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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并大大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 ,近 10 多年来 ,我
国城镇化速度却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出现了“冒进式”的城镇化现象。文
章通过我国城镇化过速发展与空间失控的原因分析研究 ,建议采取严格而多方面的综合措施 ,遏制“冒进式”城镇
化和空间失控的严重趋势。使我国城镇化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 ,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即“高密度、高效率、节约
型、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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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 ,我国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辉煌成就 ,2006 年我国 GDP 总

量达到 20. 9 万亿人民币 ,仅次于美国、日本 ,居世界第 3 位。

与此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 ,工业化推动并实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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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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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近 10 年来我国城镇化

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在

进程上属于“急速城镇化”,表现为人口城市化虚高 ;在空间上

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耕地、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过度

消耗 ,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巨大的

浪费 [1 ] 。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国务院三令

五申制止若干严重倾向之后 ,一些行为和问题还在继续发展。

特别是大规模占地、毁地的现象让人触目惊心 ! 为此 ,我们建

议采取严格而多方面的综合措施 ,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

间失控的严重趋势。使我国城镇化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

则 ,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即走一条“高密度、高效

率、节约型、现代化”的道路。

1 　我国城镇化速度脱离了客观实际

2006 年底全国设市有 661 座 ,其中特大城市约 50 座 (含

香港、台北) ,大城市 60 多座 ,中小城市 500 多座。全国有建

制镇 20 600 多个。城镇人口从 1949 年的 5 000 多万 ,发展到

2006 年的 5. 65 亿 ,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43. 6 %。长期以来 ,人

们有一个主导思想 ,即我国“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 ,城镇化滞

后了”,我国“农村人口太多 ,需要尽快解决城乡不合理的二

元结构问题。”这两点 ,都要求我国实行“快速城镇化”①。各

地区纷纷提出高指标的城镇化率作为政绩目标 ,并彼此攀比 ,

形成了竞赛之势。

我国城镇化率从 20 %到 40 %只用了 22 年 ,这个过程比

发达国家平均快了 1 倍多。回顾 50 多年的发展历史 :1949 —

1957 年间年均增长 0. 6 个百分点 ,应视为正常城市化。

1958 —1960 年间年均增长 1. 45 个百分点 ,属过度城市化阶

段。1961 —1963 年间 ,城镇化为负增长。1964 —1978 年间属

停滞阶段。1979 —1995 年间年均增长 0. 63 个百分点 ,也视为

正常城市化阶段。但是 ,1995 —2005 年间 ,全国城市化率每年

提高达到 1. 4 个百分点。从我国历年城镇化发展趋势图看 ,

这个速度正好是 1950 年代后期的速度。

2005 年我国 43 %的城镇化率是“虚假”的。因为 ,其中包

括了 1. 3 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 ,这些人与真正意义上的

市民还有相当大的差别。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

太快 ,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 ,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镇

化 [2 ] 。公安部、建设部、民政部将农民工进城打工 ,居住半年

以上的均算作城镇人口。因此 ,2005 年全国城镇人口总数达

到 5. 62 亿人。实际上 ,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工作条件、生活

条件都是很差的 ,缺乏城市生活的水准。近年来 ,全国城市建

设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增长达 25 %。如此快速增加的投

入主要用于“土地城镇化”。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

口城镇化 ,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青年农民长期在外

打工 ,不安心于农村工作 ,影响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周一星认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 1920 年的基础上仍会

以较快速度推进 ,1 年提高 0. 6 —0. 8 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 ,有

把握实现。高于 0. 8 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 ,个别年份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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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 ,连续多年超过 1 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

有风险的 ,连续多年的 1. 44 个百分点是有水分的 ,是不可能

的 [3 ] 。这种超速度可能对未来我国的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

解决产生误导 ,以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轻而易举。温家宝在

2005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上强调 :我国 13 亿人口大国 ,每年新

增劳动力 1 000 多万 ,下岗、失业人员 1 400 万人 ,每年进城民

工 1. 2 亿人 ,还有贫困人口 9 000 多万。因此 ,要提高中国的

城市化水平 ,实现小康社会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还得有一个

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43 %的城镇化率还包括了一些城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

扩大辖区面积而带来的结果。但这些“城镇区域”的产业结构

并未转型 ,缺乏产业支撑力 ,也基本上没有城镇的基础设施供

应 ,实际上仍然是农村。

我国虚高的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 ,有很突出的人为拉

动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国情 ,脱离了客观规律。拉

丁美洲过度城市化 ,因此出现了众多的贫民窟。我国虽然没

有很多贫民窟 ,但是 1. 3 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被城镇

化 ,他们也是属于常住户口 ,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也是一种过

度城镇化 !

2 　对我国城镇化过程的科学分析与思考

2. 1 　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成本

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各不相同。从 20 %到

40 %城镇化率的经历的时间 :英国 120 年 ,法国 100 年 ,德国

80 年 ,美国 40 年 (1860 —1900) ,前苏联 30 年 (1920 —1950) ,日

本 30 年 (1925 —1955) 。我国是 22 年 (1981 —2001) 。1997 年 ,

世界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城镇化率为 75 % —80 %

(但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远高于这个比例) 。现在的问题

是中国是否具备条件在城镇化速度方面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根据国情、城镇化人口总量以及产业支撑等分析判断 ,答案

是 :我国没有条件达到这样的目标。众所周知 :西方国家城市

建设与农村改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工业化过程 ,同时也是资

本原始积累 ,依靠掠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财富而起家的。如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 ,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包含着掠夺其它

国家的资源成本和人力成本。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则主要

依靠自力更生 ,主要依托本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成本与资源。

上述国家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总人口规模小。我国现

阶段 13 亿人口 ,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所要求创造的

就业岗位比发达国家相应进程中的要求高出 5 —10 倍。2006

年我国人均 GDP仅有 1 350 美元 ,而欧美发达国家却超过 3. 4

万 —4 万美元左右。目前我国的国情国力尚不能承受城镇化

急速发展带来的沉重压力 !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太多”从产业支撑、产业发展以及土

地、能源和水源供应以及环境设施的建设能力看 ,很难想象

15 年后当我国的人口达到 15 —16 亿时能够有 8. 5 —9 亿人口

居住在城市里。即使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需要一个长期的

艰苦奋斗 ,城镇化率也还比发达国家目前低 10 多个百分点。

2. 2 　快速城镇化给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 ,我国众多的城镇化地区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

重恶化。自然环境基础不能支撑这种“急速城镇化”和空间蔓

延式大扩张。城市要求大规模电力和优质能源供应和大型集

中型的水源供应。目前我国每生产 1 万元的 GDP 其能耗、水

耗与地耗都比发达国家高出 10 —12 倍 ,同时城市的人均耗

能、人均用水以及集中产生的垃圾量要比农村大的多。2003

年 ,全国 70 %城镇缺水 (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 ;90 %的

城镇水域和 65 %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50 %重点

城镇集中饮用水源不符合取水标准 ;我国年排放污水总量近

600 亿 t ,90 %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许多城市的河流不

能提供饮用水 ,甚至连一般用水都不合格。全国污水处理率

只有 36 %[4 ] 。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 70 亿 t ,占地 5

亿多 m2 。其中 ,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 1. 5 亿 t ,每年以

8 % —10 %速度增长 ;有 200 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在

50 %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 10 %达到无害化处理标准 (引自国

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近 10 年来 ,各级政府在城市基础

设施方面 (包括供排水、环保等)的投资逐年增加 ,缺口并没有

相应缩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 ,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过快 ,背

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2. 3 　冒进式城镇化给城镇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

近 10 年来的“冒进式”城镇化 ,超出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

展和产业支撑能力。这是我们特别强调需要规划符合中国特

点的城镇化进程和城镇化率的重要理由之一。由于我国现在

处在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目前具有庞大的基础原材料产业 ,

这些产业还将存在很长的调整与重构历程。近年来经历了持

续的大扩张。依靠这些产业的扩张 ,来增加吸引农村劳动力

和农村人口空间已经不大。也就是说 ,我国城镇化进程需要

与产业结构及其转型的进程相适应。近年来 ,城镇化发展和

就业人口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 ,由于人

口基数特别大 ,平均每年 1 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增长 ,就业岗

位就要求增加 800 —1 000 万。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也无法持

续提供这个就业岗位规模的大部分。

2002 年我国有 110 多个资源型城市 ,多数是有生命周期

的 ,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长期特点之一。这个数字还在增

加。估计 2030 年将达到 200 个左右。这些资源型城市 ,大多

数在今后某个时期将出现资源枯竭 ,资源型城市例如煤都抚

顺、阜新、淮北、焦作、淮南等 ,煤矿开采完后 ,面临许多煤矿工

人及其家属的安排、产业转型与城市改造问题。城市规模不

仅不可能大幅度扩大 ,且会逐步缩小 ,少数还会衰亡。而人口

城镇化过程一般是不能逆转的 ,工业化、城市化也面临着种种

矛盾。

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城镇化过程的作用力也将会逐步减

弱。这些年 ,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迅猛 ,特别是外商投资

的大量进入成为许多地区快速城镇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今后

城镇化发展 ,外资不可能持续作为主要动力 ,也就是说 ,外部

市场对于城镇化的作用会下降。

2. 4 　区域空间失控带来的问题

在城市用地方面 ,1990 年代以前 ,我国城市人均占地普

遍偏低。10 多年来城市人均占地很快达到 110 —13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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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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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澳大利亚由于人均国土面积和耕地面积的宽

广 ,其城市布局属于蔓延式。但是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 ,包

括郊区在内 ,美国纽约市人均占地也仅为 112. 5m2 。近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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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开发区说是学习欧美一些国家的做法 ,要将开发区的厂

房建在森林里 ,美其名曰要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是完全不切

实际的。

在城市占地大规模扩张的同时 ,城市用地结构出现严重

问题。很高的城市人均综合用地指标 ,并没有普遍给大部分

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扩大和改善。杨保军指出近年来一些城

市规划设计师的崇洋观念和习惯于编制“大气派”规划的作

风 ,“这些规划为领导者营造了大气派的政绩工程 ,而没有营

造老百姓的“生活家园””,这里包括老百姓可以享受的城市公

共生活空间 [5 ] 。许多大中城市中很大的生活居住区 ,楼群稠

密 ,但很少乃至没有几亩地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与豪华的政

府办公大楼及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等相比 ,形成了尖锐的

对立。而在欧美的各种规模城市里 ,极少有我们这样宏大的

广场和绿地 ,但有众多的小型公共生活空间可以供市民享用。

根据上述问题的分析 ,我们郑重提出 : ①我国未来城市人

均占地是不是要与欧美国家齐平是一个我国城镇化发展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不能回避的标准问题。②即使一些城市的

人均用地在 100 —110m2 乃至以下 ,也存在大量严重不合理和

浪费现象。

3 　城镇化“冒进式”发展和空间失控的原因

3. 1 　全面分析我国的国情

包括 : ①对于我国自然基础缺乏基本的认识。我国有三

大自然区和地势的三大阶梯。其中 ,西北干旱区、半干旱区加

青藏高寒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 ,大片的沙漠、荒漠、以及广

泛存在于国内的高山丘陵 ,缺乏生存条件。2000 年中国的人

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47 % ,澳大利亚的 1Π30 ,加拿大

的 1Π19 ,俄罗斯的 1Π9 ,美国的 1Π8。近年来这个比例又下降

了 [4 ] 。②在关于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关

系缺乏科学的认识。③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缺乏足够的

认识。我国农村人口总量巨大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基数巨大 ,不可能在 20 —30 年内达到现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 ! 同时 ,农民移居城市面临的

巨大困难是极低的收入水平导致他们不可能在城市购房定

居以及应付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存风险”。如果对这

种风险没有把握 ,他们也不会轻易脱离农村。另一方面 ,城乡

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得土地仍然是农民工的最终生活

保障 ,主观上也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宁愿继续目前这种外出

打工的方式 ,这同样会影响城市化的实际进展。另外 ,农民工

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例如 ,据建

设部、农业部调查 ,2000 年在近 5 亿多的农村劳动力中 ,文盲

半文盲占 7. 1 % ,小学程度占 32. 8 % ,初中文化程度占 8. 5 % ,

高中文化程度占 9. 4 % ,中专文化程度占 1. 8 % ,大专文化程

度占 0. 4 %。提高农民工进城后的文化水平 ,这与我国城镇

化的质量密切相关 ,也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6 ] 。

3. 2 　经济发展动力与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

一些地区领导人搞城市建设的“大手笔”,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动机是造就城市大发展的形象 ,招商

引资 ,实现 GDP的高速发展。城市规划的“大手笔”不一定能

带来大发展 ,原因是违反了一定的客观规律与城市发展的资

源环境支撑条件。在认识上 ,不考虑人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

相互依赖关系。对城市化的发展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

做城市发展规划用地规模时 ,没有甚至根本不考虑后代人实

现持续发展的需求。

农村土地征用价格太低 ,给农民的补偿太少 (15 年) 。按

照《国家土地管理法》,国家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最高只有年均产值的 15 —16 倍。

我们认为至少为 30 年 (土地承包年限) 或 70 年 (土地使用期

限) 。过低的征地费用造成大量圈地。如江苏省 1999 年耕地

资源征地价格仅仅为土地所有权价格的 21. 66 % ,若考虑到

征用土地后 ,土地用途将发生变化 ,则这一补偿价格将更低。

土地征用双轨制度。城市通过非常低廉的计划价格征收

农村土地 ,然后在城市土地市场上再以市场价格出让 ,政府获

得土地租金剩余。双轨地价使得政府乐于扩大土地获得土地

剩余租金。虽然 ,除工业用地以外的经营性用地已经走向市

场化 ,但工业用地仍然实施协议出让。因此 ,工业用地与其他

类型的地价存在着 10 多倍的地价差价。企业需要土地扩大

生产 ,在土地低价格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过多的征用土地 ,多

征少用 (企业圈地) 。甚至通过转换用地类型 ,获取暴利。

城乡土地开发成本的巨大差异。城市边缘区土地开发总

费用的 30 % —40 %是土地费 ,而在市区 ,60 % —70 %的开发费

用需要支付土地费。因此 ,开发商更乐于征用农田 ,而不是挖

掘城市本身的用地潜力 ,加速了城市的蔓延式扩张。

3. 3 　地方干部考虑任期政绩较多

干部考核机制不健全 ,会诱导决策者追求短期的、表面的

政绩。一定程度上以 GDP为导向的干部晋升人事制度 ,导致

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多招商引资 ,以低、零地价甚至负地价

出让土地 ,意在追求 FDI ,增加进出口 ,增加 GDP。甚至有的

地方将招商引资指标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标准 ,实行部门招

商引资目标责任制、领导招商引资末位淘汰制等。不惜以资

源为代价 ,外资虽然留给了中国 GDP ,却部分损害了我国的环

境保护的根基 ,今后我们要花费更大的社会代价来弥补这一

创伤 ,有专家评议 ,外国人真正带走了我们的财富。

搞大规划、大绿地、大广场、大型豪华办公区等 ,对于许多

领导人来说 ,是他们被重用和提拔的“政绩”。现实中 ,这样的

干部客观上受到鼓励。城市化水平成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

指标。各地区、各城市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彼此竞赛。各个地

方相互攀比 ,许多地区不切实际的将本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

不低于国家平均速度作为规划底线。

3. 4 　城市规划方面的种种原因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加

强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 ,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 ,促

进合理布局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体现特色。同时也要积极

创造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条件 ,继续引导农村

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科学编制城市规划是当前的突出问题。一些城市存在着

通过修编规划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一些规划设计单位存在着

注重自身经济利益 ,历史责任上考虑不够 ,同时也存在编制城

市规划的内容和方法上的不适应 ,以至于有的地方编制的城

市规划违背国情、盲目攀比 ,超越资源环境、经济承受能力和

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有些规划单位追随地方领导的脱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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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大手笔 ,造成很大损失。对此 ,必须引起重视 ,决不能任

其发展 ,否则会贻害子孙 ,造成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7 ] 。

规划标准过高 :根据建设部 1991 年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中的规定 ,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不得低于 60m2Π人。新建城

市建设用地标准为 90. 1 —105m2Π人。首都和经济特区 105 —

120m2Π人 ,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可以达到 150m2Π人。

虽然 ,现有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要和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标

准挂钩 ,但实际上大部分城市 ,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人均建设用

地指标超过了 100m2Π人以上。各地市领导 ,对我国的土地资

源有限、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口众多的国情、省情了解不多。

因此造成土地资源浪费、超标建设的情况仍未改进。有些城

市情况比较严重 !

极其大量的城镇规划工作使规划师拥有“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能力去改善现状和创造未来”(杨保军) 。但是 ,一些规划

师不了解我国的国情 ,较多地注重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

验 ;有些城市规划师也有“冒进式”思想 ,“一开口就是全球化、

国际化 ,一出手就是高起点、大气派”(杨保军 ,2006) 。他们根

据委托方的要求 ,不经过严格预测和论证就搞出冒进式的、浪

费国土空间的大规划 ,值得我们深思。

4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4. 1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城镇化速度不能过快

鉴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尤其是耕地资源稀缺 ,产业结

构发展阶段及大量资源型城市的存在难以支撑城镇化的过

快发展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不彻底而更要求关注城镇化

的质量而非速度。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水土资源和环境承

载力保持一致 ,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

能力保持一致 ,与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保持一致。

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城镇化进程伴随着较大风险。这些都要求

我国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避免城镇化进程的大跃进。我国

是世界上人均资源比较贫乏的一个大国 ,人均耕地为世界的

1Π5 ,人均森林资源为 1Π6 ,人均水资源为 1Π4 ,人均矿产资源位

居世界的第 80 位 ,而且贫矿多、富矿少、开采条件较差 [8 ] 。

要在客观地认识国情的基础上 ,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

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设定各个发展阶段适宜的城镇化率。根

据我国各个发展时期特别是我国 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中

期的经验 ,城镇化率每年增长 0. 6 —0. 7 个百分点是比较稳妥

的。与此同时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应该有所差异。

各地区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时 ,应因地制宜 ,制定符合各个

地区实际的发展目标 ,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率及有关城镇发

展指标方面进行攀比。

4. 2 　建立完善的、有指导作用的管理制度

调整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指标体系。改革开放之

初 ,为了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 ,我国采用了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

极性 ,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这种几乎是单一指标的政绩观

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 ,必须以一组指标来取代。在城市规

划建设方面 ,以单位 GDP的资源占用、资源消耗 (如单位用地

GDP)和人均 GDP 等来代替一个 GDP 的单项指标极为重要。

这样可以将 GDP 与人口和土地指标结合起来 ,使地方政府失

去把人口和土地规模做大的动力 ,有利于城市的高密度和高

效率的规划和建设。也促进各地按照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条

件与环境承载能力 ,实现“一方水土”与“一方经济”、“一方人

口”的协调。另外 ,政绩考核还应该纳入反映公众利益的指

标 ,反映公众由于城市建设而获得的实际利益的指标 ,如社区

尺度的居住环境指标 (社区人均绿地、人均道路及其他公共服

务设施指标)等。

从经济机制上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目前 ,政府解决

土地失控问题的主要思路是严格控制地根 ,堵住浪费土地的

各种制度漏洞等。但是 ,从经济观点看 ,只要粗放式土地利用

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利益 ,那么用规划控制的手段就很

难彻底解决土地失控的问题。例如 ,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

受到限制时 ,便出现以租代征 ;新增建设用地受到限制时 ,便

会出现教育、卫生、工业、科技项目的用地转变为经营性土地

用途。即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解决这些问题 ,也会产生较高

的制度成本。因此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完全依靠规划控制 ,而

是要创造集约化利用土地的经济机制 ,并从制度上加以引导。

2006 年以来 ,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制定了一系列

关于土地控制、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办法 ,要求将土地出让金纳

入地方财政预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现在需要的是严

格贯彻这些法规 ,阻断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分依赖 ,克

服土地出让金在预算体系外的独立循环的弊病。

为了促进城镇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建议 : ①政府利用公共

投资实现对城市土地和空间开发进行合理引导。如中心城区

公共用地的优先供给 ,对于公共交通指向的城市开发、地下空

间的综合利用 ,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供

优惠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 ,提高城市外围的新区、工业园区

内的低密度开发建设的审批门槛 ,有效地发挥规划审批制度

的作用 ; ②通过税制设计对不同区位的土地开发强度进行引

导。对城市中心区的高密度、集约式开发建设有所倾斜 ,根据

人口密度设置由低到高的分段税率等 ,从而使集约化的土地

利用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最佳选择 ; ③对城市土地

集约化利用的创意进行表彰 ,对决策者进行关于城市发展科

学理念的教育等。

4. 3 　改革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管理的

重大作用

依照我国现有法律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政府

征用 ,才有可能转为建设用地。在此过程中 ,土地一级市场的

政府垄断行为和土地征用价格与实际出让价格的严重背离造

成了对社会公平的损害 ,助长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征用农村土

地的风气。解决这种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 ,应进行农村集体

土地的产权改革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逐步解

除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

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同时要遏止地方政府利用行

政区划调整、村民改居民、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修编等手段 ,变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 ,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

目前 ,我国规划市场日益走向开放与多元 ,但是另一方

面 ,政府仍然同时充当着规划委托人、外部环境的营造者和规

划监督者的角色。同时 ,盲目的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成为城

镇土地利用扩张的借口 [5 ]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应该加强城

市规划的管理 ,严格规划审批 ,加强对规划资质单位工作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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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建立类似于工程建设监理制度的规划监督制度 ,设立一

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 ,对规划中的长官意志进行制约 ,同时 ,

对规划的质量和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这样 ,民众的利益才

有可能在规划中真正得以体现。

提高农村土地征用价格 ,缩小由于土地征用的双轨制而

造成的征地价格与出让价格的差异。同时 ,政府要尝试放弃

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 ,使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

市场。这既可以让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 ,又可以通过提高

征地的成本 ,抑制地方政府大规模征用农村土地的冲动。

4. 4 　处理好城镇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致性

新世纪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将解决“三农”问题提到

突出位置 ,实现城乡统筹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系列重大措

施和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们认为 ,这也是解决我

国冒进式城镇化带来的严重问题的战略和措施的一部分。我

国城镇化进程不仅关系到城镇可持续稳健发展 ,也关系到“三

农”问题和城乡二元体制协调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和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的目标 ,我们的城镇每年要吸纳 1 000 万个新的劳力就业 ,每

年还有 1. 2 亿农民工在城里打工 ,这种城市化质量的提高是

长期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是通过提高城镇化水

平 ,扩大城镇就业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更多的农村

人口享受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另一方面 ,是要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 ,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

来缩小城乡差异。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

是我国最现实的选择 [9 ] 。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城镇

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 ,城乡一体化不很协调 ,“三农”问题没

有根本解决 ,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巨大 ,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

饱和的基本国情 ,城镇化率的目标不一定非要像发达国家一

样达到 70 % ,80 %或更高 ,而可能在达到 60 %后城乡差异就

得到有效的缓解 [10 ] 。那时 ,城镇化率的增长曲线就会逐渐进

入平稳的符合国情的理想阶段。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 ,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我们一定要深入认识

和全面把握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最基本的是从我国国情出发 ,坚持以人

为本、城乡统筹 ,解决“三农”问题 ;创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

居住环境 ,人民安居乐业 ;坚持合理控制城市规划 ,切忌盲目

的贪大求洋 ,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坚持

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风貌 ,弘扬中华民族勤劳民风的时代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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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driv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ives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of

the urban residents. However , in the past 10 years , China’s urbanization speed has deviat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 neglected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ppeared the”rash advance”of the phenomenon of urbaniza2
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over - rapid development and uncontrolled spa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 this paper proposed

strict and various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or containing the serious trend of”rash advance”of urbanization and uncontrolled space. The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china’s urbanization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trictly and take a resource - saving road of devel2
opment , that is , take a ”high - density , high - efficiency , saving and modernization”of the roa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cess ; uncontrolled urban space ;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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