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交通及通訊的進步下，使各個國家及各地方的聯繫更加密切，而逐漸形成

了全球化此一新概念的出現。全球化此一概念雖然沒有統一而明確的定義，但是

大多數的學者都同意全球化現在正在發生，且越來越快速的改變這個世界。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對於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經過學者的解釋後逐漸出現了所

謂的「發展型國家」，指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下，國家的介入與否、及其如何介

入是後進國家能否發展的關鍵。另一項重大的變革就是全球城市的出現，所謂的

全球城市乃是指全球化導致城市與區域的空間重構，使城市產生聚集的效應1，

成為跨國公司的聚集點、全球資訊流通的重要節點、國家經濟的重鎮區，除此之

外，更是國家與全球聯繫的接點。 

    初期的全球城市研究，主要是針對城市的規模與功能做一歸納，直至 Richard 

C. Hill 與 June W. Kim 等學者提出研究全球城市的另一個面向，乃是觀察全球城

市建構過程中的背後推手—是政府或者市場？他們的「官僚發展型模式」認為建

構全球城市的模式中，除了市場主導模式之外，政府的主導亦是一種建構的方

式，而此論亦將政府的介入與城市的建構發展聯繫。由於全球城市是一個國家與

世界接軌的重要節點，後進國家也逐漸開始重視全球城市的建構，而中國大陸也

在 90 年代初開始重視全球城市的建構，上海浦東計畫就是一個起點。 

在 80 年代初的改革開放，上海並非中央首要開放的地點，反而成為經濟轉

型的後衛，無法發展其優勢2；90 年代初期，浦東的開發與開放成為上海市發展

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時至今日的上海，除了發展的可持續力已經成為全中國位居

第一的城市外，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上海被認為是最具發展成為「全球城

市」的一個具體範例3。而上海市目前亦以全球城市的標準為目標而做全方位改

                                                 
1 陳璐，「論上海全球城市建設」，長江流域資源與環境，第 15 卷第 6 期，2006，頁 793。 
2 陳祖恩、李天綱、葉斌著，「當代政治」，熊月之編，上海通史，1999，第 11 卷第 9 章，頁 315-316。 
3 「可持續發展能力 上海最高」，鉅亨網，每日經濟新聞，2008 年 3 月 3 日，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7&fi=%5CNEWSBASE%5C20080303%5CWEB1443&vi
=33672&sdt=20080301&edt=20080303&top=50&date=20080303&time=15:11:15&cls=index15_tota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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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如現正進行的綜合改革配套措施。在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其背後

國家主導的力量是相當明顯的，故有研究指出上海的建構過程是具有「政府主導

型的互動建構」模式4。 

就政府主導的形式而言，可以分為兩個面向：其一是政府以政治經濟方式直

接引導外資，促使地方迅速發展，其二則是中央給予地方政府高度的信任，使地

方政府能夠追求其需求。因此，本文於此前提，進一步以地方政府的角度來檢視

在上海發展過程中，政府如何介入主導？地方政府如何與中央政府互動？在面對

逐漸強大的市場機制時，政府介入的模式如何轉變？ 

 

既以地方政府的角度為出發，因此本文想處理的問題分別為： 

1.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市場逐步的完全開放，而上海市亦逐漸發展成為全

球城市。在上海市建構為全球城市的歷程中，政府既是主要主導力量，政府

是以何種方式主導全球城市建構？如何引導地方經濟發展？如何與外資互

動？雖然政府的介入似乎讓上海的經濟發展在短時間內就迅速起飛，但是在

市場機制逐漸強大的現今，政府直接介入是否依然具有其效果？ 

2. 中央政府對於上海市政府具有足夠的信任，因此在上海發展的過程中，地方

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逐漸增加。地方經濟的順利發展，中央政策的給予自然具

有關鍵重要性，但是這個關鍵是唯一的嗎？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與中

央政府互動？上海發展至今已頗具規模，那麼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互動是

否也會有所轉變？另一方面，中國大陸是個以黨領政的國家，黨的部分對政

治影響深遠。黨的組織與制度是否仍有助於中央對上海市的牽制？中央對於

上海市委書記的人事任命權是否成為上海依舊受到中央控制的指標？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第一，在上海市建構的過程中，政府的介入是

一重要關鍵；第二，地方政府對於上海發展所扮演的角色逐漸重要；第三，檢視

地方政府與中央的互動，可發現地方政府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中央政府依舊具

有影響地方的能力。

                                                 
4 鈕則謙，「全球城市之建構--以上海市為例」，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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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檢閱 

    自 1979 年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使其經濟發展已經有了初步的規模。因此，

中國大陸為了與全球有更進一步的接軌，開始注重全球城市的建構。根據 Richard 

C. Hill 與 June W. Kim 的研究中指出，一座城市要建設成為全球城市，約可分為

「市場中心」與「國家中心」二種模型。然而，以上兩種模型卻有一個共通處，

為認定全球城市的標準，也就是—全球與區域的主要國際金融、跨國企業總部、

國際性機構、電訊傳播、資料處理的中心等。而差異處主要針對於城市建構的背

景因素：一個是以自由市場為城市建構的背後支柱，提升城市的經濟實力；另一

個則是由國家介入，中國大陸建構上海的方式則毋庸置疑為後者。但是，中國大

陸介入上海建構的角色除了 Richard C. Hill 與 June W. Kim 所提出的中央政府的

菁英官僚外，其地方政府的角色亦不可忽略，甚至可以說上海地方政府在發展過

程中逐漸成為一個關鍵。 

    一般而言，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其內容約略包括了政府運用政策干預、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積極推動經濟發展等。但是，國家介入的程度以及方式，

其實多不勝數。就程度而言，可以約略區分為完全放任、適當管理、完全控制等

模式；就介入經濟發展的方式而言，可以大概分為引導、鼓勵、限制、禁止等。

因此，在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方式及地方政府與

中央政府之互動，即為本文研究政治分析之重點。 

    由於本文主要在了解上海發展成為全球城市過程中，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方

式。因此，以下之文獻回顧，首先針對全球城市的建構模式，及相關理論的概要

回顧；其次，以「發展型國家理論」中國家的能力與自主性兩項重要概念，以進

一步整理國家介入的各種模式；第三，檢視地方政府與城市建設間之理論，並且

概略敘述上海市之特殊性；最後作一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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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城市理論與內涵 

1915 年Patrick Geddes在「演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文中首先

提出關於全球時代的城市概念5，其後，自 1966 年又經由Peter Hall在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y）一書中，針對紐約、倫敦、巴黎、東京與莫斯科等城市如何成為該

區域中的主要城市進行研究後6，這個概念逐漸擴展開來。 

    在全球結構的快速變遷之下，John Friedmann針對這樣的環境下所產生的城

市特徵進行描述，進而提出了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念；其更在 1986 年與

G.. Wolff發表了「世界城市假設」（world cities hypotheses），文中提出了世界城市

所必須具備的七個特徵，其提出了世界城市將是國際資本的聚集地、其跨國公司

在城市設立分公司的數目將使城市具有全球控制的能力、指出世界城市的形成將

伴隨著空間與階級的極化等7。在 1988 年「世界城市的形成」一文中，其更強調

了世界城市之間會經由網路的相互連結，並假提出了世界城市之間會有層級性

(hierarchy)的安排。John Friedmann雖然在世界城市的界定有一大貢獻，但是，也

因為他對於經濟面的過於強調，使得許多學者認為他忽略了政治、社會文化等因

素，而這些被忽略的因素也具有重大意義。 

至 1991 年Saskia Sassen 其所提出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觀念和內涵和

John Friedmann對全球城市的認知大致相符，而Sassen對於全球城市之產生關鍵

在於「高階生產者服務業」，諸如金融、財務、房地產、廣告、法律、稅務、審

計、科學研究與綜合技術服務等服務性產業，在當代全球性城市中大幅成長。

Sassen指出生產者服務的興起，必然伴隨著傳統製造業的沒落。不過，生產者服

務業也必須依靠著製造業，如基礎設備的提供等，因此兩者仍有相互增強的效

應，只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下，兩者的地緣分離便成為重點。其指出全球城市的

出現其實隱含了一個概念，也就是二級產業為主的製造業將因全球分工的出現而

逐漸遷往的全球各地，形成一種「分散」；而另一方面，屬於三級產業的服務業，

                                                 
5 Patrick Geddes, Cities in Evolution, Williams and Northgate, London, 1915, pp. 46-59. 
6 Peter Hall, the World Cit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66. 
7 John Friedmann,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17, No.1, 1986, 
pp.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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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整合」於全球城市中8。 

以上幾位學者對於全球城市的思考，雖然各有獨到之處，但是多數是針對歐

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城市為研究案例，若是將全球城市的概念應用在東方各全球城

市的發展，即有不同的著眼點。 

對於東方各大全球城市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區分為兩類型，第一種類型主要是

對於亞洲各城市的城市化過程；第二種類型則是對於政府在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房地產業被視為城市化建設的「先頭產業」

和「啟動產業」，其具有很強的關聯效應和聯動效應，因此被視為帶動城市經濟

發展的重要產業9。除此之外，學者以新加坡和香港為例，指出房地產在這兩個

成功的全球城市範例中所帶來的影響，包括透過房價的攀升，產生一種生活方式

的區隔，藉此滿足有能力購買高房價的住宅者；另一方面透過全球城市迅速攀升

的房價，指出政府介入房地產市場並制訂規章的重要性10。 

然而，房地產在各個全球城市中來說，由於其為金融、資訊流動、國際性等

中心，成為吸引各界菁英前往購買房產的主因，其房價的攀升速度往往是其他城

市的兩三倍之多11。換句話說，房地產業一方面是帶動城市化的重要產業，另一

方面當城市具有全球城市的產業聚集效應後，也會開始帶動高房價，除了有助於

滿足市場區隔之外，更可成為吸引世界各地的菁英前往工作或居住。 

    綜合來說，學界內對於「全球城市」的界定尚未完全一致，但是確有一些普

遍之共識，諸如認為「全球城市」除了應該是全球與區域的主要國際金融、全球

服務、資訊流動、跨國企業總部、國際性機構的中心，也應該是重要的政治、文

化與交通的重心。然而，如上述所言，對於東方全球城市的相關研究中，除了全

球城市的規模之外，更指出了政府在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下將針對

於相關文獻作一整理。 

                                                 
8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根據研究，每投入 100 元的住房資金，可以創造相關產業 170-220 元的需求；每銷售 100 元的

住宅，可以帶動 130-150 元的其他商品銷售；發展房地產業必然帶動了城市排水系統、能原動力

系統、園林綠化系統等公用設施的發展和提升，房地產與公用設施的相互促進和發展，最終推動

城市成為更舒適的人居環境。 都沁軍，「第三產業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研究對策」，城市發展研

究，第 12 卷第 5 期，2005，頁 72-75。 
10 Anna Haila, “Th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property market: Lessons for the West from successful 
global citie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7, No.2, 1999, pp.175-187. 
11 「全球城市房地產繁榮」，中金在線網，國際財經，2007 年 3 月 19 日， 
<http://news.cnfol.com/070319/101,1278,2805462,00.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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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與全球城市 

    經過 Friedmann、Sassen 等人的論述後，全球城市的內涵雖然更為豐富，卻

較為忽略了「國家」的角色，只是認為在全球化下，主權國家（nation state）在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會逐漸開始撤退。但是近年來，發展型國家的逐步興起，

國家的角色逐漸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相當的注目，諸如 Richard C. Hill、June W. 

Kim、Linda Weiss 等著名學者也開始觀察並論述全球城市的發展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因此，首先由發展型國家理論對國家的兩項特質開始介紹；其次則是關於國

家的介入與全球城市建構的關係。 

 

一、發展型國家理論 

    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英美市場模式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間的一個國

家介入，但採取市場經濟的模式12。發展型國家理論最早為解釋東亞國家經濟發

展成功的經驗。東亞國家在依賴理論的研究中，原本亦屬於邊陲與半邊陲國家，

同樣依賴且受到先進國家的剝削，然而這些東亞國家除擺脫剝削困境外，同時兼

顧發展。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經驗，並非依靠資本主義下的自由市場，而是國

家以各種方式不斷介入的結果。 

雖然在發展型國家理論中，國家的介入是必然的，但是結果是否能成功達到

預想之目的卻不一。而國家能否達到其所預期的目標，必須由國家所具有兩種重

要的特質：國家能力（state capacity）與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來進一步

分析。 

1. 國家能力意指國家抗拒社會團體的阻力或社經條件的限制，執行與達成政策

目標的充分能力。國家能力可以概括為以下四種能力13：汲取能力（extractive 

capacity）、調控能力（steering capacity）、合法化能力（legitimation capacity）、

強制能力（coercive capacity）。 

                                                 
12 王振寰，「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論東亞的發展與轉型」，臺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2003，頁

12。 
13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力報告」，199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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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自主性的概念源於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的理論基礎，強調國家機

關超脫於任何社會階級或力量之上自主權力，能夠依照國家官僚的看法來進

行決策14；國家若是具有高度的自主性，即可透過組織資源與強制力的掌控，

來形塑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同時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對市場的運作進行扭

曲，積極地介入經濟行為及產業活動中，以達成國家的目標15。 

 

因此，國家發展理論主要應用於國家依其能力與自主性透過各種途徑以達到

經濟迅速成長的效果。Robert Wade認為日本、台灣、南韓的政府對推動國家發

展皆採取較為積極的介入方式。因此，Wade將政府運用政策力量扶植或協助企

業在市場機制中發展的模式稱之為「治理市場理論」(the governed market)，同時

從政治制度角度分析台灣和南韓的政府均屬於威權政體，政府影響企業發展的力

量大，因此政企關係稱為「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16。 然而，在後續

的研究中，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下，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相關理論中出現了「地方

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之說，此論將由後面之章節中詳述。 

 

二、國家與全球城市建構 

發展型國家相關理論與實例皆指出，國家角色的發揮對於後進國家的經濟發

展具有關鍵性的因素。在全球化的現代，全球城市的建構更是國家要和世界接軌

的重要節點。因此，後進國家莫不透過國家的力量來創造一個優良的環境，希望

能建立一個與全球經濟互動的平台—全球城市。 

因此，Richard C. Hill與June W. Kim正是針對此，提出國家在發展全球城市

過程中之重要性。他們首先整合了之前對於全球城市的命題，並指出東京與首爾

不同於紐約的關鍵，即在於兩者對於全球城市之發展模式。在他們的分析中認為

東京與首爾主要是以國家為中心、以政治官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紐約則是為

以市場為中心、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因為這個主要的差異，他們針對

                                                 
14 王佳煌，「東亞發展型國家──模範或特例」，東亞研究，第 28 卷第 4 期，1997，頁 1-38。 
15 吳德榮，「國家、市場，還是經濟管治？—從四本東亞研究論著談起」，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創刊號，1993，頁 176-200。 
16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日本這種較晚工業化國家提出了「官僚發展型機制」的論述，指出較晚開發的工

業化國家，由於其金融制度的建立與工業政策皆依靠國家的領導，因此全球城市

的構成，不可忽視國家之中央的介入。在這種發展模式下的全球城市，其發展無

法獨立於國家的控制之外17。 

然而，在發展型國家理論強調國家重要性的同時，亦有說法指出在全球化下

的國家，正面臨逐漸的衰退危機；此說法也有許多學者不認同。M. Porte即認為

在國際競爭越來越激烈的同時，國家的角色反而越來越重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

競爭下，為了追求國家持續不斷的競爭力，國家必須透過大量的內部投資提供最

優良的環境措施給國內外的投資者，來提高自己本身的競爭優勢18。而A. Haila

則以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為例，透過房地產市場對全球城市可能產生的影響，進

一步指出國家以政策方式介入是必要的19。另外，亦有學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

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中並非失去作用，而是必須進行調整。政府需從「大有為政

府」，轉變為「以服務代替領導」的角色20。 

Linda Weiss則認為國家的角色並非消失或衰退，而是開始「轉變」。Weiss將

經濟體制的轉變分為革命性的轉變（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結構性的轉變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及部門性的轉變（sectoral transformation）三種類型。

雖然隨著經濟體制轉變之不同，國家所扮演之角色也各有所異，但是國家的權力

卻沒有在各種經濟的轉型中衰退，反而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其認為全球化下之

全球經濟未必會妨礙國家治理的角色，相反地，甚至可能增加對於國家需求的傾

向21。 

    Weiss認為東亞發展模式的重點應該在於國家如何應用其權力來達到穿透社

會內部之能力，其進一步地提出「管理性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

理論；此理論應用的四個面向22：1.有紀律的支持（Disciplined Support）；2.國家

                                                 
17 Richard Hill and June Woo Kim,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No.12, 2000, pp.2167-2195. 
18 轉引自簡博秀，「世界城市的形成與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的策略」，都市與計劃，第 29 卷第 3
期，2002，頁 379。 
19 Anna Haila, “Th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property market: Lessons for the West from successful 
global citie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7, No.2, 1999, pp.175-187. 
20 鄭為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理論』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

1999，頁 1-68。 
21 Linda Weiss,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45-269. 
22 冷則剛，「資訊產業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以上海市的發展為例」，2002，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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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面 降 低 風 險 （ Public Risk Absorption ）； 3. 私 有 部 門 管 理 （ Private-Sector 

Governance）；4.官民創新聯盟（Public-Private Innovative Alliance）。從L. Weiss

的論點可知，在全球化的浪潮下，東亞發展模式中國家能力的減弱，並非是國家

在經濟政策上已不具任何影響力，而是國家在調整介入的方式。 

    在針對發展型國家理論中，國家角色做進一步的探討後，J. Wong整理出兩

類「發展型國家」的模型，分別為「東亞發展型國家」（East-Asia developmental state）

以及「調適型發展型國家」（adaptive-developmental state）23。前者以C. Johnson

等人在 80 年代以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為典範的「發展型國家」24，指出日本經濟

的迅速發展，以通產省（MITI）為核心的技術官僚是重要因素；後者則是以L. 

Weiss為代表。 

綜合而論，在全球城市的論述中，Friedmann、Sassen 等人皆以城市為主體，

其認為全球城市除了可以促使跨國企業群聚、吸引國際資本之外，亦是國家與全

球連接的重要節點。在這樣的論述之下，全球城市成為執行全球化的重要場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城市化等效應是否會開始削弱國家的重要性？針對這個問題，

許多學者包括國家發展論者與研究全球城市的學者，一方面指出政府的介入對後

進國家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角色，以國家的力量來建構城市的基礎建設，創造一

個優良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的進駐；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影響下，除了中央

政府之外，學者也開始進一步觀察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轉變。 

 

参、地方政府與城市建構 

Linda Weiss認為國家在全球化之下其角色的扮演只是轉變，而非撤退。然

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為因應來自國際環境中層出不窮的挑戰，國家的中央政

府單位已非唯一的行為者，「地方」及「城市」開始進入整個發展的過程，甚至

逐漸成為關鍵要角。對於地方政府重要性增加，許多學者提出了相關之解釋，諸

如Ｗ. Magnusson認為全球化削弱了中央政府，但是卻使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相對

                                                 
23 Joseph Wong,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4,  
2004, pp.345-362. 
24 王振寰，「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論東亞的發展與轉型」，臺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200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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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方政府正好處於重要的戰略地位25。因此，對於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發

展型理論開始有了轉變，以地方政府為中心之新「治理模式」。 

所謂新的地方政府「治理模式」，主要是強化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

中，與其他行為主體在經濟層面上的合作與互動。在C. Stone所提出的「城市政

體模型」(urban regime model)，即指出城市的發展最主要在於地方政府與私人部

門相互合作的過程，由於兩者皆無法完全掌握地方所有的資源與權力，為達到其

目的，所以必須建立非正式的合作關係，來謀求互助合作26。另外，D. Wank以

廈門為例，指出由於地方政府擅於應用中央政府給予的「裁量空間」，並且透過

對擁有資源的控制，與當地企業建立起一個緊密的關係網路，進而不斷的累積財

富27。 

自中國改革開放後，為了讓地方先富起來，開始了「放權讓利」的政策。地

方政府獲得較大的行政權、立法權、財政自主權，給予地方鼓勵性與積極性的同

時，地方政府也開始成為城市經濟發展與建設的要角。在城市建構的過程中，透

過房地產的發展，可發現地方政府具有相當之影響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土地出讓的方式，刺激和引導房地產市場的形成；其次，

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與房地產開發相關的優惠政策，推動其發展；最後，地方政府

能為房地產開創良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其可以城市公共設施建設與即將推出的房

地產地塊相互配合28。上海在推動房地產的同時，亦將產業和空間重構相互搭

配，促使上海的空間佈局、產業區隔分明，逐漸提升上海城市化的風貌外，也更

朝全球城市邁進。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引進外資開發房地產業，使上海房地產

業逐漸發展，其除了有帶動上海的經濟的效果外，更可藉此反映出上海市在空間

層次上的差異，並突顯市政府空間重構的趨勢與成果29因此，地方政府在發展過

程中的角色逐漸受到重視，亦有學者指出上海市的發展與城市建構就被認為是由

國家和地方政府所共同計劃的30。 
                                                 
25 Warren Magnusson,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Space: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 and Urban 
Political Experi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轉引自冷則剛，「資訊產業全球化

的政治分析-以上海市的發展為例」，2002，頁 39。 
26 鈕則謙，「全球城市之建構--以上海市為例」，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6，頁 2-32。 
27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 張鴻俊，「論在房地產調控中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發展改革，第 8 期，2007，頁 15-16。 
29 Fulong Wu,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 ,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 Vol.34, 2002, pp.1591-1615. 
30 Shenjing He, Zhigang Li, and Fulong Wu,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ity, 1995-200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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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地方政府的角色開始重要，R. Wade所提出

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所強調之政府較偏向於中央政府，已經不

足以適用於在現今經濟發展。因此，Jean Oi在分析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角

色時，以縣、鄉鎮、村三級政府來運作，提出了「地方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論點。J. Oi強調中國地方政府的行政能力，在地方經濟發展上其掌

握提供著調節稅率、企業金融信貸、物資等原料之供應等，並且可以透過三級地

方政府的合作，將許多行政資源注入地方建設中，以利地方之發展。簡而言之，

Oi認為地方政府在協調或管理其區域內的經濟活動時，扮演著經濟法人的角色，

由如多元化經營的公司，以尋求資本積累與利益的極大化
31。 

    綜合上述文獻而論，自改革開放後，由於中央的放權讓利促使地方政府在具

有相當的「能力」與「自主性」，使其能夠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其效能，並成為經

濟發展過程中之關鍵。因此在發展型國家的論述中，以「國家統合主義」為框架

的論述已經稍嫌不足，除了J. Oi提出了「地方國家統合主義」之論之外，更有學

者指出地方政府積極扮演著提供外資服務的角色，以便吸引外資投注，寄望藉由

跨國資本的力量，帶動地方經濟的成長32。因此，在分析中國的各地的經濟發展

時，必須開始注重地方政府的角色，僅僅討論中央政府的的角色是不足的，其中

央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更是關鍵。 

                                                                                                                                            
information, 2006, pp. 439. 
31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2 張家銘、邱釋龍，「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與地方政府：以四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為例的分析」，

東吳社會學報，第 13 期，2002，頁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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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在上海近代的發展史中，其一共歷經了三次的轉折點，第一就是中共掌權

後，一系列的政治活動拖垮了經濟發展，也促使上海市的倒退；第二則是 80 年

代的改革開放，雖然中央在政策上逐漸鬆綁，但是上海成為經濟轉型的後衛，無

法發展其優勢；第三為 90 年代初期，鄧小平「南巡」並宣布浦東計畫後，浦東

的開發與開放便成為一個關鍵點，中央開始重視上海的發展，並給予支持。對上

海而言，浦東的開發開放是起飛的關鍵；然而，時至 90 年代後期迄今，上海市

不只滿足於經濟的發展，其更致力於將上海建構成為全球城市。 

    在上海市發展的前三個轉折點中分別顯示出中央與上海市不同的互動方

式，由完全的控制、汲取地方財政到逐漸鬆綁，並將權力下放於上海市，使上海

市政府有發揮的空間。因此，1992 年上海浦東開發開放計畫啟動後，上海市的

經濟發展與城市的建構被認為是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所共同計劃的。在此過程中，

上海市所擁有的財政能力與使用各種政策工具介入市場的自主性亦在逐漸增強

當中，最明顯的例子即是上海市以經濟發展為首要前提下，為了使其財政與經濟

的快速發展，光是 1995 年中，上海市在財經決策上就屢次違反中央政策，包括

擅自公布浦東的優惠政策、私自批准四十多家中外合資零售企業(國務院僅批准

試點兩家的條文)33。 

因此，有學者將上海市與中央政府的互動模式歸類為「開放且分權型」，其

研究內容指出上海市在今日所擁有政治、經濟利益的比例上都高於中央政府34。

然而，在觀察上海市政府其與中央政府之互動時，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三個直轄

市並非與上海市是同樣之類型，反而是各自在其他三種類型之中，也就是說在大

多數地方政府仍處於「封閉而分權」的關係時，上海市甚至連政治利益也多於中

央35。 

                                                 
33 楊偉斌，「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研究：以上海市為例」，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7，頁 40-41。 
34 王嘉州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互動類型歸納為四種，分別為：開放且分權型、封閉而分權型、

封閉且集權型、開放而集權型。其中之「開放」與「封閉」乃是指地方政府所佔之政治利益；而

「集權」與「分權」則是地方佔經濟利益的比例。 王嘉州，「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類型之建立與

檢定—以 1997 年中共『十五大』為例」，遠景基金會季刊，第 4 卷第 3 期，2003，頁 156-170。 
35 所謂的「封閉而分權」，也就是地方所佔政治利益少於中央，但經濟利益多於中央。參見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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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論，在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過程中，除了中央政府決策的影響之外，

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也逐漸在近年中突出，尤其是上海市政府在城市發展戰略構

思、城市基礎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外資服務以吸引外資投資地方經濟等面

向，都成為關鍵性的角色。另一方面，上海市固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獲得中央下

放相當之權力，使其地方政府的「能力」與「自主性」逐漸擴張，然而中央政府

是否會逐漸無法介入上海的發展？上海市在邁向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受到全球化

的影響甚深，那麼上海市政府是否會如Ｗ. Magnusson 所言，因位居重要戰略地

位，而可以成為上海發展的重要關鍵？在此過程之中，中央與上海的互動又會有

何轉變？ 

    本文主要在分析中國大陸建構全球城市過程中的政治因素，因此，以下相關

討論並非僅聚焦於全球城市之相關標準；而是主要針對於上海市建構為全球城市

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外資、中央政府的互動為主。由於上海在建構之初，政府

的介入在空間佈局與產業調整處處可見，加上三級產業的生產性服務業所佔之比

例亦為全球城市的關鍵，故本文欲達到能深入檢視之目的，將引用房地產的各層

面實例加以佐證。 

 

                                                                                                                                            
州，「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類型之建立與檢定—以 1997 年中共『十五大』為例」，遠景基金會季

刊，第 4 卷第 3 期，2003，頁 15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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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在全球城市的相關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為「量化研究」與

「質化研究」，亦有兩者相互使用之途徑。由於全球金融重鎮、經濟中心、資訊

流動中心等，乃是一個城市成為全球城市的必要條件，因此，在量化分析上，主

要是針對城市發展時，為測量其城市競爭力，或者是經濟發展程度，而針對該城

市之「跨國公司總部的數量」、「產業的轉型」、「資訊的流動」、「銀行設立之總數」

等指標進行測量。 

    然而，本文研究之重點並非只在上海的發展過程，或者是上海市的競爭力；

而是在於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方式，及透過地方

政府的角度觀察其與中央政府之互動。因此，為進一步分析政府在上海建構過程

中的角色，本文以 2000 年作為時間的切割點，在 1990 年代初期上海浦東計畫開

始乃至 2000 年上海的發展、以及上海在 2001 年後迄今的全球城市建構的相關規

劃。藉由上海在這兩個時期發展的方向與程度之不同，一方面分析政府如何介入

經濟，促使上海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另一方面以上海的發展分析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的互動。為進一步探討，本文將輔以相關實例，以檢視在上海發展初期

直至今日，政府究竟如何介入主導？政府的主導是否為扶植產業成功之關鍵因

素？時至今日，政府主導是否依舊能如其所願？另一方面，從黨的角度來進一步

觀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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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針對於全球城市建構背後的政治因素進行分析，因此，選取案例的

前提就必須為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政府有明顯介入特徵者。在全球城市建構的過

程中，政府有明顯介入者多半是發生在後進發展國家，在這些後進發展國家中，

由於考慮到研究脈絡的背景因素，因此，本文選取了中國大陸的上海市為案例進

行分析。雖然上海目前的發展尚未達到全球城市的規模，但是上海市在許多文章

及報導中都顯示出其是一個非常具有成為全球城市的潛力36。因此，本文以上海

市為研究案例，為進一步分析其建構背後之政治因素架構，在研究架構上主要以

上海市政府的角度而分為三個主軸，這三個主軸並非不相關，而是相互影響，互

為表裡（參見圖 1-1）： 

 

一、上海發展過程與政府的介入： 

上海市在 90 年代之前主要以重工業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而 90 年代初期

的浦東開發開放計畫則是要將上海建構為經濟金融重鎮，因此上海市開始逐步調

整其產業結構之比重。上海市產業之調整與未來發展方向，主要是依據 1985 年

由中央所批轉的《關於上海經濟展略匯報提綱》以及相關政策，大致可以分成以

下兩個階段：城市起飛期（1991-2000 年）以及持續發展與轉型期（2001-迄今）

兩個階段。 

在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其產業結構是相當重要的指標，尤其是城市對於三

級產業的群聚效果。在上海市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本文主要針對政府如何介

入調整產業結構比重。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除了必須將產業結構的指標納入

考慮之外，更重要是政府在上海整個結構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

以此時間的切割點，並輔以相關實例，一方面分析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模式；另

一方面觀察地方政府逐漸重要的角色。 

                                                 
36 「上海當選全球最具潛力新興城市」，中金在線網，2003 年 12 月 12 日， 

<http://news.stock888.net/031212/101,1276,35047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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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的角色： 

    由於上海市的發展主要是透過政府的強勢介入，因此，政府的角色就格外的

重要。S. Sassen 等全球城市學者以城市為主體，認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城市成

為國家與全球連接的重要場域；Ｗ. Magnusson 則指出全球化削弱了中央政府，

促使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相對地提升；而傳統的發展型理論也開始有了轉變，提出

以地方政府為中心之新「治理模式」；研究中國的學者 J. Oi 亦提出了「地方國家

統合主義」，強調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的重要角色。這些研究中皆以各種不同的

角度強調著地方政府不容忽視的重要性，因此在本文所謂的政府角色又可進一步

的細分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角色。 

    本文以地方政府的角度，透過上海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進一步分析上

海市是否具有某些特殊性？以及其是否具有相當之自主性？在李芝蘭所提之五

種地方政府的行為方式：第一，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更優惠的政策；第二，與中

央討價還價爭取更優惠援助；第三，靈活運用中央的政策；第四，發展新的投資

領域；第五，國際化
37。在這五種地方政府行為方式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兩部

份，其一為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能力；其二為地方政府如何

應用其所擁有的優惠政策來發展其地方經濟。因此，本文也將透過政策面向，觀

察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互動，分析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的角色。 

 

三、黨的面向： 

    許多研究皆陸續指出在全球化以及中國大陸中央政府放權讓利的影響，地方

政府開始具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與「能力」，因此地方政府對於地方經濟發

展也開始具有不容忽視的重要性；於此同時，也開始發展出中央政府是否逐漸弱

化之論。 

長期以來，中國大陸即是一個黨政合一的政體，透過共產黨的組織，其中央

政府的政策可以迅速的施行到全中國的每個角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權力主

要是掌握在中央政府可以進行任命的市委書記的手中。因此，對地方人事任命的

                                                 
37 王嘉州，「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類型之建立與檢定—以 1997 年中共『十五大』為例」，遠景基

金會季刊，第 4 卷第 3 期，2003，頁 157-159。 

 16



權力依舊牢牢地掌握在中央的手中，而此權力就等於是牽制了地方政府自主性的

範圍。在上海發展建構的過程中，其地方政府確實逐漸重要，但是上海所擁有的

自主權是在中央的允許範圍，還是可以打破其藩籬？這個是必須進一步探討的問

題，因此，黨的面向就成為研究上海是否真具有自主性，以及其與中央互動的關

鍵。本文透過援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利益相左之實例，以深入分析中央政府如

何透過黨的人事權而達到影響地方政府的結果。 

 

圖 1-1 上海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互動，及其在城市發展中的角色 

 

 上海地方政府 

全球城市的建構 

1. 優良環境 
2. 鼓勵、限制引

導外資 

1. GDP 成長 
2. 技術人才引進 

全
球
化 

1. 優惠政策 
2. 經濟補助 
3. 黨的面向 

1. 政治順從 
2. 經濟成長 
3. 城市發展 

中央政府 

全
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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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次級資料的蒐集與分析，並且輔以筆者赴上海訪談之

相關內容，最後援引相關實例以進一步探討。 

 

（一）次級資料收集： 

在資料的收集上，主要是以理論性、政策性的學術出版品、年鑑、以及既有

之文獻檢閱為主，官方文件、領導人與上層菁英的重要談話、領導人的相關報導、

雜誌、活動照片為次38。 

 

（二）深入訪談法： 

除了次級資料的蒐集外，由於研究對象主要針對上海浦東之發展，因此必須

藉由訪談當地居民，以獲取更貼近當地之相關資訊。本文將以當地研究浦東之專

家、學者、教授為主要的訪談對象，訪問上海市浦東新區綜合經濟研究所李庭輝

所長、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楊周彝秘書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陳維

教授、陶紀明研究員、部門經濟研究所的陳海泓教授等多位研究專家、以及盛九

元教授等相關學者，以期獲取文獻以外的當地資訊。 

 

在進行資料分析過程中，主要採取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又可分為量化分

析與質化分析兩種方式。雖然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量化方法成為內容分析的主要

方法，但是在中共政治的研究上，研究者較少採用量化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

方式亦偏向於質化方法。另外，本文亦會進行實地訪談，主要的訪談對象乃是針

                                                 
38 寇健文，「中共精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2005，頁 23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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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上海浦東的專家、學者、教授等等，並將訪談之內容進一步分析納入文

中。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先透過資料分析的歸納，最後再補充實例以加強

說明。 

     

二、研究限制 

此研究方法主要包含了兩項工作，分別是紙本資料與訪談資料，兩者都具有

其受到限制的部分。 

 

（一）次級資料收集部分： 

  其包括了「資料蒐集」、「資料查證」與「資料分析」三項工作，每一項過程

都具有其研究限制，分別如下述： 

1. 資料蒐集限制： 

資料蒐集的過程中，乃以原始資料最為珍貴，但是卻不容易得到。中共高層

互動仍然不透明、時事分析訊息不完整等，都成為蒐集資料的限制。 

 

2. 資料查證限制： 

雖然資料蒐集會有相當的限制，然而，當大量資料在手時，也必須面對如何

辨識手中資料的可信度，以及從何進行查證的相關問題。 

 

3. 資料分析限制： 

在資料分析時，首先要處理的問題就是資料可能產生的矛盾與誤導；另外就

是在詮釋各類資料的整體意義時所產生的問題。由於筆者生長之地為台灣，

加上個人經驗尚淺，因此在詮釋資料的過程中，可能無法深入中共統治之脈

絡加以體會，亦為主要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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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訪談部分： 

  由於礙於筆者本身能力與時間上的限制，因此主要的訪談對象就鎖定在上海

浦東的學者專家，在意見與論點的收集上有可能會有所不足。因此，這方面的限

制則盡量以文獻的蒐集來試圖作一平衡。 

 

    此外，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在於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

府其介入經濟發展的方式以及兩者之互動。因此，全球城市的建構、或者城市內

部的社會、文化等因素可能無法論述，此亦為本文之限制。 

 

参、資料來源 

本文主要以二手資料分析（secondary data）以及訪談為研究方法。除了對於

訪談之內容進一步的解析外，並且針對相關的資料與文獻進一步的整理後，兩者

相互配合引用。因此，在資料的蒐集上，檢視之內容主要以已保存之檔案為主，

資料的來源主要可以分為公共紀錄與私人文件39。加上本文研究對象之屬性，因

此本文之資料蒐集主要偏於公共紀錄，其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一、 一般文獻資料 

    主要指配合本文研究議題之相關研究、各式報告、中外書籍、學位論文、期

刊論文、官方出版品，包含關於浦東計畫的所有年鑑、論文、研究、書籍、報告

等。由於本文將援引相關案例加以說明，文獻資料方面已包括了相關新聞媒體的

平面報導，舉凡工商時報、財經雜誌等。 

 

二、 統計紀錄 

    所謂的統計紀錄，即是針對浦東計畫後，來自大陸官方的統計資料和各種出

                                                 
39 此分類方法參考自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

法（上冊）」，1998，頁 3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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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包含《上海統計年鑑》、《上海經濟年鑑》、《浦東發展報告》、《上海

浦東新區發展前景與投資政策》、《上海發展與執政能力》、《上海經濟發展藍

皮書》等。 

 

三、 網路資訊 

    網路資訊則包括三大方面，其一為相關的官方網站，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央人民政府網、中國上海網、上海浦東網等相關網站；其二為新聞網頁，諸如新

華網、新浪網、上海招商網、文匯報等；最後就是網路上其他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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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本文主要藉由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如何介入經濟，促使

上海市可以在迅速發展；並且以地方政府的角度探討其背後的政治因素，檢視其

與中央的互動，來進一步討論上海市未來的展望。因此，於第二節文獻檢閱部分，

便針對全球城市的內涵、政府對於全球城市建構的影響以及地方政府的角色作一

回顧。第三節主要是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的相關限制。 

 

第二章 上海的發展與政府的角色 

首先針對上海市進入 90 年代後的發展階段，以 2000 年前後分成兩個時期，

分別為城市起飛期（1991-2000 年）以及持續發展與轉型期（2001-迄今）兩階段

作一論述。由 1990-2000 年政府大規模的介入產業轉型，與 2000 年迄今，政府

引導新經濟產業發展的相關影響。由於政府的介入與引導，上海短時間內快速的

起飛，然而政府卻也有些失敗的例子，因此於第二節扼要的舉出上海房地產的案

例，作一檢視。最後探討政府應該如何維持其與發展的互動。 

 

第三章 上海與中央政府互動之分析 

    上海的快速發展，政府的介入是無庸置疑的關鍵。但是，這個政府除了中央

之外，地方政府的角色也逐漸重要。因此，本章首先簡介中央政府如何幫助上海

市發展的政治經濟背景，並且援引浦東綜合改革配套試驗的例子說明上海市由被

動的接受轉變為積極的要求；在第二節的部分，則以黨的面向作為政治權力的切

入點，進一步說明中央將個人的「政治前途」與「地方發展」做一聯繫，以箝制

地方的自主權，並且援引地方利益與中央政府大方針相左之案例作檢視。最後，

綜合上海與中央政府經濟與政治權力面向作一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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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湯臣集團個案分析 

    房地產業除了是上海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外，更是使上海在建構

全球城市的過程中，能順利進行城市空間重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產業。而湯

臣集團更是在浦東開發開放初期即大量投資的房地產集團，對浦東的經濟發展有

相當之貢獻。由於，湯臣集團前後在上海市各地大量投資房地產，投資項目包含

甚廣，因此其與地方政府互動值得引為個案。故第一節簡述湯臣集團投資浦東的

背景，以及其與地方政府的互動；第二節則針對湯臣一品的推出被認為有炒高房

價之嫌，受到政府的調查，而這樣的轉變究竟是因為地方政府受到中央政府的施

壓，或者另有因素，即為本節個案觀察需要討論的問題所在。最後，做一小結。 

 

第五章 結論 

    在結論的部分，主要針對前幾章節上海建構為全球城市背後的政治因素作一

整理，並且討論上海在達成建構全球城市的目標背後，雖然上海地方政府自主性

的成長不可否認，但是中央政府依舊握有上海市的人事任命權，以作為影響上海

市地方政府的重要依據。最後，針對本文之研究限制以及全球城市其後續可為的

努力方向做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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