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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
耦合协调发展评价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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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先行资本”
，
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面
要： 公共服务资源是社会发展的

外部效应。依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性、
效益性与协调性原则，
结合 AHP、
熵值与聚类分析方法，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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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协调耦合发展模型，
揭示研究区公共服

务、
城乡互动发展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
（1）新疆各地不同类型公
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有所差异，
空间非公平性＞人口非公平性。
（2）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以
及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呈现较低、
一般（中等）、
较高三个类型。
（3）公共服务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
东南片区＞西北片区；
城乡互动水平空间差异呈现出天山北坡经济带高于其他区域。
（4）新疆大部分
处于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相互影响、
相互磨合的过渡发展阶段，
导致公共服务损益或城乡互动损益，
个别区域处在两个系统相互制约、
失调衰退阶段。通过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互动公共服务
体系，
构建大、
中、
小多层次城镇空间格局，
继续完善和开拓新的公共服务增长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城乡社会发展需求等建议措施，
为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发展公平与效率，
促进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耦
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 键 词： 公共服务；公平与效益；城乡互动；耦合协调；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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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存在地域上的空间联系以及无形的
经济、社会、服务功能联系。公共服务资源是社会

城乡间人员、信息、资本等各类要素的双向互动，同
时增加社会就业，
稳定社会发展［2］。

发展的“先行资本”，为实现城乡互动发展背景下的

国外学者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研究较为前沿，作

要素流动、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并与城乡互动发

为一个系统性研究主体，其研究被细化为服务功

展互为共进关系，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融

能、外部效应以及工程技术三个主要方面，通过新

合发展具有正面外部效应。在已经初步构建起覆

兴技术手段和经济管理方法来提升设施的服务功

盖全民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背景下，实现公共服

能以更好的满足公众需要、维护公共健康、创造卫

务公平性与效益性，需要加快推进城乡互动与公共

生环境是当前的研究重点［3-4］。对公共服务资源布

服务资源配置的协调发展［1］。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化

局与运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设施的配置、布局、

空间配置是城镇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构建新

以及使用者的感受，并将需求指数应用到评价公共

型城乡互动空间格局，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中具

资源的公平性领域［5-6］。此外，国外公共服务综合

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外，公共服务资源高效利用

效益相关研究偏向多学科科学，涉及公共环境、健

也是实现城乡互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助于

康卫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经济管理等层

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区域生活环境，促进

面［7］。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研究多集中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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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面，基于存量规划

可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交通、体育、社会

视角和生活圈理论对区域公共服务资源可达性研

福利与保障、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邮政电信和商

究领域或探索从使用者满意度视角评价公共服务

业金融服务等。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与一致性，参

资源综合效益

考《城市公共服务资源规划标准 GB50442（修订）》

。公共服务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学

［8-9］

者更多地关注其均等化、公平性，采用定性结合定

（2018）界定本文“公共服务资源”所包含教育文化、

量的研究思路，建立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系统的

医疗卫生、交通枢纽、金融保险、公共场所、商业购

理论评价体系［10-12］。

物以及休闲娱乐七大类公共服务资源。文中涉及

新疆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城

数据来源：公共设施数量空间点分布数据来源于

市化水平较低，农村区域占的比例较大，缺少具有

百度地图 API。遵循代表性和准确性原则，选择

核心辐射力的特大或大城市群

，城市和农村长期

［13］

处于分割发展状态，地区间、城乡间社会经济发展
与公共服务并未实现协同发展，制约了新疆外向型
经济的长远发展

。因此，深入分析公共服务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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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且能体现城乡互动发展代表

性的公共服务资源。包括 2017 年教育文化设施

（幼儿园、中小学 4 199 个点）、医疗卫生设施（中
大型医院、社区医疗机构、卫生所、药店等共 7 435

乡互动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探究区域间二者协调

个点）、交通枢纽设施（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

关系的差异，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式整体协

等共 1 369 个点）、金融保险设施（金融证券机构、银

调发展模式

，实现资源、劳动力、资金、文化、信息

［15］

等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优化组合，提高
利用效率，制定科学的区域经济、城市化与公共服

1. 1

场馆、公共卫生间、广场等，共 1 990 个点）、商业购
物设施（各类商场及购物超市等 27 420 个点）以及

休闲娱乐设施（俱乐部、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共

务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行网点等，共 3 805 个点）、公共场所设施（文化体育

3 742 个点）。人口、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新疆统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计年鉴》［17］。基于各类数据的时效性与统一性，本

文以 2017 年末为研究时点。

研究区概况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在国家向西开放空间格局中起着“承东启西”的

2

研究方法

关键作用，总面积 166×104 km2，现辖 14 个地、州、市，

2. 1 公平性分析

比重 49.38%；国民生产总值 10 920×10 元，占全国

一般由政府承担并借助公共资源进行供给，用于满

乡人均收入比 2.79，城乡发展差距明显。在“一带一

条公平性原则，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一视同仁

路”与新型城镇化两大体系融合的背景下，新疆作

地覆盖到所辖区域所有居民，不以居住地域不同、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

社会阶层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所指的公平性是

仅关系着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经济的可持续

指七类公共服务资源在地域空间上实现平等分配，

发展，同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撑作用

不因为地理空间区位的差异，导致公共服务资源分

101 个县；2017 年总人口 2 286.72×10 人，城镇人口
4

8

比重均不足 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19 975 元，城

。综

［16］

合考虑新疆地方与兵团行政管辖系统所辖县（市）

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
足社会成员的共性需求。依据罗尔斯主义［18］第一

配不平等。

级城镇状况，以及对城乡人口、社会、经济、公共服

公平性采用基尼系数进行测度，该系数主要用

务资源数据统计的一致性，本文对自治区直辖县级

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反映社会

市（兵团市）不做统计，最终确定 14 个研究单元（地

分配不平等程度，在经济、社会其他领域不平等的

1. 2 数据来源

提供计算基础。本文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

区、州、市）
（图 3）。

研究，已得到广泛应用［19］。洛伦兹曲线为基尼系数

公共服务资源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平等程度的指标：用横坐标

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按照具体的项目特点

表示常住人口累计比例，纵坐标表示公共服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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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1 =∑p j yij

量累计比例时，45°直线被称为平等线，表示研究区
各研究单元公共服务资源空间数量配置与人口总

n

F 2 =∑p j yij

量是均衡的。任何分配不平等都导致洛伦兹曲线
位于平等线下方。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越大，反
映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数 G 为 45°平等线与洛伦
兹曲线之间的区域面积与 45°平等线以下区域面积
的比值（图 1）。基尼系数介于 0～1 之间：在 0.2 以

（4）

j=1

式中：F1 为研究单元公共服务效益指数；F 2 为城乡
互动发展指数；p j 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y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下 ，表 示 分 配 平 等 ，0.2～0.3 之 间 表 示 差 距 较 小 ，

2. 3 耦合协调模型

距偏大，0.5 以上表示差距悬殊。本文采用基尼系数

外部效应，城乡之间往往借助公共服务资源进行频

0.3～0.4 之间表示差距尚合理，0.4～0.5 之间表示差

计算研究区各研究单元公共服务配置的人口公平
性，几何法计算公式：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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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1

G = 1 -∑( pi + 1 - pi )( si + 1 + si )

（1）

i=0

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对于区域发展具有正面
繁密切的人口、经济、社会互动往来。
“耦合”为物理
概念，积极的耦合关系中，两个子系统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消极的耦合关系中两个子系统则相互制
约、失调发展。本文将城乡互动发展与公共服务视

式中：n 为研究单元总数（n=14）；pi 为从 1～i 个研

为两个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社会子系统，建立城

元常住人口占研究区常住总人口比例；si 为从 1～i

表 1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效益与城乡互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究单元的常住人口累计比例；pi+1-pi 是第 i 个研究单

个研究单元的公共服务资源累计服务量（数量）
比例。
2. 2 综合效益评价
2. 2. 1

指标体系构建

service resource benefit and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evel
评估维度

国内学者对公共服务资源

的效益评价理论研究基本遵循公平正义理论和均
等化价值观念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Xinjiang public

因素层

公共服务资 基础设施
源效益系统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

［20-21］

本文认为，综合效益评价对应不同行业、不同研究

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

生态环境

排序，体现了科学性、全面性与系统性。鉴于研究
社会保障

个方面对城乡互动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表 1）。
2. 2. 2

计算过程 （1）数据标准化处理。研究区

共 14 个研究单元，27 项评价指标。xi j 为第 i 个研究

单元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标准化公式如下：
xij - xij min
y ij =
（2）
xij max - xij min

（2）确定指标权重系数。为避免主观因素干扰，本
文采取熵值法对各项评价指标赋权重，并采用加权
求和最终得到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公式如下：

用水普及率 / %

0.056 2

市辖区万人均公交车数 / 辆
万人教师数 / 人

万人文化场馆数量 / 个

万人医疗机构数量 / 个
万人床位数 / 张

人均绿地面积 / m2

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率 / %
养老参保率 / %
医疗参保率 / %

五个方面对新疆公共服务资源效益展开评价，并从
人口互动、经济互动、城乡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四

0.042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区公共服务资源内容的复杂性及特殊性，研究从基
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与社会保障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 / m2

万人均医生数 / 人

向，采取熵值法与 AHP 相结合对研究区公共服务综
合效益以及城乡互动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后对指标

熵值权重
（p）
j

万人中小大学学校数量 / 个

主体有不同侧重层面内容。结合相关文献［22-24］及学
者已有研究基础，本文以均衡论或永续发展为大方

指标
（yij）

城乡互动水 人口互动
平系统
经济互动

失业保险覆盖率 / %
非农人口比重 / %
暂住人口比重 /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04 元
城乡协调

非农产业结构比 / %
建成区面积 / km

2

非农从业劳动力比重 / %

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比 / %
耕地面积 / hm

2

可持续发
展

固定资产投资 / 104 元
小城镇个数 / 个

公共财政收支比 / %

0.045 4
0.058 2
0.061 4
0.063 7
0.064 3
0.056 8
0.045 8
0.044 6
0.049 5
0.040 6
0.123 9
0.125 6
0.121 1
0.048 7
0.063 6
0.092 5
0.104 1
0.105 6
0.100 3
0.101 8
0.090 7
0.052 4
0.090 8
0.067 4
0.0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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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互动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模型，揭示区域公共服

式中：C 为耦合度，介于 0～1 之间，C 值越大，两个

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发展之间不同程度的耦合

子系统耦合性越高；反之，耦合性越低。耦合度是

关系，计算公式：

对子系统间关联程度的度量，仅反映各系统间相互

C=

F1 × F 2
2
( F1 + F2 )

（5）

作用程度大小，不能反映各系统的水平。耦合协调
度在耦合度的基础上综合了子系统的耦合状况和

chinaXiv:202011.00074v1

G＝0.36（教育文化）

G＝0.42（交通枢纽）

G＝0.30（金融保险）

G＝0.29（公共场所）

G＝0.23（商业购物）

G＝0.32（休闲娱乐）

图1

G＝0.27（医疗卫生）

新疆常住人口各类公共设施空间配置服务量洛伦兹曲线

Fig. 1 Lorenz curve of public facilities service for all inhabitants in Xinjiang

G＝0.25（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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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发展层次，既能反映各系统是否具有较好的

基本与常住人口累计比例相均衡。
（6）乌鲁木齐作

水平，又能反映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动态耦

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城市，是全疆人口、经

合效应，引入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济等要素高密度聚集的区域，集聚了大规模高等级

T = αF1 + βF1

（6）

的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具有公共服务吸引力与社会

D= C×T

（7）

经济发展潜力优势。
（7）七类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

式中：T 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城乡互动发展与公

置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即北疆（天山以北）

共服务整体协调的效应或水平；D 为耦合协调度，

地区多于南疆（天山以南）地区，即空间非公平性＞

介于 0～1 之间，D 值越大，表明城乡互动发展与公
共服务协调程度越高；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分别取

α ＝ β ＝0.5，
认为两个子系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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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 1

人口非公平性。
3. 2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效益与城乡互动水平分析

根据熵值法与 AHP 法结合，对研究区 14 个研究

单元进行测度，利用 SPSS 软件对基本公共服务综合

效益指数以及城乡互动水平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形

新疆各地、州、
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研究区 14 个研究单元

常住人口七大类公共设施空间配置服务量洛伦兹

曲线与基尼系数（图 1）。结合图 1、图 2 分析可知：

（1）全疆公共服务资源总量配置基尼系数为 0.25，
差距较小，以常住人口为参照 ，数量配置较为均

衡。
（2）分类考查：交通枢纽设施＞教育文化＞休闲
娱乐＞金融保险＞公共场所＞医疗卫生＞商业购
物，G 越大，该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公平性越低。
（3）以常住人口为参考标准，交通枢纽设施空间配
置在 14 个地、州、市之间差距偏大，主要集中在乌鲁
木齐市、伊犁州以及阿勒泰地区。
（4）教育文化、休
闲娱乐以及金融保险三类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
在地区间尚存在一定差距，教育文化主要集中在乌
鲁木齐市，休闲娱乐多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塔城地
区和伊犁州三地；金融保险则主要集中分布在乌鲁
木齐和克拉玛依市。
（5）公共场所、医疗卫生以及商
业购物三类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地区间差距较小，

成 较 高 、中 等（一 般）、较 低 三 个 类 型 等 级 ，导 入
AcrGIS 10.2 软件（图 3、图 4）。分析可知：
（1）大部
研究区为公共服务资源中等效益类型，公共服务资
源空间配置数量与效益基本匹配，大体呈现出低比
例—低效益、高比例—中等效益以及中等比例—高
效益的空间格局。个别地区表现出两者的不均衡，
例如伊犁州占有全疆 11%的公共服务资源，但综合

效益偏低；克拉玛依市虽只占有 3%的公共服务资

源，却有较高的综合效益。此外，公共服务资源综
合效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即东南片区＞
西北片区，4 个地级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吐鲁番
及哈密）综合效益明显大于其他地州。
（2）研究区城
乡互动发展水平介于 0～0.8 之间，基本呈正态分

布。南疆四地州由于地形复杂、极端天气频繁、居
民点分散，导致城乡互动水平偏低，公共服务资源
正面外部性效应不能充分释放。相比之下，天山北
坡经济带城市群（昌吉州、哈密市、克拉玛依市及乌
鲁木齐市）依托有利的自然地形条件与优越的社会
经济环境，城乡间人口、资源、文化、资本等各类生
产要素密切往来，城市化水平稳定增长，良性互动
效益显著。
3. 3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耦合

协调发展评价
3. 3. 1

协调发展度总体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

（5）～（7）计算，得到研究区 14 个研究单元的综合协

调 指 数（T）、耦 合 度（C）以 及 耦 合 协 调 度（D）
（表

图2

Fig. 2

2）。分析可知：
（1）研究区各地城乡互动与公共服

新疆各地、州、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比例雷达图
The radar map of Xinjiang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proportion allocation

务效益综合协调度、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均为偏

低水平，介于 0.19～0.64 之间，反映出研究区公共服
务的非排他性对于区域城市化推进与城乡互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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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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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 4 新疆各地、州、市城乡互动水平指数空间分异

新疆各地、州、市公共服务效益指数空间分异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service benefit indexes
in Xinjiang

Fig. 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evel
indexes in Xinjiang

展的正面外部效应并未充分体现出来。
（2）从指数

为低、中、高三类，大部分研究区为城乡互动与公共

的绝对差异来看，耦合协调度最高为首府乌鲁木齐

服务效益耦合协调中等水平（图 5）。
（5）地级市的耦

市，D 值为 0.631 7；最低为南疆和田地区，D 值为

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地区与自治州，反映出地级市

0.196 2，差距较大，反映出研究区公共服务与城乡

城市化水平较高，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集中、利用效

互动发展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均衡，社会、经济、人口

率较高、服务管理较完善。

中心城市指向性明显。
（3）研究区各地公共服务效

3. 3. 2

益与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

献

出较高一致性，两者共进关系较为显著。
（4）参考相

源配置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

协调发展类型

根据表 2、图 5 以及相关文

，将新疆 14 地、州、市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资

［25-26］

关文献［25］，将 14 个研究单元的耦合协调度阈值划分

展以及失调衰落三个类型（表 3）。就全区而言，不

表2

都呈现出由天山北坡城市群向周边地州递减的分

新疆 14 地、州、
市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效益指数、
协调

布情况，说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期以来侧重核心

指数、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Tab. 2

论是城乡互动发展水平还是公共服务效益总体上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public service benefit

index, coordination index,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区发展的目标得到很好的实现。就具体空间分布

coordination degree of 14 study units in Xinjiang

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
吐鲁番
哈密
阿克苏
喀什
和田
昌吉
博州
巴州
克州
伊犁
塔城
阿勒泰

F1

F2

C

T

D

0.631 2

0.632 2

0.631 7

0.631 7

0.631 7

0.416 9

0.349 6

0.381 8

0.383 2

0.551 4
0.414 2
0.299 6
0.365 1
0.224 2
0.386 5
0.301 6
0.397 0
0.345 8
0.258 6
0.335 8
0.362 8

0.474 2
0.797 0
0.361 5
0.253 2
0.170 2
0.505 2
0.240 3
0.325 9
0.310 9
0.300 6
0.300 7
0.252 9

0.511 3
0.574 6
0.329 1
0.304 1
0.195 3
0.441 9
0.269 2
0.359 7
0.327 9
0.278 8
0.317 8
0.302 9

0.512 8

0.512 1

0.605 6

0.589 9

0.330 5
0.309 2
0.197 2
0.445 9
0.271 0
0.361 4
0.328 3
0.279 6
0.318 3
0.307 8

0.382 5
0.329 8
0.306 6
0.196 2
0.443 9
0.270 1
0.360 6
0.328 1
0.279 2
0.318 0
0.305 4

图 5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水平耦合
协调度空间分异

Fig. 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evel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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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婕等：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表3

新疆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Tab.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ypes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Xinjiang
耦合协调
类型

耦合协
调度

效益指
数对比

协调发展 0.60～1.00

F1=F2

0.50～0.60 F1＞F2
F2＞F1
过渡发展 0.40～0.50 F2＞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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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40 F1＞F2

F2＞F1
失调衰退 0.20～0.30 F1＞F2
F2＞F1
0.10～0.20 F1＞F2

发展类型
特点

效益并不完全耦合协调，大部分区域处于城乡互动
与公共服务相互影响、相互磨合的过渡阶段，个别
区域还处在两个系统相互制约、失调衰退的阶段，
不利于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协调长

地区

远发展。公共服务资源作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

乌鲁木齐市
耦合协调、相互
促进
克拉玛依市
城乡互动相对
滞后
哈密市
公共服务相对
滞后
公共服务损益 昌吉回族自治州

重要资源禀赋，其空间配置决定了社会外部性效应

吐鲁番市、喀什
地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塔城地
区、阿勒泰地区
阿克苏地区
公共服务损益

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应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城乡互动损益

城乡互动衰退 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
公共服务衰退 伊犁哈萨克族自
治州
和田地区
城乡互动衰退
失调

的发挥，也是促进城乡互动往来、优化城乡功能发
展的重要基础，但公共服务的发展不是立竿见影
的，
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作为丝绸之
建立健全城乡互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与完善城乡
间公共服务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缩减城乡之
间空间距离及发展差距。
（2）积极发挥城镇规模体
系建设在城乡关系构建方面的优势功能，通过建立
大中小多层次城镇体系以及分区域发展模式，进一
步提升过渡发展类型区域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的综
合效益。
（3）对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继续完善和
开拓新的公共服务增长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乡社
会发展需求。
（4）对于失调衰退区域，进一步加强基

看：
（1）区域梯度差异依然存在，但总体上差别较
大，全区分为 8 类发展类型，并遵循从中心城市向地

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加大对口财政支出，完善体
制制度，确保地区间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生

州递减的规律。
（2）首府乌鲁木齐市公共服务资源

存与发展的公平性，从根本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效益指数与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基本接近，协调耦合

等化。

发展，相互促进。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哈密市公
共服务相对滞后；而农业人口比重偏低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克拉玛依市的城乡互动水平。
（3）公共
服务资源数量、规模有限，建成区面积较小等因素，

4

结 论
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 个研究单元（地

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部分地州城乡互动发展的制约；

区、州、市）为对象，结合空间点分布数据与社会、经

而南北疆及沿边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地形复

济、人口等定性定量指标，建立城乡互动发展水平

杂、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便，城乡间差距显

与基本公共服务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

著，公共服务资源的中心集聚指向性等因素，也导

析考察 14 个地区、自治州及地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

致其城乡互动缺乏动力。
（4）作为国内最大的连片

置的空间公平性、效益性；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揭

贫困地区，和田地区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发展严

示研究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发展耦合协调

重滞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目前处在精准脱贫攻坚

性（度）总体特征与空间特征。主要结论：

阶段，城乡互动发展严重失调；而伊犁州则由于公
共服务及基础设施资源较为滞后，社会保障参保率
偏低；加之人口数量多，人均公共服务占有量较低，

（1）以常住人口为参照，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量
空间配置综合基尼系数为 0.25，表示各地、州、市公
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较公平，地区间差距较小。但

明显制约当地的社会、经济、城乡协调发展。

分类来看，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

3. 3. 3

促进公共服务效益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

有所差异，非公平性表现为：交通枢纽＞教育文化

从研究结果看，除了首府乌鲁木齐

＞休闲娱乐＞金融保险＞公共场所＞医疗卫生＞

展的路径对策

市，研究区各地城乡互动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资源

商业购物类公共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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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以及城乡互动发展
水平呈现较低、中等（一般）、较高三个类型；公共服
务资源空间配置及综合效益大体呈现出低比例—
低效益、高比例—中等效益以及中等比例—高效益
类型；公共服务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东南片区
＞西北片区；而城乡互动水平空间差异则呈现出天
山北坡经济带高于其他区域。
（3）新疆各地州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
水平均偏低。乌鲁木齐属于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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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协调较高水平发展模式，克拉玛依市城乡互动

isfaction：An exploration of mismatche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win Citi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50：
26－35.
［4］ DELL’OVO M，CAPOLONGO S，OPPIO A. Combining spatial
analysis with MCDA for the siting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J］.
Land Use Policy，
2018，
76：634－644.
［5］ GAO F，KIHAL W，LE M N，et al. Does the edge effect impact
on the measure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healthcare provid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2017，16（1）：
46.
［6］ MONTGOMERY M C，CHAKRABORTY J，GRINESKI S E，
et al.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sessment of public beach ac-

相对滞后型协调发展模式，哈密市属于公共服务效

cess in Miami，Florida［J］. Applied Geography，2015，62：147－

益相对滞后型协调发展模式。新疆南北疆及沿边

156.

地区六地州大部分区域属于城乡互动损益型过渡
发展模式，和田、伊犁以及博州地区属于失调衰退
型发展模式。
目前，新疆城市化总体水平较低，社会经济、城
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覆盖率及综合效益相
对滞后于东中部省份。本文以新疆各地州为例，综
合全面评价分析了公共服务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公
共产品在发挥其公平性、效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
释放正面外部性效益，与城乡互动实现耦合协调发
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就如何采取适当的调控对
策来提高城乡互动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水

［7］ COOMBES E，JONES A P，HILLSDON M. 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overweight to objectively measured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and us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0，
70（6）：816－822.
［8］ 秦萧，甄峰，朱寿佳，等. 基于网络口碑度的南京城区餐饮业空
间分布格局研究——以大众点评网为例［J］. 地理科学，2014，
34（7）：810－817.［QIN Xiao，ZHEN Feng，ZHU Shoujia，et al.
Spatial pattern of catering industry in Nanjing urban area based
on the degree of public praise from internet：A case study of dianping.com［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4，34（7）：810－
817.］
［9］ 蒋海兵，张文忠，韦胜. 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北京公共服务资源
可达性［J］. 地理科 学进展 ，2017，36（10）：1239－ 1249.［JIANG Haibing，ZHANG Wenzhong，WEI Sheng. Public service

平，促进两系统实现良性互动，提出几点建议，为积

facility accessibility as influenced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丰富城乡一体化理

Beij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7，36（10）：1239 －

论，提供了参考借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建
立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发展耦合模型以及
指标体系尽可能体现了科学性，但受数据可获性所
限，未能进行不同年份的对比分析，有待进一步利
用最新和更长时间数据对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1249.］
［10］ 田莉，王博祎，欧阳伟，等. 外来与本地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
应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剥夺的视角［J］. 城市规划，2017，
41（3）：77－83.［TIAN Li，WANG Boyi，OUYANG Wei，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upply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communities：A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epriv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2017，41（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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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n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spatial alloc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WU Wen-jie， HAN He， ZHAO Yan-mei， SANG Chuan， WANG Meng-ke
（Management College of Xinji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Urumqi 830052，
Xinjiang，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Xinjiang，China is relatively low，socioeconomic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imbalanced，and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public services lags behind thos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of China.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rural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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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asymmetries between urban-rural regions will help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labor，capital，culture，information，and other elements divid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s，thus supporting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urbanization，and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based on scientific dat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efficiency，and coord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combin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entropy，and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establish a public servic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rban-rural mutual benefi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Xinjiang. In addition，this paper reveals the gene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using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airness of spatial allo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study units is different，and that spatial unfairness is more severe than population unfairnes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leve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low，general（medium），and high.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the southeast area is bigger than the northwest area，and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evel of the
Tianshan North Slope Economic Belt is higher. Most of the study area is undergoing a period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run-in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Moreover，few
regions are undergoing a period of imbalance or recession where the two systems are mutually constrained.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measur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n interactive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build
a large，medium，and small multi-level urban spatial arrangement，strive for national policy support，and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develop new basic public service growth points. Therefore，this study can help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while also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rural interaction.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fairness and efficiency；urban-rural interac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
Xinj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