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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发展

方 创 琳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摘 要：改革开放 30 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 30 年，30 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

高，年均提升 0.93 个百分点，现已稳步迈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2.14%，

但城市化水平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8.40%，花了近半个世纪进入城市化加速成长的中期阶段，约 25 年后进入

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

产业分工合理、空间竞争有序、市场运行高效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使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

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阵地，主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城市化研究的

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研究机构与人才不断涌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的

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得以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

未来和美好前景。未来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将立足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为

核心内容，形成由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格局，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健康发展新格局，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健康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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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 30 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城

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 30 年

在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是我国实施改

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 30 年，是我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 30
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建设取得非常显著

成就的 30 年。在这辉煌的 30 年里，我国城镇人口

由 1978 年的 1.73 亿人迅速增加到 2007 年的 5.94
亿人，历年平均增长速度 4.4%，城市化水平由

17.92%提高到 44.99%[1]，年平均增长 0.93 个百分

点；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661 个，平均每年增

加 16 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 2 000 多个增

加到 1.89 万个，平均每年增加 640 多个[2]。城镇地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1981 年的 711.1 亿元增加

到 2007 年的 137 239 亿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0.9%。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

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全国城市建成

区面积由 1981 年的 7 438km2 扩展到 2005 年的

32 520.7km2，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 1978 年的

6.7m2 增加到 2007 年的 27.1m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由 1978 年 的 343.4 元 增 加 到 2007 年 的

13 786 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恩格尔系数

由 57.5 下降到 36.3，城市用水普及率由 53.7%提高

到 91.5%，城市燃气普及率由 11.6%提高到 82.1%，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1.5m2 增加到 7.9m2。城市

化发展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拉动了国家经济增

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

财富，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

断完善，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30 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城市化

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性战略任

务，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3]，要继续坚持把

城市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不动摇。城市化的发展正

在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

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

蒂格利茨(Stiglitse，2000 年)所说：影响 21 世纪人类

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

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4]。在未来中国城

市化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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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总数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要从低生产力

水平转向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

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

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5]。

2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已稳

步迈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2.1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升

0.93%，城市化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2.14%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

之后的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

前的 29 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 7.28
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29 年时间内，我国城

市化水平由 1978 年的 17.92%提高到 2007 年的

44.99%，提高了 25.98 个百分点，是前一阶段的 3
倍多，每年平均增加 0.93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

人口资料数据，1980—199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

市化水平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7 个百分

点。其它国家中，土耳其提高了 17.4 个百分点，韩国

提高了 16.9 个百分点，菲律宾提高了 11.3 个百分

点，巴西、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马来西亚分别提

高了 8 个百分点左右，其余国家都低于 7 个百分

点；1990—200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

高了 3.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仅次

于泰国（12.4）、印度尼西亚（11.4）、和菲律宾（9.7）；

2000—2006 年的最近 6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

2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4.6 个百分点，仅次于印度

尼西亚（6.1）和马来西亚（5.5）。由此可见，改革开放

以来的 30 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历年平均增长速

度高达 2.98%，远快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历年平

均增长速度（0.84%）。
2.2 花了近半个世纪进入城市化加速成长的中期

阶段

各国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从 10%的人口住

在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里变到 30%的人口住在这样

的城市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需要 79 年，在美国 66
年，德国 48 年，日本 36 年，澳大利亚只有 26 年[6]。
而中国从 1949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10.64%，到

1996 年城市化水平达到 30.48%，经过了 47 年时

间。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

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根据城市化发

展的四阶段论，即城市化水平小于 30%为起步阶

段、介于 30—60%为中期阶段、介于 60%—80%为

后期阶段、大于 80%为终期阶段 [7]，可将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划分为稳健起步阶段

和加速成长阶段共两大阶段。按照城市化起步阶段

的判断标准，城市化水平达到 30%时为起步阶段的

结束。考察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1949 年我

国城市化水平为 10.64%，到 1981 年达到 20.16%，

到 1995 年达到 29.04%，到 1996 年达到 30.48%。据

此可以判定自 1949—1995 年为我国城市化起步阶

段。完成城市化起步阶段，我国整整花了 47 年时

间，相当于半个世纪。用了如此长的时期才完成城

市化起步，主要是受到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社会

动荡、相关政策、城市化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

响，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起步阶段就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曲折发展过程，体现出城市化进程的动荡

性、萧条性、停滞性、徘徊性、低速性等特点。
2.3 我国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8.40%，约

25 年后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目前

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 8 个百分

点。城市人口比重仅高于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

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

家；与西方城市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英美等发达

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

30%提高到 60%，英国用了 100 年，德国用了 80
年，法国、日本、美国等用了 60 年。选取 1990 年中

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运用联合国预测法得到的预测结果为：到 2010
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7.8%；2030
年为 68.7%，2050 年为 85.7%。按照城市化进程一

般呈“S”型曲线上升的规律，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

进行预测，结果为：2010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

到 44.15%；2030 年将达到 63.2%；2050 年将达到

78.87%。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展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2030 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

到 60%，进入城市化后期的成熟发展阶段。

3 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

着我国城镇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判断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否合理和

健康，主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是否与国家的工业化

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与城市的公共服

务能力相适应，是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是否与就业水平相适应，是否与新农村建设相适

应，与上述五大方面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一定是健

康的和谐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同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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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起伏的发展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

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

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

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

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

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

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

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

化健康发展。
1981—1985 年的“六五”计划时期，国家提出加

快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方针。从 1984 年后试行新的

市镇建制标准。规定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 千的，可以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制，实即乡改镇。
非农业人口 6 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 2 亿元以上

的镇，可以设市的建制。县城非农业人口 10 万以

上，非农业产值 60%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 3 亿元

以上，可以设市撤县。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和市镇标

准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我国城镇尤其是小城镇的发

展。我国建制镇的个数从 1981 年的 2 678 个迅速增

加到 1985 年的 9 140 个，平均每年增加 1 615 个。
这一时期是我国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以小

城镇繁荣发展为主导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1986—1990 年“七五”计划时期，伴随着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国家提出“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985 年公布的“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更明确指出：

“坚决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

城镇”[8]。1990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
中亦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

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在以上城镇化发展

战略的引导下，有力地推动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发展。
1991—1995 年的“八五”计划时期，国家继续实

施“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

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

以开发区和大城市建设为主的阶段。城市化以现有

城市扩大为主要特征，城市数目增长较快，由 1991
年的 479 座增加到 1995 年的 640 座，年均增加

40.25 座。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指出：“加强规划，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

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在

这一城镇化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小城市和小城镇的

大力发展成为该阶段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1996—2000 年的“九五”计划时期，中共十五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

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十五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战略目

标，指出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

径；之后，2000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

共中央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加

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

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

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以上

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小城镇建设在“八五”的基础上

进 一 步 向 前 发 展 ，小 城 镇 的 数 量 由 1995 年 的

17 532 个增加到 2000 年的 20 312 个，5 年时间共

增加 2 780 个，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 556 个，而城市

的数量变动不大。
2001—2005 年的“十五”计划时期，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把推进城市

化提升为国家战略[9]，并正式提出新的城市发展方

针，明确指出“推进城市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

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

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

化城市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

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

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

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10]。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

明确和完善了多样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指出：“要

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小城镇

要以现有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
2006—2010 年“十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促

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

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

城市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把城市群作

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若干城市群为

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

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化空间格

局。”这是和谐化的健康城市化道路。2007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

次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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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

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

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

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①。

4 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使城市群成为国家参

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

4.1 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合理、空间竞争有序、市
场运行高效的城镇体系

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在我国初步形成

由 28 个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城

市群[11]、50 座特大城市、81 座大城市、233 座中等城

市、297 座小城市和 1.89 万个城镇组成的全国城镇

体系等级规模结构格局，形成了由珠三角大都市连

绵区、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区、京津冀大都市连绵区

和沿海城镇发展轴、京广铁路沿线城镇发展轴、陇
海兰新铁路沿线城镇发展轴、长江沿江城镇发展

轴、南贵昆铁路沿线城镇发展轴、京包—包兰铁路

沿线城镇发展轴、以及重要门户城市、重要内陆边

境城市等组成的全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格局。城市

间的等级职能正以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为

指导进行重组，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

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布局合

理、分工有序的健康城镇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未来

的城镇体系将是以不同等级的交通网络和生态网

络为基本构架，以协调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之间人

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形成的

具有吸引集聚能力和辐射扩散能力、具有发展潜力

和扩展张力的有机体系。
4.2 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

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

在强烈的政府主导和市场推动作用下，我国先

后培育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

群、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闽南金三角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南北钦

防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哈大长城

市群、皖中城市群、晋中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
赣北鄱阳湖城市群、浙中城市群等 28 个大小不等、
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城市

群总面积占全国 21.98%，但却集中了全国 44.63%
的总人口，60.43%的非农业人口，62.29%的固定资

产投资，76.85%的经济总量，77.72%的工业产值，

70.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73%的第三产业产

值，提供着全国 67.30%的地方财政收入、73.09%的

进口总额、80.40%的出口总额、94.16%的外资和

40.92%的粮食[12]，是今天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

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

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地

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4.3 城市群已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

阵地，主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形式由行政区经济向区域

经济的重大转变，城市群地区正在成为未来带动全

国和省域经济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阵地，在

全国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

心节点的作用，主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正由

于如此，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城市群

地区开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试验。珠江三角

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先后

纳入国家重点发展区域率先加快发展，成渝城市群

于 2006 年被国家批准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于 2007 年被国

家批准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南北钦防城市群于 2008
年被国家批准为重点发展区域。这些城市群的建设

与先行先试将为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城市化提供丰

富的实践经验。

5 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相关

研究机构与人才不断涌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以及国家对推进城市化的高度重视，城镇化已

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研究并具有

重要意义的重大问题之一。城市化发展中出现了一

系列关键性科学问题亟待通过科学研究得以解决。
顺应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需求，在改革开放后

的近 30 年时间里，国家科技部门先后设立一系列

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先后设立一批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先

后设立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和重要方向性项目，

分别从不同侧面和层面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格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新华社，2007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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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制、动力，分析总结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方针与城市化发展模式[13]，揭示中国城市化发展与

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系，揭示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提炼中国城市

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剖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

的资源环境剥夺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所有这些科学

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对推动我国城市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决策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出

我国的城市化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指导思

想步入科学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顺应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需求，一批又一批

的城市专家先后成功地开展了中国城镇体系规划、
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长株潭

城市群规划、武汉城市群规划、南北钦防城市群规

划、成渝城市群规划、中原城市群规划以及城市发

展战略规划、城市市域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

这些研究为国家推进实施城市化战略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指导和辅助决策作用。
围绕城市发展的实践研究，不断总结提升我国

城市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水平不

断提高。自 1980 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出版了一批具

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根据国家图书馆藏书检索

系统查询，期间出版的有关城市化研究学术著作约

250 部，有关城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 155 部，共计约

400 部，研究内容涉及城市（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和城

市化战略的思考；随后，城市化研究的内容逐渐丰

富，涉及领域不断扩宽，其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

调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和农业、土地利用等

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城市化过程中的生

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研

究成果逐渐增多。
与城市化科学研究相对应，一大批致力于研究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组织机构不断

涌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设立城市学院、城
市规划系、城市管理中心，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所、城市经济

研究所，不少民营企业和公司也成立相关机构从事

研究城市发展问题，形成全社会关注中国城市发

展、研究中国城市问题、推动中国城市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热潮。

6 存在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系列

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在新一轮发展

中得以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和

美好前景。
6.1 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纵观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虽然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

不健康的因素，具体体现为城市化速度相对过快虚

高，出现冒进式城市化发展现象；城市空间拓展存

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控；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能力

不能适应快速城市化发展需要；城市建设中的公共

服务能力相对比较滞后；造成日益紧迫的资源与生

态环境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和不健康因素在不同的

城市化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总体看来，改革开放前

受政府错误的方针、政策的误导，城市化过程波动

起伏，发展受到阻碍，增长速度十分缓慢；改革开放

后，虽然城市化发展速度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伴随

着快速城市化出现了诸如用地扩张、资源浪费、环
境污染等问题，以致发展到当前仍然存在着土地浪

费严重、能源消耗过高、环境污染加剧以及城乡差

距拉大、市民生活不便、农民工生活缺乏保障等问

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又衍生出一系列资源环境剥夺问题。这种剥夺行

为主要是强势群体和强势区域基于区域与区域之

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强制手段

掠夺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的资源、资金、技术、人
才、项目、政策偏好、生态、环境容量，转嫁各种污染

等的一系列不公平、非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行为，

表现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的

剥夺，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旅游度假区对农村的剥

夺，开发区占地对农民和农田的剥夺，大学城建设

对农地的剥夺，房地产开发和“城中村”改造对老百

姓和城市居民生存空间的剥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

区、资源匮乏区对资源富集区的剥夺，农民工输入

地区对输出地区的剥夺等；这些剥夺行为具有强制

性，垄断性，层次性，等级性和貌似合理性等基本特

征；剥夺的后果表现为空间开发失调，资源配置失

衡，政策调控能力受限甚至失效，和谐社会建设步

伐延缓，最终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14]。
在城市化研究方面，近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研

究的重点偏重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城镇

化水平和速度的提升，即“量”的问题；而对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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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问题，即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资源生态环境的保

护、基础设施的改善、城镇就业、第三产业发展等城

镇化的本质问题关注不够。
6.2 我国城市化发展前景展望

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必须坚持循序渐

进原则，保持适速的城市化增长率为 0.8—0.9 个百

分点，城市化水平将由 2007 年的 44.99%上升到

2010 年 的 46.00%，2015 年 的 50.35%，2020 年 的

54.45%，2030 年的 61.63%。2005—2020 年，城市化

水平每年增加 0.89 个百分点，到 2030 年我国城市

化发展将告别城市化中期的加速成长阶段，进入城

市化的成熟阶段。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坚持集约

高效原则，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按照城乡统

筹发展的要求，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双向调控，促进城市化

健康有序发展。
未来我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将立足我国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城市化

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区的要

求，按照“循序渐进、城乡协调、集约高效、因地制

宜、以大带小、多元推动”的原则，以不断提高城市

化发展质量为核心内容，引导城市化保持合理的增

长速度与适度的发展规模，引导发展城市群，控制

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鼓励发展小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

合，形成由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城乡

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格局，形成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健康发展新格

局，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紧凑型、高效

型、节约型和差异化”城市发展道路。

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将针对我国

未来城市化进程中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程度较低

的现实，坚持适度紧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差异

推进等原则，推行适速适度紧凑型城市化模式、资
源节约型城市化模式、环境友好型城市化模式、多
元差异型城市化模式和健康发展型城市化模式等

五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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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NG Chuang - li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have taken a notable achievement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irstly,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steady entered the stage of acceleration,
experiencing a high speed growth that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s 0.93 point per year since 1978. Although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is 8.40 percent low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s, urbanization rate of China is 2.14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rld average. On taking about half a century to achieve the medium stage of
urbanization, China’s urbanization is expected to go into the mature stage of urbanization 25 years later.
Secondly, several times of adjustment on the path of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provided a strong impetus to
China’s urbanization in a healthy direction, as well as form an urban system with reasonabl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orderly spatial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t market operation. The rational urban system prompts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into the basic geographic unit to participate in a 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labor
division, the first position of country’s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the domin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 theoretical study on urbanization has improved continuously, along with the merging of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alents. Nevertheless, a series of urgent problems, which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better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come forth inevitably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pacity, a path of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healthy urbanization should be taken for China’s futur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o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China’s futur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go in for a structure of healthy urbanization,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ig,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small tow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conserving, environment-friendly, economic-effective and social-harmon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cess； urban development；China；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作者简介：方创琳（1966—），男，甘肃庆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等。E-mail:fangcl@
igsnrr.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