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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作為對國情教育的一個演繹

回顧中國自解放至今，中國在國家、

經濟、及城市建設方面的種種成就，

及其對社會民生多方面的貢獻和影響。

近代中國建設發展數個代表性階段

1. 解放後至1965年 ：

• 戰後基本復完；

• 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的出現；

• 工業國營化；

•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土改；

• 以農村為基礎建立人民公社；

• 以蘇聯為藍本引進政治、社會與科技制度：
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大城市裏，建設了
一批工廠、社會、教育及相關設施。

2. 文革十年 ： 社會建設基本停頓。

3. 1976至80年代初 ：

• 國營企業及相關建設與發展再起步；

• 基本社會建設的復甦；

• 外資在大城市小量的引進。



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 ：

• 外來投資漸入高鋒，主要在工業生產
(以華東、華北及沿海地區城市為焦點)；

• 第一階段的大型基礎建設；

• 以單位為基礎的民房建設、物業地產
(一線城市為主) ；

• 服務營運合作等項目。

2000年之後 ：

• 全面自主式建設規劃發展，包括全國性
交通基建 (公路、鐵路、航運及航空)；

• 家居產品、製造業、大型/重型工業、
科研、高新科技工業；

• 城市化進程；

• 建設及營運優化；

• 管理制度化；

• 以市塲方式營運的多元建設興旺 …..

城市化的普及性

國家層面的建設發展

1. 交通基建：

• 全國高速公路網；

• 鐵路/高鐵網 ‐建設“四縱四橫”
鐵路網，或著眼更多以客運為主
的“三縱三橫”快速鐵路網(高鐵)。

• 全國航空網；

• 主要河流航道；

• 遍遠地區交通；

• 貨櫃港口、物流建設及相關業務。

(註：孫中山於1920發表的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



2. 水利能源基建：

• 天然能源開發(煤、石油、天然氣)、
• 水利能源開發(水電、三峽工程、南水

北調)、核能開發、

• 治水/水利工程。

3. 環保建設：

• 污水處理

• 護山、植林、退耕、

• 防風化、防沙漠化。

4. 工商業基本建築：

• 大型/結構性工業建設(重工)；
• 工業村/科技園的設立；

• 結構性產業鏈的形成；

• 工業技術的成熟化；

• 產品與技術的輸出；

• 跨國企業/商業網絡/金融體系的
建立 ….

5. 城市、民生、人力資源建設：

• 引入城市發展策略規範，

• 引入城市規劃作建設發展的基礎，

• 城際間互相整合與配套 (廣佛同城、大

上海區、京津互補 …. )，

• 高等教育普及化 (全國廣設大學城 …. )。
• 先進富裕區域支援邊遠省份，

• 少數民族優恵政策

6. 城市群帶/經濟重點區帶的形成：

• 長三角、珠三角、

• 泛珠三角區、

• 華東經濟區、

• 環渤海經濟圈、

• 大西北板塊

• 經濟區、保稅區、自貿區 ….
• 文物旅遊產業開發



城市層面的建設發展

• 制定城市規劃大綱 「如 :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15),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8‐2020)」…..；

• 現有城市佈局重整及優化；

• 市政/社區設施、民生建設(市、區、小區、街道層面) ；

• 改善/擴充市內交通網絡/地鐵興建 (城市軌道交通)；

• 舊城整頓及優化；

• 新城區的支援與建設；

• 市容改善、城市綠化；

• 衞生與排污改善、居住環境改善；

• 興建民房住宅；

• 加强教育設施。

城市建設過程中數個代表性階段

1. 解放後至1975年 ：

戰後基本復完、第一代在城市周邊的工廠
建設、民產/居所公有化及再分配、第一
代公房建設、單位住房、文革建設停頓 ….

2. 1976至80年代初 ：

國營企業及相關建設與發展、擴充國營單
位住房建設、大城市成功引進外資帶來的
建設(主要是酒店或高級商務等投資項目)、
民營企業相關投資與建設。

3. 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 ：

民營企業與建設的深化、外來投資漸入
高鋒 (主要在工業生產、物業地產、基礎
建設、服務營運合作等項目)；
自購房漸普及化、城市中產化過程。

4. 2000年之後 ：

全面自主式建設規劃發展，包括全國性
交通基建 (公路、鐵路)；
其他以資本方式的多元投資建設、市政
府投入的民生/形象建設。

以下的解述將會應用眾多相關
的圖照，以更直接的例案給聽
眾對講題帶來更深刻的印象。



近代中國建設發展數個代表性階段

1. 解放後至1965年 ：

• 戰後基本復完；

• 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的出現；

• 工業國營化；

•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土改；

• 以農村為基礎建立人民公社；

• 以蘇聯為藍本引進政治、社會與科技制度：
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大城市裏，建設了
一批工廠、社會、教育及相關設施。

人民公社在全國成立，

工作、日常食用，以至是
居住，由公社供應，將個
人的積極性大大降低，使
生產力嚴重倒退。

人民公社主要設於農村，用集
體勞動形式進行耕作，上撽後
均分產品收獲，原意理想。



五、六Ｏ年代中国科技經驗淺薄，
但興國之心急切，全國用土制技術
思維進行眾多效益頗低的生產，

使投入與產出有極大差別，造不小
的浪費及污染，影響深遠。

土法鍊鋼

土法鍊鋼



主要借助蘇聯引入的

技術，中國建設了眾多
第一代的國營工廠。

位於上海的寶山鋼廠，為中國著名的大型國家企業。

廠房内簡陋的
工作間及生產線





大型工廠内部

眾多大型國企工廠規模
龐大，佔地數以公頃計
，工人可達數萬，内設
有大型廠房、生產線、
倉庫、員工住宿生活區
、獨立的運輸鐵路，以
至是醫院與學校等自給
自足的設施。



當年簡陋卻頗實用的廠房

1960代年中國自行設計與興建的南京長江大橋

復完全國主要河道及
運河的運作，以利全
國的内河船運交通。



2. 文革十年 ： 社會建設基本停頓。



文革時期常見批鬥的場面

文革時期另一常見的現象，是對帶
有歷史象徵的事物大加破壞，導致
大量價值極珍貴的文物被催毀。



燒毁珍貴的經文

3. 1976至80年代初 ：

• 國營企業及相關建設與發展再起步；

• 基本社會建設的復甦；

• 外資在大城市小量的引進。

70年代後期，中國基本上仍是

貧困，但續漸也開始懂得開放
與接受新的事物，少了形式
主義，民間的動力也增强了。 80年代初，大量以加工、外資為主

的中、小型工廠，如雨後春筍般
在華南沿海的城市開設，帶動中國
社會及經濟的續漸提昇及轉形。



在華東一帶工業基礎較好的省份，大型的工業生產開放後很快亦漸上軌道。

中國在開放後漸
成世界工廠，也
導致大量從鄉間
進入城市工作的
民工出現。他們
能吃苦耐勞，辛
勤地把工資與積
畜帶回家鄉，也
帶動了家鄉的發
展與改變。

中國近年因上學、工作或探親等不同的生活現實因由，每年有近

十億人次的人流，需要在不同的時段奔跑於道途上，其中充滿艱辛、
勞累，但也深藏著回家的喜悅和期盼。



雖簡陋的課室環境，
但基本大部分孩童
均有書讀了。

80年代的趕時尚，
由女服先行帶領。

80、90年代家居四寶
–洗衣機、電視機、

冰箱、空調，一個幸
福豐足家庭的期盼。 生活其他的層面也充裕了，市場商店

貨品充足，人民生活變得充實。



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 ：

• 外來投資漸入高鋒，主要在工業生產
(以華東、華北及沿海地區城市為焦點)；

• 第一階段的基礎建設；

• 以單位為基礎的民房建設、物業地產
(一線城市為主) ；

• 服務營運合作等項目。

90年代初改革開放，
基本上是以92年鄧小平
南巡深圳作開始。

改革和改善生活與生產，首决就是提昇供
電能力，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在這方面投
入不小，使整體民生經濟快速得到改善。



這類不顯眼的廠房，
有些土地面積及生產
規模也不小，自80年
代後，在全國各地急
促冒起。

較新一代的廠房，
部分更是由外資
引入，使生產力
大大提昇。



80、90年代仍以

人力密集方式運
作的生產線。

較新一代的輕、重工業
廠房亦陸續建設投入，
使中國的工業基礎得到
更全面的發展。



最終民生，尤以
城市及沿海省份
區域，由物資、

就業與起居的生
活內涵，也實質
地得到改善。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之後 ：

• 全面自主式建設規劃發展，包括全國性
交通基建 (公路、鐵路、航運及航空)；

• 家居產品、製造業、大型/重型工業、
科研、高新科技工業；

• 城市化進程；

• 建設及營運優化；

• 管理制度化；

• 以市塲方式營運的多元建設興旺 …..

第三代多元化的工業建設，
在全國廣泛地展開。

建設中的一些第三代工廠



這些外貌不甚顯眼的建築，内裏都是頗有份量的國家級企業 (瀋陽)

第三代的製造業
生產線



新一代的工廠内貌

現代工廠生產複雜的
科技產品和工業部件



第三代的產品中，
全國不單大部分已
能自給自足，其中
如一些建築機械、
運輸車輛，以至是
鐵路列車與系统，
已有一定的出口能
力及市場需求，
為中國帶來不俗的
經濟效益。

在工業展覽中展出
的國產建築機械



新一代大型的商業中心深入普市市民生活層面 新一代大型的商業中心深入普市市民生活層面

新一代大型的商業中心深入普市市民生活層面



大型連鎖式商塲普及化:  沃尓瑪、家樂福、華聯、樂購、大潤發

大型連鎖式商塲普及化:  
沃尓瑪、家樂福、華聯、
樂購、大潤發

不同大型的專題展銷中心 –
傢具、工業陶磁、家居用品、服裝、燈飾 ….. 



廣東順德區内之大型傢俬展銷中心内部主展銷場中庭

傢俬展銷中心内
裏陳列大部分為
國產的製品，
水平不俗。

中國內地國民經濟發展主要指標[12]

年份

GDP指標 財政收入 城鄉居民生活

GDP
(億元) 人均GDP 財政收入

(億元)
占GDP
比重(%)

人均可支
配

收入(元)

占人均
GDP

比重(%)

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占人均
GDP

比重(%)

城鎮居民
家庭

恩格爾係
數

農村居民

人均純收
入

占人均
GDP

比重(%)

農村居民
家庭

恩格爾係
數

2011 472,882 35,181 103,740 22.00 14,582 41.6 21,810 62.2 6,977 19.9
2010 401,513 30,015 83,102 20.70 12,508 41.7 19,109 63.7 35.7 5,919 19.7 41.1
2009 340,903 25,608 68,518 20.10 10,965 42.8 17,175 67.1 36.5 5,153 20.1 41.0
2008 314,045 23,708 61,330 19.53 9,939 41.9 15,781 66.6 37.9 4,761 20.1 43.7
2007 265,810 20,169 51,322 19.31 8,567 42.5 13,786 68.3 36.3 4,140 20.5 43.1
2006 216,314 16,500 38,760 17.92 7,211 43.7 11,760 71.3 35.8 3,587 21.7 43.0
2005 184,937 14,185 31,649 17.11 6,367 44.9 10,493 74.0 36.7 3,255 22.9 45.5
2004 159,878 12,336 26,396 16.51 5,645 45.8 9,422 76.4 37.7 2,936 23.8 47.2
2003 135,823 10,542 21,715 15.99 4,993 47.4 8,472 80.4 37.1 2,622 24.9 45.6
2002 120,333 9,398 18,904 15.71 4,519 48.1 7,703 82.0 37.7 2,476 26.3 46.2
2001 109,655 8,622 16,386 14.94 4,059 47.1 6,860 79.6 38.2 2,366 27.4 47.7
2000 99,215 7,858 13,395 13.50 3,712 47.2 6,280 79.9 39.4 2,253 28.7 49.1
1995 60,794 5,046 6,242 10.27 2,363 46.8 4,283 84.9 50.1 1,578 31.3 58.6
1990 18,668 1,644 2,937 15.73 904 55.0 1,510 91.9 54.2 686 41.7 58.8
1985 9,016 858 2,005 22.24 479 55.8 739 86.2 53.3 398 46.4 57.8
1980 4,546 463 1,160 25.52 247 53.3 478 103.1 56.9 191 41.3 61.8
1978 3,645 381 1,132 31.06 171 44.9 343 90.1 57.5 134 35.0 67.7

城市化的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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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區 –
上海陸家咀

上海

大上海區域

崇明、浦東新區

一城九鎮(松江新城、

安亭、羅店、朱家角、
楓涇、浦江、高橋、
周浦、奉城、堡鎮)



上海市

南京市

廣州市

青島市



武漢市 西安市

成都市 重慶市



在全國各主要城市邊旁，這類高質的住宅群隨處可見。

廣東珠三角一帶的小鎮/人口區風貌



廣東順德邊旁的居住小區

國家層面的建設發展

1. 交通基建：

• 全國高速公路網；

• 鐵路/高鐵網 ‐建設“四縱四橫”
鐵路網，或著眼更多以客運為主
的“三縱三橫”快速鐵路網(高鐵)。

• 全國航空網；

• 主要河流航道；

• 遍遠地區交通；

• 貨櫃港口、物流建設及相關業務。



中國的航空路線

北京首都機場

廣州位於花都的
國際機場



上海浦東機場

Express Rail (High Speed Train Line) network in China (total about 16,000 km)



(1300k
m)

(2230km)

(1860km)

(1600km)

(770km)

(140km)

(1900km)

(880km)

泛珠三角洲地區

從香港往 路程

北京 10 小時

上海 8 小時

武漢 5 小時

廈門 4 小時

廣州 48 分鐘
香港澳門

廣深港高速鐵
路

乘飛機:  1 +3.5 +1.5 = 6 小時?

北京南站



New Shanghai South Railway 
Station Complex

上海南站

Zuzhou Railway Station Complex蘇州南站

從空中看到遍地的鐵路公路網絡



眾多横越長江的
長江大橋

杭州灣跨海大橋



中國的港口、物流、航運及造船業



上海洋山港



河運港口/貨物處理站

2004年所見運作中的
江南造船廠 (上海)



2. 水利能源基建：

• 天然能源開發(煤、石油、天然氣)、
• 水利能源開發(水電、三峽工程、南水

北調)、核能開發、

• 治水/水利工程。

3. 環保建設：

• 污水處理

• 護山、植林、退耕、

• 防風化、防沙漠化。

南水北調之
中線及東線



南水北調輸水用的渡槽



大亞灣核電廠



三峽大壩

城市污水處理設施



4. 工商業基本建築：

• 大型/結構性工業建設(重工)；
• 工業村/科技園的設立；

• 結構性產業鏈的形成；

• 工業技術的成熟化；

• 產品與技術的輸出；

• 跨國企業/商業網絡的建立 ….

北京中關村 –著名的高新科技開發區

北京中關村 –著名的高新科技開發區

上海創智天地



深圳南山科技園

蘇州科技園不同的科技開發單位

上海陸家咀金融中心區



神舟探空計劃



中國第一艘航母 –遼寧號

引入大型國際級活動以提昇
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受性

2008北京奧運會

2010年世博中國館

2010年世博香港及澳門館



Denmark 
Pavilion
2010年世博德國及荷蘭館 2010年世博澳洲及丹麥館



India Pavilion

2010年世博日本及韓國館

引入大型國際級活動以提昇
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受性

2010廣州第16屆亞運會



5. 城市、民生、人力資源建設：

• 引入城市發展策略規範，

• 引入城市規劃作建設發展的基礎，

• 城際間互相整合與配套 (廣佛同城、大

上海區、京津互補 …. )，

• 高等教育普及化 (全國廣設大學城 …. )。
• 先進富裕區域支援邊遠省份，

• 少數民族優恵政策

上海國際博覽中心



深圳市政府及市民中心

位於廣州大學城的廣東科學中心



全國各地眾多的
專題場館/中心

廣州大學城

The campus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in the Education Mega City廣州大學城

國際學生交流



External view of the Science Centre before 
its handing over in early 2008

2011年深圳大運會場館

興建中的廣州新機場

6. 城市群帶/經濟重點區帶的形成：

• 長三角、珠三角、

• 泛珠三角區、

• 華東經濟區、

• 環渤海經濟圈、

• 經濟區、保稅區、自貿區 ….



環渤海經濟圈



城市層面的建設發展

• 制定城市規劃大綱 「如 :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15),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8‐2020)」…..；

• 現有城市佈局重整及優化；

• 市政/社區設施、民生建設；

• 改善/擴充市內交通網絡/地鐵興建 (城市軌道交通)；

• 舊城整頓及優化；

• 新城區的支援與建設；

• 市容改善、城市綠化；

• 衞生與排污改善、居住環境改善；

• 興建民房住宅；

• 加强教育設施。

北京地鐵路線圖



上海地鐵路線圖

2012廣州地鐵路線圖

Guangzhou Metro Line 3 under 
construction as seen  in 2002 
near CITC Plaza



Guangzhou Metro Line 5 
under construction near 
Guangzhou Da  Dao



武漢市的地鐵車站

227

上海市的高架道路網絡

市容改善、城市綠化，已是
國内城市提供優質起居生活
環境的一個基本内容。



綠化質素不俗的
城市公共空間

北京街頭

上海蘇州河與黃浦江
交匯處邊旁的綠化空間



重慶觀音橋商業中心及綠化廣場

城市空間在緊密的規劃
下方便地連接在一起



社區設施、民生建設 –
重慶大劇院

及重慶藝術中心

在現代中國城市中，有
很多公共空間、廣塲或
市容建設，已是頗高質
素的，叫人賞心悅目。

曾經是破破舊舊的舊區及污臭的
河道，翻修優化後面貌全然一新



廣州越秀一德路樓房
翻修前後的對比

廣州東濠涌未進行淨化
前的河涌及區内環境。

河涌整治及淨化後的社區環境。

樓宇外牆修新(包括拆去僭建物)

1999

2003



城市建設過程中數個代表性階段

1. 解放後至1975年 ：

戰後基本復完、第一代在城市周邊的工廠
建設、民產/居所公有化及再分配、第一
代公房建設、單位住房、文革建設停頓 ….

2. 1976至80年代初 ：

國營企業及相關建設與發展、擴充國營單
位住房建設、大城市成功引進外資帶來的
建設(主要是酒店或高級商務等投資項目)、
民營企業相關投資與建設。

3. 80年代中至90年代末 ：

民營企業與建設的深化、外來投資漸入
高鋒 (主要在工業生產、物業地產、基礎
建設、服務營運合作等項目)；
自購房漸普及化、城市中產化過程。

4. 2000年之後 ：

全面自主式建設規劃發展，包括全國性
交通基建 (公路、鐵路)；
其他以資本方式的多元投資建設、市政
府投入的民生/形象建設。

現代城市建設的基本內涵

• 交通基建 (包括軌道與公路建設)。
• 機場、貨運與口岸等設施。

• 土地開發：開拓新城鎮環帶、城市擴展、
商業中心區的建設、開發大型公共空間。

• 環境相關建設 (排水、排污、廢物處理、環
境整治、舊區重建更新、綠化)。

• 房屋/居所建築與供應。

• 市政設施 (公共建築、供水、能源、環境衛
生設施 …..)

• 文化/經濟相關建設：文娛設施、娛樂/消閒
設施、旅遊產業開發、會議展覽設施、文
化創意產業、其他產業建設。





北京798藝術區是前德國援助建設的“北京華北無線
電聯合器材廠”，即718聯合廠。該廠於1952年籌建，
1957年開始投入生產。

718聯合廠是由德國一家建築機構負責建築設計、施

工。其主要特點是注重滿足實用要求；發揮新材料
和結構的技術性能和美學性能；造型簡潔，構圖靈
活多樣。是典型的包豪斯學派設計。

為了配合當區的規劃改造，所屬集團將部分產業遷
出，並將部分閒置的廠房進行出租。

因為園區有序的規劃、便利的交通、風格獨特的包
豪斯建築等多方面的優勢，吸引了眾多藝術機構及
藝術家前來租用閒置廠房並進行改造，逐漸形成了
集畫廊、藝術工作室、文化公司、時尚店鋪，於一
體的多元文化空間。

由於藝術機構及藝術家最早進駐的區域位於原798廠
所在地，因此這裡被命名為北京798藝術區。

北京798藝術區的前身樣貌



策略性發展的一些具體建設 –
文化、藝術、創意中心；

活化項目、優質商業、消閒、
民生社區 …. 

由香港地產企業直接
投資的上海創智天地



城市化也帶來一定的環境問題

土地污染情况惡化

城市化過程對鄉間自然環境的破壞



中國的城中村問題



城市的凌亂和不協調

試

中國解放快踏入70周年，其中經歷

的困難與波折實在不少。利用三數
百張照片並加點解說文字，試圖道
出其皮毛大概，是有點痴人說夢的。
但對年青一代尤以對國情歷史認識
不深的香港人，應也可從一些震撼
的圖照得出點感受吧。這正是制作
此簡介的目的。

有興趣的讀者可進入王煒文老師的
网頁，多看一些他介紹國情及國家
發展的相關資料專輯。謝謝。
http://const‐infobank.org/urban‐studies/china/

http://const‐infobank.org/urban‐studies/china/other‐
china‐cities/

再見

201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