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第4期

提要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

快速转型阶段．能否科学理性地对待城

镇化问题中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将

直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城乡发展格局。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首次将城镇化作为重点研究

领域。从而标志着我国的城镇化研究正

式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十一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

监测关键技术”项目．通过21家国内科

研单位长达5年时间的共同努力已通过

验收进入应用推广阶段。该项目在基础

数据采集、信息系统优化、城乡综合预

警、政策调控支撑方面做出了关键性突

破。填补了城镇化科技支撑方面的国家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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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
科学理性支撑关键

——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吴志强 仇勇懿 干靓 刘朝晖 陈锦清 王兰

The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for Rational Urbanization in China：Introduction

of。Technologie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

ment”sponsored by the 1 l th Five-Year 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Sup-

porting Program

wu Zhlqlang．QIU Yongyl．C-AN dlng．LIU Zhaohul．OHEN Jlnqing．WANG-L．an

Abstract：China's rapid urbanizafion has entered a transitional period．Rational ap-

pmaches to resolve the dynamic，diversified and complex urbanization issues are

crucial to the counties sustainability since it will redefine the future path of China's

urbanization．In 2006，”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was listed in the

Guidelines on National Medium-and-long-term Program for Scien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 a key research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reflecting the official recog-

nition of urbaniz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strategies．The re-

search project”Technologie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

velopment”，which is sponsored by the 1 lth Five-Year National Science&Tech—

nology Supporting Program,has passed the final review with the efforts of 21糟一

search institutions．The project has mad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basic data collec—

tion，inform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urban-rural comprehensive warning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Keywords：China；urbanization；rational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随
着我国城镇化率向50％的标志性节点不断逼近。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转型阶段。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如何向

掌握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城镇人口转型、资源和土地的粗放式开发模式如何向高效集

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如何向城乡统筹模式转型、区域的

不均衡发展如何向利益共同体方向转型等一系列城镇化问题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十

分突出。而这些历史性的转型问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是持续性的，如果没有科学

的分析工具和理性的工作态度作为支撑，要实现国家整体层面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编

号：2006BAJl180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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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极其困难的。

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首次将“城

镇化”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立题．对全国

城镇化展开系统性研究111。笔者主持参

与的“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

技术”项目隶属于该《纲要》下“城镇

化与城市发展”领域的“城镇区域规

划与动态监测优先发展”主题。目前通

过21家国内科研单位长达5年时间的

共同努力。已通过验收并进入应用推广

阶段。笔者作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全程参与了项目的前期论证、中期调研

和后期应用工作，对我国当前城镇化进

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体会．同时也总结

研制出一系列针对我国城镇化的科技支

撑成果。特在此梳理成文。作为阶段总

结。

1 中国城镇化必须应对的科学

难题

1．1 如何理性应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

中国城镇化

参考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经验

和历史数据．通过城镇化阶段模型分析

后得出．我国的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在

2004年达到城镇化速率的最高峰后．将

会一直延续到2030年左右121。这意味

着中国将很有可能在未来短短的20年

后步入城镇化晚期阶段．完成西方国家

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一方面这意味着

我国正迎来最重要的城乡社会转型：另

一方面我国城乡区域地形地物、土地覆

被、生态环境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城镇

化发展的“量”与影响的“面”从未像

现在这样广泛嘲。尤为关键和“可怕”

的是，由于空间演变的惯性作用，这种

短期的突变将对我国城镇化未来的格局

产生长远影响。

而这个阶段对城镇化的决策者和研

究者而言是充满挑战的：①外部环境对

我国快速城镇化影响加大。随着对外开

放程度的加深。全球产业调整、金融危

机、碳排放风潮等外部要素已与我国的

2

城镇化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快速城镇化

阶段的科技支撑技术具有很强的外延

性；②城镇化速度过快，相应的监测和

调控力量接近饱和。城市无序扩张、自

然环境破坏、传统文化凋零等问题屡禁

屡犯、层出不穷，要求快速城镇化阶段

的支撑技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③高速

城镇化加剧了城镇间的竞争烈度，激发

出地方政府强烈扭曲的拓张欲望。并扮

演超前发展、不可持续发展的推手，置

地方实际、国家政策于不顾。这要求快

速城镇化阶段的支撑技术具备很好的操

作性。

以用地为例．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土

地调整空间狭小，约95％的人口集中在

不到50％的东部地区的国土面积上．且

易和耕地资源相冲突．导致全国耕地面

积不断减少。然而，在政府间恶性竞争

和各类政绩工程的诱导下，宝贵的土地

资源并没有得到集约化利用，相反在

1990—2005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1．4倍，但城镇人口仅增长88％，城市用

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为1．6：1 14。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职能部门无法全

面了解当地发展要素匹配情况。缺乏科

学的土地利用监测评估和调控机制。无

法进行有效的监测引导有直接关系。总

之，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和地区差异的多

样导致全国各地的发展矛盾层出不穷．

影响因子千差万别，解决的对策方法也

是分I'-JN类。这些都严重威胁着城镇化

科学支撑的严谨性、普适性和公平性。

1．2如何科学地实现中国城镇化多重

地域结构的共生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主体是多重地域单元

的集合。按照空间尺度划分可细分为最

高层的国家层面、省域层面、市(县)

域层面、村镇层面以及城乡边缘带．这

些不同地域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展现出

的发展利益、模式动力、政策思路方面

的不一致为实现城镇化的整体和谐有序

增添了很多困难。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

层面：①多重空间尺度下的城镇化问题

往往缺乏整体性解决思路。许多城镇化

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各个层面的利益不一

致，使得各级地域主体之间缺乏联动，

难以形成合力．甚至还会出现“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反向效果；②相同地

域层面下也存在差异性。即使在相同层

面下。各地城镇化的发展条件和问题也

不能一概而论．很难实现整体的分析比

较。难以进行统一的调控管理。

实际上．城镇化还会衍生出许多其

他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如城市与农村的

协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协调．沿海

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协调．城镇群之间的

协调等等。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科学

理性地看待各层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

运行机制，发挥互补作用，弥补发展短

板。是实现城镇化大系统共生繁荣的关

键。

1．3如何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各类

关键要素的协同关联

城镇化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系统共同

演进的结果．对城镇化各类可持续发展

的监测与评价实质上表现为对各类要素

系统作用变化的综合分析。对人口、土

地、生态、社会保障、经济产业、基础

设施等要素系统而言。每一类系统都是

一个结构庞大的研究分析对象。且由于

地理位置，政策环境，资源禀赋，历史

背景的各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和

运作模式。需要建构一系列评价指标体

系。并根据数理模型筛选出兼具典型

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影响因子，从

而实现广域范围内各城镇化主体的要素

系统评价。

此外。还需考量多要素系统的联动

反应．任何一个要素系统都不可能孤立

在城镇化大系统之外。始终和其他系统

保持或紧或松的联系。以民工潮(荒)

为例。总数约占我国人口l，5的农民工

群体，常年奔波在祖国各地、城乡之

间，但始终和人口输入、输出地保持紧

密的互动联系。地区的经济形式、社会

状态、生态面貌在决定着农民工的流动

状态的同时也反受其影响。因此，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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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很好地包容农民工群体时，地区差

距缩小，全民生产效率提高．城市活力

增加，社会秩序稳定等正面效应能联动

产生．反之则会出现产业发展波动．

“空心化”、“留守村”，地区犯罪率上

升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回顾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由于

没有科学理性的指引，无视城镇化进程

中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刀

切”简单化的政策措施屡见不鲜．也走

了很多弯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全面

的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城乡发展监

控．我国的城镇化将出现结构固化隐

患。如果没有从城乡区域协调角度，研

究和引导人口流动．将可能产生过度城

镇化的危机。如果没有科学的城乡区域

发展动态监测监控技术．将使我国城市

在历史关键时期埋下错误布局要素 如

果没有完备的基础资料库和监测监控体

系，国家空间战略管理体系无法发挥作

用。只有充分创新和应用科学]：具，才

能化繁为简，有效地提高我罔各系统层

而的资源统筹布局和规划协调能力．保

障国家城镇化目标和政策的实现。

2 中国城镇化科技支撑技术的

软肋

2．1 难以对城镇化基础信息形成客观

认识

由于目前缺乏权威性的跨地区跨部

门综合基础数据库．导致城镇化基础数

据混乱匮乏，难以利用．决策者和研究

者无法准确地把握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继而无法科学地引导我国城镇的健康运

行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基础数据的难

以获取还在于：①传统的数据采集、更

新、传输、存储分析方式已很难满足当

前需要，无法实现多重121径．标准、精

度、类型的数据整合和交换．也无法满

足当前海量和快速反馈的信息需求：②

部分地区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职能部

门的信息不公开为城镇化基础数据的获

得平添障碍；③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数据库等桐关技术受学科类别所限．在

城镇化应_【}j领域的推广程度不够深入。

2．2难以通过系统集成分析掌握关键

信息

测度城镇化发展所涉及的信息包罗

万象．其中直接关系到城乡和谐永续发

展的代表性信息有：城乡人口流动、城

乡土地利用、城乡经济要素、社会保

障、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基础设施等。

现有研究还难以真正实现全国城镇化多

系统的关联分析．而很多城镇化的研究

为了规避多系统分析的复杂性．往往只

选择一项系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或对多

系统进行独立分析评价。然而这种方式

虽然保证了分析的简便易行．却忽视了

系统间的耦合关联效应．不能准确地反

映城镇化的发展状态．也无法充分体现

调控手段的科学有效性．并往往会导致

两个不良后果：①因子间的作用机制因

此缺乏清晰的表述．无法有效消除信息

冗余．导致了城镇化评价监测体系往往

过丁庞杂低效，难以推广应用；②不同

子系统不能在城乡糕体可持续发展框架

F进行分析，无法进行问题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筛选排序．难以帮助决策系统准

确抓住城乡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

集中力量予以解决。

2．3难以通过协同调控实现理性发展

当前．很多城镇化相关政策由于缺

乏技术手段进行评估和校核，在很多时

候存在片面性。由于对城镇化规律和不

同条件下发展模式(空间模式和动力机

制等)的系统研究不够．缺乏定性、定

量和定位相结合的城镇化与城镇人口增

长预测、城镇化发展关键因素(劳动力

转移、城乡土地、区域交通、能源、水

资源、生态环境等)分析、突出矛盾或

问题(如重复建设、环境污染、土地超

强开发、过度圈地等)评估等方法与模

型．因而难以有效地进行全国和重点区

域城镇化进程的预测、评估，也难以进

行跨部门的变化调控。必须要对城镇化

所带来的内部和外部影响有科学的测评

标准．从技术角度对宏观各类政策做出

理性评价．才能拓展人们对城镇化问题

的调控能力．

J识驯＆*-吲
片向 址$瞅刖％动惠监侧技术研究 l

(碱}边界4{别与动卷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l
-

方向=域}《索动态监捌评价戈睦拄术研究
'

j m女亲 土地
{ I■ 口层Ⅲ c茹域；人口流动 遂喊铺他用地建设
I

童化监稽技术研究 强度监科技术研兜

丁 塞
@域镇化生卷承载力

评价预瞢体幕关健拄术

丰t ⑤农村社会公用设施
会 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竹

。◆餮
日谳}经济要素配置 多肇■一下曲

警
评价盖键技术研究 ^地■詹曙克

重
大 ⑦村饿工程基础世施建
设 设嗑测盖键技术研究
施

l

l 方向j：城乡动志监_技术集成畸示范*究 l4＆qim__
l∞恐磊嚣l。罱嚣鼗：：簧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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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Lo亦廿ee”of the project

3 中国城镇化理性支撑的系统

架构

在“十一五”期间．“城镇化与村

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项目以建立

中国城乡动态监测技术体系为主攻方

向．通过城乡识别与动态监测技术研

究、城乡要素动态监测评价关键技术研

究、城乡动态监测技术集成与示范研究

3个方向，以人、地双要素研究纵轴，

以经济、社会、生态与重大设施为四层

面研究横轴．构建了以“识别技术一动

态监测一评价与预警一集成与监测”为

脉络，以“三大研究方向、九大攻关课

题”为核心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并最终在城镇化的基础数据采集、信息

系统优化、城乡综合预警、政策调控支

撑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中国城镇化走向科学理性也就是要

将城乡状态的认知、趋势判断、发展调

控政策制定、绩效评价等与城乡要素的

动态监测建立起相互联系。基于此。项

目建立了从数据采集到绩效评价的逻辑

树。人口、土地、生态、社会、经济、

重大设施六大领域的基础数据及其逐级

凝练共同构成了深入城乡发展各个方面

的根系。城乡发展状态识别与趋势判断

模型构成了逻辑树的主干，反映社会、

经济和环境等子系统状态的调控指标构

成了枝桠．不同子系统响应状态表征所

提出的各类调控政策为树叶。最后，城

乡管理的绩效为逻辑树的果实(图2)。

在这样的逻辑体系之下，城乡发展决策

作为对自发市场的干预行为应当有理性

作为支撑．是对潜在消极状态的提前应

对．而不是随意取代市场与生俱来的生

命力。

4 中国城镇化科学支撑的几大

关键成果

4．1 确保基础数据的客观性。为城乡

预警调控提供科学准确的基石

4．1．1 基础数据的多源保障

为保障城镇化数据客观准确性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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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操作的可行性，项目采用航天卫星、

空中遥感、地面遥测、政府统计、专题

调研等5种形式来提供数据。并通过构

建城镇化综合空间数据库进行元数据管

理，实现基础数据的多样性和规范性。

为交叉验证、科学比较、上级监管提供

条件，保障了一手数据的客观准确。

4．1．2卫星遥感数据大规模的应用

在遥感数据的大规模应用方面获得

突破。在城乡边界的识别研究中。全部

采用过去10年的航测历史数据．并攻

克快速阅读、识别、分类、导入等技术

难点。另外土地使用状况及其演变分析

的数据也全部实现了遥感识别。大幅提

高了空问数据的应用范围。

4．1．3监测数据上级机构管理

建立城镇化监测数据网络交换平

台。将4个监测示范基地(浙江义乌苏

溪镇、佛堂镇：四川南充潆溪镇、芦溪

镇)的数据采集和管理中心直接嵌入市

级规划局和国土局的行政办公体系．相

关直属机关的直接参与更能体现数据的

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与北京和上海

等地的项目数据管理中心实现链接．初

步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住建部、省建

设厅、市规划局、县市建设规划委、乡

镇建设办公室村)的5级数据管理体

系。

4．1．4数据的时空交互验证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通过验证数据

的时间和空间延续性。进一步提高数据

的准确性。所有数据在整理提交时，组

成以时间发展轴和同级监测个体为序列

的二维数据矩阵，避免数据单独上报，

实现相互间的对比参照，避免数据的不

客观性。例如，在监测示范区义乌市的

城乡发展数据时，采用横向(义乌周边

城市)和纵向(义乌2001—2009年)数

据同时上报和监测，增加数据的客观性

和可信度。

4．2优化凝练庞杂系统。为城乡关键

信息的快速动态更新提供保证

4．2．1分级指标体系

共设立“原始指标一课题指标一预警

指标”3级指标体系以保证数据的全面

性和快速性。在初始发现问题一查找问

题根源一最终解决问题的链条中．每一

环节都需要能够抓住现象本质的最简洁

指标。以满足不同的更新需求。

4．2-2指标科学遴选体现代表性

数据的多级遴选过程保证数据的代

表性和覆盖性。通过数据关联分析和代

表性筛选的方法将219项初始指标凝练

到36项课题指标，并进一步从36项课

题指标提升出12项预警指标和3项核

心指标。

4．2．3反映不同相位的更新需求

紧扣社会、经济、生态和建设四大

相位。在灵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架构的

支持下。抓住复杂问题背后的要素关联

机制和关键因子，结合特定地区的实际

背景和事件性质对相关领域进行快速重

点更新，达到即时快速反映的效果。

4．2．4确保五大数据来源的动态更新

吸收项目在示范区的实际运行经

验，通过移动终端、网络信息化平台等

科技手段和相关的制度建设．保障卫

星、遥感、遥测、统计、调研数据来源

的可获得性，将数据更新工作常态化、

正式化。

4．3实现多元系统集成。为城乡可持

续发展提供综合预警

4．3．1 构建城乡数据采集与交换信息化

平台

数据采集与交换平台的目的是实现

将不同途径、不同类别的数据整合成统

一关联要求、数据要求、更新要求的数

据并入库。在平台建设时做到一般经验

和案例需求相匹配、当前应用和长远发

展相匹配、多源数据和统一格式相匹

配；用户参与和开放体系相匹配的4大

原则。

在技术层面，平台研发了《城乡动

态监测数据采集和交换元数据标准》，

采用元数据作为多元数据共享与交换的

统一接口。并规定了元数据内容扩展的

类型、原则与方法，保证了系统的调整

余地。并嵌入城镇化多源数据整合软件

实现多元数据对照表设置、空间数据整

合、课题指标数据整合、指标数据的批

量入库与编辑等功能。平台还提供了数

据系统优化模块。一方面能对数据的时

间、内容、形式实现反馈、整理与补

充：另一方面能基于数据关联模拟仿

真。研究不同系统要素间的联动共轭规

则并建立子系统要素关联模型．从而揭

示城乡建设开发中多元要素共轭关系．

实现数据的轻量化。

4．3．2城乡综合预警模型

城乡综合预警模型主要服务于城乡

区域可持续发展，导入风险管理防范理

念，识别城乡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不

同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趋势与风险．为城

乡各级政府实施有效调控策略提供依

据。具体而言，结合城镇化监测分级指

标体系．该模型可提供3个层面的预

警：第1层级：城乡社会、经济与生态

三个维度的综合预警。实现对城乡区域

可持续发展综合状态的评价和预警。帮

助各级政府了解城乡可持续发展趋势。

做出是否调控和调控方向决策的判断：

第2层级：基于12项核心指标的预警。

识别造成城乡可持续发展险情的关键因

素，发现警源，为协同调控的总体政策

制定提供依据；第3层级：城乡人口、

土地、生态、社会、产业、设施等子系

统预警。目标是准确识别与城乡发展相

关的各子系统安全性。为有针对性地制

订具体政策奠定基础。

预警模型的设计关键在于预警值的

确定，模型根据多层级、多维度预警系

统的特征要求。在不同层级和维度．综

合运用多种计算方法。在实际运用中．

少数指标通过“规范确定法”即以国家

规范为依据进行预警区间的判断，大部

分指标通过“统计确定法”进行判定．

该方法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依据监测的

城乡空间单位所相邻的城乡发展单位的

统计值，设定置信区间，确定预警值的

范围，或以更大的本省或全国的统计水

平，作为其预警值确定的背景参考数

值；二是依据监测的城乡空间单位的历

史发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寻找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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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相位的城多动态监测综合预警指标示意图

Fig 3 Urban—rural comprehensive warning indicators for development dynamic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规律．选取不同的模拟曲线．以此作为

预警值的设定标准。由此得出的预警范

围能充分尊重地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要

素禀赋．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地区可持续

发展水平比较的可能(图3)。

城乡综合预警模型的作用形式是：

①模型具备3个预警区间．分别代表不

同的可持续安全状况。②模型具备3个

维度，分别度量经济、生态和社会3大

综合指标。③综合系统的单维度警情判

6

定机制，实现特定空间的联动预警，即

只要社会、经济或生态的任一维度出现

警情．该地区都会提示综合警情。体现

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思想”。

为了反映城乡可持续发展预警体系

的理论基础，实现多维度综合展示．在

以经济、社会、生态为坐标轴的坐标系

中．经济、社会、生态3大综合性指标

可持续区间的上下限构成了6个相互垂

直的预警面．共同组合为代表城乡可持

续发展状态的“预警盒”(图4)。

对于“预警盒”之外的非可持续性

空间．根据相位组合和警情组合．可以

相应地分成一重、二重、三重发展警情

状况分别对应着1项、2项和3项子系

统的预警判读。在地球模型中一重发展

警情状况有6种情况、二重发展警情状

况有12种情况、三重发展警情状况有8

种情况。在这个模型中，每种警情状况

在空间上位置的不同都意味着警情的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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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方向和严重程度(图5)。

“预警盒”模型内蕴了一种朴素的

“极限逼近圆体”思想。预警盒现有的8

个顶点的周边范围位于经济、社会和生

态3大预警界面的交叉处．这意味着该

范围内所包含的坐标点都处于可持续的

临界状态．意味该点所代表的城市在所

有的发展维度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城市的发展急需变革。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项目将这个范围定义为”亚

可持续空间”．所以在预警中有必要将

这些空间予以删除。同理．删除8大顶

点空间后形成的14面体．也可以拥有

自己的“亚可持续空间”．所以为了追

求完美的可持续发展空间．还可以不断

得到38面体⋯无限切割下去直至一个

球体。因此．最理想的“预警盒”模型

是一种“预警球”模型．或者可以更形

象地称之为“地球模型”。

通过“预警盒”修正后的预警模

型——“地球模型”以地球三维空间为

要素载体，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3个

部分，分别代表不同的可持续安全状况

区间。地球模型可模拟各年份综合指标

走势．为进一步的预测分析奠定有效基

础。该模型特定空间的联动预警模式，

表1 三雏预警指数处理思路表

T出1 Warning Indicators in three dimemiom

调控警兆指标 ：：
警情

方向

净迁移率

．

千人拥有病床数 ：：： 社会
撼镇晤民^均住房使用面积

维度

精神文
中等教育人数比重

明指数

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能

地均GDP 级指数
经济

人均GDP增长率 经济技
维度

GDP三产比重增长率 能指数

人均建成用地面积 资源节

万元GDP综合能耗变化率约指数 环境

非建成用地比重变化率环境友 维度

水环境综合污染指教 好指教

即只要社会、经济或生态的任一维度出

现警情，该地区都会提示综合警情(图

6)。

4．3．3关键警情识别

按照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3

大维度分别产生不同的可持续状态指

数．作为综合预警的警兆指标．在城乡

动态监测预警体系中．也代表着警情的

方向。

每一维度分别产生两个代表性指

数．深化反映该维度发展状况．帮助揭

示警情内容。12项调控指标构成不同方

向城乡警情来源的代表(表I)。

4．3．4城乡动态监测集成平台

城乡动态监测集成平台(图7)将

各类系统进行连接．整合与综合．运用

GIS信息平台有机整合计算数据、统计

数据与空间数据，链接“人口、土地、

经济、社会”指标．利用综合预警“地

球模型”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状态识别

与预警，并实现动态=三维演示．完成城

乡动态监测预警过程的自动化。

4 4评估政策影响实现协同调控．全方

位服务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社会需求

4．4 1 城乡管理绩效追踪体系

整体管理绩效追踪体系是指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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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强 仇勇懿 干靓 刘朝晖 陈锦清 王兰

矽矛

于鬯塑垫堡塑堂堂堡：堡圭壁墨竺

谚
围6“预警盒”修正预警模型——“地球模型”

Fig 6 Modified model fi-om’‘Warning Box”——。‘Earth Model’’

图7城乡动态监测集成平台运行界面

Fig 7 User interface of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dynamic monitonng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绩效、经济水平绩效、生态保育绩

城乡建设绩效为4大调控方面．深

7解城镇化进程与多级政策效用之间

i动戈系．有针对性地指出政策肓点

匡点．以实现对城乡管理的有效管

充分考虑各类政策之间的协同调控

m，重点分析不同类型政策效应的累

I响和政策在时间轴上的动态累积影

井以12项核心预警指标为主要政

}析对象．以36项课题研究指标和

219项初始指标为政策深化分析对象．

全面评价政策的有效性。

4．4 2协同调控政策的制定方法

城乡调控政策的制定首先根据综合

预警得H{警情类别和程度．决定是甭干

预并明确调控方向。同时．根据城乡管

理绩效追踪体系评估当前政策的有效

性，并通过城乡调控政策支撑系统获得

调控预案。政策调控预案的架构同4大

调控方面、12项核心调控指标、36项

子领域研究指标和219项初始指标的评

价指标体系相对应．形成从整体到细部

的政策支撑体系。

4．4 3不同相位的辅助决策

在对城镇化对象进行总体调控的基

础上．可以运用子系统的专项决策工具

来细化调控的效果，例如基础设施优化

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用地年度计划决策

支持系统．区域生态安全规划建议系统

等等。

5 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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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已经步入关键阶段．但

对城镇化科学支撑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尽快实现我国城镇化监测、调控工作的

科学化、理性化是每一个城镇研究者的

责任。 “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

键技术”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在浙江义乌

和四川南充两地应用推广。并受到当地

管理者的初步肯定。尽管如此。仍有很

多方面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发

现。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城镇化数据采

集和存储技术，进一步准确体现城镇化

的复杂时空关系．进一步提高我国城镇

化的调控预警能力．使我国的城镇化支

撑技术达到世界水平．为我国城镇化的

明天注入更多科学和理性的血液。

感谢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曹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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