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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比较的上海创意
城市系统构建问题与对策研究
●蒋婷婷

叶臻谢富纪

黄奥盈

李媛或

摘要：文章在回顾创意城市及其竞争力评价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创意城市系统模型，并以此为框架，从４大类３４个指
标就上海与国际典型创意城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进行实证比较，客观分析上海在创意基础与空间构建、创意阶层与氛
围营造、创意生产与消费互动、创意政策与理念引导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为上海国际创意之都的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上海；创意城市；系统构建；国际比较
一、创意城市研究回顾

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但有其共同的发展特征。通过总结上

回顾创意城市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

述各具特色的评价体系．本文尝试构建创意城市系统构建

ＪｏｈｎＲｕｓｋｉｎ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ｒｒｉｓ所创立的文化经济学（ＳＡＳＡ—

模型．将创意城市的国际比较集中在创意基础与空间构

ＫＩ．２００３）。目前国外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ＰｅｔｅｒＨａ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建、创意阶层与氛围营造、创意生产与消费互动、创意政策

Ｓｃｏｔｔ和Ｈｏｓｐｅｒｓ等．他们对创

与理念引导这四大方面．并分设子系统评价指标用以统计

意与城市的发展，创意城市的内涵、构成要素、类型以及公

研究。（如图１）四大系统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共同成为创
意城市构建的基础。

Ｌａｎｄｒｙ、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Ａｌｌｅｎ

共政策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关于创意城市建
设的探讨也日益高涨。以厉无畏、诸大建、汤培源、顾朝林、

１．创意基础与空间构建。

石忆邵、钱紫华、王慧敏、高长春、张科静、丛海彬为代表的

（１）城市地位。城市的面积、人口集中度和经济水平是

一批学者陆续对创意城市的相关理论问题就行了有益的

城市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Ｈｏｓｐｅｒｓ（２００３）认为集中性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ｆｔｏｎ）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的机会。这一观点在

探索。
创意城市竞争力（潜力）构建和评价是其中的重要议
题。Ｃｈａｒｌｅｓ

区域技术创新领域得到证实。徐琼（２００６）研究表明．人ＥＩ

Ｌａｎｄｒｖ（２０００）、Ｈｏｓｐｅｒｓ（２００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

集中度对技术效率的提高贡献最大．人口集中度每提高一

（２００３）、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０４）以及国内的研究者在对创意城市的

个百分点．技术效率可提高２９．５％。典型创意城市往往是

特点与内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别提出“７要素”、“３Ｔ”、

该国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地区．但这并不是创意城市形成的

“３Ｓ”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必要条件。如全球创意的中心城市纽约的人１：３只占全美总

诸如Ｌａｎｄｒｙ和Ｆｌｏｒｉｄａ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研究、Ｆｌｏｒｉｄａ

人口的３％。城市人口集中度还与所在国与城市的自然地

和Ｔｉｎａｇｌｉ的欧洲创意指数研究、由Ｋｒｅｉｄｌｅｒ主导的“硅谷
创意社区指数”研究以及哈佛教授鲍勇剑总结的“创新的

理面积、国家经济中心的多少紧密相关．

风水”等创意城市标准研究等。以上各评价体系符合本地

约、伦敦、巴黎、东京不但分别是美国、欧洲、亚洲卓越的金

此外创意城市无一例外地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纽

区发展实际和统计习惯，自成系统、各具特色，适用于同区

融中心．也是享誉世界的创意产业都会。发达国家的历史

域创意城市测评．但兼容性不强。如国外很多评价体系运

经验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８

用了一些同性恋人Ｅｌ比例、波西米亚比例等具有明显地域

时．文化创意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就开始进入明显提高

发展特色的指标来考察城市“多元指数”和“包容指数”．但基

的阶段。尽管在ＧＤＰ总量上，中国比邻美、日．雄踞世界第

５００．９

０００美元水平

于统计口径的差异．较难适用于中外创意城市之间的比较。
二、上海与典型创意城市的国际比较

创意政策与理念引导

然而．创意城市的国际比较对于像上海这样的创意新
秀来说．具有突出意义。通过全球典型创意城市之间的比

创意

较．可以准确把握上海创意城市的国际定位．辨析各具特

阶层

色的创意城市发展的特殊模式和共同特征．为平衡“后工
业化时代”Ｅｔ益尖锐的产业重整、城市再生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性导向与地方本色之间的矛盾．寻求重新评估城市的
资源和潜能的方案。本文认为，创意城市的建设虽无放之
一１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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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但人均ＧＤＰ刚刚过８ ５００美元大关。想要赶超发达国

对人才的渴求。在（（２０１１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人力资

家实现创意产业的跨越发展．全民物质生活水平基础尚需

本竞争力城市排名中．上海是继香港之后的第二名。统计

不断提升。

表明．目前上海具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３３４

（２）文化环境。作为创意城市．除了建设大型文化设施

人，国家“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８０人次．两院院士１７１人，

以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城市形象外．还必须建立一批服

每年来上海的外国专家８万多人次，占了全国总数的１１６。

务于城市居民的文化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文化共享率。

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２１ ８９２人．每５０个常

因此本文除了考察各国博物馆、图书馆、戏剧院（音乐厅）、

住人口中就有１个是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加快

电影院、公共艺术画廊、文化教育机构之外，还比较了典型

了上海人口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步伐．催生了对高水平文

城市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城市绿化覆盖率以及各类吧和书

化创意产品的需求．也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创意城市

店的数量．以此了孵被测城市的文化娱乐与休闲的便利程

的建设输送了更多人才．

度．文化创意空间、历史传承和多样性环境保护水平。值得

（２）创意氛围。

注意的是．相对于大规模的文化创意基础设施投资和建

①科技创新。最新发布的“全球研发投资地图”直观展

设．提高这些设施的共享率往往被城市决策所忽视。现代

现典型创意城市所在国家的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如图２）。

化的创意基础设施。为城市赚足面子。吸引了大批游客，提

而在包含研发投入、研究者和创新成果等指标在内的２０１

升了城市影响．但对本地居民享受文化设施．促进创意交

全球科技实力综合排名中，日本、美国分列二、三，法国第

流并没有多大帮助。以上海为例，世博会之后的上海．在社

十四位，英国第十八位，中国处于第三十位．客观评价了典

会文化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定提升。如博物馆方面数量提

型国家的创新实力．

１

升了２．７０％．文化市场经营机构增加了１２．４ｌ％．艺术机构

科技硬实力是创意软环境的重要根基．文化创意和科

增加３．１９％．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在公共设施和文娱体验

技创新犹如一双翅膀．助推大国崛起。近期文化部提出旨

生活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满足和提升。但访问调

在“发挥科技创新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发挥文

查显示：大部分上海人根本没有去过所谓的大剧院享受戏

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加强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技

剧音乐．而大剧院人满为患的场面７０％似乎都是与剧院工

术改造，促进演艺、娱乐、艺术品、工艺美术、文化会展、创

作人员有一定关系的观众．剩下的３０％也多数非上海本地

意设计等传统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的提高”的《ｃ‘十二五”

人、而是一些官方接待的访问者（１ｉｌｙＫｏｎｇ，２００７）。

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为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困局

２．创意阶层与氛围营造。

下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以创意阶层培养和创意氛围营造为主的城市

②文化多元。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布的《世

“软环境”建设相对与基础设施打造而言．更非一日之功。

界文化报告》中所述，文化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相连，启迪人

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３）认为“创意阶层是一个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核

们的思想。通过对比不同创意城市的人口基础（如表２），

心驱动力”。他曾在其著名的“３Ｔ”理论中．详细论述了人

我们可以感受到老牌国际创意城市纽约、伦敦的城市的吸

才（Ｔａｌｅｎｔ）、科技（７Ｉ＇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包容度（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这三大
创意城市建设“软性”指标。其理论实质就是在科技创新引

引力和开放性．管窥城市对种族差异和文化多元的态度．

擎的驱动下的创意阶层培养、交流和集聚以及包容差异、

扩展到城市不同的意象和建筑的包容和欢迎程度。多元性

宽容失败、交融共享的城市创意氛围构建。创意城市是“人

能够带来动力．使城市生活更加繁荣，是创意城市产生的

的城市”，城市基本单元不是道路、桥梁、房屋，而是技术

丰厚土壤。

还包括对由此出现的不同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甚至

员、工程师、教师等，以及这些人的创意。目前几乎所有的

根据调查．２０１０年在沪的外国常住人口为２０．８３万。

创意城市学者都提出同样的论点：软件建设是创意城市至

每千人中有９人是来自大陆以外，这一比重在全国居首。

关重要的发展基础。毫无疑问．重点推进城市软性基础建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来沪经

设既是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颠覆性改变．也是创意城市

商、工作、留学、参加各类国际交流与合作、居住和旅游等

面临的最大挑战．软环境和软性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战略投

外国人在不断增多。但与其它国际创意城市相比，上海还

入的长周期性和产出效果的隐蔽性．尤其需要克服急功近

需要从宜居环境打造、城市意象宣传、一流大学建设以及

利的心态．进行前瞻性的谋划。

创意创业氛围等多方面着手．迎头赶上．切实提高城市向

（１）创意阶层。人才是创意城市的载体．是创意的核
心。据统计，２０１０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为１０８．９４

心力和影响力．集聚人才，留住人才。
３．创意生产与消费互动。

万人；实现总产出５ ４９９．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２％，对上

（１）创意生产。创意生产水平和创意消费需求紧密相

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１４％。除此之外．上海还拥有众

关。与编织、手工艺品加工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资源型

多高等院校、科研院和企业研发部门．汇聚着各类才华横

创意实体产品相比，以电影、戏剧、游戏、出版为代表的数

溢的创意人士．这些优势构成上海发展创意城市的重要基

字内容产业、版权产业处于创意产业链高端，这类智力服

础。据表１，上海专业艺术、设计机构的学生数仅次于伦敦．

务型创意产品的生产数量、质量和出口水平更直接地反映

展现了上海创意人才培养的后发优势以及产业快速发展

了一个城市的创意活力和文化影响力（见表３）。截止２０１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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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意城市专业艺术、设计机构的学生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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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文化参与和欣赏水平的同时．对创意消费观
念、消费方式加以引导．从而创造良好的创意消

考察指标

伦敦

纽约

巴黎

上海

东京

专业艺术、设计机构的学生数

５０。１３０

Ｎ／Ａ

１，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５５

费环境．反哺创意生产．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

数据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Ｐ／Ｅｘｐｅｒ Ｊａｎ（２ ００８）。

互动局面。表４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创意产品
的消费方面，纽约遥遥领先；而在市民学习与欣

表２国际创意城市的人口基础

赏水平上伦敦独占鳌头。这一统计分

考察指标

伦敦

纽约

巴黎

上海

东京

析结果和我们对“纽约——新潮大众

国际留学生人数

８５．７１８

６４．２５３

５０，１５８

２６，１９０

４０．３１６

文化”和“伦敦——卓越文化底蕴”的

国际旅游者

１５，６４０，０００

８，１４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普遍印象不谋而合。表５经ＳＰＳＳ２０．０

外籍常住人口

２，６５０，０００

２，９４３，０４８

３３０，０００

２０８，３００

４０８，０００

（３３％、

（３６％１

（４％）

（１％）

（３％）

（比例）

考察指标

的累积方差达９３％以上．能够比较好
的解释原有变量所包含的信息。

数据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Ｐ／Ｅｘｐｅｒｉａｎ（２００８）。

表３

旋转后得到表６．前两个公因子解释

其中．公因子１解释为市民文化创意产品消费

国际城市创意产品生产情况

能力．公因子２解释为市民学习和欣赏水平。这两大

伦敦

纽约

巴黎

上海

东京

年戏剧演出数目

１７，２８５

１２，０４５

１５，５９８

３，１１７

８．２８１

市民创意消费基础。再对两个公因子得分进行加权

年音乐演出场次

３２，２９２

２２。２０４

３，６１２

１１，７３６

７，４１９

求和．参考表５．采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两个旋转

５０５

６０７

１６９

Ｎ／Ａ

８２１

后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依次为５４．４３％．３９．１８％．根据

６２

１２８

４３

１

２７

计算公式：

２００

８１

４０

２２

Ｎ，Ａ

影院年上映电影数
电影节数目
节庆数目

因素决定了一个城市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创意城市的

ｚＦ＝５４．４３％４ＦＡＣ １—１＋３９．１ ８％４ＦＡＣ２＿１

可得城市市民创意文化基础综合得分及排名

数据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１３０Ｐ／Ｅｘｐｅｒ ｉａｎ（２００８）。

（见表４）。由排名可见．与老牌国际创意城市相比．上

年底．上海已有百余家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产品和服务贸

易进出口额达到１４９．９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４４．１亿美
元。但是在听到创意产业似乎高奏的凯歌时．我们更应当
冷静的分析目前阻碍上海创意产业深入发展的三大瓶

海的市民文化创意产品消费能力、学习能力和欣赏水平较
低．不利于创意城市层次提升和跨越发展．而人之消费理
念、文化素养、审美习惯是个大工程，非朝夕可改，需要长
期熏陶、反复引导、从娃娃抓起。

颈——原创能力有限、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市场化水平不

４．创意政策与理念引导．

高．寻求解决方案。

（１）国际经验。Ｐｅｔｅｒ Ｈａｌｌ（１９９８）在《城市的文明》中总

（２）信息传播。信息化的发展为创意的产生、传播、消
费建立了平台．它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创意服务业的生产
能力和消费水平。信息产业作为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的重要领域．２０１１年产业增加值为１ ６７２．１４亿
元．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９．７％。信息技术在政务、文化和
社会公共服务、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的各方面都得到了积
极应用．带动了全社会管理与运行效率的明显提高。

结道：“创意城市的政策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天才的移民和
财富的创造者。”国际创意城市及其所在国政府无不高度
重视创意产业发展。在英国，政府就组织管理、人才培养、
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有关方面加强机制建设．对创意文
化产品，从研发、制作、销售到出口，实施全方位的系统性
扶持。通过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融资、税收减
免及开放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和容许每个地区保留本地文

（３）创意消费。创意消费的大众化．使普通大众成为消
费主体。这就需要政府有意识地提高大众文化创意消费的

化发展的自主权等政策．大力推动创意产业。英国政府注
重培养公民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发掘大众文化对经济层

自觉性，尊重创意生成．崇尚精神滋养，在提高全民学习能
表４
主要剧院 主要剧院 人均电影
年人均门 年门票销 票房年销
城市
票销售额 售总额（百 售额（美
万美元）
兀）
（美元）
伦敦

８９

６６８

纽约

１１１．４

９１５

巴黎

１３．５６

上海

东京

５１５

国际创意城市居民创意消费情况排名

平均每天
花在视听
媒体的时
间（分钟）

平均每月 网络和视 音乐专
平均每天
每用户的 频游戏年
辑年销
阅读时间
上网时间 销售额（百 售额（百
（分钟）
万美元）
万美元１
（小时）

ＦＡＣｌ—ｌ

ＦＡＣｌ—２

综合
排名

２５．３５

３４

２４

５．３

１９０

Ｏ．１５８ ５

１．０１７ ２５

２

７１５

３１．６６

３１

２０

４．８

２６０

０．９３７ ７７

０．６４８ １

１

１２６

２２３

１７．６４

２６

２３

２．４

２０ｌ

一０．７２６ ６９

０．３８２ ３

４

４．６

２６

２７

１．５１

１９

４８

０．６

２７

一１．３０２ ６２

－０．６３４ ８７

５

５７．２

７１９

３９２

２１．７７

１９

５３

１．８

２７４

０．９３３ ０４

—１．４１２ ７８

３

数据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Ｐ／Ｅｘｐｅｒｉａ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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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科学

■名家观察

面的影响力。在法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的文化自主权．这一

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有创意城市（及产业）的中长期发展

法国文化体系的特色使地方机关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推动

规划，创意知识产权的交易和保护政策，文化创意金融（基

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巴黎地方政府以创新现场文

金）、保险和税收制度，多元化大众创意交流、宣传与展示，

化活动、传统文化设施的翻新以及专为发展创意产业推出

各层次创意人才培养、吸引、流动及其保障体系，城乡居民

的文化设施与策略为主轴善用当代艺术文化软实力．把艺

文化消费的引导和扶持，传统人文资本的挖掘、再生以及

术融入公共空间，获得市民与地方的认同。在美国。虽然创

着眼未来创意阶层的基础教育改革等等。

意产业在经济领域不具有特殊地位．（政府认为创意产品与

参考文献：

钢铁、汽车等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不同．文化不需要特殊的

１．郑晓东．创意城市的路径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８．

规划和“保护”）但政府竭尽所能提供公平合理、充分竞争

２．陈旭等．关于创意城市的研究综述．经济论坛．
２ ００９，（５）：２６－２９．

的文化创意舞台。

３．ｔｔｏｓｐｅｒｓ，Ｇ．Ｊ．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Ｕｒｂａｎ

（２）发展方向。在我国，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２０１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创意产业发展．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志开拓各具特色的创意城市建设之路。对于上海和中国其

ｎｏｍｉＣ．２００３，（５）：８９—１０４．

他城市而言．发展创意城市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文化基础

４．徐琼．区域技术效率论——基于技术效率地区域经
济竞争力提升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

设施和创意集聚区的多寡．更重要的是加速构建一个高效

的创意社会——一个有利于多元目标实现的创意土壤、生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６．刘台林．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王慧敏．创意城市的创新理念、模式与路径．社会科

展目标的实现．从而自然疏导创意经济的能量大潮。目前

学．２０１ ０，（１１）：４－１２．

表５方差解释输出
初始特征值

Ｉ成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ｅｒｅｃｏ—

５．厉无畏．迈向创意城市．理论前沿．２００９，（４）：７—９．

产环境、交易市场、体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综合体。以满足
这个城市的经济目标、文化目标、社会目标和人的自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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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文化报告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１９９８）：文化、创新与市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蒋婷婷等．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创意产业竞争力跃

表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旋转成份矩阵ａ

迁研究．现代管理科学．２０１２，（４）：３－５．
１２．上海市统计局．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上海统计年鉴．北京：

成份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１．

ｌ

２

主要剧院年门票销售总额（百万美元）

０．９６４

０．１８４

音乐专辑年销售额（百万美元）

０．８８６

０．０８７

人均电影票房年销售额（美元／人）

０．８７０

０．４７４

平均每天花在视听媒体的时间（分钟）

０．８６５

０．４７０

主要剧院年人均门票销售额（美元／人）

０．８４２

０．４５４

Ｈｕｌ

平均每月每用户的上网时间（小时）

一０．１１６

－Ｏ．９４９

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婷婷，上海交通大学安

平均每天阅读时间（分钟）

０．３１３

０．９４１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

网络和视频游戏年销售额（百万美元）

０．５６０

０．８１０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Ｋａｉ ｓｅｔ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ａ．旋转在３次迭代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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