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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发展不足，甚至空心化。如何打破人

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引导人口

有序流动，实现城镇空间的合理布局，这

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湖北省是一

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及城镇

发展失衡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通过对湖

北人口流动及城镇空间布局状况的调查研

究，分析湖北省城镇体系及其空间布局的

特征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

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引导人口合理

流动，完善城镇体系及城镇空间分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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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

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人口流动和聚集

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城镇体系的空间

布局。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人口大规模流

动已经成为常态，城镇化也快速发展。但

是，在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及城镇化发展

中也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不仅是阻碍人口

流动尤其是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仍没

有消除，也存在人口的自发、盲目和无序

的流动并造成城镇空间布局严重失衡，大

型和特大型城市不堪重负，而大量的县域

摘 要：城镇化是人口聚集的过程。人口流动和聚集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城镇

体系的空间布局。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人口流动及聚居的调查，分析湖北省城镇体系及其

空间布局的特征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引导人

口合理流动，完善城镇体系及城镇空间颁布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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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典型个案

的分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口有序流动

及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实践样本、政策建

议和理论启示。

 

一、湖北省人口流动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村人口流动及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当前，湖北省已进

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至2011年末，湖

北农村常住人口2773.68万人，城镇常住

人口2984.32万人，首次实现城镇人口超过

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8%，超过全

表� �978-20��年部分年份湖北省城镇化水平

年份
总人口数
（万人）

城镇人口数
（万人）

乡村人口数
（万人）

城镇化率
（%）

1978 4574.91 690.23 3884.68 15.09%

1999 5938.03 1990.17 3947.86 33.52%

2009 5720 2622 3098 45.80%

2010 5723.77 2846.13 2877.64 49.72%

2011 6217.8① 3227.04 2990.76 51.83％

资料来源：参见湖北年鉴编辑委员会：1978年、1999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湖北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2 20��年中部地区省份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 排序

山西 49.68% 2

安徽 44.8% 5

江西 45.7% 3

河南 40.6% 6

湖南 45.1% 4

湖北 51.83% 1

中部地区(总量或平均值） 46.285%

全国 51.27%

资料来源：各省公布的城镇化率官方网站。

国城镇化平均水平（51.27%），位居全国

前列，在中部六省处于领先位置。（见表

1、表2、图1）

从湖北人口的状况来看，有如下几个

特点：

一是人口流动规模：根据最新数据，

2011年度湖北省农民工外出规模持续增

长。截至2011年12月31日，湖北省全年外

出农民工1045.37万人，较上年增加35.85

万人，增长3.55%。据统计，从2005年底

到2009年底4年间，全省城镇人口增量

为155万人，年均增加人口38.8万人。其

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增加4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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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松”。从整体上看，湖北省省内流动

频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流入

地区多数是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

但随着湖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招商引资

力度的逐步加大，少部分流出人口有返乡

打算。整体而言，湖北省流动人口数量庞

大，主体是农民工。规模将持续增加，流

入地比较集中。男性及年龄集聚比例高，

整体素质高于流出地。

在现有的研究当中，人口学家认为城

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的

现象和过程，其实，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

念，既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聚集的过

程，也包含各种经济要素流的城市汇聚和

城市空间、规模扩展的过程②，人口的流

动必然引起各种要素的流动和汇集，最终

导致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对城镇空间布局的
影响

总的来看，人口向城镇流动，加快了

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随

着湖北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转移，湖北

城镇化加速发展。特别是人既是生产者也

图� 2000年～20��年湖北省城镇化率
趋势（单位：％）

图2 200�年～20�0年湖北省净流出
人口趋势图（单位：万人）

占29%；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1万人，占

14%；县城人口增加40万人，占26%；建

制镇人口增加48万人，占31%。

二是人口流动方向：从流动的区域

来看，湖北省大量人口向省外流出，全省

人口呈净流出态势，也是全国流出人口大

省。从省内来看，全省仅武汉、宜昌两市

的人口为净流入状态，其他市州一直是净

流出，省内人口流动处于非均衡状态。从

城乡来看，以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为主。

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流入地区多

数是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从流

动的主体来看，大量中青年由农村流向

城镇。近几年，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偏

大，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一部分农民工

开始返乡流动。

三是人口流动的方式：“人户分离

式”流动比例大，二元结构特点明显。总

体而言，湖北省人口流动“人户分离式”

流动比例大。现行户籍制度对湖北省有

关人口流动方式有很大影响，其中，对湖

北省人口流动方向方面的规定最为明确，

突出“两严”、“两松”。“两严”指从

湖北农村到城市要严格控制，从小城镇

到大城市要严格控制，相反流向则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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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费者，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刺激着湖

北省城镇消费市场的扩大，也带来了湖北

省城市经济的发展。通过城镇化建设，减

少农民，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为农民就

业、增收创造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城

镇人口流动的方向及聚居状态对湖北城镇

化发展也有消极的影响。

首先，人口大量省外转移，制约全省

城镇化发展。过去十年，湖北省净迁出人

口470万，净迁出人口规模仅少于四川省，

居全国第2位；人口总数减少5%，减少幅

度仅低于重庆市，居全国第2位。虽然人口

外流减轻了湖北人口压力，但是，由于迁

移人口大都是劳动力，甚至拥有一定技能

和资金的人员，他们的流出本身是劳力、

资金和技能的流出。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必然会导致省内城镇化内在动力不足。据

测算，如果湖北净外流人员全部流入湖北

的城镇，可使湖北城镇化率提高质7.6个百

分点。特别是向外流动以中青年劳动力为

主，留下老、少、弱人群，这不仅削弱了湖

北省自身劳动力素质，制约湖北自身经济

社会的发展，同时，大量的老少弱人群也

增加了湖北自身的财政负担和社保压力。

其次，人口向特大城市集聚，造成城

镇体系断层。目前湖北人口主要向武汉特

大城镇转移，造成武汉“一城独大”，城

镇体系出现“断层”。按照特大城市、大

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含建制镇)人口

规模分级，全省各级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

分别为20％、13％、16.5％、50.5％，为

典型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城镇规模结

构。在湖北城镇中心体系中，国家中心城

市仅有武汉市1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少，

中小型地区性中心城镇多。在湖北省不同

等级城镇体系中，城镇化速度及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武汉处于

遥遥领先地位，而其他地市与武汉之间的

差距较大，致使湖北省整个城镇体系发展

不协调。

第三，人口从发达地区集聚，造成城

镇空间布局失衡。由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西部是山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

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长江经济带尤

其是武汉及东部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

地区，大量人口向这些地区聚集，造成湖

北城镇分布东密西疏，城镇空间布局不尽

合理。目前，大部分城镇主要沿交通干线

或长江汉水集聚，东部城镇数量多、密度

高、规模大，而西部城镇少，规模小。整

个长江和汉江水道所分布的城市占湖北所

有城市的18/37，接近一半。在城镇人口密

度上，省会城市武汉的人口密度最高，达

到972人/平方公里，神农架林区人口密度

最低，只有24人/平方公里。西部人口密度

低，城市数量相对也较少。大中小城市与

城镇的布局不够合理。缺乏梯次推进的发

展格局，制约了城市的协调稳健发展，二

表3 湖北省城市中心体系③

省域中心城市 武汉

副省域中心城市 襄阳、宜昌

区域性中心城市
荆州、黄石、十堰、孝感、鄂州、黄冈、荆门、随州、咸宁、恩
施、天门、仙桃、潜江、麻城

县市域中心城镇 各县城关镇及省神农架



区 域REGIONAL DEVELOPMENT

88 《城市观察》2013年第3期
Urban Insight, No. 3, 2013

级城市规模偏小。

第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小城

镇发展严重不足。由于人口大量从农村向

城镇特别是大中型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日

益空心化。特别是一些县市城镇发展不

足，乡镇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

足，致使“小”城镇经济空心化，社会功

能日益萎缩。农村新社区建设发展缓慢，

人口承载力低，制约了农村聚落的发展。

到2009年，湖北建制镇虽然达到了740个，

但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长江汉江沿线和

国道省道沿线，平均间距为5～6公里，平

均人口规模仅有1.2万人。到2011年，包括

许多县城的城关镇在内，镇区常居人口在3

万以上的也仅为46个，绝大多数城镇人口

均在1万人以下甚至不足2000人。

第五，城乡二元化制度依然存在，制

约人口城镇化进程。迄今为止，同全国一

样，湖北城乡二元结构仍没有完全打破。

现行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住房等方

面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给农民市民化造

成了诸多障碍，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三、推动人口有序流动并优化城
镇空间布局

2005年9月2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明确强调，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按照

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

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

局”，要求各地“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

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

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湖北来看，当

前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

结构，为人口转移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同时，要制订相关政策，引导人口合理流

动，并立足环境承载力和城市承载力，科

学规划城镇空间布局，优化和完善城镇体

系，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政策引动，开放发展

人口大量流动导致了湖北省人口净外

迁加剧、湖北省内劳动力分布不均衡、农

村用地规模低效、城镇空间布局体系分散

以及农民工普遍“无安全感”等一系列的

问题，主要是因为政策导向模糊，流动人

口无法通过确切的政府决策信息决定未

来的流向与选择，导致了人口流动的任意

性和盲目性。因此，必须统一政策导向，

让流动人口能在城镇留下，强化人口发展

规划和目标管理制度，适度控制城市人口

规模。统一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导向，共

同促进人口城镇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④

根据城市人口和资源的规模大小，制定政

策，分类管理流动人口。对不同规模的城

市，采取不同的人口流动政策。如：对人口

规模超大的城市（如：武汉），要考虑到资

源枯竭的威胁和高成本管理，采取更为严

格的准入制度。而对人口少而又具发展潜

质的小城镇，则可以放开户籍。无可回避

的是，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会遭遇自由、平

等原则的拷问，但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必须考量的重要目标。

（二）以人为本，高效发展

人口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是制定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规划的重要依

据。而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说到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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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人的城镇化，这是城镇化最重要

最本质的东西。因此，要真正实现人的城

镇化需做到：一是以人为落脚点，推进农

民工市民化。加快城镇化转型，提升城镇

化的质量，重点和难点也在于解决湖北省

当前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湖北省的城镇

化到了需要作一盘棋来整体考虑的时候，

两亿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但没有解

决户籍问题，没有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的问题，加上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

童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留下很大隐

患⑤。二是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加快

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科技、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人口计生等等基础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立综合性的服务

平台，推动社会服务资源向基层和社区延

伸。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劳

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实施

“阳光工程”等就业推进工程。

（三）结构分明，协调发展

受以前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与政策影

响，过去，为控制大城市规模，湖北发展

了较多中小城镇，城镇化率比工业化率

落后几个百分点。湖北省小城镇规模太

小，使得人流、物流流向较大的城镇，致

使“小”城镇经济空心化，社会功能日益

萎缩。现在要求壮大大城市，积极发展中

小城镇，但小城镇不能像过去那样遍地开

花，应突出重点，一个县重点发展一两个

镇。同时，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科学构建

城镇体系。首先，编制和实施县域村镇体

系规划，充分利用土地整理、建材下乡、

农村环境整治、农村危房改造等政策，以

中心村为重点，以新型农村社区为抓手，

搞好村庄建设和农村住房建设，促进土地

节约、资源共享，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水平。二是大力培育中心镇和特

色镇，逐步归并和减少村镇数量。到2015

年，为实现转移36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

城镇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中心镇、特色

镇和县城。三是大力发展县城，使之成为

承载全省城镇化人口聚集的基本单元。形

成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以东西部城市群

和各级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长江经济带为

纽带的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城镇空间格局。

（四）体系构建，集群发展

城市群的产业链具备垂直专业化分

工协作功能，湖北省要适应人口大量流动

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结构布局不

合理等问题应注重城镇体系构建，着重

发展城市群：一是以优化区域城市结构

来增强带动力和辐射力。二是突出“一主

两副”，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三是以构建

现代城镇体系来增强区域集聚力。第四，

突出板块效应，支持城市圈和城市集群发

展。⑥最后，支持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

中心城市扩大规模，完善功能，增强区域

辐射力和竞争力。⑦⑧

（五）分解板块，网格发展 

首先，网络化治理可以有效应对湖北

省地方化、差异化现实，避免“一刀切”

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地区社会发展的

非均衡性与差异性前提下，发挥湖北省

地方政府在治理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

进多元化，尊重地方治理主体的自主性，

同样是网络化治理的核心理念。其次，网

络化的城镇空间治理布局，要求城市公共

服务做到一视同仁。以“善治”为追求目

标，即在价值层面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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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工具层面上追求有限资源的最优配

置。同时，创新“服务人口”概念，将城

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延伸至居住半年以上的

暂住人口，在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医疗

养老、居住交通等方面提供同质同样同价

的市民待遇，这是城市公共服务观念的大

转身，是城市理性的回归，也是城市化发

展的必然要求。

（六）产城互动，一体发展 

湖北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产业结构

与空间结构的匹配，需要落实主体功能区

战略，统筹考虑区域城镇化的推进程度和

动力机制。在优化开发区域今后的方向是

转变外延式城镇化为内涵式城镇化，强调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自主创新能力培育、

地域文化特色塑造等内涵品质的提升⑨。

首先，须构建“全域规划”的引导观。其

次，以构建现代城镇体系为主线，增强区

域集聚力。努力构建大中小城市、中心镇

和一般镇有机结合的城镇网络体。最后，

应以优化区域城市结构为核心，增强带动

力和辐射力。加快全省三大城市群发展，

把产业向周边扩散，提升优势产业的专业

化程度，进而增强城市群的带动力和辐射

力。

注释：
①《2011年度湖北省人口发展与研究报告》，http://www.sxpop.gov.cn/0/1/5/60/38632.htm。

②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人口问题研究,2012(5).

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组.“十二五”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④薛刚凌.引导人口理性有序流动.法制日报,2011,5,6.

⑤甘露,马振涛.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中国经济时报,2012,9,20.

⑥刘良谋,张学峰.新形势下推进湖北城镇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http://www.policy.net.cn/view.jsp?id=20

1110101926350019。

⑦刘良谋,张学峰,刘月明,秦思敏,洪盛良,李文斌,胡建斌,王琳,邱实,袁野,喻颖.新形势下推进湖北城镇

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政策,2011,1,5.

⑧《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载于《湖北日报》，发表时间：2011年4月1日。

⑨杨梅.论湖北“十二五”城镇化发展模式.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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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Settlements and Layout of Urban Syste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Hubei Province
Tan Yunxi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The conditions of mi-

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directly affect the spatial layout of urban system. Based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urban system in Hubei 

and its spatial layout features,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proposed the solutions for further 

guiding the rational flow of population, improving the urban system and space.

Key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settlements; spatial layout;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Hubei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