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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教训，避免走弯路，及时纠正和解

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

城镇化，努力实现“集约、智能、绿色、

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国外主要国家城镇化发展的
路径

（一）美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同时也是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它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城镇化从

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速度之快，程度之

高，令世人瞩目。美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

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交

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

期美国城镇化发展缓慢，到1830年城镇化

水平仅为8.8%，2500人以上的城市数目只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路径及启示
◎ 王守智

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

言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

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

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

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

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目前，我

国城镇化发展质量还不高，尤其是过去粗

放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一味追求土地城

镇化，发展大中城市，而忽视农村经济的

发展和农民利益的维护；一味重视经济发

展、“物”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

发展的问题，导致大城市发展面临交通拥

挤、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

题，而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出现

了农村“空心化”、留守人口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学习、借鉴、消化和

吸收国外一些国家包括国内主要城市在城

镇化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些有益

摘 要：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还存在着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有必要学习、借鉴、消

化和吸收国内外城镇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实现从传统城镇化向集约、智能、绿

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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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0个。[2]19世纪中期，受欧洲工业革命

的影响，美国工业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工业革命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使交通运

输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以蒸汽为动力的

火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打破了原有的

城市空间体系，促使城市人口比重由1830

年的8.8%上升到1880年的28.2%。[3]1880年

以后，有轨电车和高架铁路已成为美国的

主要交通工具，大大刺激了人口流动和工

业化进程。到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率达到51.4%。东北部地区的

城镇化率甚至高达75.7%，属于高度城镇

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科技的

进步、高速公路和石油业快速发展带来了

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汽车取代了其他运输

工具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促进了城市

布局在空间上的分散。还有传统制造业的

衰落、城市中心区地价的上升、环境污染

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基础设施的完

善等因素，使得美国中心城市的人口开始

向郊区扩散。1970年，美国第一次出现了

郊区人口超过城市人口的现象。据统计，

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为7600万人，占全

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7.2%，而同一时期中

心城市和非都市区人口则各占31.4%。[4]美

国的城市空间结构由最初的紧凑型结构向

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最后发展到城市沿

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

序发展，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突出，土

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

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过

度、贫富差距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

是因为美国采取了完全市场化的自由放任

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

代价。城市低密度、无序的蔓延带来一系

列的不良影响：无节制的土地消耗；增加

市政基础设施的投入；居高不下的车公里

数（vehiclemilestraveled，VMT）；不佳的

土地利用形态；就业岗位和人口空间分布

的不匹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5]所以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府官员、

学者和普通百姓都越来越意识到过度郊区

化带来的危害，从而提出了“精明增长”

的理念，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由政

府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

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过度发展。

（二）英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英国的城镇化是以乡村现代化和城

市发展的同步推进为典型特征。农业技术

革命是推动英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1760

年英国的城镇化水平仅有10%左右。[6]由

于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储备的大量货币

财富，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蒸

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出现推动

了农业技术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极大

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农村释放出大

量的富余劳动力，致使城市人口迅速增

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在1700年到1800

年间英国的城市人口由85万人增加到23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7%上升至

27.5%，[7]到18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更达到了50%。始于15世纪的“圈地

运动”是推动英国城镇化的又一重要原

因。“圈地运动”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

组织方式，尤其是大农场的纷纷建立，实

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释放出了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英国棉、毛纺织业

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和劳动力。之

后，又转而发展能源、工矿、冶金、交通

等工业。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一批工业

城市和商业城市的兴起，也扩大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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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规模，更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

善，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进度。1950年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50%上升到了

77.9%，198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则达到了90.8%。但是英国城镇化的

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以牺牲农业、农民利益

基础上的，最终导致英国农业过早衰退。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消费的粮

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进口，又

反过来制约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三）德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

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城镇化模

式是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是从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建开始的。战后的60

年间，德国城镇化水平从69%提高到89%，

年平均城镇化速度为0.3%。德国城镇化的

基本倾向是分散化，即在城市人口规模和

用地规模日益扩大的基本倾向下，德国城

镇本身的建设用地规模并没有变得越来越

大，而是都市区中的传统农业型村庄转变

成为二三产业工商城镇的越来越多。德国

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

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

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功能明

确，经济异常发达。[8]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

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

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

口则多数分布在2000～10000人的小型城镇

里。全国除排在第1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

外，排在第2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3

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他超大

规模的城市。[9]而在法律上，德国城乡之间

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

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

为城市居民。而且德国很注重区域平衡发

展，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规范交通等市

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1960年颁

布了“联邦建设法”，1971年通过了“联

邦建设促进法”，同时德国还很注重区域

城镇的协调发展，1975年颁布和实施“地

区发展中心建设大纲”将全国划分为38个

规划区，1993年德国又提出“区域规划指

导原则”，促进城镇发挥对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德国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还非常注重特色产业支撑，虽然德

国各个城市规模都不大，但都有自己的特

色、定位和侧重点。比如，柏林是文化、

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

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

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城市特色产业

和文化可以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凝聚力和

城市环境的舒适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

象，增强城市的竞争力。[10]

（四）日本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日本的城镇化虽然起步晚于西欧国

家，但发展迅速，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

已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

1921年，英国的城镇化已达70%以上，而

当时日本的城镇化只有20%。在经历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许多日本城市夷

为平地，很多工厂化为灰烬，经济一度低

迷不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再加

上美国经济的援助，刺激了日本重工业的

发展，经济开始稳定复苏。这时的日本政

府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

改革，尤其是采取农村城镇化的方式进

行城镇化，借助快速工业化的机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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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最终成功实

现了城镇化的健康推进，日本人口再次大

量涌入了城市，城市人口激增。到1955年

时，日本城市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至56.1%，

农业人口比例则下降到了不足41%。[11]1956

年-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8

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8.6倍，平均每年增长

13.6%，由此也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了

创纪录的水平，每年平均转移42.9万人，

年均转移递增率为3.6%，[12]极大地促进了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到1970年有72.2%的

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中。[13]1945-1970年，

日本城镇化水平由27.8%提升为72.2%，年

均增长1.77个百分点，成为亚洲第一个进

入国家城镇化的国家。[14]20世纪70年代以

后，由于空间结构的局限，日本的城市人

口基本达到了饱和状态，城镇化的推进速

度也由此放缓，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

期。据统计，1996年时日本的城镇化水平

为78%，仅比26年前高出了6个百分点。日

本城镇化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它采取了高度

集中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即对少数几个都

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日本的人口、产

业和城镇都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

屋三大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面积仅占日

本国土面积的14.4%，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

值占全国的50%以上。尤其是首都东京，

现已集聚3722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29.4%。同时，日本政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

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促使

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协调，日本政府先后制

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

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

规划体系。并且还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

如《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

事业创新促进法》及《关于促进地方中心

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

的法律》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城镇化发

展的进程。[15]但是，高度集中型的城镇化

发展模式，也给日本经济带来过密与过疏

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大都市圈不断膨

胀，地价不断攀升，住房供应日益紧张，

交通越发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逐

渐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和边远地区，

空心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

等问题越发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

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五）拉美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由于拉美国家长期沉陷为西方列强

的殖民地，决定了其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同

于其他欧美国家，主要表现为外来资本

主导下的工业化与其自身落后的传统农

业经济并存，其工业化长期落后于城镇

化，政府又调控不力，最终导致其“过度

城镇化”。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拉美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迅速之快，世人

瞩目。1950年，拉美国家的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41.6%，1980年便达到

65.6%，2005年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已高

达77.4%。在1950年-2005年间，拉美国

家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加率高达4.29%，

远远超过同期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

发达国家。2005年拉美国家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90.1%，巴西为

84.2%，哥伦比为72.7%，最高的委内瑞

拉为93.4%。欧洲城镇化水平从40%提高

到60%经历了50年，而拉丁美洲实现相同

水平的跨越仅用了25年。在拉美国家城镇

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市人口高度集中

在一个(通常是首都)或少数几个城市的现

象。由于城镇化发展过快，而城镇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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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却相对滞后，导致众多的社会问题，人

口过度集中、交通堵塞、住宅拥挤、贫民

区无序扩张、犯罪率上升等严重影响了拉

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据统计，

拉美地区城市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53%增

加到1988年的63%。这时城镇化已经简化

为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大贫民窟中

来，不过是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近20

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贫民窟

人口增长118%。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

窟中的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

25.4%。[16]由于贫困长期得不到缓解，城

市中逐渐形成一个“边缘群体”或“边缘

阶层”，许多人接受或认可暴力手段，一

些城市经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

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严

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社会稳定。[17]拉美国

家属于典型的“过度城镇化”，虽然城镇

化率与欧美发达国家很相近，但经济发展

水平却只相当于他们的1/10～1/20，城镇

化的质量很低。问题的根源在于拉美国家

的城镇化是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表面看起来光鲜，其实只是徒有外表，没

有实质内容，城镇化只是一支空壳。

二、国内各地城镇化发展的主要
模式

在学习和借鉴国外主要国家城镇化发

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国内有许多地方也

开始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些极具

地方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乡镇企业驱动型的苏南城镇化
模式

苏南主要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

常州地区，由于地处长三角，与上海、南

京等大城市毗邻，交通便利，信息灵通，

人才汇集，经济发展迅速。苏南地区城镇

化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通过自筹资金，

整合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

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形成一定规

模的非农产业，并实现了农村人口职业转

化，通过产业流、人流、资金流的聚集，

使得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经济水

平不断提高。到1992年，苏锡常三市共有

建制镇229个，近万家乡镇企业和近240万

农村剩余劳动力。费孝通先生多次考察

苏南小城镇并称赞“小城镇、大问题”，

不但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带动了城

镇化的发展。90年代以后，以浦东开发为

契机，苏南成为外商投资新的热点。苏南

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先后建起了一大批各

级各类开发区，为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18]至2009年，苏州、无

锡、常州三市的城镇化率分别为66.3%、

67.8%和61.2%，平均超过65％，高出全省

近10个百分点。苏州5个县级市城镇化率

平均在60%以上，无锡2个县级市平均为

59%，常州2个县级市平均为46%。苏南地

区选择的是一条农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

的发展路径，乡镇企业的兴起，成为苏南

自下而上城镇化的直接动力。苏南小城镇

化实践不仅合理使用了农村劳动力，而且

大大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在带动

苏南城乡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开辟了中

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城镇化发展的新路。[19]

（二）民营经济推动型的温州城镇化
模式

由于温州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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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也不方便，集体经济发展也相对薄弱，

受国家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比较

少，因此，温州的城镇化完全是市场机制

催生的产物，是依靠民间力量、民营经济

发展而成的“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是一种资源约束性和市场主导型的

模式。温州城镇化道路走的是一条以亲朋

好友、邻里乡亲为原始资本，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以市场

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

骨干的新型家庭经济和市场体系相结合为

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是

一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

经济。其鲜明特征是以市场化带动农村工

业化城镇化、以专业化市场为基础的专业

镇模式、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

发展。因而涌现了像“中国农民第一城”

的龙港镇、“东方第一纽扣市场”的桥头

镇、“全国最大低压电器城”的柳市镇等

专业镇、特色镇。2000年以来，温州城镇

化水平以年均1.26个百分点的速度显著提

升。2011年温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74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337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243元。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温州城镇

化发展的先发优势正逐步消失。投资环

境相对恶化，基础设施、公益设施严重不

足，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以及市场交易成本

不断增加等已成为温州模式发展中面临的

新问题。所以，单纯地依靠市场的作用终

究不是发展城镇化的长久之计。

（三）外资经济主导型的珠江城镇
化模式

珠江城镇化发展主要得益于毗邻港澳

的优越地理条件和乘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

的东风，吸引了大量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

企业，外资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外向型

经济的迅速发展，连续20余年实现了两位

数的高度经济增长，助推了其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步伐。珠三角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

年的16.26%，增长到2011年的83.01%，远

远高出全国城镇化率31个百分点，成为我

国城镇密度最大、经济要素聚集度最高的

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己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世界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之一。[20]珠江

三角洲的城镇化之路是外资主导型的发展

模式，外资成为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

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外资企业在珠三角的

投资建厂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不同

形式转移到城镇务工，成为珠江三角洲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外资企业

的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本地劳动力难以

满足需求，而高劳动报酬对外地劳动力产

生巨大吸引力，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

入。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入量

最大的地区，外来的迁移人口成为城市人

口增长的重要来源，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城

镇规模升级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到2010年

广东的外来人口达到3667万人。仅深圳、

广州、东莞、佛山四市，流动人口就高达

2474.5万人，占全省的86.2%。一些城市

外来人口数甚至超过户籍人口；有1500万

人的省内第一大市深圳，户籍人口仅268

万；第三大市东莞，822万人中640万为外

来人口。据专家学者测算，流动人口对

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然

而，外向型的珠江模式经济增长严重依赖

外来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危机的冲击以及劳

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对于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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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导型的珠江城镇化模式的可持续发

展也提出了挑战。

（四）农业产业驱动型的寿光城镇化
模式

山东寿光按照“全域城镇化”的发展

理念，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强化产

业支撑，坚持均衡发展，使公共服务和资

源普惠城乡，走出一条具有寿光特色的城

镇化之路。发展这种模式的城镇一般都

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自己的农业

特色产品，通过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提

高附加值，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从而提

高整个镇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寿光发展农

业的思路是：靠蔬菜产业领跑，靠科学技

术助力，靠产业化经营提升。为了使蔬菜

成为一个主导产业，寿光市采取了生产、

流通、加工、品牌一起抓的办法。生产方

面，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

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流通方面，先

后建立了蔬菜批发市场和蔬菜网上交易

市场。加工方面，大力发展龙头企业，瞄

准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对蔬菜进行初加

工和精深加工，提升蔬菜附加值。品牌方

面，先后认证优质农产品312个，培育了

“乐义”黄瓜、“王婆”香瓜等多个著名

品牌，用品牌开拓和占领市场。寿光在把

握住农业传统优势的同时，还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合理布局

服务业项目，保证了农业优势根深蒂固、

工业发展强劲有力、第三产业枝繁叶茂，

用强大的产业，支撑着城镇化的健康推

进。截至目前，寿光市已初步形成了造纸

包装、纺织服装、海洋化工、机械装备、

板材家具、新型建材等六大支柱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发展到500家，其中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10亿元的11家，超过200亿元的1

家。2012年，寿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9260元、12805

元，社会消费总额到达175亿元。寿光在

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深刻认识到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

在群众最关心、利益最直接的教育、卫

生、文化、社保、生态等社会民生领域，

加大投入，并注重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

了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百万群

众共同享受到发展成果。

（五）旅游经济带动型的张家界城
镇化模式

张家界的城镇化模式是属于“飞地

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它是通过利用和

发挥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以旅游业发

展为动力，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为张家界

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张家

界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省际边境

区域的武陵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但是拥有风景秀丽的原始森林和奇峰怪

石，这些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自然资源，

是张家界产生“飞地”效应的重要资本。

张家界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开发这一丰富

的旅游资源，在这里兴建了机场、铁路和

高速公路，形成了辐射5省市17个区县的

航空、铁路、公路并用的交通运输网络。

旅游业的发展使张家界的城镇化建设迅

速发展。2009年张家界的旅游收入首次突

破100亿元，旅游业已经成为张家界第一

支柱产业。1989年张家界的城镇化水平只

有11.9%，而到“十一五”末，张家界市

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5.7万人，城镇化率

40.1%。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张家界城镇

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承载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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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不断汇聚，极大地提升城镇化水平

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2005年以

来，张家界城镇化率以年均1.6个百分点的

速度递增，是张家界历史以来城市化水平

提高最快的一个阶段。

三、国内外城镇化发展路径对我
国的启示

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综

合国外各个国家和国内各个地区城镇化的

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可贵的

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为我国的城

镇化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作出了指

引。

（一）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充分
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从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路

径，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城镇化是

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化从本

质上来说它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各种

要素的集聚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是，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绝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

不作为和退出，因为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还存在很多缺陷，如盲目性、滞后性、随

机性等等，易造成市场失灵。如前面所提

到的美国的自由放任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还有温州城镇化模式，最终就带来极大的

资源浪费和生态不文明行为，包括一些国

家、一些出现的种种“大城市病”都是市

场失灵的突出表现。因此，在发挥市场机

制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

用。城市发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完善和扩大，

这都需要政府从中进行合理的组织、规划

与引导。比如德国和日本虽然都是市场经

济国家，但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从国土利

用规划、工业发展规划等的制定，一直到

规划的贯彻执行等等，都可以见到政府在

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城镇化

进程绝不能单纯地由市场调节，在坚持市

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必须辅之

以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

（二）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城镇
化发展道路

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

发展路径和国内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实践都表明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

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都要与本国、本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等相适

应，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地情，正确分析

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

发展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城镇化发展道

路。不能一味照搬照套，其结果必将适得

其反。在道路选择上，无论是走以大城市

或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道路，还是走

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城镇化道路，必须根据

本地条件做出合理选择。不能一味为追

求城镇化速度的提升，而忽视了城镇化质

量。拉美国家城镇化的教训，就是一个很

好的警示。其次，在城镇化发展中，城市

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

城市过少、过大、过于集中，容易产生

“城市病”；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

又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因此，必

须实行集中与分散、据点式与网络式、内

涵式与外延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职

业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数量城镇化与质

量城镇化相结合的多元城镇化道路。最

后，在城镇化发动主体上，单靠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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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靠政府来推动城镇化发展都是不可取

的，美国城镇化的败笔也主要集结于此，

因此，必须坚持政府引导，依靠市场机制

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地引导乡镇企业向

中小城市集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

务工经商，动员多方面力量投资参与城市

建设，才能实现城镇化积极健康发展。

（三）必须依托产业支撑，建立牢固
基础

城镇化的实质是由产业集聚所引致

的人口、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向

城镇的集中，因此，产业集聚在城镇化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产业发展

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才

会吸引人口在城市的集聚，才能推进城镇

化。可以说，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没

有工业化基础的城镇化，就是“泡沫城镇

化”、“过度城镇化”，其实质对于现代

化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城镇化之所

以失败，就在于忽视了产业和工业对于城

镇化的重要意义。在三大产业当中，由于

农业依靠土地的投入而不具有集聚性，工

业生产因占用土地少、规模经济大，因而

具有较高的聚集经济特征，服务业等第三

产业则具有低集聚性高城镇化的特征，因

此，城镇化发展的后续拉动力主要来自于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一种高度劳动密集

型产业，就业容量大、投资少、见效快。

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

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为城镇化

提供动力；而且第三产业通过其较高的就

业弹性推动城镇化发展。如果说工业化发

展所带来的是城镇化外延式量的扩张即

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多的话，

那么第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则是城镇化内

涵型质的发展即城镇软硬件设施的完善、

城镇功能的健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我国各个地方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

赋，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契机，坚

持先进引领、优势支撑、传统提升、新兴

转型、特色取胜，构建起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产业竞争优势，以增强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动力。

（四）注重城乡统筹，处理好城镇与
乡村的关系

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现代

化战略布局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

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是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基础，它能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

物质基础和劳动力；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发展又为农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工业

反哺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英国在城

镇化过程中通过“圈地运动”，人为地将

农业资源集中到城市，虽然在短时期内推

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但是作为城镇化重要

基础的农业的过早衰退，最终又束缚了英

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而日本、美国等发

达的农业为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

大的保障。因此，城镇化不能用牺牲农村

为代价，让城市繁荣起来，让农村萧条下

去只会加剧城乡差距和不平等，贫穷落后

的农村也只能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必须坚

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继续坚定

不移地推进城镇化，适时适度地转移农村

人口，缓解农村的资源压力，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必须把农村建设

好、发展好，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使农村发展与城镇化

在相互协调中共同进步，最终达到城乡一

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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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Enlightenment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Cities
Wang Shouzh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yet to be improved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countr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domes-

tic and overseas cities in order to leap from traditional to neo-urbanization of intensive, smart,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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