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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行动策略上也应有所改变"

以往强调城市内部资源的集

聚! 现在注重城市外部网络的

连接!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再是

单纯地积累财富和资本! 不再

是一味地追求 !"# 规模!而是

要发展城市的服务功能# 平台

功能和连接功能" 城市的发展

不再局限于上海市域内的功能

配套!而是要融入区域一体化!

寻求区域内的功能互补和配

套! 并且在全球城市区域或巨

型城市区域中来确定上海发展

的核心功能! 动态地疏解城市

的非核心功能" 从战略角度来

看! 我们对外的网络联通度虽

大! 而大部分是外部引入的连

接!自发触动的连接相对较少!

很多平台包括大的市场! 能级

较低!我们离卓越的全球城市

这个目标远景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

千里之行 ! 始于足下 !尽

管全球城市演化有它自身的规

律! 而夯实基础始终是必要条

件!而我认为核心的基础是优

化营商环境" 一个好的营商环

境能够吸引各种全球性的功

能机构和公司集聚于此 !全球

城市的能级恰恰是靠这些机

构和公司的集聚程度来实现

的 ! 如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 !

即使其他条件 ! 比如区位条

件 #硬件设施等再好 !机会来

临之际 !也无法建成卓越的全

球城市" 世界城市网络不同于

一般社会网络! 它是一个三层

结构的网络! 而全球功能性的

机构和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

层! 因此吸引这些机构和公司

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另一个

关键的问题是人才 " 过去 !人

才随着机构和公司走" 这样的

局面已经改变! 全球竞争日益

转向人才竞争!因此!在营商环

境中! 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条件

显得日益重要 !而吸引人才的

主导因素是他们能否在这座

城市里获取更多发展机会 !获

取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

倒并不主要在于城市为其生

活提供了多少便利"

至于如何发挥战略优势 !

需要改变以往补短板的管理学

思维!转而拉长板!把城市的核

心功能做大做强! 非核心的功

能则有序地疏解出去! 在长三

角的城市群中实现功能互补和

综合配套的格局" 上海现在提

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实

际上是建立全球城市过程中的

战略布置! 而这一布置非常重

要! 因为我们无法在上海的市

域范围内实现目标! 打造卓越

的全球城市! 必须将上海置于

全球城市区域当中"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

具备强大的吸引力 #创造力和

影响力 !所以如何打响上海的

城市品牌 !需要提高到全球城

市功能的层面 "现在上海提出

的 $上海服务 % $上海制造 %

$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 %这四

大品牌 !这些都要放到如何增

强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上来

考量 "

最后! 从谋划和实干的角

度来说! 上海的城市建设要顺

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 紧扣

中国崛起的步伐" 全球城市本

身也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动

态演化的过程 !今天 !上海 #纽

约#伦敦等进一步提出$科创中

心%或$文化大都市%等规划!这

就说明城市发展的未来不再是

单纯的经济功能! 而是更加综

合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崛起

的速度很快! 上海要适应这种

快速的变化! 配合国家战略的

需要!大胆创新!高速发展"

全球城市最核心的

的逻辑是中介化

权衡! 感谢周振华教授的

精彩演讲#下一位演讲者是$全

球城市% 概念的提出者萨斯基

娅&萨森教授'萨森教授是当前

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研究领域最

知名(最活跃的专家之一##$$#

年出版的)全球城市*首次提出

了$全球城市 %的概念 #这一定

义至今仍被学界和政策部门广

泛接受' 今年 % 月# 萨森教授

)世界经济下的城市*一书的最

新版本将由著名的学术出版社

&'() 出版# 而周振华教授新近

出版的)全球城市*的英文版同

样将由 &'() 出版' 学术界和出

版界交流互动# 一方面把国外

研究城市的学术前沿成果引进

来# 同时也想把中国的最新研

究成果推广出去'

十多年前# 上海社科院举

办过一个城市研讨会# 萨森教

授和周振华教授在那次会议上

就全球城市的发展提到了很多

精彩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全

球城市和服务业发展的背景

下#收入分配的发展趋势'全球

城市发展受服务业分化的影

响# 收入的不平等和差距会扩

大#如果这个假说成立#或许就

可以解释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

倒 * 型曲线的后半段在很多

国家没有发生的原因' 库兹涅

茨假说为什么没有存在# 全球

城市的理论框架或许能给我们

一些启发' 下面我们有请萨斯

基娅&萨森教授发言'

萨斯基娅"萨森!感谢您的

介绍" 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

事了"全球时代刚开始的时候!

没人预想到城市会成为主要的

驱动剂" 说到全球!一个国家的

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是全球的!

城市可以是全球的! 很多其他

要素都可以被视为全球的" 谈

到城市! 人们认为城市是复杂

而不完整的系统! 在复杂与不

完整的条件下! 城市有不断学

习的能力!它能不断吸纳!而你

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

在很大程度上! 全球化正体现

在城市的变化中" 同样有趣的

一点是!当我们回顾 $% 年来的

历史! 发现全球化正在变得更

加复杂" 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平

等性!平等与公平是不一样的!

在复杂的城市中! 你可以寻求

平等!而公平是难以实现的" 我

目前正在做城市道德方面的研

究! 城市中大量突出的差异和

不同! 使得城市成为了一个有

趣而复杂的空间! 在城市的空

间范围内! 道德和伦理被认为

是完美的事物! 但实际上没有

城市是完美的" 所以! 我们如

何使得城市中的每一个部分都

有自己的生命和希望! 都有自

己的工作与追求! 我们面临的

挑战绝不是简单的平等问题"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 &'()

年!我走在社区中!晚上没有路

灯! 唯一的光源来自一户人家

打开的门" 我将永远记得那时

的上海" 回到全球城市这个问

题!谈到全球城市!我本人在研

究中比较关心的是中介化" 什

么是中介化呢&以西方为例!当

全球化发生的时候! 是城市占

了主导地位!是城市在唱主角"

北美和欧洲有一些历史悠久的

大型公司! 这些大型公司以前

也都是一手包办所有事情 !用

最低层次的工人! 也用最高层

次的白领!$自己人%各司其职"

在全球化浪潮里! 它们清楚自

身无法完成所有工作! 而需要

更多更专业的辅助!这样!中介

产业就慢慢出现了" 假设一家

欧美大公司在 (% 个国家运作!

某些行业和基础设施依然是本

土化的!但它们可能需要 *% 个

蒙古会计师 #+% 个阿根廷律

师!等等"中介行业可以在此过

程中提供很大一部分服务 !沟

通全球范围内的需求! 并提高

效率"所以对我而言!全球城市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中介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当

全球城市出现的时候! 很多城

市并不富裕!比如纽约和伦敦!

都快破产了!巴黎也非常贫困"

所以! 当城市的全球功能出现

时!某一个时间窗口就出现了"

这些城市既想要加速全球化 !

同时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增加

收入"

在上海# 北京这样的大城

市! 集中了一批在行业中非常

专业的人群! 他们能够提供各

种各样的知识型服务" 虽然并

不提供全部的服务! 但这种服

务能力非常重要! 它意味着将

有一大批知识领域的企业应运

而生! 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细

分任务" 当然这个进程是要付

出代价的!有些行业会衰落!而

有些行业会越来越赚钱! 越来

越有前景" 这个过程虽然显得

非常残酷!但在纽约#伦敦和东

京等全球城市!确实都如此"

我之所以提到这三个城

市!是因为!我曾研究多个不同

的经济产业! 分析这些产业是

如何出现的" 我在洛杉矶和纽

约工作! 但我想我应该去一下

东京!去一下伦敦" 后来!在这

样的实证研究中! 前述三个城

市浮现出来! 于是我更深入地

研究了这几个城市" 有些城市

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比其他城

市更加优秀 !在我看来 !纽约

市可以说是面对挑战最糟糕

的 !我感谢美国有非常优秀的

大学 !但作为美国公民 !我对

美国政府在任何公共领域处理

挑战的方法都非常不满" 让我

感到吃惊的是! 不同的城市在

应对挑战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差

异! 这体现了它们全球功能定

位的差异"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研究

者!我每次来中国!其实都带着

批判的眼光" 我想提醒大家的

是! 我们要对面临的风险拥有

足够的警觉" 全球城市的确创

造了财富的集聚! 而财富的聚

集往往是风险所在之处! 包括

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合理运行

等" 其实有些方面中国比美国

应对得好得多! 当全球化进入

到一个国家! 进入到国家经济

层面的时候! 它是一股非常强

大的力量! 而好的政府可以让

全球化的力量发挥积极的作

用!反之则会增加风险"每当发

生负面事件! 卓越的政府可以

引导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如

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应对和

运用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反倒

会成为负作用"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关

于全球城市中我本人很喜欢

的部分'''进入全球网络并

不意味着你要有很多钱 !穷人

也可以进入一个开放的世界 "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全球城市是

非常好的 " 我很高兴的是 !看

到上海重视这方面的发展" 感

谢大家"

权衡!非常感谢萨森教授#

讲了很多全球城市好的方面 #

同时也讲到了今天我们全球城

市面临的挑战# 这有助于我们

思考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 我

们提到 $卓越的全球城市%#这

也让我们思考# 如何规避全球

城市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萨森

教授最后提到的其实是包容性

和开放性 #这也是全球城市的

特点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 下

面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

学吴志强教授发言#他是 +,#,

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

吴志强 !我在同济大学研

究城市和区域联动 !所以我比

较关心全球城市和全球区域

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长三角地区的来往更为便利'

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