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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信手段和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世界经济通过全球城市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的网

络 [1]。最新的全球城市研究将连通性和多元分析相结合，揭示了全球经

济模式累积、交互、重叠和演进的地理格局 [2]。当今的世界城市网络结

构中存在两种全球化进程：集中的全球化（intensive globalization）和拓

展的全球化（extensive globalization）。前者主要指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后

者指跨北大西洋的全球化进程。这两个过程催生了纽约—伦敦轴心 [3]。

而随着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崛起，出现了第三维度的中国主导的

全球化，研究认为这三种关键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决定 21 世纪全球经济

格局的走向 [2]。

在英国脱欧、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欧盟危机的背景下，欧美主导的

全球化模式正在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

国正不遗余力地推动新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中的“全球”并不是预先

设定的状态，而是通过政府的一系列辩论和程序，将企业、社区和精英

等各行为主体纳入并发挥政府自身的中介作用，进而把“全球化”生产

或者再生产出来。全球城市研究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都产生了丰硕的

成果，并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城市的空间战略规划。但在这个过程中，政

策制定者存在误用、过度使用和使用比较陈旧的城市理论的现象，如《上

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和《上海 2050 ：战略框架》的制定。

正如鲁宾逊（Jennifer Robinson）所言，全球城市已经成为政府监管层面

的一种虚构 [4]。梳理全球城市研究的理论脉络，并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下，

结合中国的背景反思传统的城市理论，对中国的城市—区域规划都有重

要意义。

本文首先结合中国及国内城市上海的城市规划实践，指出全球城市

模式的局限性；其次，通过中国城市—区域发展的案例，引入“尺度重

构的城市—区域”（RCR: Rescaling City-Region）的概念，通过对现存城

市理论的综合解析，探讨其对中国城市规划和空间战略可行性的影响。

另外，本文强调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架构，在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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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0 年代以来，全球城市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

证上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并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城市的

空间战略规划。但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存在误用、

过度使用和使用陈旧理论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全球城市

的概念和理论，并总结了对全球城市研究的批判，在此

基础上，文章以上海为例，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提出

了“尺度重构的城市—区域”的概念。本文的研究目的

在于：第一，为中国的全球城市实证研究提供研究方向

指引；第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学术依据，指出全球城

市研究中的哪些理论进展更适合指导本地的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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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的城市都应首先被视为普通城市①。本文从中国的

城市—区域出发的研究视角，将为可修正的城市理论提供重

构比较城市主义的可能性。

1  全球城市研究：概念与理论演化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大约是在 1960 年代末 [5]。

伴随现代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理时间与空间

被大大压缩。原本相对独立且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

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

展模式逐渐发生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法国著名哲学家和城

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认为有必要将城市

置于由不断发展且空间扩张的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更宏观的地

理背景中加以认识。1970 年，列斐伏尔在《城市的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

他指出全球城市是一个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但它并不一定

是首都 [6]。列斐伏尔的研究拉开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城

市研究的序幕。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 1974 年哈耶克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福特—凯恩斯主义成

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

越多地渗透出新自由主义的色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扩张

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节点，全球城市由此产生，例

如伦敦和纽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金融业的地位大

大提升，逐渐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以金融业为核心

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产业链的最高端 [7]。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萨森创新性的全球城市假设中，全球城市被认为是后

工业化时代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的生产场所；全球城市可以

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跨国的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方面的服务，

涉及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金

融业与相关的专业性服务业如法律、咨询、会计、信息服务、

广告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萨森首次在全球城市研究中提到

了集聚经济的概念，指出跨国公司在全球城市内部的复杂交

易网络及其形成的集聚；提出了全球城市之间跨国境的交易

和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成为知识与信息收集和溢出的场

所。为了与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之前提出的“世界

城市”的概念进行区分，萨森的全球城市假设强调全球城市

作为生产场所的角色，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权力集中的空间实

体 [8]。例如她指出在中央商务区中，各种先进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并形成集群，各种行为主体（企业、个人、政府等）之

间不断发生业务联系，这种联系是一个由行为主体—行为主

体构成的网络关系，而不仅仅是城市—城市的网络关系。

作为带有浓厚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色彩的概念，

全球城市的形成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空间上的权

力扩张和再生产。它包含两个进程 ：第一个阶段是先进生产

性服务业跨国公司随着分支结构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

散，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这是一个权力扩展和空间生产的过

程；第二个阶段是此类公司在城市空间上不约而同地集聚，

日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熟知的门户城市和节点城市，并最

终促成全球城市的出现，这是一个权力实践与再生产的过程。

抽象而言，全球城市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作为加速

和集中的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全

球城市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城市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特别是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相关的核心社会进程的空间物

质化；第二，全球城市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空间修复

的工具，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扩张的媒介；第三，全

球城市理论假设世界范围内城市等级的形成，并以跨国公司

为中介协调其生产和投资活动，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指

挥中心，体现了国际劳动力分工和权力的集聚；第四，全球

城市的相关研究从经典的形而上学和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

认为差异（heterogeneity）源于同一（homogeneity），体现了

一个最宏观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

2  西方学者对全球城市研究的批判

19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城市理论研究大都通过全球化的、

等级体系的方式来认识城市的发展。根据上面的总结，从列

斐伏尔到萨森，全球城市研究是一个不断反抽象、不断引入

全球化视角的过程。针对全球城市作为世界经济中控制与指

挥中心的提法，学术界出现很多批判的声音，认为这个把空

间概念化的方式忽视了本地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9]。例如斯

多波（Storper）认为，存在于地方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安排（包

括社会性资本与路径依赖，以及成员间的交易网络）所共同

形成的不可交易的相互依赖性（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②

才是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动能优势的来源，而全球化的网络和

流动必须与地方空间和时间接轨，才有机会完成其资本主义

空间的生产 [10]。

此外，全球城市理论确立了伦敦和纽约在全球城市网络

中的正统地位，其他城市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往往以伦敦

和纽约为模版并与之对标。鉴于全球城市的认识论定位，城

市被视为稀缺资源竞争的空间就不足为奇了。相应地，竞争

① 本文中选用“普通城市”与“全球城市”作对比，其他中文文献中一般用“一般城市”表述此意。

② 指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社会网络关系。



60  2021 Vol.36, No.6

城乡研究 

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某些拥有跨国经济功能的城

市，这些城市被隐喻为超大城市或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研究

只关注少数知名城市，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城市 ；而普通城市

则被视为不太重要的，在上演的全球化戏剧中扮演着配角，

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分工中的地位微不足道，成为竞争中

的输家。学者们将地图上标记出的全球城市作为最重要的战

略要地来理解城市化的形态、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或者发生在

本地尺度上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反映全球化进程的。而普通城

市则被人为地从城市研究者的地图上抹去 [4]。

因此，鲁宾逊指出，如果某些城市不被视为世界城市

或者全球城市，那么它们将可能被排除成为潜在地点和行

为主体，相应地，这些普通城市在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化和

全球化的城市发展中就显得无足轻重 [11]。对此，她提出了

“比较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的方法论，承

认“城市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提倡“不用等级去划分城

市”[12]。在其最新研究中，鲁宾逊通过引入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哲学观点，将经典形而上学中同一和差异的关

系反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诉求出发进行比较城

市研究 [13]。这种理解城市发展的方式既考虑了空间的多样

性，又使已知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形成方式不再单一

化。它既没有消除全球范围内城市嵌入网络的鲜明差异，

又没有忽视不均衡发展方式和不平等资源给不同城市带来

的不同挑战。

21 世纪初以来，在全球城市等相关理论的影响下出现

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是全球城市研究的重要分支脉络。在以

测度城市间连通性为核心的“互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的推动下，全球城市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定量

转向 [14]。这不仅提供了一种衡量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外部

联系的新方法，而且有效解决了相关数据匮乏带来的实证研

究缺陷 [15]。但是围绕这类研究的批判一直很多，例如沃森和

比沃斯托克（Watson & Beaverstock）强调，尽管此类定量研

究在描绘全球化变化的模式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们对微

观层面实践的讨论非常匮乏，而恰恰是这些讨论可以解释为

什么某些社会行为和经济过程发生在特定城市中 [16]。此外，

保尔瑞特（Parnreiter）认为互锁网络模型并没有反映出全球

城市或世界城市概念的一些关键前提，并且可能会使分析重

点从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转移到寻找衡

量城市—城市关系的最佳方法上 [17]。世界城市网络研究通过

研究城市之间的“流”来考察城市的外部性即城市的第二性

（the second nature of cities）[18]，但全球城市功能的主体——

城市的第一性即其经济实力，则缺乏适当的理论化。正如萨

森所言 ：“全球城市功能已经形成，而这一过程是复杂且多

方面的。”

3  国内的全球城市研究

自萨森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一书被翻译成中文以来，全球城

市的概念迅速在中国传播。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其主要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周振

华是较早研究全球城市的中国学者，他认为通过“全球化—

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

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助

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 [19]。吕拉昌指出，中国

的全球城市建设要从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位序规律出发，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有步骤、有目标、分阶段地稳步

推进，逐步提升城市发展的层次，促进城市国际化的步伐，

建设中国的国际城市 [20]。唐子来和李粲认为中国主要城市能

否迈向更高层级的全球城市是与国家总体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的，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 [21]。

许多学者以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为基础，结合世界城

市网络等概念，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上海是最重要

的实证研究对象。顾朝林和陈璐认为，从国际资本流、国

际贸易、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业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国

际交通通信信息平台等方面看，上海的全球城市已具雏形，

但与世界主要全球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22]，主要表现在

产业结构重构和转移、社会结构转型、城市空间扩展和城

市功能的重塑等方面。刘江会和贾高清的研究通过应用互

锁网络模型计算了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联系能级，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3]。

国内学者的全球城市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全

球城市的概念内涵被无限扩大。例如针对上海，石崧和王周

杨提出适应全球城市发展目标与功能内涵的新型产业体系，

包括六大经济功能即平台经济、创新引擎经济、智能定制经

济、文化创意经济、体育与健康经济、低碳经济 [24]。实际上，

全球城市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与空间研究、先进生产性服

务业之外的产业研究没有实质性联系。第二，近年来，随着

全球城市研究的学者增多，全球城市的研究已经转向社会和

文化研究。例如对全球移民、空间极化、收入差距、宗教冲

突、种族隔离等领域的研究。除李志刚等从全球城市极化的

视角研究上海经济结构的社会空间演化趋势外 [25]，很少学者

以此视角研究中国的城市。第三，大部分研究缺乏对西方全

球城市理论的批判和反思。正如徐毅松所指出的，没有一个

城市的发展经验能够成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 [26]。对上海而

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历程决定了它必将面临

一条世界独一无二的全球化道路，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发展

经验可以借鉴，但难以复制。



61 2021 Vol.36, No.6国际城市规划

王晓阳  牛艳华    全球城市研究的批判与反思 —— 兼论上海的城市规划策略

4  中国的城市—区域研究展望：一个后结构主义
的视角

上述文献综述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未来城市规划和空

间决策制定需要“背景化”。全球化给当代城市—区域的研

究带来了新术语和新概念的激增，全球城市也因此被视为能

够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点。然而，正如鲁宾逊所指出

的，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区域内部和普通城市的重要性可以

被忽略，因为它们在尺度重构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更

重要的是，城市研究必须承认空间的异质性。没有一刀切的

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城市—区域，地理背景对城市研究至关

重要，因此必须考虑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差异。哈里森

（Harrison）认为，快速的城市化正在导致大都市区版图发生

实质性变化，使其实质边界远远超出它们的行政边界 [27]。巴

黎和纽约的大都市区比各自的行政辖区范围大得多，发达国

家的城市大多如此。在中国，情况就十分不同。例如：重庆

市是直辖市，行政面积超过 8 万 km2，大约相当于荷兰和比

利时的领土面积总和 ；北京市的行政面积是大伦敦的 10 倍

多。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依然局限在行政区划的范围之内，

只有少数城市突破了行政边界，如北京市与燕郊之间、广州

市与佛山市之间、深圳市与东莞市之间。

假如把中国城市放在西方语境的分析框架中，就土地面

积而言，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地理范围对应的是城市—区域，

而重庆市则更接近城市群。因此，当全球城市的概念和理论

被应用于中国，特别是《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时，似乎是过时的。相比之下，城市—区域的概念更适合于

指导规划和决策。因此，必须对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

建构和重组，以适应反身的多尺度空间①中的城市体系。现

在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反映中国城市历史、政治、文化和

制度嵌入特征的新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

市规划研究需要新的、更合适的分析工具对正在高速发展的

大都市区进行理论阐释。为了推进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讨论，

特别是作为大都市区典型代表的上海，本文尝试提出“尺度

重构的城市—区域”（RCR）的概念框架，这在国内国际双

循环背景下显得更加有意义。

“尺度重构的城市—区域”揭示了在中国背景下，大尺

度、复杂的城市形态和特殊城市化路径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尝

试。这种概念化和理论化是对特定空间异质性的直接回应，

这种异质性体现在特定地点的不同背景中。这一术语是在后

结构主义的框架下，根据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和普通

城市等重要理论的融合而积极建构的。RCR 主要包括以下

五个主要属性特征 ：第一，城市—区域的发展和形成不是一

个已存在的静态的焦点，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动态过程，是

形成的瞬间。它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也不是一个有边界的

地理单元，它随着新联系的建立而变化。第二，在区域尺度

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②中，由一个中心城市和一群

临近城市共同形成了不断演化的城市形态和多样化的经济结

构。城市—区域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中，这

既包括城市—区域内部基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水平功能联

系，又包括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垂直联系。在 RCR

内部，不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卫星城市都应被视为普通城市。

第三，RCR 强调当代城市—区域发展中尺度重构的进程。理

解城市—区域的发展和城市间的联系，需要在反身的多尺度

空间中讨论 RCR。一个城市—区域包含多层次的节点，这些

节点被嵌入多维度的空间组织中。第四，RCR 的规划和发展

是一个政治与社会议程，因此需要重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

的建构和重构。在中国，政府主导的规划需要更加强调政治

的重要性。第五，“新经济”代表了在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

经济金融化之外推动当代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产

业逻辑。因此，除了强调全球城市模型中的先进生产性服务

业，RCR 指出，先进制造业、信息产业、创意产业以及新兴

的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都将支撑中国的城市增长。

5  尺度重构的城市—区域：上海城市—区域发展
的新认识论

RCR 是经济社会中许多新的组织趋势在特定的本地化

架构中集聚在一起的纽带，伴随着多尺度空间中的尺度重构。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上海在未来几十年内发展为

全球城市的观念已明确成为《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和《上海 2050 ：战略框架》的重要目标，因此迫切需

要新的概念和理论对上海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进行合理的认

识。首先，上海城市—区域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尺度重构的

过程，而不是已经固化的全球化经济，代表着一个远未完成

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完成的过程。此外，上海的城市—区域不

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当前的城市规划将上海视为

固定不变的实体，这种方法忽略了上海和苏州之间快速的城

① 反身性（reflexive），意味着相互作用；多尺度空间（multi-scalar level / multiple spatial scales），指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单一空间尺度下的，它的

发展受到各种尺度空间力量的制约。

② “地方空间”是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的核心术语，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空间，其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

对应，后者指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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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整合和日益网络化的大都市区的形成。相比之下，遵循

列斐伏尔的方法论，必须通过对行政区域以外的本地化城市

布局的考察来取代对特定城市形态的规划研究。从 RCR 的

角度来看，城市化扩张的过程促进了跨越沪、苏行政边界的

尺度重构的城市—区域及其社会关系的网络形成。

第二，上海城市—区域内的所有城市都应该被视为普通

城市。上海的城市—区域包括一个中心城市、一个副中心城

市和紧邻中心城市的若干普通城市。上海的市中心被认为是

该城市—区域的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而临港、松江、奉贤、

太仓、昆山和青浦等地，则被定位为卫星城市或者普通城市。

上海当前的城市规划以行政区划为蓝图，忽略了上海和苏州

之间日益紧密的本地化整合和不可忽视的关系地理。其实在

城市—区域内部，一种积极而相互依存的本地化联系已经开

始建立，并且难以复制。更重要的是，上海城市—区域的形

成建立在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之上，其是由各种类型的行为

主体（如公司、政府、家庭和个人等）之间在都市圈尺度上

的劳动力分工形成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通过各种流

互相联系，包括资金、物流、劳动力和知识的流动。上海的

城市—区域代表了一个不断尺度重构的本地化价值网络或社

会空间的价值网络 [28-29]。

第三，上海的城市—区域凸显了反身的多尺度空间。通

过尺度重构，上海的城市—区域不断扩张，内部、外部的关

系地理不断强化。正如马西（Massey）所言，构成场所的内

部焦点和外部联系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为

了解城市—区域的发展与城市间的关系，应该将上海放在反

身的多尺度空间中讨论。表 1 区分了多尺度空间中的四种城

市架构。从城市形态的角度，上海都市圈是本地尺度上的单

一城市体系 ；而从功能上看，上海是由多尺度力量建构的，

其影响力遍及全球。例如上海金融中心的空间网络包含北京、

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地理关系和金融三角 [30]。同时，应该

注意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例如，上海

的发展不仅在本地尺度上使城市—区域具有越来越紧密的凝

聚力，而且提高了上海在城市群、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城市

地位。因此，提升上海作为中国大陆与世界经济之间的门户

功能，大大巩固了其在城市群和全国城镇体系中的地位。

第四，上海的城市—区域规划是一项深刻的政治和社会

行动。换言之，它已经并且将在政治和社会上进行建构和空

间化。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城市规划研究必须充分考

虑中国的国情和制度设计，而不是默认新自由主义的正统地

位。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体，中国政

府在塑造和重塑城市—区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规划

是政治的”，上海的案例提供了一份明确的“政治声明”。如

《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和《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在颁布之前需要国务院的审批。从历史的

角度看，通过 1990 年代上海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建

立，上海的城市—区域架构已经初步建成，开启并呈现出一

个连贯的空间形式，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同时，上海也是

社会要素建构的，政治行为主体不是唯一的贡献者。上海的

城市—区域发展展示了各种行为主体为促进其根本利益所采

取的策略。因此，研究上海城市规划的制定，应关注学者、

政策制定者、商业精英以及个人和家庭的主观动机。

第五，与全球城市对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关注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上海的城市—区域进一步强化了新经济在金融

商业服务业以外的重要性，这反映了 1990 年代以来尤其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数字经济

时代，互联网产业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新的通信手段飞

速发展以及新材料、清洁能源和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带

来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

济见证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先进制造业的复苏。此

外，上海的发展也引起人们对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城市模型在理解城

市—区域发展方面有局限性，而 RCR 模型则是对上海城市—

区域更广泛的本地化经济的抽象和概括。

6  结论与展望

指导中国城市规划，全球城市模型是一个相对过时的分

析工具，因此本研究的焦点是建立一个更接近“中国背景”

的概念。本文回顾了全球城市的主要理论和中国的全球城市

研究；批判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和空间策略 ；随后引入了一个

新术语——尺度重构的城市—区域，用以洞悉当代中国城

市—区域的变化。当前，中国的决策者们花费了大量的财力、

人力和物力，承诺在城市规划方面有所作为，并尝试通过“科

学”的方式构建影响城市—区域发展的路径。本文以上海为

例，对中国的城市规划策略提出质疑，目的是促使学术界对

中国的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进行批判性思考。

目前全球城市研究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已经从等

级转为多元化。研究关系更重视权力、地点而非空间，对多

尺度的研究也逐渐超过全球化，对城市的特点和个性而不是

共性更感兴趣；研究方法从定量转向定性研究 [31]。全球城

表 1  多尺度空间架构中的城市

城市体系的特征 空间形式 案例

全球城市体系 星球城市化 整个地球

国家领域的城市体系 国内城市网络 中国全国城镇体系

两个以上互相联系的城市体系 城市群 长三角

单一城市体系 全球城市—区域 上海都市圈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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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为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的实践场所，强调每个城市的差异

性和特殊性，这一认识对中国城市规划和战略制定者具有重

要意义。这呼吁中国的城市研究要把全球化嵌入本地化的进

程中，使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地的城市系统和实践

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重塑和转型，而并不需要为城市贴

上一些虚无缥缈的标签或者把城市置于某个等级体系中。因

此，中国的城市规划应该确保可以反映这些理论研究的主

流，以对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

发展有更好的把握，使城市发展战略更贴近当前和本地的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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