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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过去 ４０ 年城镇化发展迅速，从数字指标上看，不仅走过了一条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道路，也走过了一条快速城镇
化道路。 然而，中国城镇化发展重“ 量” 而轻“ 质” ，偏重于城镇数量增多和城镇化速度的提升，而对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的提

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城镇就业、第三产业发展等城镇化的本质问题关注不够。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通过的 ２０３０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明确要求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中国新型城镇化应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如何将 ＳＤＧｓ 的具体要求用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需要
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机制，测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状况；通过推进城市绿色创新实践，拓宽中国城市可持
续发展目标践行路径。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评估机制；绿色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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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了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更

关注社会公平性、城市与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 ［１］ ，其中第 １１ 个目标（ ＳＤＧ１１） 明确提出要建设包容、安全、有抵
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联合国第三届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通过了指导未来二十
年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框架性文件———《 新城市议程》 ［２⁃ ４］ 。 可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在推进实现 ＳＤＧ １１ 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就持续城镇化对中国推进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而言，中国应以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
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为发展目标。
１

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城镇化一般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既

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又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５］ 。 计划经济时期，受到国家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水
平制约，城镇化以大中城市为主体，进展缓慢而相对均衡；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小城镇和小
城市焕发活力，城镇化迅速恢复并稳步发展 ［６］ ；城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 １９８７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ＷＣＥＤ） 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首次提

出“ 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巴西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围绕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展开讨论并通过了《２１ 世纪议程》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发布《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中国 ２１ 世纪人口、环
境与发展白皮书》 ，是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指南 ［７］ 。 １９９６ 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推
进实施，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 ２０００ 年，中国特大城市 ２４ 个，大城市 ４９ 个，中小城市 ５８１ 个，比

１９７８ 年增加 了 ４７４ 个，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２１． ５ 个 城 市 ［８］ 。 ２０００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 为 落 实 联 合 国 千 年 发 展 目 标
（ ＭＤＧｓ） ，我国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率先提出了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到 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５１．２７％，增长率为 ３．７７％，标志着城镇化已经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将“ 科学发展观” 写入中共党章，体现了中国将国家发展框
架融入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１０⁃ １１］ 。 在此期间，由于环境、技术和市场门槛的冲击，高端市场刺激大城市
快速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相对温和 ［１２］ 中，２０１３ 年底，城市数量 ６５８ 个，城镇化率达到 ５３．７％，京津冀、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 ２．８％的国土面积集聚了 １８％的人口，创造了 ３６％的国内生产总值 ［１３］ 。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 ［１４］ 。 ２０１４

年，中国通过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模式，并明确要求所有
城市都应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 转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设定了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１６９ 个分目标（ ＳＤＧｓ）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ＳＤＧ１１） 是其主要
目标之一。 与其同时，中国“ 十三五” 规划明确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包括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
镇化布局和形态、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１６］ ，这与 ＳＤＧ１１ 的要求高度契
合。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作为《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组成部分的《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正式公布，规定中
国的城市规划必须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努力改善城市环境治理，到 ２０２０ 年建设 ３０ 个适应气候变化试点
城市，绿色建筑推广比例达到 ５０％ ［１７］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发布《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建设方案》 ，并于 ２０１７ 年率先在深圳、太原、桂林等城市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 中国城市发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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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强的特色性和集群性，特色性主要体现在休闲旅游、民俗文化、科技制造和信息加工等方面，集群性则
表现为城市间的相互联动、协作和一体化进程 ［１８］ 。
２
２．１

推进实施可持续城市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框架下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

中国过去 ４０ 年城镇化发展迅速，从数字指标上看，不仅走过了一条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道路，也走过

了一条快速城镇化道路。 然而，中国城镇化发展重“ 量” 而轻“ 质” ，偏重于城镇数量增多和城镇化速度的提

升，而对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城镇就业、
第三产业发展等城镇化的本质问题关注不够。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按照时间节点可以分成 ３ 个阶段
（ 图 １） 。

图１
Ｆｉｇ．１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第一阶段为城镇化初级阶段，时间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７８ 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为 ６．２６％，在

１９６０ 年前后还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增长率平均值为 ０．２５％，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增速缓慢，中国城市在曲折
中发展。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化以大城市为主导，城市之间联系薄弱，形成了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为唯
一动力的城镇化格局，城镇化发展中心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部为主的资源战略型区域，城市发展动力不胜其
任，城镇化不可持续。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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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为城镇化中级阶段，时间从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为 ３１．３９％，增长率

平均值为 ０．９３％，城镇化在初期较为缓慢，但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出现了城市人口激增的现象。 由于 １９８０ 年代的
改革开放，政府和市场相继为城市的发展注入动力，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小城镇数量激增，城
镇化发展重心随经济发展中心一起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 ［１９］ 。 改革开放初期表现为城市流动人口剧增、小城
镇发展迅猛，进入 ２１ 世纪初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东西部差距扩大，东北落后，中部塌陷
等状况。 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主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而忽视了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不符合均衡、协调和可
持续的内在特征。
第三阶段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初期，从 ２０１１ 年至今，这一时期的平均城镇化率值为 ５４．８９％，增长率平均值

为 １．６４％，到 ２０１７ 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近 ５８％，是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 城镇化作为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发展日趋集群化，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下
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 ［２０］ 。 但城市集群发展的规模效应、辐射效应、梯级带动效应尚未发挥出来，城镇空

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 土地城镇化” 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有些城市的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这与新型城镇化要求的高效、包容和可持续
内涵不相匹配 ［１３，２１⁃ ２２］ 。

本文以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将 ＳＤＧ １１ 的分目标概括为三大主题，即人类发展主题、资源消耗

主题和污染排放主题。 其中，城市人类发展指标由城市预期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收入指标构成，城市资源消
耗量由城市水资源消耗指标、城市土地资源消耗指标、城市能源消耗指标以及城市房价收入比来综合表
征 ［２３］ ，城市污染物排放量主要由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环境保护投入等多种
因素决定 ［２４］ 。 城市人类发展指标为正指标，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正相关，城市的资源消耗指标与污染排
放指标为逆指标，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呈负相关关系 ［２５］ 。 围绕三大主题遴选出 １４ 个具体指标，构建包
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表 １）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中国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ａｆｅ， ｒｉｓｋ⁃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目标层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单位
Ｕｎｉｔ

建设包容、安全、 有风险抵御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人类发展

人均 ＧＤＰ Ｃ １

元／ 人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ａｆｅ，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资源消耗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 同时期城市常住人
口总量

人均预期寿命 Ｃ ２

年

城市人口寿命总和 ／ 城市人口总量

人均教育年限 Ｃ ３

年

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教育年限系数 ／ 城
市人口总量

预期教育年限 Ｃ ４

年

学历教育各年级净入学率之和累加

房价收入比 Ｃ ５

１

城市住房总价 ／ 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

人均建成面积 Ｃ ６

ｍ２ ／ 人

城市建成总面积 ／ 同时期城市常住人口
总量

ｔ／ 人

城市 供 水 总 量 ／ 同 时 期 城 市 常 住 人 口
总量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标
准煤） Ｃ ８

ｔｃｅ ／ 人

城市消费标准煤总量 ／ 同时期城市常住
人口总量

人均化学需氧量 Ｃ ９

ｋｇ ／ 人

城镇化学需氧量 ／ 同时期城市常住人口
总量

人均氨氮排放量 Ｃ １０

ｋｇ ／ 人

城市氨氮排放量 ／ 同时期城市常住人口
总量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 １１

ｋｇ ／ 人

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 ／ 同时期城市常住
人口总量

人均供水量 Ｃ ７

污染排放

量化方法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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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单位
Ｕｎｉｔ

量化方法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ｇ ／ 人

城市氮氧化合物排放量 ／ 同时期城市常
住人口总量

人均 固 体 废 弃 物 排 放
量 Ｃ １３

ｔ／ 人

城市国体废弃物排放量 ／ 同时期城市常
住人口总量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Ｃ １４

ｔ／ 人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 同时期城市常住
人口总量

人均 氮 氧 化 合 物 排 放
量 Ｃ １２

本文采用熵值法 ［２６］ 计算筛选出的人均 ＧＤＰ、人均供水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１４ 个指标，以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围绕人类发展、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三大主题，剖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要求
下的中国各个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 ２０１５ 年， ３５ 个大中城市中，从城市人类发展指标看，西部水平较差，东北和中部水平相当，东部水平较

高。 具体地说，深圳、广州、南京水平最高，贵阳最差，西宁次之；从城市资源消耗指标来看，东北和中部城市的
资源消耗水平较高，西部次之，东部沿海地区较低，可持续发展水平与之相反，海口、广州、天津资源消耗较少，
呼和浩特和福州消耗资源过度；从城市污染排放指标来看，东南沿海、京津冀城市群污染排放水平低，东北区
次低，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城市发展动能不足，体现出较高污染排放水平，其中乌鲁木齐、银川、西宁、呼和浩特
污染排放强度较大，青岛、海口、北京污染排放水平低。 ２０１６ 年，３５ 个城市的三个指标总体趋势保持不变，但

均有不同层次的变化，其中乌鲁木齐、西宁、兰州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人类发展水平出现下降，
乌鲁木齐影响较大。 珠三角城市群资源消耗水平向上浮动，其余城市均在平稳中保持提高（ 图 ２） 。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人类发展、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３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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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的人类发展状况受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大，收入水平直接关系着教育和健康

水平，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特征，这与城市的改革开放水平、人才引进力度和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
关。 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两个逆指标总体状况呈现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特征，除了水资源消耗东部高于
其他区域外，其他各项指标均体现西高东低，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科技支撑不足，对资
源利用效率不高且生态保护意识相对淡薄；另外，经济增长的乏力导致缺乏设施投入，对于污染防治缺乏行之
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技术方案。
整体而言，通过评估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 ２０１５ 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西部地区（ 除成都外） 城市可持续发

展水平偏低，其中乌鲁木齐和西宁排在全国末尾；中部地区有所好转，长沙、武汉和合肥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
较高；东部地区上海、杭州、宁波、济南、石家庄和福州可持续乏力，北京、广州、深圳和青岛可持发展状况良好；
东北地区随着纬度升高呈梯度下降，大连最可持续，沈阳次之，长春较低，哈尔滨排在末尾。 从全国来看，北
京、广州、青岛、长沙和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在前五，乌鲁木齐、西宁和银川可持续发展水平欠佳。 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北京、海口、广州、青岛和长沙排名靠前，表明相对于城市的资源

消耗和污染排放，他们达到了较好的人类发展水平，太原、西宁、呼和浩特、银川、兰州、贵阳的总体排名靠后，
通过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式并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人类发展水平，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较强的人类发展水平，
但应该注意到这是以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代价的（ 图 ３） 。

２０１６ 年，３５ 个大中城市可持发展状况良好，排名靠前的城市均是沿海发达省份，其中北京、杭州、大连、长

沙、青岛呈现出以相对较低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获取了较优的人类发展水平，长三角城市群高能耗、高污染
同时人类发展水平也较高；成渝城市群以及中部大部分城市活力不足，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相对较低，成
都、西安、郑州、南昌最为典型；太原、南宁以及西北众城市的资源消耗强度大、污染排放水平高，但城市可持续
水平低（ 图 ４） 。 相较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城市可持续水平处于上升轨道，各个城市均在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
能，西部地区积极优化产业结构，针对表现薄弱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指标，确定优先实行的干预措施；中部
和东部城市实行了更多的低碳政策和污染防治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东南沿海采取了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
并以此来激发城市动能，维持和增进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图３
Ｆｉｇ．３

２．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３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３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６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框架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 ７０％左右，大约有 １０ 亿人生活在城市里 ［１４］ 。 如何有效承接未来

城镇化的冲击，是中国成功实现 ＳＤＧ１１ 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着人口、土地、资金、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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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五个主要挑战。
（１） 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 ４０ 年，导致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享

受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拉大。 城镇化水平不能仅偏重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人口质量构成和人
才培养与引进；不能仅注重城镇数量和规模的扩增，而忽视城市内部结构优化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２２］ 。 按照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６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４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人口增加 １ 亿—１．３ 亿。 到 ２０３０—２０４５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达到 ７０％，城市新增人口 ３ 亿—４ 亿［１３］ ，城市人口数
量激增不仅影响了原本基础设施、住房条件差的偏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得周边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
萎缩甚至消失，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种形式的城镇化呈负效应发展。 因此，如何有效处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与
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关系，不仅关系着人自身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机会，也关系着社会的均衡发展。
（２） 土地城镇化速度飙升，过度透支土地和其他主要资源。 从 ２０ 世纪末以来，许多城市土地年消耗速度

对于人口年进城速度的弹性系数大于 ２，中国的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导致了许多“ 空城” 出现 ［２７］ 。 土
地和其他主要资源的消耗诱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度，这不仅加重了自身的转移成本，削弱了中西部小
城镇发展的市场能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 ［２８］ 。 以上海为例，按照人均建设用地 １００ ｍ ２ 计算，当前

常住人口 ２４００ 万，但建设用地近 ３０００ ｋｍ ２ ，严重透支土地资源近 ６００ ｋｍ ２ 。 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进城人口 １０ 亿，
需建设用地 １０ 万 ｋｍ ２ ，但现有的城市规划显示仅未来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现有城市城区面积已经超过 １０ 亿
人口的建设用地 ［２９］ 。 因此，如何有效地将城市建设用地及其相关资源的消耗与常住人口实际数匹配，将是扭
转城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趋势的重要挑战。

（３） 城市扩大内需主动力发挥不充分，城镇化财源单一。 过去十年，城镇化的财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

资源的批租与拍卖，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 ５０％，每年约 ３ 万亿 ［３０］ 。 诚然，土地财政确实推动
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但土地巨额出让偏离了经济承受力，拉高了城市物价和生活成本，超出了大部分城镇居
民的消费水平，加剧了社会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３１］ 。 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
源需要区分增量和存量来源，过去 ４０ 年依赖土地财政的增量来源，未来 ３０ 年的发展则需要开辟新的资金来

源，包括允许地方发行债券、公私合营城市基础设施等。 如何用多元资金逐步替代土地财政来维持城市活力
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议题。
（４） 城市生态退化，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迫在眉睫。 过去十年间城市主要采取污染物总量控制模式，对

总体上控制污染排放和改善环境起到了一定作用。 “ 十三五” 明确要求，城市环境生态保护重心要逐步从污
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模式向环境质量考核和污染物防治转变 ［３２］ 。 因此，未来 ２０ 年的城市发展需要着力研究各
个城市主要污染减排和相应的控制措施。 当前，“ 气十条” 、“ 水十条” 、“ 土十条” 已经发布，污染防治攻坚战

正式打响，各个城市如何落实自身区域内的污染防治目标并建立完善的污染防治机制，确保“ 清水” 、“ 净土” 、
“ 蓝天” 将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挑战。

（５） 城市业绩考核短缺，利益相关者责任不明确。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管理，相较于过去自

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需要未来 ２０ 年走一条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共治的道路 ［３３］ 。 新型城镇化
需要从三方面推进城市治理变革：第一，政府层面的合作，包括纵向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横向上各级地
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第二，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例如，可以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解
决城市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问题；第三，社会公众与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等共同参与城镇化进程，
实现城市的包容发展。 然而，如何明确每个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构建完善的城市绩效考核制度是不可
避免的重大挑战。
３

推进实施可持续城市发展目标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因此，如何按照 ＳＤＧｓ 的具体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显得尤为

重要。 《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为推进可持续发展城市提供了基本原则，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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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创新理念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利用居

住证制度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问题导向主要瞄准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均
衡因素，诸如城市公共资源东西部差距，中西部城市设立标准不一等；多元参与需要加强部门、公共组织、社会
团体与地方之间的政策联动，推进城市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各种创新要素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向聚焦；开
放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争议问题，主张各个城市提高开放水平为发展添活力，共享发展成果缩小发展差
距 ［３５⁃ ３６］ 。 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参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五个
优先方略构建城市可持续绩效评估机制，测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状况；第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绿色创新实践，拓宽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路径。
３．１

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机制，测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状况
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人口迁移、产业结构升级、土地和地域空间的转变，涉及到地方、区域、国家的战

略协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效益协调，气候变化、可再生资源、食品和健康问题应对策略的协调。 推进实施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的五个优先方略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监测和评估提供机制参考 ［３３］ 。
参照“ 优先筛选指标⁃优先监测数据⁃优先评估⁃优先完善基础条件⁃优先校准” 的流程，构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
展水平实时反馈、调整、监测和评估机制，全面衡量与评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通过综合考评发现城
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低效环节，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及时做出调整。
（１） 优先筛选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 以现在的城市试点区为研究起点，以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为核

心，设计一套层次性、完备性和数据可得性较好的指标体系。

（２） 优先建立实时监测机制。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需要一套权威可信的数据来支撑，加强城市与乡

村、城市与城市、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同时辅以流动监测、第三方检测，健全城市可持续发展数
据监测系统。
（３） 优先执行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一般由区域管理部门和相关领域的

社会、经济和生态专家组成，评估内容包括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公共健康收益分析和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等。
（４） 优先完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的基础条件。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基础条件包括评估的时

间、空间和所需信息的获取方法和设施，应紧紧围绕评估标准所需要的信息种类、来源、收集时间、频率和筛选
方法等开展建设。
（５） 优先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校准。 评估完成后，评估结果应由受到政府和公众监督的评估机

构或非政府组织联合向社会公布。 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的组织者，政府应该了解评估方案的实施效
果，及时发现并校准低效环节，确保评估效果、效率、公平性和透明性。
３．２

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实践，拓宽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路径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旧动力逐渐减弱，新动力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城市依然存在着环境容量不足，资源

承载力超负荷等问题 ［３７］ 。 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实践，挖掘城市发展新动力，拓宽可持续发展目标践
行路径，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方案。 针对污染排放水平较高、资源消耗过大和人类发展缓慢三个具体
类别城市分别对应的绿色路径，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强化绿色科技研发和建立国家绿色金融协调机制。
（１） 培育绿色市场，构建绿色消费体系。 消费是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针对那些以高污染排放

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城市，应着力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市场积极引导低碳和节约消费，更加合理公平地分配
经济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提升城镇人类发展质量。
（２） 加强绿色技术研发与“ 绿色技术银行” 的资金对接。 针对那些投入大量生态资源、物资资源并没有得

到与之相应经济福利的城市，将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作为绿色投资的重要内容，在改善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提
高环境质量。 “ 绿色技术银行” 是绿色科技与金融结合的主要纽带，加强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增长领域
的标准、监测和模拟校准等基础研究和能力建设，为绿色城镇化提供科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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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构建国家绿色金融协调机制，用财政资金引导、保证和支持绿色金融。 针对那些人类发展缓慢的脆

弱城市，着力发展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重点扶持当地医疗、教育等，保证城市发展多元和可持续。 建立协调开
发区与保护区、上下游地区、生态涵养区与生态受益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同时开展中央对
地方、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域间的公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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