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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发布，郑州城区人口规模 670.41 万，排全国第 12 位，跻身特大城市之列

超、
特大城市中 郑州人口密度第五
我国 16 个城市为超大、特大城市
城市
超大城市

住建部日前发布《2019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简
称《年鉴》
），公布了全国主要城市的发展规模。
统计显示，全国有 16 个城市的城区人口规模超过
500 万。其中有 6 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10 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在 500 万至 1000 万之间。
郑州城区人口规模 670.41 万，排全国第 12 位，跻身特
大城市之列。
这样的人口规模，对郑州意味着啥？对郑州的发
展又提出了哪些要求？
河南商报记者 陈朋冲

对一个城市来说，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500 万、
300 万，是三个重要的门槛。根据国务院设立的划分标
准，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
为 I 型大城市，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的为 II 型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日前发布的《年鉴》，全国主要城市的
城区人口排名出炉。
《年鉴》显示，全国有 16 个城市城区人口规模超过
500 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广州、深
圳两个城市，城区人口规模超过 1000 万，被列为超大城
市。其中，上海超过 2000 万，北京和重庆超过 1500 万。
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
阳和青岛这 10 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处于 500 万到 1000 万
之间，属于特大城市。相比前一年的数据，此次特大城
市中增加了济南。
河南商报记者注意到，根据《年鉴》，郑州城区人口
规模 670.41 万，位于全国第 12 名。9 个国家中心城市
中 ，郑 州 城 区 人 口 规 模 排 名 第 八 ，高 于 西 安（637.81
万）；在中部 6 省省会城市中，郑州城区人口规模排名第
二，仅次于武汉（934.78 万）。

16 个超大、特大城市中
郑州人口密度排第五
衡量一个城市的大小，
建成区规模也很重要。
《年鉴》
中还公布了我国主要城市的城区规模和人口密度等指
标。根据《年鉴》，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中，重庆市建成区
面积最大，为 1515.41 平方公里，北京为 1469.05 平方公
里，上海为 1237.85 平方公里，武汉为 812.39 平方公里，
西安为 700.69 平方公里，郑州为 580.75 平方公里。
对比发现，郑州的城区面积并不十分占优势。在 9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的建成区规模排末位。除了
四个直辖市外，省会城市中，建成区规模排在郑州前面
的，还有广州、武汉、成都、南京、杭州、西安、济南。
但在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上，郑州却遥遥领
先。9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人口密度 1.15，低于上
海（1.96）、北京（1.27），却高于重庆（1.02）、广州（1.02）、
成都（0.86）、西安（0.91），排名第三，和武汉持平。在 16
个超大、特大城市中，郑州人口密度排名第五，也比较
靠前。
>>>

特大城市

郑州城区人口超过 670 万
排全国第 12 位

城区常住人口（万人）

上海
北京
重庆
广州
深圳
天津
东莞
武汉
成都
杭州
南京
郑州
西安
济南
沈阳
青岛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2428.14
1865.00
1540.88
1352.36
1343.88
1303.84
956.08
934.78
816.97
682.21
671.35
670.41
637.81
595.66
569.15
529.48

1237.85
1469.05
1515.41
1324.17
960.45
1151.05
1194.31
812.39
949.58
648.46
822.97
580.75
700.69
716.11
563.00
758.16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1.96
1.27
1.02
1.02
1.40
1.13
0.80
1.15
0.86
1.05
0.82
1.15
0.91
1.82
1.01
0.70
制图/郭晗

解读

A 郑州人口净流入在全国排名一直比较靠前
一些市民好奇，上述城区人口，为啥跟我们常听到
的郑州人口数量不一致？
比如来自郑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9 年末，郑
州市常住人口为 1035.2 万，而根据郑州市的国土空间规
划测算，
到 2035 年郑州人口将会达到 1800 万。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
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城区人口部分是按照行
政区划来统计的。比如，一个城市的城区应该是连片开
发、市政设施和公用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城区人口规
模要小于市域总人口规模，也小于市辖区人口规模，市
辖区内的农村地带不纳入城区人口的统计。
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韩鹏
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近些年，郑州的城区人口密度在全

国排名一直都比较靠前，其中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尽
管近些年郑州市建成区扩展很快，但作为全省主要的人
口输入地，常住人口增加更快，导致人口密度长期居高
不下。其次，郑州市长期是单中心发展，多中心发展的
效应还没完全显现。另外，从地貌看，郑州城区主要是
平原，
人口密度相对高一些。
在韩鹏看来，人口密度是判断城市活力的一项重
要指标，近年来，郑州人口净流入在全国排名一直比较
靠前，人口的不断增加，体现了郑州城市吸引力的持续
提高。当然，对城区人口密度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密度过高或过低都会有相应的问题。郑州在城市建设
和人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形成既
适度集聚，又经济高效、宜居宜业的人口格局。

B 建议加快谋划推进中牟等县市撤县设区
城市在发展，规模在扩张，对郑州又提出了哪些
要求？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喻
新安告诉河南商报记者，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
伐越迈越快，要提升郑州的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就势必
需要更多地吸纳外来人口，
提升城市承载力。
喻新安分析，作为经济体量、城市规模、地理区位等
方面都有优势的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更容易在发展中吸
纳大量外来人口。为此，郑州市要提供更好的政策，更
优越、更有品质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外来人口到郑州
工作和生活。
喻新安还提到，进入特大型城市序列后，郑州要更
多地预防大城市病。比如合理布局和建设市政路网、
地铁等交通设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搭建

智慧城市，缓解城市人口给交通、资源带来的压力，更
新和提升老城区的基础设施，给市民更好的居住体验；
提前规划与城市人口规模相适应的教育、医疗、体育、
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以及污染防治、垃圾处理等相
关基础设施，这需要通盘考虑，提前谋划。同时，还要
避免城市建设进度与人口增长失衡，进而导致房地产
市场波动等。
韩鹏也表示，结合郑州“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建议，周边县市撤县设区，能够更好地整合城市发展
的空间资源，对于郑州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积极作用。
韩鹏建议，加快谋划推进中牟、荥阳、新郑等县市撤
县设区，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促进人
口和产业优化布局、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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