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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九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对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

测度分析。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相关数据，构建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等四种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联合评价、确定指标权重，得到综合评价结果，并进一步利用灰色预

测模型对海洋中心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研究结论如下：（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

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市建设水平尤为突出，厦门市和舟山市增长较为迅猛，天津市和大

连市增长缓慢，影响其海洋中心城市建设；（２）九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发展的侧重点各

不相同，其中，大连市在创新性层面、上海市在开放度和集聚度层面、舟山市在协调性层面、厦门市

在共享度层面、深圳市在辐射性层面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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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挪威海事展、奥斯陆海运机构共同发布的名为“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意 为“全 球 领 先 的 海 事 之 都”）的 报 告 中，该 报 告 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共发表四期，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对全球范围内３０个海洋城市进行排名，其中新

加坡连续四期位居榜首，中国香港、上海和广州自２０１７年开始进入前３０名。［１］２０１７年以来，国内多位

学者沿用了张春宇对“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翻译用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２］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也采用了这一名称，并提出推进深圳和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随后，广州、天津、宁波、舟山、大连、青岛、厦门等城市也相继出台有关政策，提出建设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的目标。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最初的内涵是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通过航运活动、跨国

经营等多种途径紧密联系在一起，沿海城市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依托，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能够吸引产业和企业集中、人才和资金汇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给，促进经济合作与交

流，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同时，其作为连通海洋和陆地的桥梁，有助于利用好海洋和陆地两种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带动区域经济的共同提升，达成陆海统筹发展的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心也转向高质量发展，建设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也要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科学合理地测度海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成为“十四

五”期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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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内涵的演变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其所承载的功能也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

在新航路开辟到现代海洋经济兴起阶段，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主导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拥有优

良港口的城市凭借先天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伦敦、纽约、鹿特丹等成为当时著名的

国际航运中心。［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海平面上升等

问题的出现，发展 “蓝色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国际航运

中心打破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蓝色经济的发展。［４］２０１２年，挪威海事展、奥

斯陆海运机构联合发布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报告，从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剖

析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势，在航运交通、金融与法律、海洋科技、港口建设、吸引力与竞争力五个层面，

选取２４个指标 对 全 球３０多 个 海 洋 城 市 进 行 排 名。２０１７年，“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被国内学者张春宇直译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并沿用至今。［５］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周乐萍认为，海洋中心城市即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且海洋特色鲜明的、处于世界城市网络节点位置的海洋城市。［６］钮钦将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进一步定义为航海运输基础建设完善、在全球海洋相关产业发展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且依靠其自

身的综合实力能够辐射带动其他周边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城市。［７］张春宇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两个层

面，论述了中国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过程中将要面对的挑战以及拥有的机遇。［８］张沁、王志文、杨继涛

等人分别探讨了深圳、宁波和大连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优势及制约因素，为其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

出政策建议。［９］［１０］［１１］周乐萍从海洋中心城市的功能出发，在经济、海洋、创新、服务、文化、开放六个层面

建立海洋中心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各城市间建设水平相差较大，其中深圳

和上海的得分较高。［１２］

总体而言，已有多位学者构建指标体系进行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但现有

研究大多注重海洋中心城市的特征，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对于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海洋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主要关注海洋生

产总值、海洋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产业增加值等指标，重视海洋经济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的提升。但随

后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使得研究更多地转向对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等问题的关注。［１３］韩增林通过将海洋资源禀赋纳入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海洋

经济可持续能力进行分析；［１４］狄乾斌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出发，在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和城市

社会发展三个层面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质量进行评价。［１５］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会议时提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部

分学者采用Ｓｏｌｏｗ、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等人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即产出中不能为投入要素所解释的部分，

来衡量海洋经济发展质量。［１６］［１７］郑玉歆则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反映生产活动中各项资源的配置情

况，且会对资本积累产生低估，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１８］魏敏通过选取更加丰富的指标构建

指标体系，测度的范围也更广，有效地改善了利用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存在的弊端。［１９］

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

大发展理念，成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鲁亚运认为，“五大发展理念”契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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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从五个维度出发建立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２０］杜军认为，海洋技术创新是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创新能产生更高的附加值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利用ＰＶＡＲ模型

检验得出结论，海洋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２１］张震等对中国海洋经济协调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并指出经济协调发展应重视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以及多元化、综合性发展等问题，海洋

经济协调发展应包括陆海经济统筹发展、海洋政策与海洋文化相适应等内容，协调发展能合理分配各种

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分工和布局更加清晰。［２２］盖美认为，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人与海洋和谐共生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以沿海１１省份为研究对象，建立海洋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得出中国海洋绿色发展水平保持上升趋势、且东南沿海发展水平较高的结论。［２３］刘大海等对中国海

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认为对外开放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开放有助于国内海洋企业

“走出去”，同时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支持国内海洋企业的发展，推动国际间海洋经济交流与合作。［２４］张

涛等认为，共享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根本目的，实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福

祉，全员共享发展成果；当前海洋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缩小了城

乡贫困差距，海洋基础设施、科教文化、公共服务等日趋完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２５］丁黎黎指出，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科技、社会五大系统为载体，覆

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２６］学者有关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从国家维度发展到省、市、区维

度不断深入。例如，刘波、赵晖和程曼曼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分别对江苏、天津、广东的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但目前针对城市层级进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还相对较少。［２７］［２８］［２９］

海洋中心城市作为连通海洋空间与陆地空间的桥梁，不仅具有城市的特征，能够体现海洋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水平；而且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能够吸引众多资源具有资源聚集优势。张昌兵、何冬梅分别

通过实证研究，剖析金融、人口资源的集聚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３０］［３１］黄庆华指出，产

业集聚能通过“竞争激励效应”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以此带动高质量发展。［３２］此外，中心城市发展到一

定规模后，生产要素会从中心向周边城市流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王振华指出，便捷的交通网络能够

促进各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带动城市经济的高质 量 发

展。［３３］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基础，本文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出发，采用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的区域

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充分考虑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以我国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上

海、深圳、广州、天津、大连、青岛、宁波、舟山和厦门九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海洋经济、环境、科技、资

源和社会五个系统的综合测评，对九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并对

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十四五”期间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提供参考和思路。

二、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根据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海洋中心城市的特征，在充分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考虑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从经济、社会、生态、科技、资源五大维度进行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的

构建，同时指标的构建要按照科学性、可量化性，以及数据连续性等指导原则，以量化指标为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１、科学性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应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建设海洋中心城市提供目标导向。

指标体系需要客观、全面地反映海洋中心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基本要求，突出在建设海洋中心城市

过程中，需要面对影响发展质量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同时，注意选取指标之间的独立性，避免指标

实际意义重复对评价结果造成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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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可量化性

指标选取在符合科学性的同时，为了能够进行相互比较，形成统一的标准，考虑指标能够进行具体

量化，对于一些不能够直接量化的指标，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

３、数据的连续性

受制于某些统计数据的统计口径等因素的影响，统计年鉴、统计局等对某项数据披露会出现中止的

情况，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因而在构建指标体系时综合考虑所选取指标能够获取连续的数据。

（二）具体指标的选取方法

１、创新性指标

可以选取海洋Ｒ＆Ｄ经费投入强度（海洋Ｒ＆Ｄ经费投入／地方生产总值）、海洋Ｒ＆Ｄ人员集聚度

（海洋Ｒ＆Ｄ人员／总人口）和人均海洋发明专利授予数（海洋发明专利授予数／总人口）三个指标来衡量

九个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创新水平。

科技经费和科技技术人员是海洋科技创新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投入要素，其中海洋Ｒ＆Ｄ经费支出

包括用于海洋基础研究、海洋应用研究和海洋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且主要投入为后两项，能为海洋产

业的发展提供新材料、新产品，为海洋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增长动能，所以本文选取海洋Ｒ＆Ｄ经费投入

强度、海洋Ｒ＆Ｄ人员集聚度作为海洋创新投入指标。在创新产出中，专利的 授 予 数 是 最 为 直 观 的 体

现，专利又被划分为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作出较大改进

的新的技术方案，相较于其他两种专利，申请难度较大且价值较高，故本文选取人均海洋发明专利授予

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产出水平的指标。

２、协调度指标

海洋中心城市协调发展的指标可以从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稳定发展和陆海统筹发展三个方面构建，

选取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之比和海陆经济关联程度（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城乡协

调发展程度和陆海统筹发展水平，选取消费价格指数和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经济稳定程度。

建设海洋中心城市，要有相对均衡的城乡收入为依靠，城乡收入差距会加剧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而

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影响，较大的收入差距会引起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枯竭；

还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作为依托，经济环境的动荡势必会影响到建设的质量，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会降

低人们的实际收入，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海洋城市需要有稳定增长的海洋生产总值为其发展注入动

力。

３、绿色性指标

在已有研究中，绿色发展水平涉及诸如能源利用效率、生态保护区建设水平等指标，由于受制于相

关数据并未披露的原因，本文选取工业三废的排放强度、海水化学需氧量来衡量海洋中心城市绿色发展

水平。污染物按形态可分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种，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定废弃物排放

量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代表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情况；工业烟（粉）尘排放会引起肺炎、硅肺等多

种疾病，二氧化硫（ＳＯ２）的排放则会引起酸雨，进而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选取工业烟（粉）尘

排放量和ＳＯ２的排放量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城市废气排放情况。化学需氧量为用强氧化器处理

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能够反映出海水中污染物的含量，化学需氧量越高，海水污染程度越严重。

４、开放度指标

海洋中心城市开放发展指标可以从港口建设水平、旅游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情况和对外贸易情况四

个方面构建，分别选用港口货物吞吐量、国际旅客人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进出

口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衡量。

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港口作为

陆运交通与海运交通的承接点，是城市间联系的重要枢纽，完成船舶停靠、货物装卸、旅客交接、补充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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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养等活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考虑到当前港口货物运输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选取港口货

物吞吐量来衡量港口建设水平，进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该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此外，

海洋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线，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会吸引众多国外旅客与海外

资金的涌入。

５、共享性指标

共享性指标可划分为海洋财富共享和总财富共享情况，分别选取人均海洋生产总值与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来衡量。此外还选取了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本年完成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体现当地

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反映出政府对共享建设的支持力度。有学者研究城市共享层问题时，采用包括教

育、医疗共享等相关指标，但是受制于一些城市统计年鉴、城市经济发展统计公报中并未披露相关数据，

所以本文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未将这些指标纳入其中。

６、集聚度指标

海洋中心城市集聚水平指标可以从人口集聚、产业资产集聚、固定资产集聚和金融集聚三个方面构

建，分别选用人口密集程度、海洋第三产业区位熵、固定资产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机构存贷款

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人口集聚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资源，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

消费保障；海洋产业向高级化转型是当前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海洋产业集聚有助于企业提高协同效

应、降低各种成本，大多数学者多用区位熵来反映地区产业集聚情况，区位熵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ｉｊ＝
ｑｉｊ／ｑｊ
ｑｉ／ｑ

（１）

其中，ｑｉｊ 是ｊ地区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ｑｊ 是ｊ地区所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者就业人数，

ｑｉ 是全国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ｑ是全国所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ＬＱｉｊ 的值越大，则

表示地区产业集聚度更高。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城市建设的规模大小；金融业的发展为城

市提供资金支持，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并将资金投入到需要的行业中，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７、辐射性指标

海洋中心城市辐射水平指标可以从交通便利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两个方面构建，选取公路网密度（公

路长度／建成区面积）、轨道交通路网密度（轨道交通长度／建成区面积）来衡量城市交通的便利程度，选

取举办国际性会议的次数来衡量城市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一方面，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引起资源

外流，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发挥中心城市辐射的作用，由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距离较近，资源运输以

公路运输和轨道交通运输为主；另一方面，当中心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后，有利于吸引更多

的优质资源集聚，也为周边城市带来诸多好处。

综上所述，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共包括７个二级指标、２６个四级指标，具体内容如表

１所示。

三、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评价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借鉴相关学者对于海洋城市和中心城市研究，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衡量海洋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同时加入反映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的指标，综合建立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

体系。选取提出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舟山、广州、深圳、厦门九个城市，并

将时间维度设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指标体系所涉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Ｗｉｎｄ数据

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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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

发展指标体系

创新性

海洋科技经费支出力度 海洋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海洋科技人员数量 海洋Ｒ＆Ｄ人员集聚度

海洋科技成果产出 人均海洋发明专利授予数

协调度

城乡发展协调程度
城乡居民平均收入之比

经济稳定程度
消费价格指数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

陆海统筹发展程度 海陆经济关联度

产业协调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绿色性

废水排放情况 单位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

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 单位生产总值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废气排放情况 单位生产总值烟（粉）尘和ＳＯ２ 排放量

海水污染程度 化学需氧量

开放度

港口建设水平 港口货物吞吐量

旅游发展水平 国际旅客人数

利用外资情况 单位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对外贸易情况 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共享性

海洋财富共享情况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总财富共享情况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城市建设水平 单位生产总值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

集聚度

人口集聚 人口密度

金融集聚 单位生产总值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

海洋产业高级化集聚 海洋第三产业区位熵

固定资产集聚 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辐射性
交通便利程度

公路交通路网密度

轨道交通路网密度

国际影响力 举办国际性会议次数

（二）主要研究方法

为了使不同指标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具体处理如下：

正向指标：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
（２）

负向指标：ｙ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
（３）

其中，ｘｉｊ 为第ｉ个样本、ｊ项指标的原始数值，ｙｉｊ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之后，利用以下四种常用

的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分别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利用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验来验证在四种不同的

方法下确定的权重是否具有一致性。

１、熵值法

熵值法是基于信息理论确定指标权重大小的方法。熵值可通过反映信息量的大小来衡量系统整体

规整性，熵值越大，反映的信息量越少，该指标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越小，所占权重也越小。

２、灰色关联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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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法是灰色系统理论方法之一，主要用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各因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

法。系统中两指标在同一因素的影响下变动趋势、变动程度和变动速度相似程度的高低可用来评价该

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灰色关联法是以各指标的样本数据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联关

系，关联度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该指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两变量之间变动趋势、变动程度

和变动速度越相似则变量之间关联度越高，该变量在系统中所占权重越大。

３、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通过降维，减少多个变量之间特征维度即特征属性的相关性，同时在新创建的彼

此无关的特征集中舍弃部分不重要特征，使得最后筛选出的变量尽可能地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减少在

降维过程中的信息损失。

４、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建模解决实际问题，该方法综合考虑

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根据研究目标与变量性质将系统分解为几个不同层次，由下到上依次确定变量的

重要性，对较难完全定量分析的系统进行信息筛选，并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５、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评分结果的一致性，还需要对各种赋权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可以选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方法进行检验，Ｋｅｎｄａｌｌ一致性系数可以表示为多种方法在评估同一指标时所给出的得分关联度，Ｋｅｎ－
ｄａｌｌ协同系数 Ｗ（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Ｗ）定义为：

Ｓ＝∑
ｎ

ｉ＝１
Ｒ（ｉ－∑Ｒｉ.

ｎ
）
２

（４）

Ｗ ＝
１２Ｓ

ｍ２（ｎ３－ｎ）
（５）

在大样本下，Ｗ 协同系数近似服从（ｎ－１）个自由度的卡方分布。其中，ｍ 为评判方法数目，ｎ为评

价对象个数 Ｒ（ｉ 为第ｉ个对象的秩和，Ｗ 其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Ｗ 协同系数越接近于１，意味着评价对

象所得分数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从而表明研究所采用的评判标准具有一致性。

（三）评价结果

本文分别对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研究的结果进行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

检验，确定通过四种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指标权重是否是一致的，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验结果

Ｋｅｎｄａｌｌ协同系数检

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Ｗ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ｄｆ　 Ａｓｙｍｐ．Ｓｉｇ．

４　 ０．８７２２　 ３４．２９７　 ９　 ０．０１３５

由表２结果可知，Ｋｅｎｄａｌｌ系数为０．８７２２，接近于１，且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５，表明四种方法所确定

的权重存在一致性。故本文对四种方法所确定的权重进行算数平均以确定最终权重，然后利用平均后

的权重与公式（２）和公式（３）无量纲后的数据相乘，再将每个城市、每一年所得的各个指标的乘积相加，

即为该城市在该年度的评价得分。为方便比较，在保证不影响结果相对大小的基础上，采用指数功效函

数法对结果进行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Ｚ＝α·ｅβ（Ｘ－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６）

其中，Ｚ为处理后的指标得分，Ｘｍｉｎ 和Ｘｍａｘ 分别为权重乘以无量纲后的最小值和最大值，α和β为

待定参数，为使处理之后的数据处于区间６０到１００之间，确定待定参数α＝６０，β＝－ｌｎ０．６，具体评价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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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情况如表３和图１所示。

表３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得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增速（％）

上海 ８７．３３　 ８５．１９　 ８７．２１　 ９０．８８　 ９０．８３　 ９４．５２　 ９３．４１　 ９３．６９　 ９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

广州 ７２．９８　 ７２．５１　 ７６．５４　 ７８．９４　 ７８．７４　 ７８．９９　 ８１．６２　 ８５．１４　 ８５．９８　 ８６．００　 １．６６

深圳 ７０．６０　 ７４．６３　 ７５．４１　 ７５．３６　 ７５．８２　 ７５．９２　 ７９．３６　 ８１．８５　 ８１．１５　 ８２．９８　 １．６３

厦门 ６３．１７　 ６２．２８　 ６７．１３　 ６８．４４　 ７０．１８　 ７３．４１　 ７４．３６　 ７７．５８　 ７９．８７　 ８０．８４　 ２．５０

舟山 ６３．６３　 ６５．４６　 ６８．４４　 ６９．４４　 ７１．３４　 ７２．５８　 ７３．５１　 ７６．４１　 ７９．６５　 ７９．７０　 ２．２８

天津 ７０．２１　 ６９．３１　 ７２．３２　 ７３．１１　 ７６．２７　 ７５．５８　 ７６．８１　 ７６．１６　 ７４．０７　 ７８．７５　 １．１５

青岛 ６１．６７　 ６２．０７　 ６４．０９　 ６４．９５　 ６６．１８　 ６７．５９　 ６８．８１　 ６９．７１　 ７１．４０　 ７１．２６　 １．４６

大连 ６７．９０　 ６６．３０　 ６７．０２　 ６７．６８　 ７０．５７　 ７１．３２　 ６６．９５　 ６９．６２　 ６７．５１　 ７１．０３　 ０．４５

宁波 ６０．００　 ６０．７０　 ６３．４０　 ６３．６５　 ６４．５５　 ６６．８０　 ６６．６５　 ６７．２３　 ６７．６１　 ６８．０３　 １．２６

图１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

从图１和表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总体来看，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得分呈现出波动上

升的趋势，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稳步提升。（２）上海２０１０年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评分达到８７．３３
分，较大幅度领先第二名广州的７２．９８分，且一直维持正向增长，处于领先位置。（３）广州、深圳、厦门和

舟山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保持了较好的增速，年均增速超过１．５％，其中厦门和舟山的增速较快，年均增速

分别为２．５％和２．２８％。（４）天津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维持正向增长，２０１５年开始出现负向增长，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放缓的可能原因是在传统产业向重工业转型过程中，受到国家去产能、去库存政策的影响，

其高质量建设进程减缓。２０１９年，天津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及 时“止 损”，出 现 增 长 态 势。（５）大

连、青岛和宁波在２０１０年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太理想，相对评分均不足７０分，增速均未能

超过１．５％，使得三座城市一直处于落后位置。与青岛和宁波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不同，大连的建设历程

可谓“一波三折”，起初大连港口贸易、码头航运占据其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大，但随着国际经济

走低、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以及营口港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大连港的地位被削弱，造成了大连海洋中心

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出现波动的情况，制约了大连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

将２０１９年九个城市的７个二级指标下的所有指标结果分别相加，并利用公式（５）进行处理，使得九

个城市在二级指标下的得分情况能够分别反映出该城市该指标的相对建设水平，并将所得结果绘制在

雷达图上，结果如图２所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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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水平展二级指标评价情况

从图２得出以下结论：（１）大连海洋科技创新水平相较于高质量发展总体建设水平表现突出，其原

因是因为大连人口和生产总值较低，使其人均海洋科技创新指标较高，但在总量方面和其他城市相比仍

有不足。（２）舟山在协调度层面表现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在该层面下陆海统筹度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而

海洋经济作为舟山支柱性产业，其海洋生产总值占比较高，陆海统筹发展情况较好。（３）厦门和舟山在

共享性层面表现优异，分别得益于其注重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和较高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４）上海、宁

波和厦门三市在绿色性层面发展较好，体现出其在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过程中注重对环境的保护。（５）

上海在开放度层面表现极为突出，这是因为上海港作为世界性大型港口，其货物吞吐量常年保持世界前

列，港口建设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６）在集聚度层面上，上海和广州表现优异，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发

展所形成的结果。（７）在城市辐射性层面，深圳的科学交通网络设计和国际化都市建设具有较多的优

势。

四、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预测

（一）灰色预测

基于以上研究，进一步对海洋中心城市未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２０２０年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冲击对海洋中心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出于部分城市并未公布２０２０年相关数据的原因，本文

在预测的时候并未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基于九座城市近１０年来的数据，采用经典的ＧＭ（１，１）灰色

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即利用一阶的、一个变量的微分方程进行预测的模型，其具有样本需求小且预测精

度高的优势，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模型具体建立如下：

设原始序列为Ｘ（０）＝［ｘ（０）（１），ｘ（０）２（），ｘ（０）３（），…，ｘ（０）ｎ（）］，对其进行一次累加生成１－ＡＧＯ，

即：

Ｘ（１）＝［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ｎ（）］ （７）

ｘ（１）ｋ（）＝∑
ｋ

ｉ＝１
ｘ（０）（ｉ），ｋ＝１，２，…，ｎ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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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Ｘ（１）可以构造一 个 新 的 序 列，即Ｚ（１）＝［ｚ（１）（１），ｚ（１）２（），…，ｚ（１）ｎ（）］。其 中，ｚ（１）ｋ（）＝
１
２

ｘ（１）ｋ（）＋
１
２
ｘ（１）ｋ－１（ ），ｋ＝２，３，…，ｎ。 则白化微分方程为：

ｄ　Ｘ（１）

ｄｔ ＋ａＸ（１）＝ｂ （９）

以离散形式表示，可写成：

ｘ（０）ｋ（）＋ａ　ｚ（１）（ｋ）＝ｂ （１０）

该方程是ＧＭ（１，１）的基本形式，ａ称为模型的发展系数，ｂ称为灰色作用量。

设Ｘ（０）为初始序列，Ｘ（１）为Ｘ（０）的１－ＡＧＯ序列，Ｚ（１）为Ｘ（１）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且：

Ｙ＝

ｘ（０）（２）

ｘ（０）（３）



ｘ（０）（ｎ）

■

■

■

■

，Ｂ＝

－ｚ（１）（２） １

－ｚ（１）（３） １
 １

－ｚ（１）（ｎ） １

■

■

■

■

（１１）

则参数向量ｕ＝ ａ，ｂ［ ］Ｔ 可以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即：

ｕ
�

＝ ａ，ｂ［ ］Ｔ ＝ ＢＴＢ（ ）－１　ＢＴＹ （１２）

利用式（３）求得参数值，并将其带入白化微分方程求解，得到的解也称为时间响应函数，即：

ｘ（１）ｔ（）＝ ｘ（１）（１）－
ｂ
ａ（ ）ｅ－ａ　ｔ－１（ ）＋

ｂ
ａ

（１３）

取ｘ（１）（１）＝ｘ（０）（１），ＧＭ（１，１）模型ｘ（０）ｋ（）＋ａ　ｚ（１）（ｋ）＝ｂ的时间响应式为：

ｘ（１）ｋ＋１（ ）＝ ｘ（０）（１）－
ｂ
ａ（ ）ｅ－ａ　ｋ（）＋ｂａ，ｋ＝２，３，…，ｎ （１４）

根据累加生成的逆运算得到ＧＭ（１，１）模型的最终还原式为：

ｘ（０）ｋ＋１（ ）＝ｘ（１）ｋ＋１（ ）－ｘ（１）ｋ（）＝ １－ｅａ（ ）ｘ（０）（１）－
ｂ
ａ（ ）ｅ－ａｋ，ｋ＝２，３，…，ｎ （１５）

因为未验证模型建立是否合适，需进一步进行误差检验－残差检验。

假设Ｘ
�
（０）（ｔ）为预测值，Ｘ（０）（ｔ）为实际值，然后分别求出绝对误差值和相对误差值，即：

Δ（０）ｋ（）＝ ｘ
�
（０）ｔ（）－ｘ（０）（ｔ） （１６）

εｋ（）＝Δ
（０）ｋ（）

ｘ（０）ｋ（）
，ｔ＝１，２，…，ｎ （１７）

平均相对误差为ε
－

＝
１
ｎ∑

ｎ

ｋ＝１
ε（ｋ），相对预测精度为１－ε

－
。若相对预测精度大于９０％，则表示达到了

较好的精度要求。

（二）预测结果

采用灰色预测ＧＭ（１，１）模型预测，结果如表４和图３所示。其中预测精确度都在０．９７以上，说明

所建立的模型较为合适。

从表４和图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期间，上海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水

平保持年均１．３５％的 增 长 速 度，预 计 到２０２４年 相 对 评 分 能 够 达 到１０７．３８，领 先 于 第 二 名 广 州 的

９６．３５。（２）厦门和舟山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增速最快，分别可达到２．４９％和１．９７％。这得益于

近年来厦门市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视以及科学的政策规划，从多个层面协同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舟山将海洋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海洋经济蓬勃发展。（３）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增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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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放缓的趋势，预计未来年均增速为１．１６％，较之前１．６３％的增速下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深圳发展

主要以通信技术制造业等信息技术产业为主，与海洋经济的关联程度较低，海洋经济在整个地区经济中

的占比也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进程。（４）天津和大连为仅有

的两个未来四年增速不足１％的城市，宁波增速也仅为１．０４％，但由于大连和宁波在２０１９年及以前表

现较差，使得其预计在２０２４年相对评分不足７５分，与天津的８２．４３分仍有一定的差距，三座城市应继

续寻找新的增长动能，以推动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 。（５）青岛预计未来年均增速可达１．４１％，但其在

２０１９年之前建设水平较差，致使２０２４年评分仍不足８０分。

表４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灰色预测结果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增速（％） 精确度

上海 １００．４０　 １０２．１０　 １０３．８３　 １０５．５９　 １０７．３８　 １．３５　 ０．９９

广州 ８８．９０　 ９０．７０　 ９２．５５　 ９４．４３　 ９６．３５　 １．６２　 ０．９９

厦门 ８４．４９　 ８７．１４　 ８９．８６　 ９２．６７　 ９５．５６　 ２．４９　 ０．９８

舟山 ８２．２５　 ８４．２８　 ８６．３６　 ８８．４９　 ９０．６８　 １．９７　 ０．９９

深圳 ８３．８３　 ８５．０５　 ８６．２９　 ８７．５４　 ８８．８２　 １．１６　 ０．９９

天津 ７８．８９　 ７９．７６　 ８０．６４　 ８１．５３　 ８２．４３　 ０．８８　 ０．９９

青岛 ７３．４１　 ７４．７０　 ７６．０２　 ７７．３５　 ７８．７２　 １．４１　 ０．９７

宁波 ６９．７４　 ７０．６５　 ７１．５７　 ７２．５０　 ７３．４５　 １．０４　 ０．９９

大连 ７０．３９　 ７０．７４　 ７１．０９　 ７１．４４　 ７１．８０　 ０．４０　 ０．９８

图３　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灰色预测结果

五、结语

本文以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发展理念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特征为导向，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确定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上

海、广州、深圳等九个城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通过ＧＭ（１，１）灰色预测模型对其未

来发展进行预测，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期间，上海、广州等九个城市的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

态势。其中，上海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建设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厦门和舟山发展水平增速

较快，年均增速均超过２％；天津可能受制于产业结构转 型 的 影 响，建 设 水 平 出 现 先 升 后 降 的 趋 势；大

１１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徐　胜　高　科：中国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连、青岛和宁波高质量建设水平相对较差，评分均未超过７５分，青岛和宁波表现出增长的态势，而大连

则呈现出波动的态势。

（２）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二级指标来看，大连在创新层面大幅度领先其他城市，但

其他六个层面均处于末端水平，导致了其综合评价水平较低；舟山在协调度和共享性层面表现较好，这

得益于海洋产业作为当地的支柱型产业，在陆海统筹发展以及人均海洋生产总值方面遥遥领先；上海和

宁波在绿色性层面发展较好，而大连处于末位且与其他城市差距明显；上海开放水平较高，远高于其他

城市；上海和广州在集聚度层面表现出色，固定资产、金融、产业集聚优势为其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

要支撑；深圳在辐射性层面发挥亮眼，科学的交通网络有助于中心资源扩散，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３）ＧＭ（１，１）灰色预测模型结果显示，上海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期

间将以年均１．３５％的速度保持增长，领先于其他 城 市 的 建 设 水 平；厦 门 和 舟 山 增 速 迅 猛，增 速 分 别 为

２．５％和１．９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政府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深圳和天津的增

速预期将会放缓，增速分别为１．１６％和０．８８％，较之前的１．６３％和１．１５％下降明显；青岛、宁波和大连

预计到２０２４高质量建设水平仍不足８０分，与青岛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所不同，宁波和大连增长缓

慢，年均增速仅为１．０４％和０．４％，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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