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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人们总自嘲住在“水泥森林”里，这话多多少少都流露出对城市
温度的向往。人与城，彼此相互造就，城市温度的根本其实是“以人为
本”。在城市的发展进程里，缺失人本主义的城市建设在时间的考量
中，已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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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和治理也最终是为人。因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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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的研究意义，终将回归人类自身。带着这样的思考，11月3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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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南湖畔举办的“新时代 新思想 新智库”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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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各方专家们都谈及如何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尤其提出了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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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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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日”的主题是“城市治理，开放创新”。零点城市大数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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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10月31日，是由联合国大会设立的“世界城市日”，而今年
究院借此在当天推出《城市人本马斯洛研究》，从人本角度感知和记录
城市的发展，从而指导城市的治理和发展。
城市是人的物化，人的精神转化。城市建设和发展，脱离不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论是研究结果中的城市文明及城镇化水平分割
线，还是人才聚集流动都因城市发展的人本关怀而产生，这些都能从大
数据分析中精准体现。正如大数据进入公共领域后，城市治理、城市运
行的动态，都倚靠着大数据分析下的监测所做出的决策。城市记忆是人
活动而产生，大数据即是人本视角下观察方式。同样，创新城市治理，
归根结底就是人思维上的创新。可以说，城市的先进性，取决于人才的
流动性。
自始至终，城市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对人的关怀和尊重。人本主义
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服务能力，才是更现代、更高含金量、更具市民获得
感的城镇化。为此，本期专题将从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大数据、人才
集聚、人居环境这四点，以点见面，探讨人本主义视角下，在衡量城市
发展时，亦注重人对城市更丰富的需求层次。（李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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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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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发布

期，更侧重生理、保障需求的满足；中期侧重社

的《上海宣言》倡议，将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

交、尊重需求的满足；而到了后期则侧重自我实现

之日定为“世界城市日”，让上海世博会的理念与

需求的满足。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指标体系采用地

实践得以永续，激励人类为城市创新与和谐发展而

图上无法呈现的舆情指数、环境监测指数、价格水

不懈追求和奋斗。这一倡议在第68届联合国大会第

平等标准，辅以少量POI数据（城市功能服务设施）

二委员会通过，决定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31日

共50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其中，主要根据各指标满

设为“世界城市日”。2017年10月31日，零点城市

足人需求的不同，分为生理需求，保障需求如物价

大数据研究院借此推出《城市人本马斯洛研究》，

水平、交通状况舆情、治安关注度、食品药品安全

旨在从人本角度感知和记录城市的发展，从而指导

舆情等，社交需求如接待游客数量、文体活动资讯

城市的运营与治理。零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认为，

数、铁路航空可直达城市数量等，尊重需求，自我

“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导者、推动者，也是城市发展

实现需求如创新创业氛围、就业活跃度、公益参与

成果的享受者。城市发展要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根本

舆情等五大层次来进行分析。其中生理需求和保障

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发展为落脚点”。

需求为物质性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社交需求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最终以个人价值的
充分实现为福祉。因此，在解构和建构城市发展逻
辑时，必须从城市中人的获得感的角度来考量。零

人，城市发展

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通过整合包括城市基础建设、

胡焕庸线也是城市文明分割线

最终以个人价

舆情、服务能力等的多源城市大数据，将之与市民

在对全国300多个城市进行城市人本马斯洛实

获得感的调研数据融合，率先量化测度了城市人本

验性调查中，我们看到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勾勒出

马斯洛指数。

的胡焕庸线。零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认为，胡焕庸

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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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两者也是更高一阶的需求。

城市的核心是

值的充分实现

10

和尊重需求为精神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为价值型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

线最早是人口地理学的概念。学者进一步研究指

求、保障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

出，胡焕庸线是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城市人本马

现需求五个层次，层次之间呈递进关系，不同时期

斯洛指数的分布结果，不仅印证了这一观点，而且

需求动态变化。城市发展也是如此。城市发展初

进一步显示出城镇化水平的新特点，胡焕庸线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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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的不均衡是比人口的不均衡更需要重视的。

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分布图

有特色的
城市

有味道的
城市

有关怀的
城市

腾冲
是人口分割线、气象分割线，更是文化转换分割线，是城市文明的分割线。换句话说，胡焕庸线
正在被进一步强化，从之前的地理线、经济线，强化为地理＋经济＋人文线。因此，不仅是城市
硬件发展的齐备才叫城镇化，更需要突出人本主义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服务能力，这才是更现代、
更高含金量、更具市民获得感的城镇化。地理源于禀赋，经济依赖人才。这个数据给我们的启示
是：城市文明的不均衡是比人口的不均衡更需要重视的。胡焕庸线的突破点恰恰在于人文：有特
色的城市，有味道的城市，有关怀的城市。对于西部地区的开发要特别重视城市定位、城市发展
理念的灌输。否则这个不均衡会更加加剧，更不容易弥合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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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前10位指标

0.3
0.25

0.1
城市发展更重视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的50个指标中，城市发
育中最受关注的人本马斯洛指数前10位指标分别为铁路到达城市数、

0.15

博物馆数、工作求职指数、众创与孵化器、培训机构、医院数量、高
品质专卖店数、大学数量、交通安全和环境评价。从各个需求层次的
分类来看，前5位均为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前10位中自我实现

0.1

需求占50%，前30位中自我实现需求和社交实现需求占60%。充分
2010年10月31日，
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
上发布的《上海宣
言》倡议，将10月
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不论是博物馆的数量，还是大学
数量，或者是城市中高品质专卖店的数量、电影院的数量都能体现城

“量” 既可通过低阶需求的满足来实现，又可通过高阶需求的满足来

界城市日”。

实现，不同城市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城市人本马斯洛发展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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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

10月31日设为“世

交通安全

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得分，反映了城市“量”的发展，这个

大学数量

2014年起将每年的

高品质专卖店数

南宁的软实力有待提升

医院数量

14

委员会通过，决定自

培训机构

证了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论断。

68届联合国大会第二

众创与孵化器

多地来自于自我实现需求、社交需求这样更高阶的需求，也进一步印

0
工作求职指数

市的发展情况和市民对于城市需求的向往。可以看出人们的幸福感更

博物馆数

日”。这一倡议在第

0.05

重要性。

铁路到达城市数

之日定为“世界城市

体现出在当下，自我实现需求在市民对城市的满足感上日益凸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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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的最新统计
城市人本马斯洛发展矩阵图

广西各市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排名

南宁

28名

桂林

55名

柳州

83名

其他

200名 之后

图中，纵轴代表人本马斯洛指数得分，得分越高，级别越高。横轴代表人本马斯洛不同层级机构，越向
右，该城市的高阶需求满足越强。矩阵中数字代表本期数据，处于该位置的城市数。
在城市先进性的定位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成都、武汉、天津、西安几个
城市排在前列。从矩阵图可见，以“量”的衡量来看，同处第4层级的13个城市，层级机构却有很大差
异，“质”的表现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位于右侧城市对自我实现等高阶需求的满足更强；而位于左
侧的城市则在生理、安全等需求满足更强。例如，以“量”的衡量来看，同处第4层级的13个城市，层
级机构却有很大差异，“质”的表现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杭州、重庆等城市对高阶需求的满足更
强；而左侧的城市则在生理、安全等需求满足更强。
在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研究的337个样本城市中，2017年7月的最新统计南宁排名为28名，其中，
关于生理需求和保障需求的物质性需求情况最好，尊重需求相对较弱。桂林和柳州则分别排55名和83
名，而区内其他大多数城市均排在200名之后。总体上来看，全国测度城市分4个矩阵：南宁所在的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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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层级机构上来讲，“北上广杭”为同一级别，很好
地反映了杭州作为一个新锐城市，更加全面健康满足需求的特点。

矩阵，是量、质均低，城市发展程度较低，也只满足较低层级的需求，特别是生理需求。右上矩阵，是

反。可以看到，哈尔滨的城市数据非常有意思，虽然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在城市硬件设施方面的

量—质均高，城市发展程度较高，同时满足了较高层级的需求，特别是自我实现。这一矩阵的城市，也

排名不算靠前，在量上与南宁都只处于3级，但已经开始满足归属等较高层级的需求了，人居幸福感较

是今年在创新创业上表现突出的城市。从层级机构上来讲，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为同一级别，很好

高。人文环境、历史积淀等也是影响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对许多城市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地反映了杭州作为一个新锐城市，更加全面健康满足需求的特点。
青岛和南京在城市发展量上达到4级，但需求满足仍处较低层级，也就是说，它的发展主要还是
针对较低层级需求的满足，与同是4级的其他城市相比，质量差。中下那组，跟青岛、南京一组正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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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每个城市在不同指标上的动态表现，通过城市人本马斯洛画像，可以监测城市的动态
发展。同时基于市民需求与同量级城市的发展路径变化，每个城市可以基于自身的资源，形成独特的
城市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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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层次反映城市发育指标
此外，除了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研究之外，零点有数集团还开展了全国285个城市功能
服务发育指标体系的研究，采用55类常见POI数据如城市功能服务设施包括基础生活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等8大功能进行研究调查。
根据8个功能调查的数据来看，在广西的14个地市中，只有南宁市和柳州市处于功能升
级阶段，其他12个地市均处在功能发育阶段。其中，南宁和柳州同属于创新消费型城市，桂
林属于外向生活型，北海属于旅游功能型。从南宁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时尚消费板块、金融
商务服务板块和教育培训板块比较突出，这也意味着，一方面体现了南宁市民对品质消费的
向往，也体现了对职业发展等自我实现的需求。结合两份研究结果分析，我们认为，南宁在

从城市功能到城市类型——中国城市的五阶段12型

文化软实力将会成为南宁打造全面发展的、更有潜力的城市的重要增长点。

城市发展中可进一步注重人本关怀，提高公众参与度、社会话题的开放性讨论水平等；在硬件
环境较为完善的基础上，聚焦人文关怀、文化建设等软实力的提升，打造一个全面发展的、更
有潜力的城市。
城市人本马斯洛指数的初步实验性成果，尚有诸多待完善与丰富之处。但我们坚信，城市
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更加紧密回应、相互促进。市民的价值性需求、
精神性需求将逐步发展，替代物质性需求，成为更加突出的公众需求。城市的供给也将更加
“聪明”，不再停留于粗放的基础设施，而是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能够实现物质、精神和
价值的全面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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