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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 series of problems are gradually 

emerg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of urbaniz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o, the concept of new 

urbanization is put forward, and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hot topic and focus of atten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new urbanization. 

Last,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four strategic focus of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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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传统城镇化道路逐渐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在国际

形势与国内发展的推动下，城镇化转型发展成为必然，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

日益成为新时期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回顾了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

变，然后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最后就实施新型城

镇化战略提出若干思路。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应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提

供城镇化发展新动力；以人为本，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以国民为对象的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推进体制创新，

关注小城镇发展，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会融合；生态文明；新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相辅相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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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转型的重要动因。2011 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的第二位，人均 GDP 达到

35181 元，约合 5500 美元，而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50％，达到 51.3%，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阶段。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反映了农村变为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

它包括了人口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转型、地域空间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型（许学强、

周一星、宁越敏，2009），其中人口转型是核心，经济转型是基础，空间转型是载体，社会

转型是根本。当代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时

至今日，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条件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化的转型成为必然，而新型城镇

化概念也因此应运而生。总体而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逐步从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为导向

向包容性、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转变，速度将让位于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新时

期城镇化的重点。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然后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角度

探讨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最后就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若干思路。 

 

1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及城镇化战略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主要体现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上（许学强、

周一星、宁越敏，2009）。这种政策一度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明显违背了大城市超前发展

规律（胡兆量，1986），也导致中国城镇化历经了复杂曲折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

化步入正常的轨道，城镇化研究也蓬勃兴起。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

限制，甚至写入 1989 年颁布的首部《城市规划法》中，城市发展方针仍然没有摆脱规模调

控的思路。1990 年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府、企

业、个人形成城镇化的三重行为主体，城镇化因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宁越敏，1998）。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央做出推进城镇化的重大

决策，并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2000 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该

文件还指出：“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

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走出一条符合我

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

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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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这是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走中

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

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

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对特色城镇化作出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总体而

言，中央文件对城镇化战略的叙述不断深化，但早期城镇化战略的论述明显带有城市规模调

控的痕迹，后期才逐渐淡化城市规模调控。 

在人口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的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也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对此，2011 年

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城市病的预防和治理。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

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正式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强调“四化”的同步发展。2012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六大任务之一，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

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与以往强调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相比，新型城镇化不再强调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而是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城镇化过程相融合，集约、智能、绿色、

低碳成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目标，城镇化的内涵更丰富了。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有明显变化，从城市规模控制政策转变

为综合性的城镇化战略。就城镇化战略而言，重点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转变为新型城

镇化道路，城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已成为新时期新型城镇

化的重要内容，并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2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战略重点转向新型城镇化表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

宏观背景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城镇化产生的新的要求，也与

迫切需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环境、生态等问题有关。大致而言，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2.1  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需要城镇化作为重要动力 

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1978-2011 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9.9%；中国 GDP 总量世界排名由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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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0 位跃居到 2011 年的第 2 位，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9%上升至 2011 年

10.5%。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这是中国

近 30 年快速城镇化的主要原因。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上升到 2011 年的 51.3%，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1 个百分点，每年有 1000 多万农民进城。换言之，中国城镇化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是 GDP 年均递增近 10％的结果。 

但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外资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成为

世界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产生的带动效应，使

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人口向沿海城镇转移，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2008 年，美国由房地产次贷问题引发金融危机，并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发

达国家经济持续疲软，消费不振，对产品进口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国家利用

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对中国出口产品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面对外部需求下降和市场替代，中国传统

的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马晓河，2012）。 

二是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国内制造业产能盲目扩张

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更趋严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处于从 10％左

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 7－8％的中速增长阶段（陈彦斌、姚一旻，2012）。2012 年，中国

GDP 的增长率是 1991 年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点，仅为 7.8％，预计 2013 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

低于 8％。 

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再次提出城镇化战略，这是基于以下考虑：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内需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受投资过剩、出口疲软的影响，拉动内需

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而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既能

够扩大投资又能够促进消费（李克强，2012）。按照诺瑟姆曲线所揭示的城镇化发展规律，

中国城镇化水平在超过 50%之后仍处于中期加速阶段。虽然根据修正的诺瑟姆曲线（陈彦

光，周一星，2005），在城镇化水平超过 50%之后，城镇化速度与前期相比将开始减速，但

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会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使城镇化仍可在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发展中发

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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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城镇化迫切需要加快社会转型 

如前所述，城镇化进程包含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四个方面的转型。但长期以来，农

民进城的同时农民的身份没有变化，致使出现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等称谓。这种现象

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滞后，很多学者称之为半城镇化。一般认为，当前中国 50％

左右的人口城镇化率，其中的 30％左右是由农民工进城产生的，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

镇化率仅为 36％左右。 

半城镇化现象的出现和我国独有的户籍制度相关。1958 年 1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形成（王海光，2011），城乡二元分割社会

开始逐步出现。改革开放后，对乡－城人口流动的管制逐步放松，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

商，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农民工群体。1982 年，我国仅有 250 万进城农民工，2011 年增加到

25278 万，增加了 100 倍。但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因不能获得城

市户口，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社保缺失、子女教育、工资拖欠、劳

动条件和居住条件较差等问题。除此之外，农民工的待遇普遍较差。据统计，2011 年 53.7%

的农民工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制造业和建筑业；84.5%的外出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

法规定的 44 小时；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 2049 元，其中 41.3%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

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为此需要将月均收入的 16.0%用于月均居住支出；尽管如此，仍有 0.8%

的外出农民工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
②
。 

城镇化社会转型的核心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即进城农民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同等待遇。

一方面，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投资模式拉动经济增长

边际效应逐渐下降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需求。农民工的

市民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就是李克强所说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的意义所在。 

 

2. 3  中国城镇化的未来需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也形成了困扰城市发展、削弱居

民幸福感的诸多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宁越

敏，2012；林家彬，王大伟等，2012）。近年来，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成为群众多怨、

政府关注、媒体瞩目的话题。在住房方面，到 2010 年底，中国仍有 2000 多万户城镇低收入

和少量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不成套，设施简陋，其中 1000 多万户居住在棚户区
③
，而另

一方面是大城市的房价不断上涨。在城市交通方面，由于中国正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私人汽

车保有量逐年增加，致使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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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08 年交通拥堵导致的时间延误损失和油耗增加损失约占北京市当年 GDP 的 0.5-

2.5%，并导致 HC、CO 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大量增加（谢旭轩等，2011）。中国的环境问题

也十分突出。2011 年，全国 32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污染物排放超标城市的比例为 11.0%，

这还未计算 PM2.5 指标的超标。2011 年，对 200 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显示，较差和极

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到 55.0%；2011 年，监测的 468 个市（县）中，其中 48.5%的市（县）

出现酸雨
④
。针对以上问题，“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中国新

型城镇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全球来看，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正在给人类敲响警钟，而城镇化被

认为是全球变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迈克.戴维斯，2010）。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集聚地，

对 CO2 的排放具有重要贡献，以生产类数据为基础，得出由城市人类活动引起（或人为）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比例在 40%至 70%之间；如果是以消费类数据为基础，则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所占比例高达 60%至 70%
①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 CO2 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我国

1990—2007 年的 CO2 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 5.9%，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

的压力下，低碳、绿色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然之路，也对中国的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还面临着沉重的资源、能源压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缺乏的

国家之一，人均水量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 1/4，并且地域分布和季节分布极不均衡，水资源

短缺将成为中国许多城市发展的瓶颈（中国发展报告，2010）。汽车时代的到来大大增加了

能源的消耗，而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值的 7.4% 和 6%（仇保兴，2012）。

伴随着原油进口量的不断上升，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 60％的水平。在资源、能源

约束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走集约绿色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显得更加必要。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已成为必然，提高

城镇化质量将成为今后的重点。 

 

3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思考 

 

3.1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城镇化新动力 

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人口的转移，从而使中

国避免部分发展中国家掉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经济发展仍应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

化的根本动力。虽然不同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所处的城镇化阶段也各不相同，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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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因素可能是多元化的，但总体来看，应当以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智慧

城市建设为引领，探索多途径的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

路子。美国未来学者里夫金认为，全球人均石油占有量已达到峰值，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尾

声，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和以 3D 打印等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即将开始（杰里米.里夫金，2012）。面对这种趋势，中国产业亟需转型，工业化的动力机

制也因此被重构。 

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契机，推动工业化的转型，并以此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应当紧

随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注重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水

能、海洋能、地热、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大幅度降低矿石能源的消耗量。这不仅可缓解

我国能源不断提升的对外依赖度，同时对环境整治也可起到巨大的效果。发展以 3D 打印为

代表的智能制造，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密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既可形成新

的产业支撑，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必经之路。循环经济是一种最有效利用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对“大量生产、大

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推进新型工业化应当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道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辜胜阻、王敏，2012），其借助新一代的

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将城市中各项基础设施连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从

而整合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达到城市运营智能化

的目标。智慧城市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

用，从而有助于大大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3.2  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国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城镇化的根本

目的绝不是表现为数字形式的人口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的本义，应该是以人为本，

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使所有人的社会福祉能够共同提高（王桂新，2012）。因此，当前推

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促进社会融合，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让每一个人有均等发展的机

会，使所有人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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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y）。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报告提出的

包容性城市包括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政治包容（political inclusion）、经济包容

（economic inclusion）和文化包容（cultural inclusion）四个维度（图 1），四者之间相互关联。

社会包容是指不论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对于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获得生活必需的

足够住房和体面的基本服务、社会福利、发展机会以及其他公共产品等；政治包容是指维护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促进公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以实现更明智和更民主的决策；经济包容

是指以平等的就业和商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实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文化包容

促进社会的融合和多样性发展，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通过促进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形式

和文化传统活动提高社会各阶层的人力资本
⑤
。 

 

图 1  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四个维度 

资料来源：UN-HABITAT: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2012. 

 

促进社会融合，重点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差异主要体现

在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就业机会和待遇的不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等（丁金宏等，2009）；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还未消除的情况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户籍制度又导致在城

市中形成了由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构成的城市二元结构（侯力，2007）。改革户籍管理制

度是保障全体人民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前提，要通过改革剥离户籍背后的福利含义，建

立可转移的社会保障，并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王美艳、蔡昉，2008）。 

当前，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举措，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外来人口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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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件可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极少量农民工可达到居住证要求

的积分，这表明居住证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事实上，半城市化现象从

表面看是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但其根源仍在于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供应的差异。因此，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比取消户籍制度更为实际的举措。在此，首先要界定基本公

共服务的内涵。根据我国的国情，社会服务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至少应包括义务教育的提供、

一定标准的医疗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等。二是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我国不仅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以全体国

民为对象，既要考虑城乡统筹，也要考虑区域统筹，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民在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当前，各地在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时面临的一大问

题是，我国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事权和税赋不匹配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经济落后地区的

财力难以有效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人口大量流入地区，要实行辖区内常住人口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面临极大的压力。为此，需要上下级政府联动推进国民基本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统筹能力。自 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49－55％之间，支出占比却呈下降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34.7％下降到 2011 年的 15.1％，这表明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

了地方。但既有的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考虑还不够。例如，政府卫生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例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其中，中央财政的支付占比虽提升至 2010 年的

31.76％，但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支付仍占三分之二以上。总体上，我国人均的政府卫

生支出水平还很低（李玲、陈秋霖，2012）。为此，有必要配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升中

央财政支出占比，加强中央政府在为农民及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全国统筹能力。 

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步伐，统筹解决辖域内的城乡分割问题。成都、

重庆等市是率先推进城乡统筹的试点地区，业已取得一定的经验。要加快以城市为单元的城

乡统筹试点工作，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等不同层面。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统筹重点

针对当地的户籍人口，对跨地区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可由上级政府进行统筹。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推进以国民为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

际上也实现了农民工的市民化。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 6000 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

国家的行列。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 2020 年我国的国民收入还要翻一番，

这意味着人均 GDP 也要翻一番。就此而言，以 2020 年为目标，实现国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有充分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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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城市作为 CO2 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新型城镇化

必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约束条件，着重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保证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作为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社会文明形态，

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要以是否违背生态文明理念作为重要的

评判条件。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

同时逐步开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源与节流并举，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繁荣与发展

以及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此，可考虑推行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制度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取得

很大进步，但企业、个人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仍频繁发生，说明环境保护执法制度的建

设还需要加强。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环保部的督政体系建设，加强垂直管理的力度，提

升督政的效率和权威。 

二是节能减排等绿色技术的应用要从单纯鼓励转向鼓励与强制实行并重。例如，绿色建

筑和生态社区的出现体现了城市中循环型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其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

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

效的使用空间。但是，绿色技术的应用需要增加成本，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普及。目前，政府

对可促进产业发展的绿色技术如风能发电、光伏发电、电动汽车等已采取价格补贴的鼓励政

策。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强制推进绿色技术的应用，如把节能材料和技术的应用纳入建筑

标准和居住区建设规范，这样才能发挥绿色技术的成效，从而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的效果。 

三是采取恰当的消费税政策，引领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国家曾出台购买小排量汽车减免

税收，现行购买电动汽车减免税收的政策即是一例。类似的政策要系统化、长期化。 

 

3.4  推进体制创新，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使我国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2012 年底达

到 7.1 亿人，未来仍还将有两到三亿农民进城转换为城镇居民。如此庞大的城镇人口增长速

度与仅有 657 个建制城市相比，两者显然不相适应
⑥
。加快小城镇发展，对吸纳分担大规模

农村人口进城，缓解大城市病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所以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走中国

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应当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近 20 多年来，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很快，相比之下，由于城市等级化管理的体制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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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上位城市的压抑，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地

级市和县（县级市）层面表现为“市卡县”、“市刮县”、“市县博弈”；在镇的层面，突出的

表现为特大型乡镇的镇政府人员编制与其所治理的人口规模不相称、财政不足、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近年来，“扩权强县”、“扩权强镇”的呼声日益加强，“省直管

县”、“县辖市”的讨论不断升温，加快体制改革与创新，破解传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赋

予城市平等的发展权
⑥
，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面。  

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的路径在于加快体制改革与创新。一是对县（县级市）和较大的镇

进行扩权，通过权利下放，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以就地城镇化为主要形式，推动自

下而上型的城镇化。二是应当加快“省直管县”的步伐，对符合条件的县进行省直管。省直

管县不局限于“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尽管面

临地级市“强县不能弱市”的呼声，也应当结合实际进行试点，逐步推广。例如，浙江省在

2003 年时就将最初的 13 个省直管试点县（市）扩展到浙江省的全部县（市）。相反，对于

一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县实行省直管，却应当要谨慎，实行省直管有益于扩大其发展自主权，

但其却未必能够担当重任，自身经济发展能力与自主权的扩大未必成正比。 

在镇的层面，应当加快特大型乡镇的改革步伐（汪宇明等，2010）。浙江省在乡镇改革

方面走在了全国前沿，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 年，浙江省选择 27 个中心镇开展小城市培

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在保持镇级建制不变、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赋予这 27 个试点镇

与县级政府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放权之后，27 个试点镇投资实现 30%以上的增

长，GDP 增速高达 12%以上，财政收入增长超过 18%
⑦
。截止 2011 年底，我国总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建制镇有 865 个，其中超过 20 万人的有 96 个
⑧
，确定一批经济发展实力较好、人

口规模较大的镇在全国范围进行扩权试点十分有必要。初期可借鉴浙江的做法选择 400-500

个中心镇引导其由镇向城转型，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小城市，待条件成熟后适时调整县级行

政区划。 

 

4 结语 

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与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爱德华•格莱泽，

2011）。中国城市化作为影响人类 21 世纪进程的大事，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

重大影响。 

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市，城镇化的本质是使人们生活的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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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国以往城镇化的进程已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在国内外新形势下，中国新型城镇化战

略的提出成为一种必然。作为城镇化过程的更高级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已成为新时

期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未来，中国城镇化将进入质量提升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正确理解其内涵，把握战略

重点。首先，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动力，

同时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其次要以人为本，逐步解决

半城市化问题，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以国民为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通过加强建设环境保护执法制度、鼓励与强制

实行节能减排绿色技术以及采取恰当的消费税政策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实现美

丽中国建设；最后，在关注城市群和大城市发展的同时，还要关注小城镇发展，通过体制改

革创新，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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