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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刘 一 丝

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重要推动力，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创新发展与动力变革。近年来，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迅猛，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并呈现出以城市群为纽带的延伸态势，但城市数字
经济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也较为明显。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展现出
了一系列新特征，但是在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还面临一系列阻碍，如城市数据
开放度不高，尚未形成完整的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环节缺失等。在此基
础上，应从建立数字经济多规协同体系，构建数字经济空间规划体系，搭建城市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以数字经济的
局部创新发展带动城市整体转型升级等方面推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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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况

数字化智能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
发展意义重大，应紧抓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把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夯实

握城市形态的演化逻辑，夯实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

创新型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形态，实

条件，以创新驱动发展，以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对接

现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新，是落实新发展理

中国现有经济形态与城市发展模式。

念、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抓手。2016 年，国务院
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
加强统筹、注重实效、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

此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数据显示，2020 年，中

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上升
至 38.6%，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在有效

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以

建设，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大数据辅

及城市空间规划也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科技部

助决策的城市治理新方式。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

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国家创新型城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
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
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

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0》显示，中国共有 78 个创

新型城市，深圳、广州、杭州等在榜单排名前列的城
市 ，其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与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之 比 低 于
60%，已经摆脱了投资依赖，走上科技创新驱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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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道路。在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0）》
中，上榜的数字经济一线、新一线、新二线城市几乎
涵盖所有的创新型城市。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

响 也 进 行 了 系 列 研 究 。 Manuel Castells（1989）在

《信息化城市》一书中提出，在信息时代，传统的城
市空间将逐渐被信息空间取代，信息通信技术造就
的信息流动空间将社会文化规范形式和整个物理

快速提升至 59.8 分，共有 5 个城市数字经济评分超
过 90 分，分别是上海（91.6 分），深圳（91.2 分）、北京

（90.5 分）、成都（90.1 分）、杭州（90.0 分）。从城市数

字经济指数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深圳 3 个典型一
线城市，无论是在 GDP、城市数字经济规模，还是在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评分的排名上，都位于中国前三
位，在数字经济版图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

表 1 所示，2020 年，中国 GDP 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
别是上海（38700.58 亿元）、北京（36102.5 亿元）、深

空间进行区分并重新组合，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

圳（27670.24 亿元）；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三位

“二元化城市”，在信息环境下劳动力地域分配、信

的城市依次是上海（20590 亿元）、北京（19468 亿

息形成、生产扩散和选址的灵活性决定了新的产业

元）、深圳（14658 亿元）；数字经济指数评分排名前

空间分布，进而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分布。Kwan

三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91.6 分）、深圳（91.2 分）、北

M-P（2007）指出，流空间理论、时空压缩理论对信
息技术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理论支撑，强

调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城市空间之间的联系。秦萧、
甄峰等（2013）构建了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城市时空
间行为研究方法框架，认为大数据时代，对反映居
民时空行为的网络或移动信息设备数据的挖掘、处
理及应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时空间行为。黎晓
春、常敏（2020）认为，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型城市发
展动力系统变革，优化城市发展路径，推动城市创
新空间新一轮有机更新，影响城市空间的功能布
局。本文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中国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
局整合与更新过程中面临的阻碍与新特征，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京（90.5 分）。成都、杭州作为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其数字经济排名均高于 GDP 排名。2020 年，成都数
字经济指数位居全国第 4 位，比其 GDP 排名高了 3

个位次（GDP 排名为第 7 位）；杭州的数字经济指数
排名也比其 GDP 排名高了 3 个位次（GDP 排名为第

8 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也表现突
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发展后劲，一些地区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自身 GDP 位序。例如，贵

阳数字经济指数排名第 25 位，比其 GDP 排名高了
27 个位次；珠海数字经济指数排名第 30 位，比其

GDP 排名高了 42 个位次；连云港数字经济指数排名
第 37 位，比其 GDP 排名高了 40 个位次。

对比近几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发现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前移集中”特
征，迎来了变革突破阶段。数字经济新一线、二线

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
更新，目前，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地
区发展不均衡特征明显。

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延续上升态势，部分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延续上升态
势，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根据《中国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1）》显示，从城市数
字经济指数评分来看，2019 年，参与评估的 148 个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 57.3 分，仅有上海

（90.5 分）、深圳（90.2 分）两个城市的评分超过 90

分；2020 年，参与 2019 年评估的城市，整体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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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量大幅提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 2019 年

相比，2020 年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发展水平遥遥
领先，继续保持引领位置；新一线城市达到 47 个，较

上年增长 62.1%；二线城市达到 71 个，且大批二线

城市开始向新一线城市集中；三线、四线城市持续
增多，分别由 2019 年的 26 个、18 个，增长至 2020 年

的 88 个、30 个，城市数字经济迎来变革突破阶段。
一般来说，城市综合评分达到 85 分，且数字经济发

展较为全面、已处于领先位置的城市称之为数字经
济一线城市。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发展状况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
平。2018 年，全国共有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4 个，分

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 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 88.65 分；2019 年，成

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表1

城市
上海
深圳
北京
成都
成都
杭州
广州
贵阳
珠海
连云港

中国部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2018 年城
2019 年城
2020 年城
2020 年城
2020 年 GDP
市数字经济 市数字经济 市数字经济 市数字经济
（亿元）
指数评分
指数评分
指数评分
指数排名

2020 年
GDP
排名

2020 年城市数 2020 年城市
字经济规模 数字经济规
（亿元）
模排名

89.8

90.5

91.6

1

38700.58

1

20590

1

89.4

89.4

90.5

3

36102.6

2

19468

2

89.2
87
87

86.9
86.2
73.2
62.5
54

90.2
89.2
89.2
89.1
86.6
70.4
66.7
60.8

91.2

2

90.1

4

90.1

4

90.0

27670.24
17716.7
17716.7

3
7
7

5

16105.83

71

25

4311.65

52

67.3

37

3277.07

77

88.6
69.4

6

30

25019.11
3481.94

8

14658
8801
8801
8429

4

13084

72

1569

3
7
7
8
4

2027

47

1418

61

58

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

都、杭州也达到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标准，6 个数字经

区、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综合加权分别

2020 年，6 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平

平均得分。

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得分为 89.17 分；
均得分为 90.3 分。

2.城市数字经济以城市群为纽带延伸

根 据《中 国 城 市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报 告（2019—

2020）》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百强榜显示，长三

为 81.2 分、74.8 分、72.8 分、69.9 分，远高于全国城市
3.城市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明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差异较大，呈现明显的
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特征。东部沿海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领跑全国，南方城市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

角城市群的上海、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南京、合

高。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具有发展数字经济

肥，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粤港澳大湾区的深

的先天优势，其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基础牢固、商业

圳、广州、东莞，成渝城市群的重庆、成都，山东半岛

环境优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根

城市群的济南、青岛、烟台，东南沿海城市群的福

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2020）》显

州，武汉都市圈的武汉，中原城市群的郑州等，均位

示，在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百强榜中，分数超过 90 的

中心城市依靠其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周边城市

部沿海城市。在数字经济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北

于 2020 年百强榜前 20 位。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
快速发展，部分城市群内二、三线城市的数字经济

5 个城市里，除了首都北京，第二名至第五名均是东
京外其余均为南方城市。

评分甚至高于其他省份省会或重点城市。例如，长

东南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具有显著优

三角城市群的常州（77.3 分）、嘉兴（76.5 分），分别位

势 。 根 据《中 国 城 市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报 告（2019—

数字经济评分高于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75.4 分）、

洲数字经济规模最大，为 8.63 万亿元；珠江三角洲

于百强榜的第 37、39 位，均为数字经济二线城市，但

山西省会太原（74.2 分）以及江西省会南昌（74 分）。
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

显示，2020 年，中国城市群逐渐形成“一轴三带”的

数字经济新格局，山东半岛城市群、东南沿海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等多个城市群快速发展，整体形成

2020）》显示，从数字经济总量看，2018 年，长江三角
排名第二，为 4.31 万亿元；随后是京津冀地区，为

3.46 亿元。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数字经济规模较小，发展相对缓慢，分别为
1.6 万亿元、1.26 万亿元。

了以京津冀为中心贯穿东西的黄河经济带、长江经

三、制约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

济带、泛大湾区经济带“三条经济带”，以及南北联

更新的痛点

动贯通的“一条主轴”。数字经济延续“4＋N”的区
域格局，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综合分析，目前在中国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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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阻碍。
1.城市数据开放度不高

设计缺乏、监控不到位、城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不
完善等问题严重。重建设、轻运营，缺乏完善的数

在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

字城市运营体系，导致数字城市建设水平低、效果

过程中，政府是城市运行的治理者，政府各部门都

差、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城市数据资源无法高效

建立了相应的信息系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

整合，政府部门间存在差异化的数据标准，都为城

信息资源等。但由于各部门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连

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制造了障碍。数字城市空

通，各系统数据仅能支撑部门单一业务应用，各数

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缺乏整体规划设计。目前，很多

据库、信息库等无法完全开放共享，数据的开放程

数字城市缺乏一体化设计，无法引导城市因地制宜

度低，影响城市数字化进程，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

做好规划衔接，一些城市由于整体规划不科学而造

整合与更新。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2020 下

成资源浪费。数字监控应涉及城市空间布局整合

半年）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底，中国共有 142

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
但其中，开放树林指数达到 50 分以上的，仅有 9 个；
20 分以下的，达到 31 个；且仍有达州、甘孜、赣州、
黄山、陇南、南京、萍乡、上饶、石嘴山、乌海、乌鲁木

齐、扬州、宜宾、鹰潭、永州、长沙等 16 个城市存在评

与更新各领域的全过程，统筹监控城建项目的科学
性、筹资的透明合法性、建设过程的规范性、评价指
标的统一合理性，监控环节缺失也严重影响了数字
城市的建设效果。此外，目前各城市新兴技术的自
主研发水平不高，第三方评估不够权威，缺乏统一、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得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空间

估期内平台下线无法访问或数据无法获取的现

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效果难以得到衡量，导致评价和

象。此外，中国城市总体数据开放程度较低，部分

反馈环节缺失，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地区数据开放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如
南京、长沙等。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数据开放程度

四、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
更新的新特征

较低，
影响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2.尚未形成完整的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过程，需要以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

政府为主导，做好城市建设发展的引导者、建设者

新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国家与地方政府也进行了

和监督者，实现政企合作、全民参与、多方共建，充

一系列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

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社会多

更新的有益探索。

元参与。受制于城市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数字城市
建设业务系统的分割，很多城市尚未建成完整的协
同共建生态体系，跨地区业务协同不够，数字信息

1.城市发展理念改变，从“产—人—城”转变为

“城—人—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遵循

无法及时传播、实时共享，导致数据的共享程度低，

“产—人—城”的发展路径。通过传统的招商引产，

影响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效率。此外，体制

建立新城、商业区等，着力解决人口过多与城市空

机制不健全、技术标注和路径不统一、管理边界不

间有限的矛盾，在人口聚集之后使得城市的各项功

明确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数字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

能和布局逐步完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高科技代

系的作用发挥受限。数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

表着高效益，要发展高科技，就一定要聚集高端的

管理权、定价权等界定不明确，城市政务数据权责

智慧型人才，人口聚集意味着创新能力聚集，
“城—

边界模糊，制约城市数据资源在不同行为主体间的

人—产”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新逻辑。通过城市面

自由流动，
不利于城市协同共建生态体系的建立。

貌的塑造，将城市建设成为适合创新型人才居住的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建设发展流程中环节缺失

运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城市，从而吸引人才，进而带动城市智能制造、生物
医药、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的产

这一过程，应包含城市规划、项目筹资、城市建设、

业结构升级。城市面貌的改善不仅指城市生态环

内容监控、工程评估、成果反馈等一系列环节。目

境的优化，也需要城市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吸引

前，在中国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的过程中规划

人才定居。因此，宜居城市一般更具竞争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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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深圳地理位置靠海，环境宜居，加之发展基础

间的实时连接体系和动态反馈系统，集中进行数据

雄厚，吸引了大批人才定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

的搜集与分析，跟踪识别城市的动态变化历程，在

平高，GDP 长期居于全国前列。成都高标准推进

“一轴两山三环七道”天府绿道工程建设，着力建设
公园城市，拉大城市格局，以乐业带动安家，2019 年

成功挤入数字经济一线城市；2020 年华为逾十亿元

城市发展的规律下进行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数字
孪生城市有以下 3 个特点：第一，同步规划，数据共
享。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是同步规划与建设的，各

类城市主体在城市建设之前就已接入数字化系统，

鲲鹏整机制造项目落地成都，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

可以用数据展示城市完整的环境特征与发展状

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态。第二，共同发展，实时更新。数字孪生城市与

2.坚持人本导向开发，
“定制城市”应运而生

实体城市显现出同步的生命周期和建设时序，物理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空间被重新定

城市的各项建设工程都随着建设时序在数字城市

义，空间集聚模式、使用模式、布局模式、联系模式

中同步构建，并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更新。第三，可

都随之发生改变，
“ 定制城市”应运而生。
“ 定制城

预测性和可验证性。将数字孪生城市看作可计算

市”是指面向创新型人才的个性化追求而建立的小

的“城市实验室”，通过将收集数据与数字模型进行

而专的城市，满足偏好相同人群的生活、休闲、办公

紧密结合，识别和提取城市系统特征和规律，并在

需求。如峰族公寓、创新商业、众创空间、特色小镇

与实体系统对应一致的数字系统中进行预测和验

等新型地产发展模式都是定制城市的具体表现，是

证，从而做到动态调整，及时纠偏。现实中，雄安新

助力城市发展的积极因素。蜂族公寓是为创新型

区首次提出数字孪生城市这一概念，将“数字城市”

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空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与“物理城市”在城市建设上首次齐头并进，从规划

创新型产业人才普遍年轻，根据《第四次全国科技

到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

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平
均年龄仅为 35.9 岁，35 岁以下的占比 48.8%。这些

4.保证城市长远发展，
实施城市
“留白”战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科技创新优质人才具有年纪轻、学历高、干劲足、带

推进，各城市普遍呈现“大工地”现象。但由于中国

眷比低的特点，对城市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城市规划起步晚、经验不足，出现城市规划赶不上

的正向推动作用。创新商业满足了现代人的多元

城市变化的问题，城市建筑在“建设—改造—拆

生活需求。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电商得

除—建设”这一过程中循环往复。鉴于现代生活对

以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发生变化，更加重

适应性、可变性的需要，城市建设应保有一定的留

视消费体验，追求多元化的生活服务。因此，许多

白空间。战略留白对于健全依法科学高效的规划

城市开始创新商业，进行新零售布局，推动城市更

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新。在新零售方面，北京坊是一个成功的旧城更新

化意义重大。城市规划留白主要包括留白预测和

案例，其有一个 Tmall×Intersport 的店，门店橱窗的
人脸识别技术会对顾客进行性别及年龄初判，并根

据顾客过去到访的档案进行智能推荐，利用重力和

留白分区等。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迅速
发展，更加方便了城市指标的量化处理。对土地进

蓝牙感应，智慧货架会对所接触产品的材质、功能

行留白预测，需要计算留白比、确定留白预估量和

等各方面进行展示，随后在智慧云货架下单，商店

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得出具有弹性的用地留白区

提供配送服务。此外，医疗商场是商业创新的又一

间，在考虑城市功能分区，且符合城市功能区协调

新手段。新经济时代，人们对大健康的需求增加，

发展的背景下，在原有土地规划分区的基础上，划

各地区积极规划建设健康城市，杭州大厦 501 城市

分出一部分留白区域不做规划，作为弹性土地用途

广场就是一个成功尝试，推动了杭州的城市空间规

区域。2020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北京

划升级。

市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提出“为城市长远发展

3.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数字孪生城市诞生

数字孪生城市是指与城市物理实体几乎一样
的“城市数字孪生体”，建立物理城市和数字城市之

预留战略空间，实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
双控，原则上 2035 年前不予启用”。这将优化提升
北京首都功能，促进城市集约高效、结构调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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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韧性提升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间利用率等进行充分了解，对城市用地、城市交通
进行规划与布置。明确城市各区域土地的归属关

五、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

系、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在尽可能减少生

更新的对策建议

态破坏的基础之上，根据各类土地的占比分配、所
属区域内居民的生活需求、企业以及政府等主体的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与更
新提供了动力，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
的整合与更新应从以下 4 个方面发力。
1.建立数字经济多规协同体系

意愿，制定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理念。对城市存在
的问题进行详尽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二是掌握城市剩余空间的相关数据信息，通过数字
化分析，统筹规划建设一定规模的人文景观，形成

一是完善协同治理的体系构建，实现协同治理

与地区自然景观相协调的城市景观模式。并通过

常态化。立足于现行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行政体

融入地区文化特色，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观念，向

制、管理体系以及法律制度，利用大数据技术等现

城市主体部分逐步推进，改进城市空间规划理念，

代科技收集与整合各类业务数据，对各部门间的区

完善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三是利用大数据对城市

别与联系进行掌控，协调各部门利益，科学界定各

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合理预测，科学安排后续的城

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责任分担机制，明确各部门

市建设环节，为城市的长远发展以及后续空间规划

的治理责任。以组织文化建设加强各部门间的协

调整保留一定的弹性，增强城市空间规划的可操作

同信任，成立空间规划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

性，提升城市建设发展质量。

机构，实现各部门协同治理常态化。二是加深信息
数据技术共享程度，提升数据“破壁”能力。建立空

3.搭建城市数字经济服务平台

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建设与发展必须要以全域

间规划平台、业务协同平台、数据操作平台等，推动

性创新发展平台为支撑，通过搭建统一的城市数字

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区级政府之间的业务

经济服务平台，对现有不同层面的数字经济服务平

联动，提升平台信息化程度，实现各类数据在平台

台进行整合，发挥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对城市传统产

上聚集、交叉和融合，推动空间数据的交汇。推动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要素聚集的推动作用，

实现数字化办公，将规划成果转化为全要素矢量图

构建以“互联网＋”为核心理念的数字经济服务大

或数字图等形式，减少数据共享屏障。三是坚持空

数据库。一是加大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与传统产业

间治理人文转向，以人为本推动城市空间转型升

的合作，减少因数据资源过度分散而导致的交易成

级。考虑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属性，通过合

本过高问题。为传统产业提供全面的数据信息、精

理规划使空间治理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空间的

准的数字化供给方案，对服务过程做好记录，并做

各个主体，满足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生态需求。

好服务结果的统计工作，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提高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度，实现政府、市场主体

推动数字经济服务传统产业发展全链条。二是把

和公众共同参与城市规划的新格局；建立共建共享

握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提升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空间权利机制，引导资本、市场同时成为城市空

的水平。建设“城市大脑”，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

间的治理者与获利者；加速转变政府部门空间治理

区级管理效率以及交通管制水平的提升，逐步开发

意识，
实现人文转向，对政府权利进行制约和监督。

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

2.构建数字经济空间规划体系

完善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三是利用数字经济整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大数

合城市存量资源，集聚城市高端创新要素。利用数

据为核心，对多种要素展开研究。应合理利用大数

字经济的共享、交互、开放等特点进行城市资源的

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等，打破信息交流

整合，为要素赋能，实现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的

空间障碍，积极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对城市空间资

高效对接，推动城市高端要素集聚。

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一是对多规协同体系成
果进行合理利用，以采集到的大量城市数据信息为
切入点，对城市的土地应用、运行情况以及剩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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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数字经济的局部创新发展带动城市整体转

型升级

数字经济时代，
一线城市的综合优势明显，
数字

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城市空间布局整合与更新

经济已渗入到城市发展的各个行业与产业中。大数

成果孵化转化，推动创新型产业集聚。三是打造城

据分析技术、
高科技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等为城市发

市功能辐射区。在城市周边地区建立新型特色小

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推动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整合

镇、
游乐园区、
大型购物商场等，
瞄准市场需求、
强化

与更新。未来，
应把握自身发展的优势，
找准发展的

创新供给，逐步建成周边地区与城市主体联动发展

侧重点，推动局部创新发展，以数字经济为纽带，带

的城市建设空间新布局。

动城市的总体发展，从而推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
整合与更新。以数字经济为纽带构建差异化、特色
化的创新圈层是局部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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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Liu Yis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the
dynamic reform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 digit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ome cit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howing a trend of extending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link, bu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is also obvio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ra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pace layout update also showed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bu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drive urban space layo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update faces a series of
obstacles, such as urban data openness is not high, has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digital synergy to build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Digital economy driv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link is missing.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multi-plan coordination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construct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build the service
platform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renewal of urban spatial layout through the lo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o drive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Urban spatial layout; Urban system

（责任编辑：齐 双）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