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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未来调整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城镇化的概念与发展规律

（一）城镇化的概念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镇）集中的过

程；是人类生产活动从农业向二、三产业

转换，生产要素向城市（镇）流动的过程；

是乡村地域向城市（镇）地域转化升级，

城市地域向外扩张和城市内部不断转型演

变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

农村传播的过程；是不断提高现有城市的

支撑力和承载力的过程。中国城镇化不等

于城市化，城镇化更加强调在乡向城转化

过程中，“镇”作为重要节点所发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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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城市化重视城市的建设和作用，国际

比较中常用城市化率。推进城镇化并不是

不发展大城市，而是强调建立布局合理、

金字塔式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体系。城

镇化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畅通了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分流了大中城市

发展的压力，避免了大城市无序、无限地

扩张，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及社会和谐。 

（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阶段性规律 

从时间上看，城市化发展具有阶段性

规律。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一

些国家城市化发展历史轨迹的研究，发现

城市化进程的轨迹接近一条稍微拉平的S

型曲线，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

30％以下为初期阶段，由于工农业生产水

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

放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都很有限，城市化发

展十分缓慢；城市化率30％-70％为中期

阶段，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农业劳动

生产率也大为提高，工业的快速发展能够

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在70

％-90％为后期阶段，在该阶段，农业人

口比重已经有限，而农业生产又必须维持

一定的规模，此时城市化发展又会趋于平

缓，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

服务经济转变，提升质量和品质是这一阶

段的主要任务。[1]

2.要素集聚与扩散规律 

从空间上来看，城市化发展过程是在

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生产要素配置过程。根

据空间经济学原理的解释，经济活动在向

心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完成自组

织化，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心—外围”空

间结构，但当运输条件、生产技术、人口

分布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这种稳定就

会被打破，经过新一轮的自组织化过程，

新一轮的集聚的产生，达到一个新的稳定

结构。这样，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集聚效

应和扩散效应交替出现的过程。

3.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规律

城市化发展过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

相关，两者互为促进、互为因素。钱纳里

的“世界发展模型”研究表明：当工业化

率、城市化率同时处于0.13左右的水平以

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

化率。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

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包括

各种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尤其是总量不

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业持续增长起

到积极的拉动作用。[2]对多数发展中国家

来说，城市化还通过不断吸收农村人口以

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城市主导产

业从农业走向工业为主，进而向制造业和

服务业并举进行演进。

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与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走的是一条

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存在增长方

式粗放、产业层次低、对资源环境的消耗

较大、城市化比较滞后的弊端。在城市人

口密度急剧膨胀的过程中，拥堵、污染、脏

乱等种种公共资源与环境压力下的“副产

品”开始被人们诟病。有调查显示，近六成

的一线城市白领有逃离的想法。从“孔雀

东南飞”到“逃离北上广”，作为世界第三

大都市圈的大珠三角城市群正面临规模扩

张之后的城市质量提升的发展困惑。

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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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

平粗放等一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是对传

统城市化的一种扬弃，低碳、均衡、创新、

可持续都是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标志。

2011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这

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

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关键时期。

要突破上述瓶颈，对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

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尤为

紧迫，智慧、低碳、宜居新型城市化渐渐成

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因此，实施新型城城镇化之路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城镇化是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及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

进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及构建和谐社

会的根本途径。[3]其次，城镇化是扩大内

需及拉动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

引擎。它很大程度上替代我国10万亿的出

口，形成发展方式由投资主导、出口驱动

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坚实基础。另外，城镇

化还有利于我国永续发展，扩大内地承接

发达地区产业和人口双重转移的能力。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反思

（一）掠夺式扩张的城镇化之反思

数据统计显示，1980年，中国只有51

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自上个世纪90年代

起，中国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显著增

加。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共有185

个中国城市跨过50万人口门槛。若以城市

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

衡量，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7.9％；2009

年底，城市化率达到46.6％；2010年，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

城镇人口比重为49.68%；至2011年，中国

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2011年是中国城

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

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

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4]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

看，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结构变动弹性很大

的阶段，仍然充满着机遇。中国未来的发

展必须寻找新动力。而城市化推动、国内

消费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推动，将成

为未来二十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之后，有约3亿人口从农村

迁移到城市，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正以每年

0.9%的速度在增长，但是这支大迁徙的大

军并未全部成为真正拥有城市户籍的人

口。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6.59%，然而城

镇户籍人口率却只有33%，两者的差距为

13.6%。若以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来计算，

约有1.82亿人口属于这13.6%的差距之内，

这些人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

享有城镇居民待遇，有人称之为“半城市

化人”。从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用30年完成

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以户籍

人口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则要低得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根据2010年的

数据，10年时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

高了12.2%、达到4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仅增加1个百分点，只有26%。

经济改革带来了人口迁徙，但配套

的社会改革进展迟缓，城市化发展由此失

衡。现在的城市化是“两要两不要”，要

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

地不要失地农民。农民进入城市而不能享

受市民待遇，这样的城市化率没有意义。

去除没有享受市民待遇的人群，现在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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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率估计只有40%。①半城市化实现了

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

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

全部衔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制

度等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

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

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2011年

6月28日，《中国国土资源报》刊登文章，

指出今后20年，全国每年将有1200多万农

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按照目前我国农

村居民人均用地153平方米计算，每年将

新增闲置农村宅基地276万亩。据统计，

目前我国2亿亩农村宅基地10%～20%是闲

置的，部分地区闲置率甚至高达30%。 

（二）线性发展型城镇化之反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取

得了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

提升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

来的20多年，工业化发展很快，推动并实

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推动了我国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居民的生活条件。目前全国661城市，2.1

万个建制镇，城镇建设总用地3.46万平方

公里，仅占国土面积3.4%左右，但却产

生了全国GDP总量的74%，城镇化水平为

43%，属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基准水平。[5]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走的是一条线

性发展型道路，即许多城市的经济增长仍

然采用的是粗放型增长模式，这种依赖高

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产出，追求数

量而忽视质量的增长方式给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国内单位产值能源消

耗相当严重，比国外高出2.2倍，比欧盟

国家高出4.5倍，比日本高8倍，比印度高

0.3倍。高能源消耗直接导致的后果，即是

能源的短缺，“电荒”、“煤荒”、“水

荒”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逃避的问

题。[6]对于我国城镇发展来讲，自然资源

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我们面临的最

大的挑战，因此，未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道路，不能继续采用这种线型的、粗

放式的发展道路，而是应该根据城镇化的

发展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考

虑如何走集约式的精明增长之路。

（三）土地助推型城镇化之反思

衡量城镇化的基本指标有两个，即人

口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一方面，大量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进城

打工，初步完成了劳动力的城市化，而非

人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亟需大

量建设用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城市化。

在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土地

城市化过快发展的现象，具体表现两个

方面：一是城市土地利用问题。在城市用

地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

人均占地普遍偏低。十多年来城市人均占

地很快达到110-130平方米的高水平。这

个水平，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

几倍乃至十多倍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

超过发达国家一部分城市的水平。二是土

地财政问题。2000年至2009年，城市建成

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

28.7%。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

2.7万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5

年来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亩。

城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使过高

地价推高房价，城市房地产形成过度泡

沫的局面。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推高了房

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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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快速地实现了

国家的工业化，靠的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靠大量剥夺农民的积累，快速实

现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是近些年来，在城市化，

特别是新世纪城市化加速以后，我们又不

自觉地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利用城乡

土地的价格差来掠夺农民。有人指出，我

国城市化面临的三大财富掠夺：一是食利

阶层对创造附加价值的劳动者的财富掠

夺；二是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

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掠夺；三是原

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掠夺。中国城市化过

程中的土地制度缺陷（国有土地的交易只

能通过政府权力才能够进行），从而使得

到国有土地财富转化地方政府资产、转化

为政府官员的个人权力，从而使得国有土

地财富迅速私人化，也使得让城市化过

程中的土地财富的溢价及住宅的升值短

期内迅速向少数人聚集。2011年福布斯全

球华人富豪榜显示，213位华人身家超过

10亿美元，一个全球性的华人富豪圈正在

兴起。”“值得关注的是，华人财富的崛

起，伴随着华人在全球制造业正在日益占

据主导地位。而华人财富在地产业的过分

聚集，也是一大特色。”

（四）政府助推型城镇化之反思

经济发展中有两只手，一只是“看

不见的手”即市场，另一只是“看得见的

手”即政府。城市发展的过程是政府和市

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就需要

两者进行一个功能定位，尤其是政府需要

考虑，要做一只“无为之手”还是“掠夺

之手”？显然，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

配置，政府无为而治的方式，有可能出现

市场不灵，相反，如果政府过多的参与资

源配置过程，会出现市场信号失真，这两

种方式都难以达到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目

的。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政府的绩效考核

采用单一考核机制，在这种“唯GDP论”

的引导下，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开始采用多

种形式“创造GDP”以便达到考核标准。

所以出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盲目投

资、城市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现象越来越明

显。这种形式带来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但

是背后承担的却是城市发展用地的无序扩

张、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

因而，这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发

展模式注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不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是一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的发展模式。

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转
型经验与启示

新型城市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

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和

谐社会为方向，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

续发展为特征，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

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市化、全面提

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通过借鉴发达国家

的城市转型经验，可以为我国新型城镇化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一）总体发展规划先行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发达国家城市

转型的成功经验之一便是制定总体发展

规划。例如汉堡在1996年制定了《汉堡城

市发展构想》战略规划，规定了汉堡在全

球化城市改造行动的基本思路和详细内

容，在全球性空间布局及思考、城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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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所涉及的策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思考与原则、城市对外关系与国际支持

的营造等方面做了阶段性规划和远景规

划。巴黎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一系列总

体和转型规划为巴黎城市转型奠定了制度

和法律基础。《巴黎地区城市总体规划》

的目的在于限制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

将土地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

1994年《法兰西岛地区区域发展指导纲要

（1990-2015）》主要是针对巴黎和远郊

四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确立了巴黎大

区后期的区域分工发展模式，《巴黎大区

可持续发展计划》和《2000至2006年国家

-大区计划议定书和大区规划》的宗旨在

于强调巴黎市和巴黎大区的建设和整治，

保持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均衡发展。

（二）大力发展服务经济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产业结

构也随之演进。发达国家的城市转型过程

中，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通过构建服务经

济和制造业经济相协调的产业体系来提振

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它们普遍的做法是实

施“多元化经济”战略，大力发展服务业的

同时，更新发展制造业。在这一发展过程

中，许多知名城市突出了自身的服务经济

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标签，比如

伦敦被称为“金融之都”，巴黎被称为“时

尚之都”，鲁尔重点发展的工业会展和旅

游，而汉堡则重点发展现代航运服务。 

（三）郊区发展和中心城市更新同时
发展

郊区实现工业郊区化和居民郊区化

相融合，而中心城区则通过更新和复兴实

现城市复兴。例如芝加哥的城市化过程就

是这种模式。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心

城区出现了制造业污染，同时中心地价上

涨，再加上公路和汽车的便利化，一些居

民开始向郊区搬离，从而实现了居民郊区

化。芝加哥20世纪50和60年代加快建设高

速环路、轨道交通，货运方式从铁路向公

路转变，再加上制造业企业迁入税收优

惠，从而实现了工业郊区化。在中心城区

复兴方面，芝加哥在70年代改善道路、基

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按照三原则：发展和

多元化、交通和可达性、滨水地区和开敞

空间进行发展；80年代则构建多元经济体

系，以服务业为主导；而现在，中心城区

成为现代服务业、公司总部、金融和证券

机构集中地。

（四）重视人才和非营利性机构的作用

它们加大对创新要素的重视和投入的

同时，重视基金会和教育、医疗机构等非

营利性机构的作用。例如匹兹堡在城市转

型的过程中，即重视匹兹堡大学、梅隆大

学等高校机构的创新力量，也充分发挥了

海恩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及一些社

区组织的作用。而德国鲁尔则以科技创新

作为源动力，加强“产、学、研”结合，

不断改进技术、更新产品。芝加哥则以

100所大专院校和500多个科研中心，以科

技人才和科技资源为基础，发展生物医药

和新型高科技产业，高科技园区、生物医

学园区孵化成功率达80%，另有多家风投

基金为项目发展提供足够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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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数据由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提出，他同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城市化

率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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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Li Shila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ization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to neo-urban-

izati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rules, namely, stage, agglomeration and diffu-

sion, and decid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accompan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predatory expansion, the linear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land 

and the government boosted model of extensive urbaniz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and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 prosperity by reflecting on the 

present stage of neo-urbanization process,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innovating the strategy and path of urbanization.

Keywords: neo-urbaniz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urban dis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