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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工业城市匹茨堡产业转型分析及规划思考

袁建峰
Yuan Jianfeng

美国城市转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制造业衰败的老工业城市转

型，一类是由于技术革新引发的城市转型。前者比较成功的案例有

匹茨堡和芝加哥，其成功在于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当然，

也有仍未摆脱困境的底特律。现阶段我国城市主要面临两种转型方

式，一种是从传统工业模式向新型工业模式转变，一种是从以工业

为主向以工业与服务业并重乃至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模式转变。本

文拟以匹茨堡的产业转型作为研究案例，采取比较分析方法，从规

划视角剖析其转型的经验与教训，思考中国工业城市转型的规划应

对。

1  匹茨堡与底特律、芝加哥产业转型比较分析

1.1  比较对象的选取
基于区位、历史产业特性以及转型路径等因素，本文选取同位

于“工业锈带”的底特律和芝加哥作为横向对比的对象。

1.2  比较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就业岗位是反映一个产业发展情况的关键性指标，本文对匹茨

堡与底特律、芝加哥城市转型期间产业就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

究 1960—2010 年三个城市产业转型特征（表 1, 表 2）。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工业城市发展转型面临机遇与挑

战。本文以 1960—2010 年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的城市就

业变化为产业转型研究基础，采取数据对比的分析方法，总结

匹茨堡产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剖析匹茨堡在产业转型过程中

所采取的规划发展措施。通过借鉴匹茨堡的经验，思考我国工

业城市在转型中如何保持城市独特的个性，及工业城市转型过

程中的创新型规划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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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60—2010 年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就业变化（%）

  匹茨堡（都市区）   底特律（都市区）   芝加哥（都市区） 美国

年代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960    36.5 48.5 40.5 46.9    37.2    56.8 27.1 54.3

1970    31.7 56.9 37.5 53.3 32 62 25.9 58.1

1980    25.9 63.1 31.5 60.0 27 67 22.4 62.4

1990 15 74.3 24.8 66.2 20 73 17.7 68.0

2000    13.4 76.8 22.6 68.3 16 75 14.2 72.4

2010      9.0 81.0 14.3 76.6    10.7     80.3 11.4 75.2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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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门规模（表 3）反映了产业发展的集聚程度，产

业类别规模（表 4）反映产业的发展地位，分析这两项指标

是为了进一步明确突出产业转型的主导产业与空间集聚度。

1.3  产业转型的基本特征
表 1 表明，自 1960 年代以来，美国整体上是服务业为

主导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就业比重以每年 0.3%~0.5% 的比例

递减，以先进技术和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成为美国发展的

主流。伴随经济全球化，大都市区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

不仅参与国内经济竞争，也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经济重

构的基本单元。因此本文立足全球化视野和区域背景对老工

业城市匹茨堡、芝加哥和底特律的产业转型进行对比分析。

1.4  匹茨堡与底特律产业转型的不同点
（1）匹茨堡制造业下降速度和服务业增长速度高于底特

律。2010 年匹茨堡制造业比重为 9%，只有 1960 年的四分

之一，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而 2010 年底特律制造业仍然占

到近 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匹茨堡已基本转型为

服务型城市，而底特律仍是制造业导向的城市。

（2）匹茨堡产业类型更加多元化。从表 3 可以看出，匹

茨堡和底特律在最受欢迎的六个部门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

重分别为 60% 和 70%，表明匹茨堡的产业类型更加多元化。

（3）匹茨堡更加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为生产性服

务业的金融保险业和教育科研业处于匹茨堡就业的前六位，

成为主导产业 ；相比之下，底特律仍是以制造业为主导。

（4）匹茨堡的区域合作更加完善和稳定。匹茨堡在产业

转型管治中，政府重点集中于共同利益，将一些困难问题

交给独立的、非政府的市民组织来解决 ；相比而言底特律

表 3  2010 年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就业总数前六位的产业部门（就

业：千人；比例：%）

等级
匹茨堡（都市区） 底特律（都市区） 芝加哥（都市区）

部门类型 就业 比例 产业类型 就业 比例 部门类型 就业 比例

1 医疗及社

会救助

181.7 18.5 医疗及社

会救助

 255.6 16.5 医疗及社

会救助

  474.2   14

2 零售 126 12.8 制造业   221 14.2 零售   420.7   12.3

3 制造业   87.2   9.0 零售业  207.6 13.3 制造业   366.3   10.7

4 旅馆及食

品服务

  86.4   8.9 旅馆及食

品服务

 146.4  9.4 旅馆及食

品服务

  294.8    8.6

5 专业服务

及科研

  71.4   7.3 专业服务

及科研

 142.1  9.1 专业服务

及科研

  291.1     8.5

6 金融保险   59.9   5.7 污水处理

及维护

 131.8  8.5 金融保险   220.4     6.5

总计 608.6  62 1104.5   71 1849.9   60.6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表 4  2010 年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就业总数前六位的产业类别（就

业：千人；比例：%）

等级
匹茨堡（都市区） 底特律（都市区） 芝加哥（都市区）

产业类别 就业 比例 产业类别 就业 比例 产业类别 就业 比例

1 餐饮服务

业

78.1 8.0 专业及科

技服务业

142.1    9.2 专业及科

技服务业

291.1 8.4

2 专业及科

技服务业

（1）

71.4 7.3 餐饮服务 130.9    8.4 行政及社

会服务业

283.9 8.3

3 门诊保健

服务业

63.8 6.5 行政及社

会服务业

126.4    8.1 餐饮服务 261.4 7.7

4 医疗卫生

服 务 业

（2）

55.2 5.6 交通、装

备制造业

  97.2    6.3 门诊保健

服务业

160.3 4.7

5 行政及社

会服务业

（3）

51.1 5.2 医疗卫生

服务业

  93.2    6.0 医疗卫生

服务业

158.3 4.6

6 教育服务

业

44.1 4.5 门诊保健

服务业

  50.3    3.3 教育服务

业

114.3 3.5

总计 363.7 37.1 1965.8 41.2 1849.9 37.3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表 2  2000 年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就业类型细分（就业：千人；

百分比：%）

年代
匹茨堡（都市区）  底特律（都市区） 芝加哥（都市区） 美国

就业 百分比 就业 百分比 就业 百分比 百分比

农业、采矿        8.0       0.7         1.86        0.1       2.5       0.1       1.8

建造业      58.7       5.5    118.7        5.8    308.3       5.3       6.8

制造业    143.1     13.4    461.3      22.6    665.2   16     14.2

服务业    824.7     76.9 1 397.1      68.3 3 118.3   75     72.4

其中

商贸      41.1       3.8      74.2        3.6    490.5     10.9       3.8

零售    143.8     13.4    341.4      11.8    404.6       9.7     11.9

交通      64.3       6.0      86.4        4.2    333.1       8.0       5.2

信息      31.1       2.9      54.8        2.7    139.4       3.4       3.1

金融      68.4       6.4    121.1        5.9    311.8       7.5       6.9

专业服务      99.5       9.3    209.2      10.2    415.6   10       9.3

教育医疗    243.1     22.7    350.0      17.1    535.4     12.9     19.2

娱乐      77.8       7.3    167.0        8.2    314.8       7.6       8.1

其他服务      55.7       5.2      93.0        4.5   207.9       5.0       4.9

公共管理      37.4       3.5      66.5        3.3    151.2       3.6       4.7

总计 1 071.9 100 2 045.5 100 4 157.8 100 100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注：（1）主要包括法律咨询、代理、会计、宣传、专业设计、计算机技术等，

为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2）主要包括医院卫生机构就业，医疗

保险业以及慈善业；（3）主要包括公共事务管理、人事管理、维修

保洁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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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60—2010 年匹茨堡都市区产业转型演变（单位：%）

产业类型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

制造业    -13.2   -19.2 -43.4  -11.1 -31.8

服务业     25.2    10.8 24.1     4.3    1.4

其

中

交通物流    5     -7.1 35.8     2.8 -22.9

商业贸易     15.3      4.4 15.5  -23.6   -9.1

信息产业    0     -3.4 0    -7.1 -26.7

金融业     45.2 20 31.5    -5.6    1.5

商务及专业服务     72.7    21.1 32.6   13.9  11.5

教育、医疗     43.2    23.5 19.6   20.9    1.2

娱乐休闲 10     6.1 14.3 142.5    9.3

其他服务       7.7     4.7 68.2 -24.3    8.9

公共管理       2.5   -17.1 -9.7   19.4    8.2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缺乏与商业组织的协作，社区组织游离在合作框架之外（表

5）。

1.5  匹茨堡与芝加哥产业转型相同点
（1）领先一步实施产业转型。两个城市自 1960 年代就

开始进行产业转型，是美国老工业城市中较早实施产业转型

的城市。产业转型是长期过程，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已基本

完成。

（2）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匹茨堡和芝加哥制造业的下

降速度和服务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服务业主

导型城市 ；而且两个城市主导产业类型基本相似，都十分重

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制造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科研成为

最重要的产业类型。表 3 显示两个城市的制造业部门就业都

排在第三位，表明制造业升级之后仍是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2、表 4 显示教育科研成为服务业最重要的产业类型，是

推动产业转型的源动力。

（4）强调区域协作。区域协作框架下商业组织是实施产

业转型的领导机构，公私合作是产业转型合作主要方式，通

过实行民主集中，民间组织（例如匹茨堡的阿勒根尼社区发

展委员）协助政府达成正式区域协议。

2  匹茨堡产业转型历史演变分析

地处三河交汇的匹茨堡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

丰富的铁矿石资源，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使其在 20 世纪

就成为美国重要的钢铁城市。1950 年代城市环境的恶化和

区域竞争使匹茨堡的工业衰退严重。自 1960 年代，匹茨堡

即开始了产业转型的探索，下文通过研究匹茨堡产业类型的

演变，分析匹茨堡产业转型的特征。

2.1  匹茨堡产业转型演变阶段特征
匹茨堡产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60 和

1970 年代——制造业衰退，城市更新运动推动重工业外迁 ；

第二阶段是 1980 和 1990 年代——通过技术升级，传统制造

业逐步转型为先进制造业，新技术型产业获得了发展空间 ；

第三阶段是 21 世纪——创新型产业精明增长，产业发展进

一步多元化，产业空间集群化发展。

2.2  匹茨堡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1）产业转型的路径是由制造业向多元化服务业转型，

制造业仍是多元经济的一部分。表 6 显示匹茨堡制造业与服

务业的比值由 1960 年的 1.14:1 到 2010 年 1:5.9，已从一个

重工业城市转型为服务业型城市。制造业没有消失，贡献

9% 就业，仍是大都会经济的组成部分。

（2）生产性服务业是转型发展的主导类型。生产性服务

业主要包括商务和专业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技术研究与开

发、信息服务和交通物流等，占服务业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50% 递增到 2010 年的 75%，成为匹茨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重要途径。

（3）科技创新是产业转型的关键。2010 年匹茨堡的教育

科研业占就业总数的 23.7%，图 1—图 3 显示产业发展最快

表 5  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产业转型组织管理机构

区域组织 匹茨堡（都市区） 底特律（都市区） 芝加哥（都市区）

商业组织
区域产业发展联盟，匹茨堡区域联盟 底特律复兴，区域会议，新底特律，底特律

经济发展合作

市长委员会，大都会区规划委员会，芝加哥

都会区委员会

地方政府 相对弱势，支持商业组织 相对强势，缺乏与商业组织的合作 相对强势，支持商业组织

都市区机构 418 个管理机构 335 个政府管理机构 587 个公共机构

公私合作
由商业组织领导实施城市第一、二次复兴计

划以及 21 世纪发展战略

由商业组织领导城市更新，但是缺乏稳定性

与持续性

由商业组织领导实施城市振兴计划以及大都

市协作发展战略

社区组织 相对强势，是区域合作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弱势，游离在合作框架之外 相对强势，是区域合作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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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计算机及数据处理等创新产业，从业人员最多的 UPMC
医疗中心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疗学术中心之一，匹茨堡大学等

一流高校成为创新产业的孵化器，创新产业采取集群化发展。

（4）公私合作、区域协作是产业转型战略实施基础。由

市长、工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领导的公私合作机构制定

匹茨堡经济振兴长期发展计划，推动政府与商界和劳工界建

立投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区域范围内将科研力量与当

地产业发展结合推动创新的实现。

（5）经济全球化下产业转型面临新的挑战。从表 6 我们

可以看出，匹茨堡的信息产业就业处于负增长，这说明匹茨

堡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大量流失，匹茨堡更

多地关注对企业的吸引，而忽视了对人的吸引，这也是我国

老工业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

3  匹茨堡产业转型期的规划应对

3.1  产业转型期的规划探索
美国经济学家波特（Porter）将城市发展划分为要素推

表 7  1950 年代以来匹茨堡编制的主要规划

投资驱动型规划 创新推动型规划

阶段

规划类型

阶段一：

1950—1980 年

阶段二：

1981—2000 年

阶段三：

2000 年之后

城市更新规划 转型战略规划 综合性、总体规划

主要规划 中心区环境治理，

工业遗产利用规划，

社区更新规划，

1958 年完成区划

城市转型战略研究，

滨水区发展规划，

城市中区发展规划，

1999 年新一版区划

中心区总体规划，

大学园区总体规划，

区域公园系统规划，

区域综合性总体规划

规划主体 政府主导 公私合作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图 1  1980—2010 年匹茨堡都市区发展最快的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图 2  1980—2010 年匹茨堡都市区衰退最快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图 3  2010 年匹茨堡就业岗位最多企业（单位 ：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汇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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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投资驱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1950—1980
年匹茨堡城市更新属于政府大量资金投入下的投资驱动型规

划，1980 年代开始转向培育和激发城市创造力的创新推动

型规划（表 7）。

3.2  投资驱动型 ：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规划
在联邦政府的资金援助下，匹茨堡开展的城市更新规划

集中在具体项目建设以及城市重点区域。1946 年成立的美

国第一个城市更新管理机构“匹茨堡重建局”，集中清理空

置的工业用地，为高层建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空间。

政府主导的城市物质环境更新规划，治理了环境污染，对重

要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再利用，为城市转型贮备物质空间。

3.3  创新推动型 ：全方位的城市规划
（1）公私合作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1981 年匹茨堡民间机构“阿勒根尼社区发展委员会”

组织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匹茨堡

地区经济发展计划》；1985 年，组织匹茨堡大学、卡内基大

学、县市政府代表以及宾夕法尼亚经济联盟共同制定了《21
世纪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匹茨堡未来发展战略是由重工业

的制造业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战略规划提出政策引导公共

资金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及排水设施，引导城市向服务型城市

转型；制定创新产业发展政策，建立技术转让机制，推动高

校研发成果产品化，为新企业提供资金和管理支持，建立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引导城市向创新型转型。

（2）全民参与区域综合性总体规划的引导

进入 21 世纪，规划重点关注区域协调、综合性规划。

2010 年编制匹茨堡第一个全民参与综合性总体规划，规划

包括综合交通、历史保护、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和城市设计

等 12 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编制成员均由专家领衔专业队

伍、市民、政府代表、社区组织、个体投资者等组成，通过

全民的公众参与制定一个目标统一的行动纲领。规划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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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艺术规划和城市设计指引，吸引地方、区域和国家的艺术

家参与城市的艺术创作与设计，为城市营造多元化的文化交

流空间，吸引创新型人才，推动城市向创新型城市发展。

（3）法定化城市区划的规划控制

为应对城市发展需求，转型期间匹茨堡先后完成了区

划法的编制和修改，将城市转型实施策略法制化。1958 年

区划鼓励低密度和郊区化发展，引导工业外迁，同时也导

致中心区出现了大量废弃工业用地。1990 年代，城市发展

新思路以及规划新概念如“精明增长”涌现，匹茨堡完成

区划法修编，新的区划强调社区更新、废弃的工业用地再

利用以及 TOD 模式。通过鼓励新建住宅项目，刺激社区更

新，留住和吸引居民 ；通过鼓励老工业基地的再利用，为

中心区整理和储备大量发展用地，转变废弃的工业用地功

能发展城市服务功能，进一步促进服务型产业的发展 ；倡

导 TOD 模式，鼓励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提高公共交通节

点区域的建设强度。

（4）空间区域集聚引导产业集群发展

规划从城市走向区域，城市空间在区域范围进行分化发

展。城市中心区行动规划将中心区作为企业总部经济区，引

导商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高校总体

规划将一流高校作为高新产业孵化器，吸引科研研发等产业

集聚发展 ；制造业从城市走向区域，从工厂走向工业园区，

在大都市区 10 个县市范围发展了 20 多个工业园，工业园区

化集聚，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图 4）。

4  规划启示

匹茨堡应对转型的规划思路是建设创新推动型城市。

本文将创新推动型城市定义为拥有能够激发和应用创造力

图 4  产业空间集聚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环境的城市，其规划就是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城市创新支

持系统”。

4.1  规划研究的战略化
确立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融合城市规划和经济计划而建立的一个

新规划层次。创新型城市规划首先就要具备战略性，地方规

划部门和地方计划部门成立联合体共同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

划，对城市长期发展进行研究，对具有重大影响的要素进行

综合协调和安排。在确定城市战略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地

位的同时，需要对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内容、遵循的规范，

以及编制、审查、审批程序进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改变

目前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游离于规划管理体系之外的局面。

4.2  规划内容的综合化
创新体系涵盖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

创新等，创新的综合性要求创新型城市规划内容的综合化。

在规划视野方面，改变“有边界”的规划思考方式，在区域、

全球竞争与协作中确定城市的功能与定位 ；在编制方法方

面，重视城市非物质环境的发展，通过公共空间规划和城

市设计，营造多元化的非物质环境，激发城市个性元素的

创新潜能 ；在编制成员构成方面，由以建筑师和工程师为

主体转变为经济学、社会学、生态环境、管理学、政治学

等多学科共同参与。

4.3  规划实施的法制化与政策化
从“技术性规划”向“政策性规划”转变。传统的物质

性规划创建了城市创新系统中的硬件系统，政策性规划的制

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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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实施促进了城市发展的一列政策，包括金融、税收、人

才、环境等公共政策，构建创新城市软环境支撑体系。作为

创新的孵化器，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基

础，制定产学研联合发展政策，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与

教学、科研单位的合作。在法定控制方面，创新型规划将生

态科技与信息科技等转型的关键要素量化，纳入控规编制的

指标体系，使城市转型关键性要素控制法制化。

4.4  规划参与的公众化
“公众参与”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趋势。创新型城

市规划在注重机会公平的同时，也关注“结果公平”，更强

调弱势群体的利益，减少创新的风险成本，构建一个社会公

平、自由创新的环境。匹茨堡的转型规划采取城市规划编制

的意见征询制度、规划成果的公示制度、规划委员会制度、

顾问规划师制度等一系列方式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逐步建

立了健全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逐步实现从“公众参与”到

“共同决策”的转变。

4.5  规划空间的区域集约化
区域一体化、集约化发展是谋划城市转型空间的主要手

段。从区域层面思考城市转型发展问题，制定区域规划，促

进城市区域均衡发展。基础设施轴和产业发展轴是区域空间

集约发展的基础，依托产业发展轴加速工业向园区集中，加

速要素的集聚，达到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将旧城

改造与产业园区（新城）规划纳入整体规划，统筹考虑交通、

环境、文化等，构建产城融合的区域发展空间。重视对城市

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传承，通过城市设计和土地利用计划

将产业发展与空间重构控制在资源和人文保护的框架下。

5  小结

匹茨堡产业转型规划应对经验开阔了我国工业城市规划

创新思路。其规划实质上就是激发城市创新的创造性和应用

性，采取正确的规划建设来吸引创造性人群，给予其所需的

环境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采取有效的规划建设创造创新资

本、企业和政策的综合的城市运行环境，吸引 R&D 为主的

资本和创新企业，提供政策和空间支持以及法律保护。

本文的编写得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张庭伟

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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