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卷第 4期 

2004年 12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I CHINA NORMAI UNIVERSITY(Nat
． Sci．) 

Vo1．38 NO．4 

I)ec． 2004 

文章编号 ：1000—1190(2004)04—0505—05 

关于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 

刘 盛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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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 ，通过聚集一辐射效应 ，取得倍增的乘数共赢结果，即使 

武汉城市圈内 9市实现超常规 的发展 ，还要带动省 内其他地区共建全面小康社会．分理论选择 ．在 

全国的地位 ，对其认识和建设的策略四个部分 ，提出一心两翼中轴的空间模式 ，构建 以武汉为中心 

的地域经济综合体，以及政府的作用与地位三大策略，以促使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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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基本理论 

1．1 城市圈 

迄今有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延绵区、大城市区 

等概念，尚没有城市圈的概念．国内在改革开放过 

程中，人们将我国沿海一些发展很快的地 区，如珠 

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以及辽中南、 

山东半岛、闽南三角等称之为城市群、城市带、城市 

延绵区，其目的无非是以城市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 

更快、更好发展，从而营造区域性的繁荣．湖北省 

委、省政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开始期 ，便提出 

开展武汉城市圈的建设，这是一件创新的举措，是 

一 件宏观空间层面上的决策行为． 

1．2 武汉城市 圈 

武汉城市圈，三个涵义是清楚的：1)武汉是 

圈内中心城市，如人 口占圈内总人口的 31．86 9／5， 

面积 占圈内总面积的 14．70 9／5；但 GDP占圈内总 

值的 49．51 9／5，固定资产投资额 占圈内总额的 

59．59 ，外资实际使用额占圈内总额的 77．16 9／5， 

因此是圈内无可争辨 的中心；2)城市的共 同体 ， 

以武汉为中心 ，由黄石、鄂州、黄冈、孝感 、咸宁、仙 

桃、潜江和天门 9市共同组成 ，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3)全 圈 由 23个 区、10个县 级市、15个县 组成， 

48个县市 区单位涵盖 5．8万 km 土地，2 380万 

人口的区域，具备区域性的共同联合体的条件． 

1．3 理论形态 

西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主要有四种，即 

经济基础理论(the economic base theory)，增长极 

理论 (growth pole theory)，核 心一边 缘 理论 (the 

core—periphery theory)和 中 心 地 理 论 (central 

place theory) ．武汉城市圈建设主要应用增长极 

理论和中心地理论，因为前者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 

在各地同时出现，而只能以不同程度发生在有限的 

区域极点上，然后 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 围地 区． 

⋯ ⋯ 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城市)来启动 

的，而启动区域和增长极经济发展的又主要是推动 

型产业．推动型产业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1)在 

企业中处于支配地位；2)产业集聚，价格处于有 

利地位；3)与其他企业有高关联性．后者认为中 

心地是为周围地域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功能，可以 

用来说明一定区域内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其 

核心是城市等级功能网络体系规律，可以演变或衍 

生四种结果 ：1)地域中心等级体系；2)中心地网 

络体系；3)中心地市场地域结构；4)由交通和行 

政区划推动扩散和聚集效应．然而基础理论阐明城 

市功能 ，阐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核心一边缘模式 

理论则更好地揭示城市圈的实际，因此 ，也是我们 

研究武汉城市圈建设不能忽视的理论基础． 

2 武汉城市圈在国内的地位评估 

武汉城市圈在湖北省的地位十分突出，根据 

2001年的统计 ，土地面积占湖北省的 31．0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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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 39．83 ，GDP占 58．39 ，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占 52．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61．94 ，实 

际利用外资额占 86．10 ]．而在全国的地位则相 

对较差 ，我们分别以上海、广州、北京、郑州、沈阳、 

成都、长沙、武汉、重庆、哈尔滨、西安，另外还有山 

东半岛和闽南三角两地区共 13个地区，以 160 km 

为半径划出的城市圈进行统计 ，则 ： 

上海城市圈：上海、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杭 

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共 11市 ； 

广州城市圈：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门、肇 

庆、惠州、清远 、东莞、中山、云浮共 11市 ； 

北京城市圈：北京、天津、张家口、唐山、保定、 

廊坊共 6市； 

郑州城市圈：郑州、开封、洛阳、平顶 山、安阳、 

鹤壁、新乡、焦作、濮 阳、许 昌、漯河、商丘、周 口共 

13市 ； 

山东半岛城市圈：青岛、烟台、潍坊 、威海、日照 

共 5市 ； 

闽南三角城市圈：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 

田、龙岩共 6市 ； 

沈阳城市圈：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 口、阜 

新、辽阳、盘锦、铁岭共 9市； 

成都城市圈：成都 、自贡、德阳、绵 阳、遂宁、内 

江、乐山、眉山、雅安、资阳共 10市 ； 

长沙城市圈：长沙、株州、湘潭、衡阳、邵 阳、岳 

阳、常德、益阳共 8市； 

武汉城市圈：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 

宁、仙桃、天门、潜江共 9市 ； 

重庆城市圈：重庆、泸州、遂宁、内江、南充、广 

安共 6市； 

哈尔滨城市圈：哈尔滨、大庆、绥化共 3市 ； 

西安城市圈：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安 

康、商洛共 7市． 

上述城市统计数字以地区计算 ，以GDP排序， 

山东半岛和闽南三角以首位城市命名． 

表 1 我国可形成城市圈的排名统计表且(2001) 

项 目 人口／10 人 土地面积／km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实际使用外资 

总额／】O 元 零售总额／10 元 投资额／10 美元 

上 海 

广 州 

北 京 

郑 州 

青 岛 

福 州 

沈 阳 

成 都 

长 沙 

武 汉 

重 庆 

哈尔滨 

西 安 

由表 1可见，武汉城市圈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 

居第 10位 ，主要是城市圈中武汉这一中心过于突 

出，而周围 8市实力都很弱，区域经济不发达 ，不仅 

与沿海 6圈有差距 ，即便与 中西部的 7个圈域比 

较，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沿海处于前 3位的上海 

城市圈不仅上海位居全国榜首，而且还有苏州、杭 

州、无锡、宁波 4个市国内生产总值超 1 000亿元 ； 

广州圈有广州、深：0il、佛 山 3市超 1 000亿元；北京 

圈北京、天津、唐山 3市超 1 000亿元；即便是青岛 

与烟台、威海 3市十分接近；泉州和福州也属双雄； 

在中西部的哈尔滨城市圈仅 3市构成，却有哈尔滨 

与大庆两个超 1 000亿元的城市．郑州城市圈之所 

以名列第四，一是大中城市数量多，二是群星璀灿 ， 

一 共 6市在 300亿元以上 ；长沙的这一特色也十分 

明显．武汉城市圈最大优势是在中西部 7个城市圈 

中实际使用外资投资额居首位 ，是郑州、长沙和哈 

尔滨 3圈合计 1l9 632万美元的 112．36 ，是成 

都、重庆、西安 3圈之和 98 732亿元的 136．14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次于成都和重庆居中 

西部第 3位，表明发展后劲良好 ，而成、渝二市得国 

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武汉较成都少 41．4亿 

元 ，较重庆少 17．78亿元，以武汉为 1，则成都 为 

1．05，重庆为 1．02；武汉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虽 

仅次于郑州圈，但郑州圈人 口超过武汉圈2．8倍 ， 

因此并不代表真实情况． 

由表 1也可说明，湖北省在全国还只是一个中 

等发达的省区，学术界有人鼓吹武汉圈要成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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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增长极 ，，不要说和上海、广州、北京 3个城市 

圈不能相 比拟；即便和山东半岛、闽南三角和辽中 

三大城市群也有不小的差距；就是和中西部 的郑 

州、成都、长沙 、重庆、哈尔滨、西安 6个城市圈相比 

较 ，也没有根本的优势．所以，应当审时度势，实事 

求是地认清我们的形势和任务，通过城市圈的建 

设 。发挥乘数倍增效应。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争取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地位。为 

全国作出更大贡献． 

3 对武汉城市圈内部的一些认识 

3．1 城市体系不够完整 

武汉城市圈 9市，其中武汉为超特大城市 ，非 

农人 口 448．89万 ，在全国排位居第 4位，其首位 

度太高。与圈内次位黄石的人口比为 7．57倍 ，GDP 

比为 11．76倍 ；圈内缺少 1()()万人 口的特大城市； 

超过 5O万人口的城市也仅黄石 1个，超 4O万人口 

的城市也仅仙桃；31～4O万的 3个，21～3O万的 3 

个，县级市 7个市皆为 1O～2O万的小城市．所谓一 

柱难撑大厦 ，因此 ，本圈 9市 ，要依卫星城看待 ，其 

中武汉 市为母城 ，其余 8市 可看作 为卫星城市 

(Satellite town)，即在大城市 以外的附近地区，为 

扩散中心城市的人 口和工业 ，而建设起来的具有相 

对独立性的中小城市．在职能上与大城市保持密切 

联系，在空间上环绕大城市而分布 ． 

3．2 城市职 能分工不明确 

武汉城市圈 9个城市 ，目前未曾制订明确的职 

能分工与地域分工规划．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 ，并未结合周围城市的正当需 

求与愿望，因此武汉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 

到周围城市的重视与认可；而周围城市在确立自己 

的战略和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也未充分阐明 

与武汉市在职能和空间上的密切联系，还是一盘松 

散的散沙，还未能成为彼此交融的统一整体．比如 

汉、黄、鄂 的黑色冶金业 、建筑材料业等工业行业， 

何以不能实现资产重组，形成地域综合体，形成跨 

市的集团；8市皆有机电行业、汽车制造和零部件 

业、轻纺工业，甚至皆有高新技术产业园，完全可以 

和武汉实现行业对接，相互之间也可以取长补短 ， 

实现职能和空间的科学分工．至于一、三产业的相 

互联系和相互分工协作，也必须引入协作机制． 

3．3 圈内优势发挥不充分 

武汉城市圈位于湖北省的东部 ，是我国经济发 

达和较发达地区的腹心，并且内外交通、运输和通 

讯极为畅通方便 ，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和永续利用的 

能源资源．还有三大优势．一是地处我 国人 口 j个 

大省的中心部位，且劳动工资低廉．上述 13个城市 

圈的首位城市劳动工资以武汉、重庆、哈尔滨、西安 

和郑州 5市最为低廉，如 2001年武汉职工的人均 

工资为 11 314．48元 ．以其为 1，则上海为 2．31，广 

州为 2．O8，北 京 为 1．72．青 岛 为 1．32，厦 门 为 

1．47，沈阳为 1．03，成都为 1．19，长沙为 1．1 ．二 

是土地资源丰富，土地价格低廉 ．改革开放以来武 

汉房地产业一直以价格最为低廉著称，不仅与沿海 

6圈差异悬殊．与中西部其他 6圈相较 ，也是低的． 

三是劳动者素质高 ．尤以高校学生数较大，是全国 

人才的供应基地．根据 2001年统计。在校学生数北 

京为 340 284人、武汉 308 332人 ，上海 279 966 

人。西安 254 933人．广州 244 736人，成都 188 753 

人，长沙 172 567人，郑州 171 26O人，重庆 170 006 

人。沈 阳 167 749人，哈尔 滨 167 279人，福 州 

91 531人。青岛 60 728人；不仅如此 ，湖北九年义 

务教育普及率很高 ，而且质量也好 。所以人才优势 

明显 ；这样形成劳动成本、土地成本、人才技术成本 

都低的特点，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分理 

想的地方．武汉是我国中西部的最大商都 ，2001年 

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452亿元 ，以其为 1，则重 

庆为 0．57，哈尔滨为 0．53，成都为 0．52，西安为 

0．38，郑州为0．28，长沙为 0．25，因此武汉是中国 

中西部消费市场的中心．武汉又是中西部最大的工 

业之都 ，2001年市区工业产值达 10 208 352万元 ， 

以其为 1，则重庆 为 0．85，西安 为 0．44，成 都 为 

0．40，哈尔滨为0．39，郑州为 0．26，长沙为 0．24；武 

汉的利税总额虽仅居全国第 10位，但在中西部又 

是无可争辨地居于首席地位，2001年为 145．89亿 

元，以其为 1，则重庆为 0．56，长沙为 0．47，成都为 

0．44，郑州为0．28，西安为 0．27，哈尔滨为 0．24．上 

述武汉市作为中西部科教、商都、工业和效益的中 

心城市 ，有条件更好地带动和促进周围地区的发 

展，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兴旺_ ． 

4 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 

4．1 重点增长极的选择问题 

(1)鄂东 3市，即黄石、鄂州和黄冈 3市．1952 

～ 1958年除黄石城区为省辖黄石市外 ，其余地 区 

概 为黄 冈专区所辖 ，1959年大冶县划归黄石市； 

1965年鄂城 和阳新 两县划属新 建 的成 宁专 区； 

① 武汉大学商学院．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设大武汉城 
市圈研究报告 ，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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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设立鄂城市和鄂城县，划归黄冈地区领导； 

1983年撤销鄂城市、鄂城县和黄州区，设置省辖鄂 

州市；1987年黄州区仍划回黄冈县 ，鄂州市才真正 

与黄冈地区脱离．黄冈市过去交通闭塞，特别是和 

恩施州一样没有铁路，公路也因没有长江大桥需轮 

渡摆渡，沿江 340 km岸线没有适合建大港条件的 

港址 ，因此直到上世纪末 ，虽然对武汉、黄石和鄂州 

3市建设 ，提供了很大的支援 ，但 自身发展却十分 

缓慢，迄止 2001年人均 GDP位居全省倒数第 3 

位．但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南北大通道京九 

铁 路以及配套 的汉 (口)麻(城 )铁路和合 (肥)九 

(江)铁路建成通车，不仅使黄冈市与省内的铁路相 

通达，而且成为与全国东西(汉渝一汉沪)与南北 

(北京一香港九龙)两大交通运输大动脉相交汇的 

枢纽 ；与此同时，沪蓉和汉(口)合(肥)两条国家级 

高速公路，105、106和 318三条 国家干线公路，沪 

汉渝和京汉穗两条信息高速公路在此相交汇 ，成为 

湖北省交通运输通讯最发达的地区．黄冈市一是湖 

北 省 仅 次 于 武 汉 (792．3万 )的 人 口 大 市 

(722．7万)，人 口占全省的 12．1 ，占武汉城市圈 

的 23．69 ，所论武汉城市圈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 

成本低廉便集中于此，职工人均工资仅为武汉市的 

60 ，目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 150余 

万；二是土地资源丰富，土地成本低廉 ，全市土地面 

积17 446．63 km。，占全省的9．39 ，占武汉城市圈 

的30．17 ；而且京九铁路与沪蓉高速公路沿线海拔 

高程50 m左右的岗地，土地面积达1万 km 左右， 

是工业开发的处女地；黄冈市因教育事业发达，万人 

均大学生数居全国第 29位，雄居全省第一位，超过 

武汉的第 30位 ，具有劳动力素质高的人才优势．武 

汉城市圈要成为全国制造业基地，黄冈市当是劳动 

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基地理想的所在． 

而黄石和鄂州 目前以资源型产业居于主导地 

位 ，但资源 日显枯竭 ，处于夕阳状态，向制造业转型 

是大趋势 ，然而两市适于制造业发展的工业用地十 

分紧缺，尤以黄石最为紧张；两市如能与隔江相望 

的黄冈市共同联合，依靠两市的城市资源，利用黄 

冈的劳力、土地和人才的优势，共同打造成为武汉 

城市圈又一个超千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型城市． 

(2)汉西 3市．城市圈内的仙桃、潜江、天门为 

省直管县级市，由于 3市地域范围有限，人 口也较 

少，财力、物力都受限制 ，如若 3市实现行政区划的 

合并，则面积达 6 977．69 km。，占圈 内总面积 的 

12．07 ；人 口 410万，占圈 内总人 口的13．44 ； 

GDP为 274．94亿元 ，占全圈的10．10 ，就有一定 

的实力．这是一个完全的平原地区，以往由于江汉 

平原水患威胁未能解除，不能获得国家和省的大型 

投资，除江汉油田外，缺少大型企业 ；现在由于水患 

的基本解除，3市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内资本，发展 

民营企业，尤以仙桃最为突出，形成又一个制造业 

基地，条件很好，尤其是利用江汉平原国家级粮、 

棉、油、猪、鱼农业基地 ，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的 

条件得天独厚．如能像上海的昆山、广州的东莞那 

样，则与鄂东 3市联合形成武汉的东西两翼 ，武汉 

城市圈便能形成腾飞之势． 

(3)南北的通道走廊．武汉市北面的孝感市和 

南 面的咸宁 市，发 挥京 广、汉渝两 铁路，京珠 和 

107、316国道的优势，接受武汉 的辐射 ，如孝感市 

成为百万辆汽车制造走廊的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汽 

车零部件加工制造业 ，前景很好 ；咸宁市除武汉东 

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研发基地扩散外，目前家具制 

造和预制板、胶合板等建筑材料加工业也有很大优 

势．这样便能形成武汉南北的走廊制造业带． 

4．2 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域经济综合体 

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目标应是构筑以武汉为中 

心的地域经济综合体 ]．从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 

学和区域经济学角度综合考虑，有三个基本理念． 

特大城市为中心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本城 

市圈以超特大城市武汉为龙头，是共识而没有异 

议 ，但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的根本问题是缺乏与之 

相配套的城市体系，如上海圈有上海这一龙头，还 

有苏州、杭州、无锡、宁波 4个 GDP超 1 000亿元 

的次级中心，还有绍兴、南通、常州、嘉兴 4个 600 

亿元以上的三级中心，还有一系列的四级和五级中 

心．我们之所以主张黄石、鄂州、黄冈 3市合并，仙 

桃、潜江和天门 3市联合，就可形成两个人 口过百 

万、GDP超千亿的次级中心；而孝感和咸宁形成人 

口 50万以上 ，GDP达到 500亿 以上；现有 7个县 

级市为中等城市，GDP达 300亿元以上；现有县级 

单位驻地镇为超 10万人 口的小城 市，GDP超过 

1OO亿；现有建制镇形成亿元镇 ，如果这一体系能 

建成，则武汉城市圈就能成为全省、全国的火车头， 

成为我国又一个区域经济发达的地区． 

市场主导的运营机制．城市圈是市场运营的结 

果，而非政府行为．因此遵崇市场作用下的经济规 

律 ，按照 比较优势实现科学分工，依照共赢机制进 

行彼此协作，推行竞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抢抓机 

遇共谋发展．也因此城市圈的建设必须明确是一种 

市场运作 的行为，它要形成开放复杂巨系统，营造 

有序有层次的空间经济系统，将增长极的核心，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刘盛佳：关于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时 

过便 捷 的交通与 流通载 体 ，循 着 区域 网络 系统 ．与 

其 经济区域紧密联系，形成点(城市)、线 (两通载 

体)、面(区域)构成的统一系统． 

城市圈运营的高效管理系统．这一系统涵规则 

的制订、执行和监管；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规则的 

制订既可以借鉴国际、国内行之有效的经验 ，又必 

须结合圈内的实际情况，制订有创新的先进规则． 

规则的作用类似于法律，一经发布执行，就必须循 

规蹈矩，任何个人、企业、部门、团体、区域都必须执 

行．监管主要是对执行机构施行管理．凡执法不严 、 

执法不公 、执法不确，皆属其职权范围，对违规行为 

处以惩罚等． 

4．3 政府在城市圈建设中作用与地位 

支持作用．包括规划的制订，基础设施建设，依 

法行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诚信环境 

等．还有协调作用也是支持作用的内容． 

服务作用．为圈内的人民大众、企事业、部门和 

地区提供各种服务，建立健全的公益事业和社会服 

务系统． 

依法进行行政管理 ，收取各种税费，营造 良好 

的休憩娱乐环境等．严格执行政经分开，让市场机 

制总揽城市圈的各种营运． 

5 结论 

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是湖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大举措，其 目的是建设武汉城市圈，不仅要 

充分发挥特 大城 市武汉的龙头作刷 ，对圈 内各) 

通过辐射和扩散效应。带动其发展：而且也有发达 

的周围地区，通过聚集效应．造成中心的更大更强． 

达到双赢的 目的．武汉城市圈还未开始建设，不要 

作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估．试图将其与已经建设 的、 

或已经建设得很好的城市圈一样 ．企望立竿见影的 

效果．当然我们希望建成它，以获得乘数倍增效应， 

通过建设让它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对全省 

和全国起更大的促进和带头作用．城市圈建设是市 

场机制 的运作模式 ，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其缝 

康地得到建设 ，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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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n constructing W uhan metropolis 

I IU Sheng—jia 

(Research Cent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vesting Environ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 uhan 430079) 

Abstract：Constructing W uhan metropolis is an innovative measure of realizing the well 

off society generally implemented by the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Hubei Province， 

which tries tO make use of some basic theories on urban economics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tO attain multipled multiplier——effects and win——win goal by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 It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over—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nine 

cites in the metropolis but br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areas in the province tO 

build the well—off society all together．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 theory se— 

lecting，status in China，cognitions of W uhan and constructing tactics．It also advances 

a one——center——two——wing middle——axis spatial mode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 uhan 

metropolis successfully． 

Key words：W uhan metropolis； one center—two—wing middle—axis； regional economy 

syntheses；market system running；cooperated and multiple—win mech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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