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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小城镇贡献率达到

了55%[2]；另一方面，小城镇的优先发展也

将有利于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

业经济机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发展，大量和

快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就地就近

人口的城镇化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战

略[3][4]。

当前，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在这方面，浙江省一马当

先，率先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道路。2007年，浙江省率先出台“强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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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其核

心要义在于抛弃以往大拆大建的造城运

动，转变粗放的“土地城镇化”为“人本

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1]。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走优先

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

径。一方面，面对蔓延加剧的大城市病，

小城镇则更显活力。据统计，中国城镇化

摘  要：2010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首批27个小城市培

育试点之一的店口因小城镇建设效果显著而备受关注，本文从钱、地、人、权四个关键

方面对小城镇建设的“店口样本”进行综合观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店口特色的城镇化经

验，为浙江省制定相关城镇化的改革政策以及各地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有益的

启示和借鉴。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在店口小城市培育试点新三年行动计划的突破口上，

如何实现人口集聚、产业、城市管理的全面整体升级，高质高效的实现向新城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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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新政，提出要分阶段分批培育200个

布局合理、经济发达、特色明显和辐射能

力强的现代化小城市[5]。2010年，浙江省

在200个省级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基础上

选择各方面较好27个小城镇启动小城市

培育试点工程[6]。经过三年的孵化，试点

之一的店口凭借自身的优势，不断创新发

展模式，打造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店口样

本。本文即是对此进行观察和思考。

二、店口的城镇化样本观察

店口，诸暨市北部下辖小镇，区域面

积105.7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近14

平方公里，本地户籍人口6.4万、外来人口

7.6万，目前已拥有7家上市公司，2家中国

500强企业以及数量众多的规模企业，初

步形成了铜加工、汽配、制冷、节能环保

装备等多元化产业格局，综合经济实力已

多年稳居绍兴小城镇第一，小城市培育试

点前列，店口镇从乡村到城镇，再从城镇

到小城市，城镇化经验值得称道。

（一）店口的小城镇发展模式

�.典型模式介绍

店口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样本可以概括

为产业与城市互促共进的模式。店口镇以

工业为主导，主张产业强镇，以产业集聚

推动城市发展，城市发展带动产业升级，

产城融合培育新城，实现产业城市良性循

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产业集

聚为小城市发展集聚人口；另一方面，通

过民资造城，以城养城的方式为小城市建

设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为产业提升吸引、

留住人才。

2.钱、地、人、权的辩证法

店口的城镇化探索，一直踩在省级战

略的鼓点上，获得了由上而下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它也通过基层突破的方式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法视角，破解的正

是城镇化中最重要的四个“牛鼻子”——

钱、地、人、权[7]。

钱——上与下。投资1.5亿元落成的

ShoppingMall铭仕广场、2.2亿元万利来大

型现代化广场，以及耗资5亿元嘉凯城·城

市客厅的商贸综合体，钱从哪里来？仅仅

依靠政府，不仅不可能，而且极不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店口充分利用上与下的动

力成为其破解之道。从省级中心镇到小

城市培育试点镇，店口在上级政府的重视

下，享受一级财政体制和税费返还机制以

及省、市小城市专项配套资金。政策借力

带来店口镇可用财力的增加，但是这些资

金显然不能满足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资金缺

口。店口充裕的民资，无疑成为店口城镇

化建设投资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店口镇

积极实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大胆尝试“民

资造城”，通过民间资本投资建设教育文

化体育等公共设施，建成全省首个镇级日

处理能力30吨的垃圾焚烧厂、全省首条镇

级天然气管网等等，使城市公共设施配套

不断完善，市民生活品质亦向城市接近[8]。

地——粗与精。土地是小城镇建设的

基础要素，只有破解这个命题，小城镇建

设才有根本。2009年，店口出现土地利用

效益下滑的趋势，店口镇政府才逐渐意识

到过往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闲置浪费现

象带来的土地紧迫性。土地困境逼迫店口

开始转变。于是店口提出两条用地原则：

以亩产税收和亩产的投资强度作为企业用

地的必备条件，不仅如此，店口还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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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名城。从2009年之后，店口开始了

质的变化，工业用地开始下降，但税收却

增长了近3倍[9]。与此同时，在住宅用地方

面，店口已对农村宅基地的审批进行限制，

鼓励更多农民购置商品房居住，同时，推

出宅基地置换和农民进城购房补贴政策，

缓解宅基地指标紧缺，改善人居环境。

人——内与外。小城镇建设的核心

问题是人，其要求就是要能聚集人，在店

口，产业集聚带来人口的集聚，如何让更

多的人愿意来、留得住考验着地方政府

的智慧。针对此，店口提出了“本地农民

市民化，外来人口本地化”城市化策略，

坚持人本理念，提升优质公共服务，构建

就业、创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

维权、解困等“八大惠民网络体系”，当

地农民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享受到了与城

里人一样的生活。同时对于7万外来建设

者庞大群体，店口也给出了新的同城待遇

安排。投入财政资金，构筑起针对新店口

人的社保体系，推出“惠民卡”，新店口

人在医院、就医、学校求学，无需再支出

额外的费用。另外实施新店口人安居工

程，补助优秀新店口人购房落户[10]、创新

外派警务协管新店口人、积极为新店口人

搭建产业平台，打造365人墙、新店口人

之家，给新店口人以“同城待遇”。城市

化，关照到了人的因素，这条路径就有了

幸福感。

权——放与收。在店口大举造城的

背景下，囿于镇级建制，始终处于责大权

小，功能弱的境地，“小马拉大车”的困

境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小城镇建设的需要。

站在新的起点上，店口充分利用强镇扩权

契机、自上而下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

让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充分涌流，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入选小城市培育试点

后，店口享受着浙江省在地权、财权、事

权方面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土地要素

保障上，单独切块，优先安排土地，诸暨

市每年计划安排全市10%的建设用地指标

用于小城市培育。在财权上，以2010为基

础年，一定3年不变，设立金库的一级财

政体制，税费3年全额返还，土地出让净

收益留成部分和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全

额返还。 另外，店口被赋予县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规划、建设、环保、安监等部

门在镇里设立了分局，以镇管理为主，党

政主要领导高配，一系列行政审批权限下

放[11]，5000 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镇里可以

拍板，不再需要市里的审批，等等。管理

权限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镇政府

的社会治理的能力。

（二）新型城镇化探索的店口启示

�.注重人的城镇化

店口十分重视兴城引智、引人。通过

实施新店口人与本地居民平等、统一的

“同城同待遇”政策，打造平等之城，为

小城市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城市实际上是

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人类群体，因此，新

型城镇化要更加强调发展理念从“以物为

主”向“以人为本”转变。第一，保障生

活融入。小城镇发展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将

农业户籍城镇化，而是要通过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完善就业创业保障和权益保障，

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城镇中有稳定的工作，

能生活。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均等化。一

方面，小城建建设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民生

保障的支持力度，使进城人口享受到基本

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同城

同待遇机制，使进城人口可以享受到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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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均等的医疗、教育、住房、计划生

育等公共服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从多方面提高服务水平，提升进城人口的

幸福指数。第三，注重文化融入。由镇变

城，转变的核心因素是人，城市生活上要

更加注重人的文化融入，尊重外来人口的

思想观念，改变对外来人口的具有歧视性

的称呼，强化文化融合互动机制，促进其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为他们全面

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让其产生归

宿感和幸福感，唯有人民受益，才能真正

体现新城镇化的核心价值[12]。

2.产城融合，相辅相成

店口的产城融合带给我们许多宝贵

的经验。产业支撑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

小城镇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镇化的持续

推进需要产业化的支撑。通过做大做强

产业，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为城镇化的推

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城市与产业是相

伴而生，共同发展的，产城融合只有实现

产业与城市功能的融合，空间整合，城镇

化与产业化对应匹配度，才能达到以产促

城，以城兴产的目的。城市缺少产业的支

撑，即便再漂亮，也只是“空城”，产业

缺少城市依托，即便再高端，也只能“空

转”[13]。以产城融合推动工业化、城镇化

的互动发展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市场导向，民资造城

小城镇建设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

可以说，市场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店口这片经济热土早年就接受

“温州模式”市场的洗礼，店口人四处跑

供销，从资源的优化配置，到竞争，到创

业，市场意识浓厚的店口由此形成了强大

的产业集群。一方面，产业培育是小城镇

的立镇之本，小城镇建设中，要坚持市场

导向，通过合理的规划，培育有地方特色

的产业，逐步形成“一镇一品”主导产业

和主导产品。另一方面，产业的集聚发展

也为城镇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民间资

本，政府应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小城

镇建设，把能交给市场的社会事业全部

交给市场，通过BT、BOT市场运作的形式

参与投资运营，让政府和私营资本进行合

作，让市民共享市场兴城的红利。

三、结语

产业化与城市化是小城镇发展的两

翼，正是基于两者互动发展的路径，当地

政府才得以借助积累丰富的民间资本，掀

起一场全新的“民资造城”运动，实现了

店口由镇到城的蜕变，打造了新型城镇化

的店口样本。2014年，店口小城市培育试

点进入第二轮“三年计划”，从省中心镇

到诸北小城市，再到诸北新城，店口的小

城镇建设仍在加速，但与新型城镇化的规

划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小城镇建设与现代

化小城市目标仍有距离，未来店口更需要

在人口集聚、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管理方

面有所突破，一个顶级全新的店口新城正

在酝酿中。

（一）提升人口的集聚率和质量

按照规划，到2020年，店口的常住人

口将达到16万，城市化率65%，未来店口

要集中做好辐射于小城镇的农村人口市民

化的身份转变问题。第一，继续提升小城

镇建设品质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吸引力，降

低农民进城生活成本，突出做好本地人口

集聚以及已进城但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的“半城镇化”群体的文章。第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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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可能消灭乡村，坚持城乡联动推进，

复制“牛皋社区”整村置换经验，推动条

件成熟的旧村向社区转变，实现人口集

聚，实现就地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

服务。

（二）产业的升级之道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店口实现产业集

群向产业名城跨越的根本途径，第一，针

对部分工业村家庭工厂“低、小、散”产

业分工布局，通过培育市场进行集聚，打

造区域品牌进行抱团升级，培育一批具有

块状产业特色的创微企业集聚区。第二，

传统的汽配、制冷产业重在升级而非转

型，借鉴“第三意大利”案例中发展传统

产业的经验，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引领，

让传统产业成为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

第三，以解放湖高新园区为产业转型升级

主平台，着力发展生态型产业和服务业，

培育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助

力转型[14]。

（三）城市管理向精细化转变

小城镇规模的迅速扩张、产业的快速

集聚、建成区的功能混乱以及流动人口的

大幅度转移使得小城镇承载着巨大的城市

管理压力。店口在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中，应着重向城市管理精细化转变，佛堂

“全员全科网格化管理”为店口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借鉴，店口应结合实际，总结佛

堂网格化的试点经验，建立城市数字化网

格管理平台。借助平台，对城市管理进行

重新的梳理，寻找管理的粗糙点，并从小

城镇战略目标的定位抓起，层层细化到城

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做细做实网格，建管

并重，将管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阶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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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kou’s Practice: A New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Liu Lin

Abstract: In 2010, Zhejiang province took the lead in carrying out pilot project for small 

cities. Among 27 others, the practice of Diankou is remarkable and therefore receives much con-

cern. The paper observes Diankou’s practice from four aspects and summarizes its experience for 

the reference of Zhejiang’s future urbanization reform. It also discusses plans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on how to achieve population aggregation, industrial and city upgrade, and become a qual-

ity new town.

Keywords: Diankou; small town; city building on private capital; industry; neo-urbaniza-

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