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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城镇化是同一概念，只是背后的政策含义有不同侧

重。本讲义使用城市化概念亦有所指。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是我国低成本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新型城市化则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历史必然，也是扩大

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平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受到资源环境越来越强的约束。把两者作为一个问题来分析，具有

针对性和复合性。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禀赋和大国经

济特征是认识和把握我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问题的逻辑起

点。 

一、当前我国城市化的若干热点提法评析 

何谓积极稳妥地城市化？所谓积极的城市化，就是要提高城市

化自觉，不要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抑制城市化进程，一有风吹草

动就拿城市化开刀。 

所谓稳妥的城市化，就是遵循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不要急于求

成，奢望在短期内解决城市化的所有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的本质是人口和非

农产业在空间上的大规模高度聚集。一些时髦的提法或于解决实现

问题无补，或极易造成误导，干扰正确的城市化决策。 

1.我国城市化总体形势判断 



我国的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是超前、冒进，还是滞后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同的总体形势判断决定着城市化政策取

向。 

2.如何看待城市病 

拥挤、污染、占地、公共安全、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

高房价问题等等是城市病，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得城市化效益必

须支付的成本。 

城市化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城市有更深度的社会分工、更快的

技术进步、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为工业化提供依托，为服务业提

供规模化需求。 

城市有城市病，农村有农村病；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中小城

市、小城镇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病。 

3.城市化要以人为本 

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城市化是人类共同的理性行

为，为了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是建设城市的根本目的。城市化当然要

以人为本，但关键是如何实现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是四句话，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城市化是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大变动时期，不仅要高举人权的

旗帜，民生的旗帜，也要讲集体主义，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近期

与远期的关系。 

4.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城市化水平也不是越低越好。一个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大国，

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有一个较高

的城市化率。我国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大讲城市化

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意味着什么？ 



5.城市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 

试问：难道城市化速度越慢越好？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率每

年上升 1 个多百分点，有以往多年抑制城市化积累的能量集中释放

的原因。以后每年增加 0.7-0.8 个百分点亦属高速度。在城市化率

达 60％-70％以后，速度降下来也属正常。 

6.城市化由速度向质量转型 

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每年上升 1 个多百分点，城市化质量

总体上在提高，还是在下降？为什么总是把速度与质量对立起来，

而看不到两者是辩证的统一？以人为手段减缓城市化速度达到质量

提高，还是在城市化快速或正常进程中提高质量，那一种思路更符

合中国的国情？ 

我国的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阶段性的

必然现象。 

7.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规律放置四海皆准，是如何遵循问题。战略是达到目的手段，

具有阶段性。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目标，在中国正确，在美国也

正确。今天正确，明天还正确。 

长期的崇小抑大，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效果如何评估？一直鼓励

发展中小城市，为何赶不上大城市的发展？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一个有机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各自发

挥着不同的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各有其存在的依据和规律。 

8.半城市化（农民工现象） 

半城市化不是理想的城市化，必须改变。但半城市化总体上是

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退步？农民工现象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利

大于弊还是相反？长久的农民工现象对和谐社会构成潜在威胁，农



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但一步到位的可能性不大，重要的是需要

在改革城乡分割的体制、制度上下功夫。 

二、何谓新型城市化？ 

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化有共性，也有其个性 

中国新型城市化应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不同于外国之处，

二是不同于传统城市化之处。 

1.城乡居民平等共享发展成果的城市化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现代社会的本

质体现。 

2.政府主导和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相结合的城市化。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一方面发挥体制优势，协调各种

利益关系，减少城市化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作用，减少行政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 

4.内生动力和外部力量共同推动的城市化 

推动城市化的主体是内生动力。但对全国：有外国资本推动；

对中西部：有外部区域资本推动，将加快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城

市化进程。 

5.多元动力推进的城市化 

工业化、服务业、非农产业发展均对城市化进程发挥推动作

用，但根本的动力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6.就近进城与跨区域进城并存的城市化 

这是大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就近进城，较少文化、语言冲

突，降低迁移成本；跨区域进城，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人口空间配

置，全国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大约有 7000 万。 



就地城市化？农村发展的城市就再不是农村。农村城市化的实

质是农村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将支付极高的工业化的分散成本，

乡镇企业总体上风光不再的根源在此。 

7.集中型的城市化： 

四层含义：一是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二是大城市人口占城市

总人口的较高比重；三是若干个不同等级的都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发

展；四是城市空间的紧凑型布局。 

8.多样化的城市化 

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化动力、城市化发展的方式等呈现区域

差异性。各区域城市化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 

三、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再认识 

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突破资源环境约束，首先要有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要有正确的理论思维。 

1.我国重化工业阶段可以缩短，但不可逾越 

14 亿人口的大国现代化，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重化工业提

供的物质保障。靠国际贸易满足 14 亿人口现代化建设对重化工业产

品需求决无可能。 

2.我国资源环境消耗强度要降下来，但消耗总量仍将呈上升趋

势 

我国单位 GDP 排放要降下来，但排放总量将持续上升。估计追

到 70 亿-80 亿吨标煤左右才可能迎来发展与排放的拐点。 

一个企业应否淘汰，不在于其排放和污染的大小，而在于其产

品有无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而又无经济性的替代产品，将是此处

不生产而彼处生产，即产业的区域（国际）转移。我国制成品的净

出口，是国际分工所致，实质上也是为发达国家减排。 



3.推进节能减排，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问题核心战略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也

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即使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节能减

排也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基础性环节。 

4.节能减排的基点是科技进步和发展路径的调整 

高效节能技术装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水电油气热生产的高效

设备，高效率的发动机、工作母机、运输设备等。 

理顺资源环境价格体系； 

保护资源环境成本的补偿机制； 

树立和形成节约资源的风尚。 

5.加快科技进步关键在于体制改革 

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进步风险投资； 

人才队伍建设：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无

生活后顾之忧，二是自由思想的空间。 

6.减排（减量）、治污（循环资源化、再利用）、建设美丽中

国（再造秀美山川）、建设防灾减灾体系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问题

的四大领域。 

7.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质上是个国际政治问题，是争得国际话

语权问题。 

人类对地球生态的演化，太阳系和宇宙演化的认识仍处于初级

阶段，对地球气候变化仍有诸多的未知。把近百年来气候变化主要

归结于人类活动，依据并不充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定胜

天”！ 

四、建设低碳城市 



相近概念还有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环保城市、田园城市、宜

居城市等等。 

建设低碳城市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破解新

型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主要抓手和平台。 

1.城市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心 

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密集区被确定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体

现了中央的战略考量。11 大都市密集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6％，人

口占 30％，GDP 产出占 60％，今后其人口和产业占全国比重还将提

高。 

2.城市是节能减排的重心 

城市是产业和人居中心，是资源能源消耗的主体，当然也是节

能减排的主体。 

享受同等生活水平，在城市消费比在农村更节约 

3.城市不仅有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而且具有更高的污染治理

效率 

集中的消耗必然造成集中的排放，排放超过自然净化能力，必

然造成污染。而集中的污染又为集中化治理、规模化治理提供了前

提。 

4.把握建设低碳城市的五个节点 

①基础在低碳产业建设 

制造业占碳排放总量的 60％以上，其中化工、冶金、炼焦、非

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又占制造业排放量的 3/4 以上，我国碳排放 70％

以上来自燃煤，而发电和热力生产又占燃煤的 50％以上。 

②重点在低碳建筑建设 



我国每年建筑施工面积 50 亿㎡，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包括建筑

物建设，运行维护和拆除在内，广义建筑物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40％。 

③重要方面是低碳交通建设 

交通占石油消费的 40％以上 

④基本目标是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改变浪费性、奢侈性、炫耀性消费陋习，形成科学、健康、合

理的消费风尚。 

⑤关键在低碳管理体制建设 

5.低碳城市发展评价 

评价指标选择要有针对性、可得性和经济性。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说明 

低碳产业 1 

2 

单位 GDP排放量 

主要产品排放量 

吨/万元 

公斤 

 

低碳建筑 3 

4 

低碳建筑比率 

节能原材料使用比率 

％ 

％ 

 

低碳交通 5 

6 

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保有比率 

绿色出行比率 

％ 

％ 

 

低碳生活 7 

8 

每万元生活支出能源消耗 

节能家电普及率 

公斤 

％ 

 

低碳管理 9 

10 

人均行政费用支出 

低碳激励和限制政策完善和执行 

元/人  

 

五、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方略 

西部地区工业化总体上处于初中级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推

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任务更为艰巨。但具有资源相对丰裕，



环境空间较大和后发优势。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首先要在更高层上

进行战略把握。 

1.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市化为基础平台，在更高层次上统

筹把握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2.满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 

突破土地政策约束，协调征地拆迁中利益关系。 

合理的城市化用地是更集约的用地，满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不

会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城市化用地增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减量之

间存在着后者大于前者的置换关系。 

认识土地在当代的四大功能： 

土地财政是实现社会再分配的重要杠杆。征地拆迁的核心是城

市土地升值收益的合理分配。不仅是直接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协调问

题，而且关系到市民整体和农民整体的利益协调。 

3.统筹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国农村相对不发展的深层根源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一个

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大国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不是城乡同步发展。以城带乡的前提是城市的率先发展，城市带动

能力的强大。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基点，一是农村居民拥有迁居城

市的自主选择权，二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平等享有市民权力，三是逐

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一要消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

度，二要改革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 

4.正确处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不具有物质财富的代际积累功

能。一个社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多，社会财富积累能力越弱。 



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装备，城市化为农业现代化

提供产品市场和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动力，

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依托。信息化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

提供技术支持，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工业化和农业，大大提高工农

业生产效率，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城市是智能城市，大幅度提升城

市功能和城市管理效率。 

5.城市的产业选择 

城市产业选择不应以一、二、三产业比重孰升孰降为目的，而

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取向，是什么更赚钱干什么，而不是克隆国家

的产业政策。 

6.实施生态移民战略 

改变我国多数人以土地谋生的格局，是建设美丽中国，再造秀

美山川的重要前提。 

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敏感地区的根源在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尖

锐。 

退耕还林必须与退人结合起来，才是可持续的。 

生态移民异地务农有成功的案例，但总体上空间有限。 

生态移民与城市化相结合，不仅降低移民社会成本，更可一劳

永逸解决问题。 

7.我国能源战略选择 

“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年增长率 8.3％，以

今后 20 年 GDP 翻两番，能源消耗弹性系数 0.4 计，2030 年前后我

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 60 亿吨标准煤。 

我国能源消费特点： 

①消费总量持续增加； 



②煤炭消耗占比较高； 

③石油对外依赖度上升； 

④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上升缓慢； 

⑤能源禀赋不足； 

⑥增加供给和减少消费受多方制约 

我国能源战略选择 

①节能优先战略 

②技术替代战略 

③来源多元化战略（新能源、非石化能源开发） 

④国际合作战略 

⑤体制改革推进战略 

8.深化改革，构建低交易成本的软硬环境 

西部后发地区有外部资本的进入，才会有跨越发展。 

资本向高回报地区流动，人才向可发挥才智的区域流动。 

构建企业外部交易低成本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制度环境，才能吸

引外部要素进入，整合当地要素，发挥增长潜力，推进新型城市

化，突破资源环境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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