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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科技支撑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
Science & Technology Supporting Xiongan New Area’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雄安新区：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
*
理想城市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摘要 河北雄安新区不仅要建成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而且要为中国理想城市建设

开拓创新，为世界理想城市建设提供经验。作为独具特色的、竞争力可持续的理想城市，
雄安新区应该是：以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
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交流便捷的智慧城
市，以及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
关键词 雄安新区，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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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雄安新区：应致力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
人类自起源以来，无论是在游牧社会、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始终需要生息的场所
和空间，并且一直在生生不息地追求着理想的美好生息场所和空间。丰衣足食、风景如画、和
谐融洽、轻松自由、宁静吉祥，一直是令人类神往的情境，但那些所谓东方“桃花源”和西方
“伊甸园”式的理想的诗意栖居地，囿于技术与制度限制，始终是无法实现的空想[1]。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人来到城市里，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2008 年，

全球超过一半人口来到城市，城市真正成为人类栖居的主要场所和空间。今天人类已进入
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城市集群化、人居环境生态化的城市社会，城市给人类带来福
祉，也带来忧患。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资源环境变化，城市作为栖
居地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不可持续的挑战。
*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71774170）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7 年 11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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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久远并创造了许多的辉煌。经历漫长曲折的发展，到新中国建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奇迹般发展，从 1978 年到 2016 年，城镇化率由
17.92% 提高到 57.35%。城市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主要栖居之地，且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但还

雄安新区：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

存在不可持续的诸多挑战[2,3]。未来，在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础上，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2050 年中国将全面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人民
对作为主要栖居之地的城市，将会提出更多美好的新需
求和新期望。

2 雄安新区：为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

而试验探索

尽管让所有的城市都成为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城市是
更伟大的目标，但是按照事物非均衡、非同步发展的基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而聚集在一起，进而形成了城

本规律，以及推动改革与开放伟大事业的中国经验，应

市。因此，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能够为人类过上美好生活

先选择一些城市或区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提供各种所需条件的城市——克服传统城市的问题与积

论指导下，大胆创新探索；然后，通过发现问题和修改

弊，利用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条件，化解未来城市的威胁

方案，解决问题和积累经验，取得成效和形成样板的路

与挑战，满足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未来的理想

径，引领全国城市向着理想的目标发展[4-6]。

城市如果用文学语言表达，应该是：具有可持续竞争力
的诗意城市。

（ 1 ）雄安新区的主要使命。 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央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具有多重的

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 应该是：拥有利用当地与全球

重要任务和使命。首先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其次

的硬件要素与软件环境的条件，能够构建城市可持续的发

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凭借超大城

展系统，能够可持续地使居民经济富裕、身心愉悦、心灵

市的规模优势，以及作为首都的特殊优势地位，30 多年

自由、情操高尚、实现抱负、绽放潜力的伟大城市。

来，北京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发展。与此同时，大量

充满诗意的理想城市 特征是：美好的自然环境、美

的人口和产业向城市中心区聚集，也带来了严重的“城

好的社会关系、美好的文化氛围、富强的经济发展。美

市病”。并且，由于行政分割、特殊的制度安排，以及

好的未来充满诗意，美好的现实也充满诗意。

城镇布局等问题，京津冀呈现严重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发

可持续竞争力的诗意城市 应该是：富有效率、兼有

展，在京津中心城区繁荣和大城市病的同时，周边的河

公平、低碳环保、开放多元、全面发展、持久繁荣，不

北同时出现的却是严重的贫困；而且，由于产业互不相

仅当前富于竞争力，而且在未来还能保持和不断提升竞

关，导致京津冀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负和博弈。顺应

争力。

城市大型化发展，破解“城市病”应建设多中心大都市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实现中

区，尤其是跨越行政区域限制，在更大尺度上发展和培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的城市也

育次（副）中心，以承接外溢经济效应，促进京津冀协

应该向着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诗意城市发展。一方面，

同发展，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最理想的选择之一。同

已有的城市向着理想的新目标调整航向；另一方面，新

时，赋予雄安新区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和引领全球发

建的城市瞄准理想的目标立即启航。

展的新方位，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河北雄安新区诞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2）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雄安要颠覆以土地财政

肇始之际，面向不一样的未来世界，应顺应时代的发展

作支撑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总体发

潮流，呼应新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作为“千年大计”和

展模式可以考虑：利用靠近北京、天津的区位优势和后

“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应该致力于建设可持续竞争

发的成本优势，通过着力打造一流的与北京一体的内外

力的中国理想之都，也应该致力于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

基础设施和与北京均等的优质公共服务，快速从北京、

世界理想之城。

全国乃至全球导入一流的企业和人口，形成高端产业集
院刊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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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人气，产生可观税收收入和规模可观的本地化高端

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能使人们享受高品质

市场需求，从而快速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循环。其开

生活的地方。在这里：鸟儿在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

发模式可以选择“税收财政开发模式”，即：通过发行

间飞翔；鱼儿在清澈的河流和湖泊中游动；老人在宜人

市政债券、建立发展基金、实施基础设施的 PPP （政府

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中散步；儿童在干净整洁、绿树成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筹集城市开发资金，然后通过

荫的社区中嬉戏；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联通城市的

未来开发项目收益和税收支付融资利息、返还融资。为

每一个角落；求职者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人们普遍

此，在融资、土地和财政等制度方面都需进行新探索。

受到良好教育，享用着安全、营养、美味的食物，拥有

（3）雄安新区的基本功能。基于雄安新区作为首都

健康的体魄，偶有病痛也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医治；城市

副中心的定位，特别是区位接近和交通一体化，按照广义

政府努力用心经营着城市，以人们的幸福生活为城市发

比较优势的理论，雄安新区及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定

展的最终目的，使得人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位应在总体一致的基础上各有侧重。鉴于全球和中国未来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发展趋势，京津冀的总体功能定位，以及雄安新区的独特

雄安新区要建成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宜居家园。

优势和未来使命，新区基本功能应主要侧重于科技制造、

从市民需要出发，让城市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

金融服务、教育培训、健康养生和决策管理五大方面。雄

真，充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社会事业，配套

安新区建设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既要具有理想

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同时要调动最大多数的普通市民

城市的一般特征，又要体现基本城市功能，同时更要保持

参与规划、决策、建设、管理，让城市里的一草一木服

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个性。

务于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

3 雄安新区：未来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

市的个性模样

第二，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即经济充满活力的
适宜创业和营商的城市。 城市的活力依托于城市产业和
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是城市可持续发

雄安新区处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拥有大面

展的主要支撑。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

积的水淀和湿地，囊括“华北之肾”——白洋淀；并

创业和经商环境的地方。在这里：成熟的商业文化已经

且该区域富藏多样性生物，生态资源环境优良，现

形成，勇于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备受推崇；市场机制完善

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拥有可持续发展

而灵活，政府对企业的服务细致而周到。在这样的环境

的自然生态基础；“襟带崇墉分淀泊，阑干依斗望京

下，人们发扬企业家精神，依托政府服务，利用市场机

华”，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城市“山川定位”立轴

制大胆创业；充足的要素供给、高效的政府及旺盛的需

线的思想，这一区域是首都副中心的最佳选择。

求极大地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使得新的产业和新的企

基于以上理想标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结合“区域规划、历史传承、
时代特色”，雄安新区应建造成个性鲜明、竞争力可持
续的理想城市[7-9]。
第一，以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即将居民幸福生活
作为城市发展中心目标的城市。 人们聚集到城市是为了
更好地生活，因此无法使人们安居的城市，其发展必将
1262 2017 年 . 第 32 卷 . 第 11 期

业以及产业和企业的新业务层出不穷；大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城市的商业活力无限。
雄安新区作为一座新城，应采取最规范的市场制度
和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建立最佳营商环境和创新氛围，
让创新和创业最便捷，让全球企业纷至沓来，让当地企
业雨后春笋般成长。
第三，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即社会制度公平合

雄安新区：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

理、充满包容精神的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城市。 以公

新区将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

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社会精神为保障、顺畅有序运转

约紧凑发展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城市。

的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人与

第五，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即将创新作为城市发

人平等、和睦相处的地方。在这里：个人的安全得到充

展的根本动力并且知识的产业、事业、硬件基础设施、软

分保障；政府时刻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管之下，时刻关注

件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只有创新才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

着民众的诉求，并充分、迅速地做出反应，是真正的服

续发展的不竭的、最终的动力。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不断以

务型政府；社会保障均等地覆盖全体居民，来自不同文

新知识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在这里：全面完善的教

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社会阶

育体系能满足各阶层的人对知识的渴求；拥有知识和技能

层的人们能够在一起公平地竞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都

的市民致力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知识创新以及产品或

能通过合理的机制疏导加以解决，使得矛盾冲突各方的

服务的创造，创意阶层成为市民的主体；知识经济发达，

利益平衡，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尊重和体现。

知识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知识既是经济发展最主要

未来，雄安新区的居民主要来自当地居民、北京

的投入要素，也是最主要的产出；同时，各种创新成果能

市民乃至全国和全球的居民，雄安将成为移民为主的城

够被迅速地转化为新产品，从而充分满足人们对新知识和

市，应建成多元包容、安全的和谐之城。

新产品的旺盛需求；政府致力于为知识的传承、传播，并

第四，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即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城市。 自然环境是人们生产、

为各种创新活动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从而在全社会中营
造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

生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终将危

雄安新区定位为科技创新城市，不仅主导产业要选

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理想的

择高端制造和创新服务，而且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也要

城市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在这里：人不是

广泛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同时让高端产业绿色化、低碳

自然的征服者或改造者，而是自然的有机构成之一；

化，使绿色创新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被作为自然循环过程之一，与其

第六，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即全域范围里城市

他自然循环过程相协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水及

与乡村界限模糊、互相分享优点的一体化城市 。理想的

动、植物资源丰富，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被最

城市应该是以城市为本位的城乡全面一体化的地方。在

大限度地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

这里：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中心城区与小城

组成部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绿色

镇、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各方面都共同发展；城

建筑产业发达；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废物被最大限度地

乡居民在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现代城市所提供的

循环再利用，少量不可再利用的无害化部分被排放到环

优质的教育、良好的医疗等良好的公共服务以及便利的

境中，最终被城市生态系统自身完全净化。

交通、高效的信息网络等完善的基础设施，现代城市带

白洋淀是一个天然湿地，这里水面与芦苇地纵横
交错，到处都有水，淀中有村，淀中有堤，沟渠相通。

给人们的便捷生活和乡村给予人们的惬意和宁静完美地
融合，使人们得以从容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雄安新区可以通过深沟堆山，建成山水城

雄安新区可通过对浅淀的开挖、整治与堆积，形成

市，实现灵动交融。“水会九流，堪拟碧波浮范艇。荷

可观的中心城区、宽阔水面和城市花园，北面城镇区域有

开十里，无劳魂梦到苏堤。”未来的白洋淀景色将会变

实体建筑是阳，南面淀区以水为主是阴。围绕湖淀核心，

得更美，淀水更加清澈，湖面更加开阔。而未来的雄安

构筑圈层结构，绿地与水系间隔并联，形成水城相融、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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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互映的绿色田园、美丽山水、现代城镇、古朴淀村。与

文化不断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各具特色的建筑和

此同时，将淀里面的村落、居民以及割芦苇、编芦席的传

种类繁多的文化场所成为展示这些元素的舞台；众多保

统尽量保留下来，让自然人文化，人文自然化——自然生

存完好的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了城市厚重的

态系统向社会生态系统延伸，形成独具特色的城镇与乡村

历史，构成了城市独特的记忆；多样的文化为创意产业

一体、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独特空间形态。

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与

第七，交流便捷的智慧城市，即不断进行着高效的

服务为人们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文化事业繁

物质和信息交流的城市。 信息是社会主体行动的必备条

荣发达；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融会于此，共同描绘出独一

件，城市中的各个主体要采取正确的行动，实现自身的可

无二的、绚烂多彩的城市文化画卷。

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因此信息也是城

雄安新区所属区域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

市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不断高效地

地下遗迹丰富，地上建筑也各具特色，红色文化遗产集

进行着信息交换和物质交流的地方。在这里：最新的信息

聚，随着未来的发展及与世界的密集联系和融合，全球

技术渗透到家庭、企业和政府活动的一切领域。通过高效

多元文化也将深刻影响雄安，相信雄安必将形成独具特

的信息传输与感应网络，城市的管理和服务系统以及城市

色的本地与全球、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淀城文化。

的交通系统、电力系统、给排水系统、生态系统与人们的

4 结语

生产生活过程全面地互联互通，从而使得信息资源得到最
大限度的整合与共享——一方面，为城市生产和生活过程

雄安新区建设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诗意城市的过

管理的精细化和动态化提供支持，让城市的各个系统能对

程中，首先要秉承人类美好价值取向即矢志不渝的追

各种变化做出“智能”的反应；另一方面，为城市管理和

求——自然环境完美、社会环境和谐、心灵自由宁静，

服务的广泛社会参与创造条件，汇集公众智慧，推动城市

进而“天人合一”的栖居；其次要剔除过去“鄙视财

管理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富、忽视经济、逃避现实、与世隔绝、无为而治、因循

雄安新区应该建设独具特色的山水智能城市，将

守旧”的空想观念，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最先进、最适用的智能化基础设施融入绿色山水中。对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10]；最后还要坚持与众不同的中国

外，建立高密度、立体化的软硬交通、通讯、能源基础

特色和当地个性。正在崛起的雄安新区，不仅是中国

设施等网络，将雄安与京津冀、全国乃至全球连为一

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是有竞争力的，而且是可持续

体。对内，将大量管廊藏于地下，汽车穿梭地下通道，

的；不仅是美好的现实，而且是诗意的远方；不仅是可

行人休闲走在马路上，街道两边传统特色建筑分外亮

以尽情遐想的未来，而且是可以逐步实现的理想。

堂；让河水穿城流淌，森林公园空气清新舒畅，绿树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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