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城市排名来看东京 据称，城市的发展会引领一个国家的发展。下面就通过世界各个城市的排名，来为您介绍东京所处的位置。city 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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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研究・开发 文化・交流 居住 环境 交通便捷性 

フィナンシャル

东京1 斯德哥尔摩6

维也纳2 温哥华7

柏林3 赫尔辛基8

墨尔本4 慕尼黑9

悉尼5 苏黎世10

新加坡1 吉隆坡6

东京 2 北京7

台北3 上海8

首尔4 大阪9

香港5 悉尼10

63.1 38.8纽约1 洛杉矶6

60.1 37.8伦敦2 芝加哥7

52.9 37.6巴黎3 新加坡8

46.3 35.2东京4 北京9

43.1 34.2香港5 华盛顿D.C.10

1519.8 1088.9伦敦1 首尔6

1384.1 1084.6纽约2 香港7

1307.9 1072.8巴黎3 柏林8

1290.4 1062.0东京 4 阿姆斯特丹9

1207.4 1011.1新加坡5 维也纳10

商业活动（30%） 人力资源（30%） 信息交流（15%）
文化积累（15%） 政治参与（10%）

生活品质最高、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

在欧洲的综合杂志《MONOCLE》的 “世界宜居城市排名”中，东京一举夺魁。
该杂志高度评价了东京电车的准时运行、各种一流的食材、位于小巷的餐饮店
等等。此外，东京积极缩小生活差距，并努力解决治安不稳现象，于是还被评
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

mono cle
MONO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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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交际能力将成为继续发展的关键

英国经济报纸《金融时报》每2年从经济增长潜力等6个方面对全球城市进行
分析。东京在亚太地区的163座城市中，获得了第2名。东京高品质的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对内直接投资战略受到了赞扬。若要获得第1名，则需要在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方面下功夫。

f inanc ial  t imes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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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城市化指数中排名第4，未来型人才的保障是一个课题

在由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城市指数”中，东京
排名第4。其中，人力资源方面，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口比例最高，获得了
高度评价。而在未来发展潜力方面排名第18位。可以看出，少子老龄化对
于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

a .t.k earney
科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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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排名世界第一，以奥运会召开为契机，实现飞跃

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以世界40座城市为对象，从六个领域分析其
综合实力。2015年，东京的综合排名为第4名。其中，在经济领域排名第1，
在文化・交流领域排名第5。
而交通便捷性方面排名较低，但随着羽田机场运行航班的增加以及城市
地带的开发，期待东京排名的提高。

th e  m or i  m e m or ia l  f ou ndat ion
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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