共同发展行动纲领》等系列实质性合作文件，使得南京都市圈

认同度不断得到提高。

周边城市：

上世纪90年代 安徽省提出了皖江开发和东向战略

2006年 江西在《昌九工业走廊区域规划》提出东向发展战略

2010年1月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准



二、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两个重大事件：

2009年5月 南京、合肥、南昌三市主要领导在“宁合昌发展战略对接与合作座谈

会”上达成共建“宁合昌新三角经济共同体”的共识。

主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京都市圈、以合肥为中心的合肥经济圈和以南昌为中

心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公共构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经济协作区之一，推进

“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实现国家通过“东部率先”承东启西带动“中部崛起”和“西部

开发”的战略意图。

2010年5月 国务院批准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这标志着长三角发展上升为国家战略，国家寄希望于通过长三角的先行先

试，探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该规划对南京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有所提高，要求南京加强区域

协作，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二、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小结：

• 南京周边城市对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
进程的诉求正不断高涨

• 南京都市圈、南京的核心地位得到周
边城市的广泛认同。

• 南京依托位于国家沿海发展轴与沿江
发展轴联结枢纽的独特区位，承担起长
江流域跨省、市协调的组织者角色，搭
建桥梁，共同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南京都市圈土地总面积4.8万平
方公里，现状总人口已达3190万人。

自发性成长→多元化、多主体驱动

•



二、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2、规划引导

（1）2002年 国务院批准《江苏省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

• 确定了江苏省“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构想，南京都市圈为其中之一。

• 将南京定位于江苏省内唯一的一级一类中心城市。

江苏省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
Spatial structure of city and town system plan of Jiangsu Province

上
海

南
京



（2）2003年 编制完成南京都市圈规划（2002－2020）

• 明确了南京都市圈的战略定位、空间范围和结构

南京都市圈是长江流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枢纽型都市圈

空间范围跨越江苏、安徽两省，覆盖八个城市（南京、镇江、扬州、

淮安市的南部、马鞍山、滁州、芜湖市、巢湖市的部分地区）。

• 明确了区域空间结构：“一个核心、两个圈层”、“一带一轴三通道”

南京都市圈空间范围图
Spatial  scope of Nanjing MA



（3）两个规划实施情况的比较

•《南京都市圈规划》相比《江苏城镇体系规划》实施成效较好。

三大都市圈中：

苏锡常都市圈依附于上海、徐州都市圈综合实力薄弱！都市圈的发展

构想并未实现。

相比之下，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则较为成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 徐州都市圈规划



南京位于长三角的西北边缘，距离上海超过３００公
里，已经脱离了其紧密的影响范围，成为一个拥有自身
影响腹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南京都市圈区域内具有较高的首位度，具有完善

的城市功能，具备相对完备、齐全、大规模的产业体系。

南京的体育、文化、医疗等一批高质量、高水平的公共

设施已经有效服务于周边多个城市。

南京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五种交通方式齐全。

禄口国际机场是中国第五大国际货运机场，南京港是亚

洲最大的内河港，京沪高速铁路、沪蓉高速铁路等的建

设，将全面提升城市辐射功能。

•Unique location
•large scale and functional economic base:
•Significant transportation code
•Nanjing, located at the north west of Yangzi Delta, 
300km from Shanghai,  has make a regional center with 
its own base.

原因一：规划符合南京中心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 规划理念摆脱了传统单向、均衡的思维模式，关注区域协调。

协调并非均衡或平均主义，要构建区域多元化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和提升区域整

体竞争力。

• 规模对象关注的是如何形成弹性的、动态的空间网络结构，并非是静态的区域

空间边界。

原因二：规划方法较为合理

重视区域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重视区域一体化制度的安排（区域环境联合

治理、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重视区域空间管治（保护生态隔离带、基本

农田）

重视城市发展空间的合理组织（与周边的对

接与整合）

南京都市圈基础设施
规划图



都市圈城市发展空间的组织

空间结构：“一个核心、两个圈层” ，“一
带一轴三通道”
一个核心：南京都市区

两个圈层：包括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

一带一轴三通道：沿江城市带；金湖、盱
眙—天长——南京—溧水—高淳城镇发展
轴；南京－句容－苏锡常－宜兴、南京－
滁州－明光－凤阳、南京－全椒－合肥等
三条通道。

Spatial structure of  Nanjing metropolitan circle 
Spatial framework: “one core and two circles”
“one strip, one axis and three tunnels”.
One core: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Two circles: core circle and close circle
one strip, one axis and three tunnels: cities strip 
along river; axis of city and town development: 
Nanjing-jurong-suxichang-yixing, Nanjing-
chuzhou-mingguang-fengyang,Nanjing-
quanjiao-hefei . 

南京都市圈空间结构规划图



沪宁城市发展轴

沿江城镇发展轴

皖江城市带

京沪城市发展带

合肥经济圈

南京都市圈• 明确结构

• 预留通道

• 区域整合

适应市场化要求，促进各种城市化要

素尽可能自由流动，加快建立合理的

区域城市分工体系，使得各类资源和

要素均能在优势区位集聚和发展。



3、存在的问题

（1）外部

区域竞争激烈，东部腹地受到挤压

目前镇江丹徒区一带已经成为其与南京都

市圈空间影响范围的“断裂点”，并逐渐接

近南京市域行政边界。

（2）内部

城市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倚重少轻）

腹地经济基础薄弱（大城市、小郊区）

区域规划缺乏实施主体，区域深度合作

机制不足







三、提升南京都市圈的策略与建议
Strategies to promote Nanjing MA



包括3个方面：

1、区域产业的地方化组织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档升级 “双引擎”
制造业：依托南京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车辆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培

育和发展通讯设备、生物医药、新材料等新兴产业。学习美国硅谷、波士顿附近的128
号公路、日本北九州、筑波科技园、台湾新竹科技园等先进经验，建立高新技术研究开
发——>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链。

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面向都市圈的区域性现代服务业，培育物流中心、现代服务中
心和科技研发中心。

加强区域经济组织，实现专业化生产制造环节的地方化

呼应上海，加强与都市圈外围城市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形成协作互
补、错位发展的关系。“水平化”

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在区内设立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引进与跨国公司
配套协作的加工企业，力争区内企业和配套产品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和营销网络。
“垂直化”

三、提升南京都市圈的策略与建议



2、区域空间的优化整合

（1）城市内部空间

依托以“一主三副”为重点的南京都市区空间

发展框架，进一步填充补齐和完善功能，强化其

作为都市圈核心功能载体的作用。

提升主城功能

加快外围副城和新城中心区建设，形成具有

较强反磁力作用的多级新增长中心，吸引和疏散

主城功能和人口

加强城市绿化隔离带的保护和建设。可通过

地方立法形式确定。

这样，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可有效避免

单中心城市的种种大城市病，形成更加弹性有序

的发展空间。 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
Spatial structure of Nanjing metropolis functional area 



2、区域空间的优化整合

（2）城市外部空间或区域空间

通过合理分散而达到选择性集聚、城市群体空间的优化。

要实现南京都市区主要功能轴线与区域城市发展轴线的有效对接，疏通城市

与区域发展的联系通道，合理引导主城功能向都市圈内其他地域的合理扩散，

优化区域城镇体系空间布局。

南京都市区与区域空间的契合
Spatial linkage between Nanjing metropolis functional area and Regional space 

南京都市区 南京都市圈 长三角城市群



2、区域空间的优化整合

（2）城市外部空间或区域空间

近期要以边界城镇整合为突破口，

通过与周边句容县城、宝华镇、郭

庄镇、马鞍山市区、当涂县丹阳镇、

和县乌江镇、来安县乌衣镇等边界

地区在空间布局、道路交通、市政

设施和公共配套方面的对接，先行

拉开同城化（Integration of 

Neighbouring Cities）发展框架。

边界地区城镇协调



3、区域治理制度的创新
建立以省级协调为主导，以城市政府间协调为辅，以省市各部门协调为基础的多
层次、多元化的区域协调体系，来协商解决区域性事务、推进区域合作。

建立重大区域性事务的协商机制，共同解决区域争端和问题，实现区域设施共建
共享。

兼顾各方利益，建立区域共同发展的利益调整与补偿机制。

创新市制，推动行政管理体制改革

国外设市的最低标准均比我国（6万人）低。

日本为3万人；挪威、芬兰为2万人；瑞士、马来西亚为1万人；

印度、伊朗、奥地利为0.5万人；荷兰、南斯拉夫为０.3万人；

美国、墨西哥为0.25万人；法国、捷克、古巴为0.2万人；

加拿大、新西兰为0.1万人；

目前，我国在县以下没有建制市，即使县城镇人口达到10万人也还是镇，
而不设市。这样，在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今后，通
过实行“县管市”、“镇改市”体制，按照城市的功能和品质来建设镇，可改变以往
小城镇活力不足、“空槽”局面，有效承接部分农村剩余劳力的转移，促进 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



结论
Conclusions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已经不是单一的城市间竞争，而是以

中心城市为核心及其周边城镇共同构成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竞争，

城市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

城市之间的竞争虽然是激烈的，但合作与协调是需要的，而实现错

位发展、形成特色是必然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区域产业协作、空间结

构整合、区域协调制度在竞争中的作用也是不容忽视的，是区域一体化

的本质所在。

In a word，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is fierce, and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s needed. What’s more ， characteristic and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But ，it is essential in that process to 
consider history and cultur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terms 
and so on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course of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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