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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2020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研究》（简称

《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截至2020年6月，全国

（未包含港澳台地区）29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

《研究》聚焦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围绕综合质效、

创新引领、绿色融合、成果普惠等多个维度对我国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具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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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驱动：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主阵

地，2020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简称：百强城市）在2019年累计创造生产

总值达698379.7亿元，占全国比重为70.48%，总体增速为6.75%，汇集人口

数量约为7.42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大约为53%。 
 

 实力增强：2019年，百强城市平均生产总值达到6983亿元，城市“万亿

俱乐部”成员增长为17个；2019年百强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4100元人民

币，是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的1.33倍；百强城市中共有23个省会（首府）城市、

16个超大城市、49个巨大城市，是我国集聚发展的第一梯队。 
 

 发展引领：百强城市2019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7:38.95:56.35，其中第

二产业增加值总量为27203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为393528亿元，占全

国二三产业总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0.45%、73.66%；从产业结构来看，多数百

强城市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当前发展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且第三产业比

重持续增长，高于全国水平，发展水平接近工业化后期，成为全国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模范样板。 
 

 幸福普惠：百强城市2019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830元，高于全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26%，其中21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超过

五万元，人民获得感不断增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68605.7亿元，中

位数达到378.8亿元，为百强城市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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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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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动能引擎 

重点方面 城市高质量发展新特征 
新目标 围绕产城融合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方向 工业化、数字经济双轮驱动模式 

新体系 围绕国家级城市群、中心城市落位完善主体任务与职能 

新载体 发挥各级载体作用，构建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体系 

新重点 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确保普惠共享 

新途径 高效集约创新驱动，培育业态赋能升级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城市成为我国经济保持

平稳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与落位点，在工业化和数字化建设加快的情况下，

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阵地。 

城市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城乡融合、产城融合的发展结合点，人民幸

福生活的工作落脚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城市是

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责任与分工的主体，依托创新驱动与业态培育，为资源集聚、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展环节提供支撑，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经验参考，是

新时期我国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抓手。 

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重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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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世界产业变革的交汇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发

展环境，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下行压力及“逆全球化”带来发展挑战。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下行

趋势，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使国际贸易环境愈加复杂，

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新时期城市战略目标定位更加明确。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过程中被赋予更高的要求与使命，从全局角度出发进行战略谋划，为城

市描绘更清晰的发展路径。 

城市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新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经济下行

压力、贸易形势多变 

1 

新目标： 
定位更明确、资源更集聚、路径更

清晰 

2 

  4 



赛迪顾问秉持科学客观、系统全面的评估原则，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推

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建立了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围

绕5个一级维度、16个二级指标，超过30个细分指标，通过大数据方法抓取我国直

辖市、地级市政府在2019年统计公报中公开披露的数据，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科

学系统的评估分析。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综合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质效 

创新引领 

绿色融合 

开放共享 

成果普惠 

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可承载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研发投入力度 

创新发展潜力指数 

创新主体活力指数 

城镇化水平 

环境质量水平 

处理回收能力指数 

对外开放指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营商环境优化体系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 

单位产值创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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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2020赛迪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 

表 1 2020赛迪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名单 
序号 城市 所在省（自治区） 序号 城市 所在省（自治区） 

1 北京 —— 51 宜昌 湖北 
2 上海 —— 52 济宁 山东 
3 广州 广东 53 惠州 广东 
4 深圳 广东 54 榆林 陕西 
5 重庆 —— 55 镇江 江苏 
6 苏州 江苏 56 贵阳 贵州 
7 成都 四川 57 太原 山西 
8 武汉 湖北 58 淮安 江苏 
9 杭州 浙江 59 南阳 河南 

10 天津 —— 60 岳阳 湖南 
11 南京 江苏 61 保定 河北 
12 宁波 浙江 62 淄博 山东 
13 无锡 江苏 63 常德 湖南 
14 长沙 湖南 64 芜湖 安徽 
15 青岛 山东 65 鄂尔多斯 内蒙古 
16 郑州 河南 66 沧州 河北 
17 佛山 广东 67 邯郸 河北 
18 泉州 福建 68 遵义 贵州 
19 东莞 广东 69 赣州 江西 
20 济南 山东 70 乌鲁木齐 新疆 
21 合肥 安徽 71 珠海 广东 
22 福州 福建 72 菏泽 山东 
23 南通 江苏 73 许昌 河南 
24 西安 陕西 74 衡阳 湖南 
25 烟台 山东 75 茂名 广东 
26 常州 江苏 76 周口 河南 
27 徐州 江苏 77 廊坊 河北 
28 大连 辽宁 78 江门 广东 
29 唐山 河北 79 连云港 江苏 
30 温州 浙江 80 柳州 广西 
31 昆明 云南 81 湖州 浙江 
32 沈阳 辽宁 82 九江 江西 
33 厦门 福建 83 中山 广东 
34 长春 吉林 84 宿迁 江苏 
35 扬州 江苏 85 湛江 广东 
36 石家庄 河北 86 德州 山东 
37 绍兴 浙江 87 株洲 湖南 
38 盐城 江苏 88 威海 山东 
39 潍坊 山东 89 新乡 河南 
40 南昌 江西 90 东营 山东 
41 嘉兴 浙江 91 商丘 河南 
42 哈尔滨 黑龙江 92 滁州 安徽 
43 台州 浙江 93 绵阳 四川 
44 泰州 江苏 94 兰州 甘肃 
45 洛阳 河南 95 呼和浩特 内蒙古 
46 襄阳 湖北 96 焦作 河南 
47 漳州 福建 97 信阳 河南 
48 临沂 山东 98 驻马店 河南 
49 金华 浙江 99 包头 内蒙古 
50 南宁 广西 100 阜阳 安徽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6 



发展特征分析：主体驱动，发展样板 

总体来看，2019年百强城市GDP总量达69.84万亿元，约为全国GDP的70.5%，

发展增速为6.75%（全国GDP增速为6.1%），我国城市处于平稳较快发展中。 

百 强 城 市 2019 年 人 口 规 模 总 数 达 到 74216.4 万 人 ，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规 模

（140005万人）的53%，体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个体来看，每个百强城市在2019年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均高于2500亿元，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高于100亿元，人口规模超过了200万级别，超7成城市人均

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 

图 2 百强城市2019年GDP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 

图 3 2019年百强城市个体发展水平概览 

百强城市2019年人口规模均突破 

超过七成城市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达到 

2019年百强城市创造地区生产总值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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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9年各直辖市、地级市统计公报，赛迪顾问整理  2020,06 

数据来源：2019年各直辖市、地级市统计公报，赛迪顾问整理  2020,06 



发展特征分析：中增西进东占优，整体增强领全国 

百强城市在分布上呈现“中增西进东占优，整体增强领全国”

的趋势，共有55个百强城市位于我国东部地区，26个城市在中部

地区，15个城市在西部地区，4个城市在东北地区。百强城市成员

囊括4个直辖市和全国23个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在

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建设中发挥良好的引领带动作用。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55 
26 15 

4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图 4 2019年百强城市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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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征分析：苏鲁豫粤领跑，集聚程度提升 

2020年百强城市除直辖市外，96个城市分布在我国23个省和自治区中，这其

中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分别以13个、11个、10个、10个城市领跑百强城市分布

榜单，其中江苏省13个地级市全部入选。整体上看百强城市发展趋势由东部地区向

中西部地区延伸拓展，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内集聚发展进一步加速，城市间

联系与合作进一步增强，加快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空间体系。 

    

浙江 河北 湖南 江西 福建 安徽 内蒙

古 
湖北 四川 陕西 辽宁 广西 云南 新疆 山西 吉林 黑龙

江 
贵州 甘肃 

图 5 百强城市省（自治区）分布情况（单位：个）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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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发展特征分析：人口规模扩大，城市量级提升 

百强城市2019年人口数达74216.4万人，占全国人口53%，城市对人口的吸

纳作用进一步加强。巨大城市人口总数为36541万人，占百强城市比重为49.7%，

GDP总量为309488亿元，为百强城市总产值的44.3%，成为百强城市的主体支撑。 

百强城市2019年中GDP超万亿元城市达17个，5千亿元以上共计45个，平均

GDP接近7000亿元，发展量级不断提升，按GDP和人口规模划分态势如下。 

巨大城市：49个 

特大城市： 
30个 

超大城市： 
16个 

大城市：5个 

巨大城市人口 
占总体比重 

百强城市人口 
占全国比重 

百强城市GDP 
占全国比重 

巨大城市GDP 
占总体比重 

图 6 百强城市与全国2019年GDP人口对比 

图 7 百强城市2019年GDP量级分布 图 8 百强城市2019年人口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10 

城市产值量级
（亿元） 

城市数量 
（个） 

<10000 17 

5000-10000 28 

3000-5000 49 

3000< 13 



发展特征分析：个体提升，结构优化 

百强城市2019年人均GDP已达到94101元，高于全国水平（70892元）33个

百 分 点 ， GDP 增 速 为 6.75% ，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38830 元 ， 高 于 全 国 水 平

（30733元）2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位数达到378亿元，引领我国城市高质量

发展方向。 

百强城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创新业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百

强城市201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达27.2万亿元，占全国70.4%，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39.4万亿元，占全国的73.7%。各城市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同时提升服务业整体

发展规模，以实体经济带动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创造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结构。 

人均GDP 

人均可支

配收入 

GDP增速 

百强城市：94101 

全国平均：70892 

百强城市：38830 

全国平均：30733 

百强城市：6.75% 

全国平均：6.1% 

33% 

26% 

10.7% 

百强城市 

全国 

江苏 

山东 

上海 

北京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图 10 百强城市2019年二、三产业结构与主要地区对比 

图 9 百强城市与全国2019年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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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城市充分发挥头部城市在成果普惠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百强城市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830元，高于全国水平（30733元）26%，共有21个城

市超过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发展特征分析：发展成果普惠，新秀快速发展 

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上海 69442 
北京 67756 
广州 65052 
深圳 62522 
嘉兴 61940 
苏州 60109 
杭州 59261 
湖州 59028 
南京 57683 
宁波 56982 
厦门 55870 

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长沙 55211 
无锡 54847 
佛山 54043 
绍兴 53839 
东莞 53657 
珠海 52495 
济南 51913 
温州 51490 
东营 51128 
中山 50478 

百强城市具有较大增长空间，城市间梯次差距不断缩小，形成良性竞争环境，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战略路径。百强城市2019年经济增速前十名中，9个城市

位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具体情况如下。 

遵义 滁州 阜阳 赣州 九江 温州 芜湖 长沙 绵阳 宜昌 

表 2 百强城市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万元城市 

图 11 百强城市2019年GDP增速（%）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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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9年各直辖市、地级市统计公报，赛迪顾问整理  2020,06 

数据来源：2019年各直辖市、地级市统计公报，赛迪顾问整理  2020,06 



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城市为实现在“十四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应积

极推动“两新一重”建设，聚焦产业体系、消费结构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升级。 

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议 

体系现代化 

发展融合化 

全面智能化 

深度工业化 

聚焦现代化升级方向，向全面创
新、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升
级。 

加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逐
步向产业高端环节演进，注重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 

加快攻关先进制造业各个环节，
占位全球产业体系高端环节，增
强综合竞争力。 

加强智能化生产与管理，顺应产业
技术发展趋势，加快前沿数字信息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因此在加快推动城市产业体系升级是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城市产业战略布局。城市应从全局高度谋划城市定位，挖掘发展优势，集聚优

势资源，明确发展重点，结合内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中长期发展路径及目标，发挥战

略谋划对城市发展的指导意义和推进作用。 

加强旗帜性产业集群培育。旗帜性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加速器，发挥

旗帜性产业对全面创新、产业融合等领域的驱动作用，激活各类主体活力，构建产业

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 

强化产业创新业态支撑。加速向产业链两端演进，注重培育高技术服务业环节，强

化对创新业态支撑能力，助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联动，支撑产业体系升级。 

做好“城市新四化”  实现产业体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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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议 

26467 
28844 

3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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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这要求在消费结构升级赋能的过程中主要聚焦： 

 全时     兼顾日间与夜间消费，打造新时段、新业态、新场景综合性消费模式。 

 全龄     供给面向全年龄段城市居民的需求，完善教育、体育、康养等消费领

域，补全需求缺口，扩大消费市场。 

 全业态  提高供给创新水平与多样性，推动数字信息技术与服务业业态融合发

展，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服务业方向转变。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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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全时全龄全业态”赋能  实现消费供给结构升级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经济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城市消费也逐步从“由无到有”的低质增长，过渡演进到“从有到好”的高质量升

级阶段，能否有效供给人民群众更加注重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已经

成为了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新兴消费规模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人均支出增速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之间“剪刀差”越来越大，优化改善居民消费结构有利于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这要求市场供给高质量、高端化、个性化、商务化的产品和服务。 



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城市设施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围绕“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人口和产业的

快速发展集聚。随着数字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新型基础设施对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发

展量级和人口承载能力发挥显著作用，成为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新增长点。 

新型基础设施是短期刺激发展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是推动城市向高端化、现代化迈进的必要手段，也是拓展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

的蓝海市场。 

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议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治理能力，

提升交通、环保、医疗、教育、智

慧城市等方面短板 

补短板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

等新技术，树立新服务、新领域发

展优势 

树优势 

通过新基建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技

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形成城市良性

产业发展闭环 

超前布局 

产业创新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所提供的的场景

支撑。“十四五”期间城市应秉持“适度超前、小步迭代”发展理念，在技术和资金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托新型技术设施的布局和高标准建设来丰富产业场景供给，形

成具有较强特异性和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以新型技术设施带动产业发展、应用繁荣与

生态健全，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良性闭环，切实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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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

施策。 

为助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进位争先，赛迪顾问整合内部优势，提出城市高

质量发展“一五一”系统推进服务体系，通过以一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为总体路

线图，五大领域行动计划作为重点方向路径作战图，一个在线资源平台（赛迪城市

产业大脑）作为资源线上线下互通平台，通过推进高水平咨询及全方位“咨询+”

落地服务，旨在帮助城市制定发展新战略、探索发展新方向、谋划发展新举措，助

推城市迈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 

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 

一份行动方案 
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五大行动计划 
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 

产业跃升发展行动计划 

营商环境优化行动计划 

城市更新提升行动计划 

平台载体培育行动计划 

一个资源平台 

赛迪城市产业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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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高翔 
电  话：15120074669 
邮  箱：wanggx@ccidconsulting.com 
网  址：www.ccidconsulting.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9层 
邮  编：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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