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地址：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丙丁楼
网址：www.idei.nju.edu.cn
邮箱：idei@nju.edu.cn
微信：长江产经智库 

踪家峰   魏守华

中国城市品质评价
2022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2022年



目
录CONTENTS

一、研究背景01

二、城市进入品质推动时代

01

01

02

02

04

05

05

（一）何谓城市品质

（二）为什么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品质城市

1.  建设品质城市是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必然

2.  建设品质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3.  建设品质城市是不断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需要

4. 建设品质城市是双循环新格局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三、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

06

05

08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方法

四、中国城市品质表现

五、提升品质、建设品质城市的对策

六、持续研究的方向

08

09

10

12

12

（一）总体城市品质

（二）各单项品质

（三）城市品质与城市规模、房价

（一）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发展的重要论述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人共享城市品质福利

13

14

（三）迎接人才推动城市发展时代的到来

（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公共物品的提供模式

14 （五）从城市品质到城市群品质

08

12

14



与城市竞争力等概念不同，城市品质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城市体系（城市群）

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由Rosen（1979）和Roback（1982）首先纳入城市体系分析框

架中的，所以这一理论也被称为Rosen-Roback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城市人口、工资、房价、城市

品质等因素内生决定，以城市品质为纽带解释了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人口、工资、房价的差异与内

在联系。因此Rosen-Roback模型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的最核心理论模型。

（二）为什么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品质城市

1.  建设品质城市是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必然

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化趋势明显，图1显示了这一趋势：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

下降，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比重一直在10%以下，大多数年份低于5%；而第二产业比重1991年末

61.1%，1996年末62.2%，1997年后低于60%，2012年之后比重降为50%以下，2019年末32.6%；

第三产业比重在稳步上升，1991年为32.2%，2015年为55.9%，此后超过60%，2019年达到

63.5%。

以几个超大城市为例，也都显示出这个特征，图2-4分别是北京市产业结构变动图、上海市产

业结构变动图和深圳市产业结构变动图，北京市和上海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70%，第二产业比

重在30%左右，第一产业均在5%以下，而深圳市作为一个新兴的超大城市2008年第三产业比重超

过第二产业，2019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第二产业比重则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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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1980年，中

国人均GDP为194美元，2010年人均GDP为4550美元，2020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同年GDP超过

100万亿元。按照前40年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十四五末人均GDP超过1万2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

行列。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居民收入也快速增加，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32189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按照现行标准，中国2020年彻底解决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进入小康社会。

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是传统上的农业社会，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0.64%， 中国从

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达到63.89%。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更高，2020年北

京的城市化率达到87.55%，天津达到84.31%，上海达到89.30%，江苏达到73.44%，广东达到

74.15%，浙江达到72.17%，福建达到68.75%。 城市中国加速到来。

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更美好的生活。2500年前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小康以后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

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也就是说，人们热爱和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中高收入国家、城市中国、美好生活的追求三者叠加共同塑造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国富

裕起来追求生活品质的人们共同推动城市的发展，城市进入品质推动的时代。

二、城市进入品质推动时代

（一）何谓城市品质

城市品质（urban amenity）是城市为居民提供的舒适和适宜性，是供居民“消费”的能力，这些

消费包括健康医疗、优美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等等，城市品质的概念反映出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

会城市逐渐由生产性城市向消费城市（consumer city）转变。

图1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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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市产业结构变化

图3 上海市产业结构变化

图4 深圳市产业结构变化 图5 城市演变与驱动因素

经济的服务化可能带来鲍莫尔病，这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1967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部门可

以分成不断创新的制造业部门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服务业部门组成，经济进入服务业阶段后，劳动

力不断从创新的制造业部门流入不创新的服务业部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可能出现停滞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鲍莫尔病（李文溥，2021）。鲍莫尔病是否可以避免？答案是肯定的，这就要通过提

升居民的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换句话说，

不断提升城市的品质，有利于避免鲍莫尔病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2.  建设品质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城市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见图5），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

点是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是农村汪洋大海中零星的小岛，城市的职能主要

是行政统治和军事防御，尽管中国也出现过城市繁荣的宋朝，但往往是昙花一现，行政统治和军事

防御只需要成年男丁即可，这一阶段的城市可以成为人丁推动型；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阶段，这一

阶段的特点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城市人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

城市发展的动力，不区分性别的低成本劳动力成为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乃至决定性因素，

哪个城市拥有低成本劳动力哪个城市就会获得发展，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人口驱动阶段；第三个阶段

是信息和智能化阶段，重化工业不再是城市发展的宠儿，而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产

业基础，创新成为城市跨越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创新来自人才，人才成为智能化阶段产业区位选择

的决定性因素。人才需要什么？人才需要品质，人才需要高品质的生活。

生
活
生
产
生
存

品质
城市

工业
城市

前工业城
市

人才驱动

人口驱动

人丁驱动



05 06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Glaeser, Kolko & Saiz（2001）较早对城市的品质进行了评价，他们将城市品质分成四类：①

商品与服务的多样性；②美学与物理特性，其中气候资源是重要的内容；③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政

府服务、医院、学校、博物馆等；④城市速度与可达性，主要是工作的便利性和更少的交通拥挤。

踪家峰、李宁（2015）对中国城市品质进行的研究，主要将城市品质分成自然品质和人文品质两大

类。本报告在上面研究的基础上，将城市品质分成自然品质、交通与可达性品质、公共服务品质、

城市活力品质和城市口碑品质，自然品质二级指标为空气质量和1月份平均气温， 空气质量用各城

市的PM2.5来表示，是个负向指标，数值越大、质量越差；1月份平均气温这个指标也是城市自然

品质评价的常用指标，气温越高，品质越佳，这也是东北地区居民尤其是中老年“候鸟式”迁移海南

的重要原因；交通品质这个一级指标通过地铁通车里程和高铁通达性来描述，地铁或轨道交通是一

个城市发展重要的公共交通，也是大中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友好性的重要指标，地铁达到之处就是城

市日常活动的边界； 高铁是中国的品牌，也是城市驶入高速发展的通行证，2008年8月1日，中国

内地第一条设计速度350千米/小时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2020年年底，全国铁路高

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城市是否接入高铁、是否是高铁枢纽成为城市交通品

质的重要来源；城市是公共物品，这一公共物品主要性能来自城市的公共服务，因此将公共物品品

质作为城市品质的一级指标。这一指标下设置三甲医院数量、985/211高校数量、普通医院数量、

普通高校数量、中小学在校人数、博物馆数量等二级指标，显然三甲医院与普通医院是不同服务水

平的医院，我们通过医院数量=三甲医院数量×普通医院数量来衡量，对于高校而言，985/211高校

的学术水平、培养学生质量特别是对于所在城市的影响可能远超普通高校，设想如果浙江大学迁移

到江西，那么杭州市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采取与医院同样的处理方式，高校数量则通过

985/211学校数量×普通高校数量来衡量。

3.  建设品质城市是不断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需要

马斯洛（1943）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分成5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满足了低层次需要后，高层次

需要随之而来，人们低收入时候，只能满足吃喝等基本的生理需要，随着生理的需要被满足，恩格

尔系数下降，对高层次的健康、医疗、安全等需要接踵而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支持这

种观点，从2013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从30.13%减少到27.56%，居住支出

从23.26%增加到24.16%，交通通讯支出从12.54%增加到13.08%，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从10.75%增加

到11.86%，医疗保健支出从6.14%增加到8.14%，分别增加了-2.57%、0.9%、0.54%、1.1%和2%，

食品烟酒减少，其他支出都在增加，而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加最多。具体到某个城市，

趋势也如此，以上海市为例，2019年上海市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占24%，而2012年市场是居民食品烟

酒消费比重占到34.7%，降低了10.7个点。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城市品质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的物质

载体，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证和基础。

4. 建设品质城市是双循环新格局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建设品质城市是双循环新格局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深度

融入全球化浪潮，依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战略契机，

全力发展“国际大循环”，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所谓的“两头在外”是指从国外进口原

材料，在国内完成加工后再向国外销售产品，从而将生产过程的“两头”都放在国际市场，这种模式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世界和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新冠

疫情的传播等仍在继续，旧格局下的依靠国际消费来带动国内发展的国际循环为主模式难以为继，

需要转变为新格局下的依靠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模式。双循环的关键是畅通

国际国内两个循环，以国内循环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来促进产业升级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内在要求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更高的消费品质，这就必然要求加快提升城

市品质、建设品质城市。

三、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

表1 城市品质评价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城
市
品
质

自然品质
空气质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1月份平均气温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交通品质
地铁里程 交通部

高铁通达性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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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方法

多变量大样本无疑为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采集的工作

量，许多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所得的统计数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从而增加了

问题分析的复杂性与不便。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在减少需要分析的指标同时，尽量减少

原指标包含信息的损失，以达到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的目的。我们采用熵权法对数据进行处

理。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郝海、踪家峰著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一

书或者向我们索取。

四、中国城市品质表现

（一）总体城市品质

根据上述方法和数据，我们对中国城市品质进行了排名，见附录。中国235个城市品质得分最

高为100，是北京市，最低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分数为0.0145，平均为23.557，大致为浙江丽水市

得分。

排名最前的10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天津、武汉、南京、杭州、西安。

这些城市的得分均在85分之上。

排名最后的10个城市为：松原市、白山市、金昌市、抚顺市、石嘴山市、固原市、辽源市、鸡

西市、双鸭山市、伊春市、七台河市。这些城市的相对得分均在3分以下。

为了更形象地显示中国城市品质的事实，我们利用GIS绘制了中国城市品质的地图，见图6。从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集中连片的高品质地区，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是高

品质地区，其他地区的高品质地区则多为省会城市，属于中低品质地区中的星星之火。

城市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澎湃动能，因此将城市活力作为城市品质的第四个指标。这个指标通过

四个二级指标来实现：星巴克数量、麦当劳和肯德基数量、流动人口规模和市场化指数，星巴克是

咖啡馆的代表，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而麦当劳和肯德基作为快餐业的代表，通常选址于繁华的城市

街区；流动带来效率，迁徙造就碰撞，激发创新的活力，从国内的深圳到国外的纽约，人口迁徙促

进了城市的繁荣。上面三个指标也代表了城市青春，可以称为青春指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机制起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化程度也是城市活

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设定了二级指标为市场化指数指标。

我们构建的最后一个指标是城市口碑品质，习近平总书记2007年在上海指出真正的政绩在老百

姓的口碑里。老百姓对城市的口碑是对城市的总体形象的评价。我们通过百度搜索数量和搜狗搜索

数量这两个二级指标来刻画城市口碑品质这一指标。

通过城市品质的评价指标构建，我们可以明确城市品质是个多维的概念，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

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北京的冬季有严重的雾霾，经常发生严重的交通拥挤，这是品

质差的表现，但北京有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有著名的大学、众多一流的医院和以国家博物馆为代

表的博物馆群，这是品质强的表现，因而北京到底宜居不宜居需要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城

市

品

质

公共服务品质

三甲医院数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985/211 高校数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普通医院数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普通高校数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中小学在校人数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博物馆数量 中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城市活力品质

星巴克数量 网络爬虫

麦当劳和肯德基数量 网络爬虫

流动人口规模 7普数据

市场化指数 樊纲、王小鲁等

城市口碑品质
百度搜索数量 网络爬虫

搜狗搜索数量 网络爬虫

图6  中国235个城市品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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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项品质

首先，我们报告各单项的前10名城市，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报告自然品质、公共服务品质和

城市活力的排名： 

城市自然品质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为：三亚市、海口市、汕尾市、汕头市、茂名市、北海市、深

圳市、阳江市、珠海市、漳州市。 

公共服务品质排名前10的城市为：北京市、上海市、成都市、西安市、重庆市、武汉市、天津

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杭州市。

城市活力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为：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苏州市、天津

市、南京市、成都市、武汉市；上海排名第一，而苏州市排名第6名。

其次，我们利用GIS绘制了中国235个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和城市活力的两幅图以更加形象化，见

图7和图8。先来看城市活力品质，从总体上看，最有活力的地区是长三角城市和大湾区城市，其他

地区则是活力还欠发达。

再来看城市公共服务品质，我们发现北京、天津、长三角，珠三角的广州市的公共服务品质最

好，其他公共服务品质好的地区都属于省会城市。

图7 城市活力品质

图8 城市公共服务品质

我们发现城市总体排名与单项排名有差异，自然品质最佳的10个城市分布在海南省、广东

省、广西区和福建省，均为南方城市；在公共服务中深圳排名仅为第20位、苏州排名为24位，这

说明深圳与苏州在公共服务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一流大学、一流医院、一流博物馆相

对其他同级别城市还有差距。

（三）城市品质与城市规模、房价

为了发现城市品质与城市规模、城市房价的关系，我们做了关于城市品质与城市规模、城市

房价的散点图，见图9和图10。从图9可以明显地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品质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规模大往往品质更高，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城市品质具有门槛效应，低于一定的门槛不能提

供。从图10可以看到，城市品质高的城市房价往往也高，高品质带来的高房价，因为决定房价的

诸多因素中，“窗外”的特征如区位、社区等居于主要地位，而“窗外”的档次主要是城市品质带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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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城市品质与城市规模

图10 城市品质与城市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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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升品质、建设品质城市的对策

（一）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发展的重要论述

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品质城市关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习近平在甘肃考

察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金

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

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聚焦到这个目标上来。”这就需要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抓好重点工作提升长三角城市发展质量等等。这些均为建设品质城市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人共享城市品质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进程发展速度，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常住

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按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中国仍有10-20%的人口将陆续转移到城市，

就这意味着还有2亿以上的人口要迁移到城市。

由于中国户口制度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存

在两种城市化，一为户籍人口城市化，一为常住人口城市化，中间存在缺口。户籍人口城市化具

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而常住人口城市化则包括没有所在市户口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城市农民工，

这两类人口在就学、就医、就业、购房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同，截至2019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为44.3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这意味着中间有16.22％的差值，对应着2.27亿

人口还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带来的所有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在推进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同时，加快

弥补城市化的缺口，使得迁移到城市的人口能够享受到无差异的城市品质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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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城市化率缺口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增加居民的收入，从而更有利于持续增加对城市品质的更高需

求，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2.56倍，

1994年的2.9倍，2009年增加到3.33倍，2010年后缓慢下降，2019年未2.64倍。继续推进城市化进

程，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良策。

（三）迎接人才推动城市发展时代的到来

工业经济时代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是驱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服务经济时代，高素质

也就意味着高收入的人才成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这同样适用于城市。首先需要以更加品质的城市吸引海内外人才，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

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

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其次，率先推进人才

的市场一体化进程，由于社会经济历史的影响，特别行政区经济的作用，中国国内市场仍处于分割

状态，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户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率先推进

人才的市场一体化进程，让人才流动起来发挥其创新和创造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人

才必然造福城市的发展；再次，高等学校是人才的蓄水池和发酵池，高校及其集群起来的企业研

发机构恰似城市发展的高速列车，动力集成，力量澎湃。

（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公共物品的提供模式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带来

了公共物品提供结构的差异，地方政府更热衷于提供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公共物品，而

对于消费性的公共物品缺乏积极性，因此带来了中国城市生产性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增

长，而消费性公共物品如学校、医院、博物馆的提供的不足，这种情况可以满足低成本为特征的

城市增长驱动模式，随着人才驱动模式的到来，对于吸引和促进人才和人力资本长期增长的非生

产性公共物品成为城市增长的关键，学校、医院、博物馆、图书馆、优美的环境、蓝蓝的天空也

是竞争力，成为城市的关键要素。这些公共服务设施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城市政府需要加

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服务于城市的长期增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从城市品质到城市群品质

从我们的城市排名可以知道，中小城市的总体品质排名处于劣势，这是因为：第一，很多公

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门槛，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满足这种门槛要

求，比如迪士尼乐园不可能每个城市都建设；第二，由于中国城市发展受到行政级别的影响，往

往经济社会存在首位集聚现象，如省会集聚；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城市具有了某些特殊

的品质，这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第四，上述因素的循环累积，促使大城市正反馈，小城市逆

反馈。中小城市怎么办呢？一个策略是品质共享，从单个城市品质向整个城市群品质迈进，与城

市群其他城市共享品质、抱团发展、借船出海、差异化中寻求自己的独特性。

六、持续研究的方向

城市品质报告奏响了城市品质提升的号角，这是我们的报告的主旨所在。我们的报告尽管力

求科学客观地评价中国城市品质，也努力去尝试，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在评价方

法上，我们主要集成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力求评价客观准确，这一方法仍有改进

的空间；在指标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上，由于时间等方面的约束，我们主要利用了客观的指标，

而没有进行城市层面的调查问卷，在客观指标上也存在着不完美之处，比如城市活动指标，星巴

克、麦当劳和肯德基能说明城市活力的一个方面，当然如果能将每个城市所有咖啡馆、所有快餐店

和网红店都纳入指标则会更佳，就像我们课题组的几位年轻人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涮火锅。而且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我们仅报告了中国235个地级市的数据，大概有60余个城市没有汇

报。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是我们下一次报告的努力之处，期待《中国城市品质报告2023》新的呈

现。

城市中国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品质城市时代、这是一个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拥抱她的到来！

【本课题组成员：踪家峰、魏守华、谢凡、王兵、宗明明、康明、白雪、董懿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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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是我们下一次报告的努力之处，期待《中国城市品质报告2023》新的呈

现。

城市中国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品质城市时代、这是一个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拥抱她的到来！

【本课题组成员：踪家峰、魏守华、谢凡、王兵、宗明明、康明、白雪、董懿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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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城市品质得分

城市 得分

北京市 100

上海市 98.451

广州市 96.214

深圳市 95.297

成都市 95.249

天津市 94.4764

武汉市 94.3874

南京市 93.4615

杭州市 91.4745

西安市 86.5576

重庆市 82.1697

苏州市 76.9634

宁波市 67.0466

郑州市 60.7769

青岛市 59.3178

长沙市 55.7694

佛山市 53.1388

无锡市 52.3888

福州市 51.6941

沈阳市 51.5264



17 18

城市 得分

哈尔滨市 50.982

合肥市 48.7662

大连市 48.6135

东莞市 48.1641

济南市 47.6133

昆明市 47.6103

厦门市 43.5665

温州市 40.3937

南宁市 39.3493

石家庄市 36.0041

泉州市 34.7174

台州市 34.1132

南昌市 33.9377

金华市 33.9312

洛阳市 33.7083

嘉兴市 33.3403

绍兴市 33.0921

常州市 32.9376

长春市 32.8357

柳州市 32.6804

莆田市 31.1996

惠州市 30.8541

城市 得分

中山市 30.8514

南通市 30.445

徐州市 29.7941

潍坊市 29.7611

太原市 29.5985

淄博市 29.4269

汕头市 29.2536

贵阳市 28.6586

呼和浩特市 28.3825

珠海市 28.2056

保定市 28.0673

临沂市 27.8217

信阳市 27.7817

湖州市 27.7706

烟台市 27.6259

兰州市 27.257

桂林市 27.0532

运城市 26.8467

漳州市 25.5943

开封市 25.1833

肇庆市 25.1597

茂名市 24.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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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得分

赣州市 24.7282

泰安市 24.1683

镇江市 23.9707

上饶市 23.7435

阳江市 23.4954

衡阳市 23.4049

丽水市 23.3724

宜昌市 23.2749

汕尾市 23.2154

唐山市 23.1951

盐城市 23.1942

达州市 22.8907

三明市 22.7339

九江市 22.6484

廊坊市 22.4311

吉安市 22.2887

韶关市 22.084

宝鸡市 22.0594

景德镇市 22.0192

安庆市 21.9916

沧州市 21.7607

北海市 21.6484

城市 得分

抚州市 21.6343

芜湖市 21.608

咸阳市 21.3476

株洲市 21.2013

岳阳市 21.165

孝感市 21.1437

衢州市 21.0278

绵阳市 20.871

黄石市 20.8079

宜春市 20.7594

怀化市 20.716

鹰潭市 20.6308

汉中市 20.4851

南阳市 20.4658

郴州市 20.4623

阜阳市 20.4504

枣庄市 20.1948

德州市 20.1119

十堰市 20.0785

梧州市 20.0699

襄阳市 20.0168

曲靖市 19.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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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得分

贺州市 19.9082

马鞍山市 19.8514

滨州市 19.7525

威海市 19.6427

许昌市 19.6035

连云港市 19.5266

六安市 19.5149

滁州市 19.4911

来宾市 19.4418

新乡市 19.4133

咸宁市 19.4071

新余市 19.3659

邯郸市 19.2434

永州市 19.2015

南充市 19.1819

宜宾市 19.1605

渭南市 19.0917

周口市 19.063

眉山市 19.0455

德阳市 18.9702

广元市 18.8971

吉林市 18.8217

城市 得分

萍乡市 18.721

娄底市 18.6966

商丘市 18.6844

鄂州市 18.5848

安阳市 18.3916

海口市 18.3807

铜陵市 18.3774

驻马店市 18.2736

日照市 18.2047

淮北市 18.1753

宿州市 18.153

邵阳市 18.1225

漯河市 18.0653

盘锦市 17.9712

内江市 17.773

池州市 17.7435

承德市 17.6425

秦皇岛市 17.6074

邢台市 17.5173

衡水市 17.2885

资阳市 17.1245

江门市 16.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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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得分

随州市 16.9394

三门峡市 16.6568

朝阳市 16.5603

齐齐哈尔市 16.5109

牡丹江市 16.4711

大庆市 16.4317

鞍山市 16.3412

张家口市 16.287

三亚市 16.2276

丹东市 16.119

本溪市 15.9719

包头市 15.7762

锦州市 15.5979

济宁市 15.264

大同市 15.1805

鹤壁市 14.6887

阜新市 14.5976

四平市 14.3872

阳泉市 14.3396

泰州市 13.9686

葫芦岛市 13.8828

扬州市 13.7031

城市 得分

佳木斯市 13.5923

铁岭市 13.4279

揭阳市 12.0106

潮州市 11.585

延安市 11.4667

黄冈市 11.1606

舟山市 10.5598

玉林市 10.0188

泸州市 9.7496

河池市 9.1907

钦州市 9.1371

防城港市 9.0834

保山市 9.0097

菏泽市 8.9382

常德市 8.8927

攀枝花市 8.6611

乐山市 8.5359

聊城市 8.4117

宣城市 8.3789

银川市 8.3428

乌鲁木齐市 8.0303

张家界市 7.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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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得分

益阳市 7.6684

雅安市 7.5398

丽江市 7.4003

焦作市 7.3846

平顶山市 7.3629

东营市 7.2514

玉溪市 7.1539

安康市 6.9963

晋中市 6.7217

巴中市 6.5624

自贡市 6.5574

鄂尔多斯市 6.3829

遂宁市 6.1751

濮阳市 5.8958

荆门市 5.8012

忻州市 5.3402

商洛市 5.1279

广安市 4.9446

西宁市 4.4896

晋城市 4.2794

中卫市 4.1566

铜川市 3.982

城市 得分

平凉市 3.9737

白银市 3.5269

酒泉市 3.4921

通化市 3.1239

吴忠市 2.9856

松原市 2.8884

白山市 2.8345

金昌市 2.8277

抚顺市 2.7353

石嘴山市 2.2477

固原市 2.2475

辽源市 2.1243

白城市 1.9395

鸡西市 1.8594

双鸭山市 1.372

伊春市 .9511

七台河市 .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