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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60 年来小城镇的发展历程与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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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作为链接城乡基地和桥梁、统筹城乡发展关节点的小城镇，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

到提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统计数据的分析，将 60 年来的我国小城镇发展划分为“恢复和初步调整、萎
缩和停滞、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协调提升”五个时期。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小城镇的成长方式已经由数量扩

张向规模扩大转变，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两极分化严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珠江两大三角洲和华北、
成都两大平原的小城镇集聚区。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

小城镇区位优势的形成，在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下，小城镇产业蓬勃发展；专门化生产分工

的不断深化，小城镇特色产业逐步形成，在东南沿海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镇；小城镇综合承载力

凸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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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是指区别于大、中城市和农村村庄的具

有一定规模、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所居

住的社区，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

制的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1]。在我国，按照城市的定

义，小城镇当属于空间规模最小的非农业人口的居

民点，它是我国城镇体系之尾，乡村发展之头，是农

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带；是土地集中利用、人口和社

会经济集聚发展等城市特征形成的过渡空间[2]。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

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条件和农村建设的总体环境

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链接城乡基地和桥梁、统
筹城乡发展关节点的小城镇，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

到提升，但同时也遇到了发展中的体制与机制障

碍，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新

中国 60 年来我国小城镇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当前小

城镇发展特征的分析，旨在初步廓清我国小城镇发

展的总体轨迹和基本格局 （本文统计分析未包括

港、澳、台地区）。

1 我国 60 年来小城镇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小城镇发展经历了

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大体以 1978 年为界，可将前

后 30 年划分为两大阶段,细分下来又可划为 5 个时

期[3- 5]。
1.1 恢复和初步调整期（1949—1957 年）

这一时期，我国小城镇得到了初步发展。新中

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根据生产力的布局对原有城镇

体系做了调整，批准设立了 136 个城市，使之成为

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基地。在农村则实行

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土地改革，

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

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少小城镇尤其是集镇也因之得

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49 年我国建制镇

只有 2 000 个左右，1954 年发展到 5 402 个，年均增

长 30%；1949 年城镇人口 5 765 万，1957 年增加到

9 957 万，城市化率由 1949 年的 10.6%发展到 1957
年的 15.4%。由于当时全国镇的行政建制较混乱，

1955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设置市建制镇

的决定》，明确了设镇的标准。1956 年国家对城镇私

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行业实行了公私合

营，农村商品流通完全通过国营、集体和供销合作

社经营的单一的流通渠道，限制了镇的商业流通，

因而也影响了镇的发展。1956 年 11 月 7 日国务院

通过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各级根据有关

标准对已有城镇进行了逐一审查，调整取消了一批

不够标准的乡镇，这样，全国的建制镇至 1955 年底

降为 4 487 个，1956 年底继续下降到 3 67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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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萎缩、停滞期（1958—1978 年）

这一时期我国实行单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小

城镇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镇的数量不增反降，镇

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的地位几乎消亡。1958 年公社化

后，实行了“政社合一”体制，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

与加强，社队企业的兴建，小城镇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一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村处于单一经

济状态，另一方面，“大跃进”盲目吸收大量农业劳

动力进城，带来工农业比例失调，城镇人口膨胀，供

应紧张，于是国家不得不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

数量。1964 年，国务院在 1955 年颁发的设镇标准基

础上提高了建镇条件，撤消了一大批不符合标准的

镇，至 1965 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减少到 3 146 个，

比 1954 年减少了 2 254 个。1960 年城镇人口为

13 073 万，占总人口比重的 19.7%，到 1965 年城镇

人口比重仅为 14%左右。1966—1976 年，小城镇由

于文革的影响发展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一部分 2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被撤销，到 1979 年建制镇仅

有 2 800 多个，比 1954 年减少 50%左右。而由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城镇出现工业建设高

潮，城镇人口增加很快，到 1960 年，城镇化水平达

到 19.7%；1961 年对国民经济调整，压缩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比重下降，1965 年为 14%；文革期间，城

镇人口增长缓慢，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
1.3 恢复发展期（1979—1983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繁

荣和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镇作为城乡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逐步得以复苏，在政社分开、建立乡

镇政权的过程中，恢复了一批镇的建制，建制镇进

入了一个带有补偿性的发展时期。1979 年 9 月，党

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

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明确提出了发展小城

镇的意义和基本思路。1980 年 12 月，国务院在下发

的《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要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

市，依托小城镇发展经济，这标志着小城镇的发展

地位得以明确。但是由于设镇标准的制约，镇的发

展仍然落后于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1978—1983
的 5 年间全国只增加了 795 个镇，平均每年增加

159 个，至 1983 年底全国也只有 2 968 个镇，城市

化率 21.6%。
1.4 快速发展期（1984—2001 年）

这一时期小城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农村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变

迁。具体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引进，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农

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广大农民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一方面乡镇企业直接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务工，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地商业、服务

业注入了生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集镇从事

各种非农行业，而农村中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人口

也日趋增多。在行政体制上，到 1984 年底，全国各

地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大量公社转化为建制

镇。同年，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

的通知》并转批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

告》，放宽了建制镇户籍管理限制，降低了建镇标

准，确立了以乡建镇的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小城

镇的迅速发展，当年年底建制镇由年中的 5 698 个

增加到 7 186 个。1985—1991 年国家在城镇发展策

略上以发展新城镇为主，出现大量的新兴小城镇，

到 1992 年建制镇猛增到 1.2 万多个，是 1979 年的

4.2 倍多，各类小城镇的总数约为 5 万多个。1992—
1994 年，国家对小城镇实行“撤、扩、并”，并允许农

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以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转

移剩余劳动力。到 1992 年底，全国建制镇为 14 539
个，为 1978 年的 6.7 倍，3 年内建制镇共增加 4 247
个。1995 年 4 月，由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国
家计委等 11 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小城镇综合改革

试点指导意见》，对小城镇综合改革的目标、原则、
内容、组织实施作了具体说明，并确定了 52 个国家

级试点小城镇进行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8 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又首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问题，确立了小

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久又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

出要“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并明确了发展小城镇

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到 2001 年底，我国

共有建制镇 20 374 个。
1.5 协调提升期（2002 年至今）

小城镇经过上一个数量快速增长时期后，自身

发展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缺

乏长远科学的规划，小城镇布局不合理；有些地方

存在不顾客观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盲目攀

比的倾向；多数小城镇集聚设施不配套等。为此，党

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为小城镇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2002 年的

十六大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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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工作任

务，并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城

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

全国来看，2002 年，我国建制镇的数量达到 19 811
个，第一次超过了乡的数量，小城镇发展出现历史

性拐点。近几年来，各地的小城镇建设不再单纯追

求数量，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规划、建设、管理方式，

小城镇发展开始从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由

于推行撤乡并镇和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中国

小城镇的数量开始缓慢回落，这是 1982 年以来首

次在绝对数上下降，至 2007 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

19 249 个（图 1）。

图 1 1949 年以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轨迹
Fig.1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a’s

small towns since 1949

图 2 1949 年以来我国小城镇数量和城镇化水平变化
Fig.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small towns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注：建制镇数根据历年建设部村镇建设统计公报和《中国农业统计
年鉴》整理。

回顾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虽然关于其在国

家发展和城市化中的地位一直有争议[3]，但可以发

现小城镇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越来越受到重视。1990
年代后期，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为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思想，也分别制定、实
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包括发展全国重点镇，改

革小城镇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等。新中国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小城

镇的快速、健康发展，证明了中央制定的发展方略

是符合我国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

2 改革开放 30 年来小城镇发展的基本特征

利用主要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5 年和 2008 年先后出版

的《中国建制镇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和《中国建制镇

统计资料》[6，7] 以及 GIS 数据库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

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特征进行归纳分析。
2.1 建制镇数量不断增多，但东中西地带速度不一

新中国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 30 年，星罗

棋布小城镇的崛起，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明

显的成就之一。小城镇尤其是较大的建制镇已经成

为区域资源集聚的中心，对镇域乃至以该镇为中心

的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1978—2007
年，建制镇的数量从 2 173 个增加到 19 249 个，年

均增长近 600 个，绝大多数年份下快于同期城市数

量的增长幅度（表 1）；由于合并乡镇，全国小城镇数

量是不断减少的，而建制镇却一直在增加，导致建

制镇在小城镇总量中的比例不断提升（图 3）。
从空间上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建制镇数与

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

发达的东部地区小城镇不但总量多，且发展迅速，

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8]。1984 年，东部地区共有

建制镇 2 368 个，占全国建制镇总数的 38%，中部

地区共有建制镇 2 070 个，占 33%，西部地区共有

建制镇 1 773 个，占 29%；到 1992 年，东部地区的

建制镇增加到了 6 026 个，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增

加到 44%，中部地区的建制镇增加到 6 070 个，占

总数的百分比下降到 32%，西部地区的建制镇所占

百分比则降为 24%。此后，伴随撤乡并镇的进行，小

城镇增长速率趋缓，东部地区由于乡镇数量众多，

故建制镇总量所占比重稍有下降。截止到 2007 年

底，东部地区建制镇 7 662 个，仍占总数的 40%左

右,中部建制镇 6 158 个，占 32%，西部建制镇 5 429
个，比重缓慢回升至 28%（图 4）。
2.2 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但两极分化严重

以人口衡量的建制镇规模来看，我国小城镇的

规模在逐年扩大。1998 年平均每个建制镇有 7 874
户、29 560 人；2002 年平均每个建制镇增加到 8 654
户、32 309 人[5，9]；到 2004 年，则分别增加到 10 220
户、37 006 人，其中镇区平均人口 2002 年为 7 909
人，2004 年则增加到 9 026 人。虽然 2002 年起我国

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但其人口却持续增长，

说明建制镇的成长方式已有原来的数量增长转变

为现在的规模扩大。分别以 2004 年镇域总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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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城镇数量变动情况（1978—2007）
Tab.1 Quantitative change on cities and towns in China

(1978—2007)
年份 城市数 / 个 年均增加 / 个 建制镇数 / 个 年均增加 / 个

1978 190 - 2 173 -
1984 300 17.8 7 186 835.5
1990 467 27.8 12 084 816.3
1992 517 25 14 539 1 227.5
1994 622 52.5 16 702 1 081.5
1996 666 22 18 171 734.5
1997 668 2 18 925 754
1998 668 0 19 216 291
1999 667 - 1 19 756 540
2000 663 - 4 20 312 556
2001 662 - 1 20 374 62
2002 660 - 2 20 601 227
2003 660 0 20 226 - 375
2004 661 0 19 883 - 343
2005 661 0 19 522 - 361
2006 656 - 5 19 482 - 40
2007 655 - 1 19 249 - 233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镇区人口，建立人口直方图（图 5），可以发现我国小

城镇人口规模两极分化十分明显，约有 70%左右的

建制镇人口总量都在平均值（3.7 万人）以下，而镇

区人口在 1 万人以下的建制镇占了近 8 成，相较人

口总量，镇区人口的两极分化更为显著。
2.3 小城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

一，这不仅存在于东、中、西等大的地域单元间，还

深刻地体现在省域、县域乃至镇域内[10- 13]。2005—
2006 年，国家统计局曾两度公布了我国综合发展水

平较高的 1 000 个小城镇，所谓“千强镇”。2005 年

占全国人口 10%的前 1 000 个小城镇，创造了全国

小城镇财政收入的 50%，千强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高达到 7 735 元[1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38 倍。千强

镇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省（区、市）。以 2007 年的数

据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前 1 000 名的建制镇东部

地区高达 959 个，其中浙江 325 个，江苏 218 个，上

海 83 个，广东 74 个，仅这 4 省市就占全国的 70%；

中西部省区合计仅 41 个，其中湖南 16 个，内蒙古 8
个，新疆 7 个，河南 5 个，江西、黑龙江、重庆、甘肃、
青海等省各 1 个。财政收入前 1 000 名的建制镇中，

东部占 859 个，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江苏、浙江、
上海和广东 4 省市合计 626 个；中西部省区合计

141 个，其中内蒙古 33 个，山西 22 个，河南 15 个，

安徽 14 个，云南 14 个，江西 11 个，湖南 8 个，湖北

7 个，四川 6 个，贵州 4 个，重庆、陕西各 3 个，甘肃

1 个。
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小城镇地带性发展的显

著不均衡。2004 年，东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

入为 3 396.9 万元，平均财政支出为 2 389.5 万元，

中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和平均财政支出

为 834.3 万元和 641.4 万元，仅为东部地区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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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左右，而西部地区建制平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则

更低。但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肉类产量却高于东

部，可见农业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建制镇发展中仍

占有重要地位。
表 2 东、中、西地带小城镇发展水平差异（2004 年）
Tab.2 Zone dif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mall towns (2004)
指标 / 单位 东部平均 中部平均 西部平均 全国平均

人口 / 人 43 985.5 36 676.5 27 526.4 37 006.3
从业人口 / 人 22 996.6 18 419.4 14 349.3 19 093.5
财政收入 / 万元 3 396.9 834.3 550.5 1 773.6
财政支出 / 万元 2 389.5 641.4 480.2 1 291.3
固定资产投资 / 万元 18 109.4 4 171.9 2 733.2 9 310.1
农作物播种面积 /hm2 4 508.4 5 568.4 3 276 4 501.1
粮食产量 /t 15 841.6 20 480.3 10 466.3 15 814.7
棉花产量 /t 240.1 208 86.3 186.5
肉类产量 /t 3 334.8 4 370.6 2 021.4 3 296.9

数据来源：《2005 中国建制镇基本情况统计资料》。

2.4 初步形成以两大平原和两大三角洲为代表的

小城镇空间集聚区

长期以来，中国城镇的分布演化都表现为由东

到西，由密到疏的逐步扩散过程，正如中国地形分

布的三级阶梯状，我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

“东密西疏、局部绵延”的水平分异格局和“低密高

疏”的垂直分异格局。直观来看，中国的沿海地区尤

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并北部的华北平原区、南
部的珠江三角洲区的小城镇在空间趋向连绵，形成

了一个东部沿海的小城镇集聚区。而长江中上游，

尤其是以成都—重庆为双核心区的成都平原也形

成了一个密集的城镇空间群体，并沿长江向中下游

的武汉、长株潭延伸。广大西北（含内蒙古）、西南地

区的小城镇数量明显较少，且空间距离间隔较大、
远离大中城市，城镇分布呈稀疏状，处于相对独立

的发展格局。
进一步做出中国建制镇分县密度图 （图 6），可

以发现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两大平原和两大三角

洲为代表的小城镇空间集聚区。那些建制镇平均密

度大于 1.0 个 /100km2 县区除了少量分布于新疆、
西藏等边境外，几乎全部集中在地势平坦的平原三

角洲地区，其中东部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地区、北起京津南达豫东鲁南的华北平原大部、
成都平原腹心地区的建制镇平均密度高达 3.0 个

/100km2 以上，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小城镇空间集聚

区。

3 近年来小城镇发展的新态势

3.1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小城镇的区位优势

形成，国内外产业转移向小城镇延伸

图 6 中国建制镇分县密度图
Fig.6 The density distr ibution of China’s towns

(at county level)

自 199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高速公路的大规

模建设，1997—2007 年的 10 余年，全国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由 4 771km 增加到约 53 000km，年均增幅近

30%，同时铁路、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点建设也进

入了高峰期。一系列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

善，加快了一大批原本交通不便小城镇区位优势的

迅速形成，一方面使得在一些交通枢纽点和区域性

交通干道沿线崛起了一批新小城镇，另一方面普遍

提高了小城镇的交通通达能力（图 7），极大的促进

了小城镇的发展。

图 7 小城镇到主要交通设施和各级城市的可达时间变化
Fig.7 Accessibility change on the small towns to major

transport facilities and cities
数据来源：2006 年建设部重点镇百镇调研，转引自参考文献[9]。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小城镇区位、基础设施等

投资环境的完备，其相对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

吸引了大量外商进入小城镇投资建厂。同时，由于

大中城市生产成本的增加与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

其一些传统产业或现代化项目也开始落户小城镇，

投资和产业梯度转移开始向小城镇延伸。
3.2 出现大量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镇，小城

镇特色产业逐步形成

1990 年代以来，核心城市金融、邮电通讯、物流

等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为小城镇的加工制造业

提供了信息、技术、资金乃至市场的支持。在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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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的互动发展中，小城镇的专门化生产分工不

断深化，出现了以东南沿海浙、粤、闽、苏等省为代

表的以特色产业为主导的小城镇，俗称“一镇一

品”、“一村一品”的“集聚经济”、“块状经济”。在浙

江，以“块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专门化生产已成为

当地产业的一大特色，一个或几个小城镇共同以一

种产品为主导，分工合作，形成从原料到产品的完

整生产链条，或者一个镇发展多种产业，与周边不

同特色产业同时接轨，这种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集聚

的产业集群，提高了浙江小城镇和企业的产业竞争

力。在珠三角的广东省，小城镇专业化特色同样鲜

明，如东莞厚街镇的家具业、顺德陈村镇的花卉业

等都达到了较大规模，初步统计珠三角的 404 个建

制镇中，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专业镇已达到 1/4。
3.3 小城镇综合承载力凸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

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小城镇已成为吸纳跨区域流动人口和资本的

新载体。建设部的百镇调研表明，一方面，小城镇劳

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不仅吸纳了大量当地的富余劳动力，而且还吸纳了

大量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小

城镇的工业投资中，外部投资占了 57%，其中外商

及港澳台投资占 50%，国内大中城市企业的投资占

7%，部分小城镇已发展成为跨国或跨区域投资的

目的地[9]。
目前，小城镇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具

活力的组织部分和主导力量之一。相关研究估计，

2000 年小城镇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为 42%—45%，

1985—2000 年间，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 0.83 个百

分点，城市的发展平均每年贡献了 0.37 个百分点，

而小城镇发展平均每年贡献了 0.46 个百分点[3，15]。
1996 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成长的中期阶

段[16，17]，小城镇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增

长速度。1990 年建制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的

20%，2007 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约 28%，如果包

括县城城关镇，比重则接近 50%，人口在向城市集

中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向小城镇集中。
3.4 小城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新中国 60 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发展走过了一

段复杂曲折的道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但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前文

已有所提及的小城镇区域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

的趋势；重城轻镇的观念仍然较为普遍，小城镇公

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财政收支不平衡，总体说来

制约小城镇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障碍尚未有

效消除[18]；过于偏重招商引资的数量和农民劳动力

转移，忽视与农村经济的联系和农民带资转移，忽

视小城镇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直接导致小城镇对

农村的作用带动不充分，不能成为农民稳定转移的

载体[9]；小城镇产业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

锤状”，与城市工业结构趋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产业链短，缺乏科技支撑，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

低[19]；虽然东南沿海大量出现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

和专业镇，但总的说来产业布局分散，随意性大且

主导产业和地方特色不突出，产业选择的盲目性较

大[20]；此外，小城镇土地利用粗放，导致工业用地大

量浪费，部分地区好大喜功，以城市的模式搞规划

建设，盲目扩张小城镇面积，脱离实际，对资源环境

造成了极大压力[1，9]。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未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将立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走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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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继续加强对外交通建设并完

善基础设施条件，有重点地引导小城镇的发展；大

力发展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提升小城镇的产业集

聚水平、社会服务功能和服务“三农”的能力；正确

处理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的关系，改善人居环境，

努力提高小城镇的综合承载力；增强资源利用、环
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意识，坚持完善土地利

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积极引导小城镇走节约发

展模式；最后，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
充分发挥小城镇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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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of PRC,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small towns have been constantly upgraded,
which have played the roles not only as the bases and bridges to link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also as the hubs
for the overall pla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statistical data,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the era of PRC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hases, i.e. “restoration
and early adjustment, degradation and stagnation, revival of development, rapid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and
enhancement”. During the last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growth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has shifted from quantitative increase to the expansion of scale. However, there has become tremendous
differences and serious polarization among regions. Nowadays, the agglomerations of small towns have been
shap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s，and also in the North China and the Chengdu Plains. In
recent years,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drastic changes：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has fostered the regional advantage of small towns; in the ongoing
transfer of industry gradi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booming of industries
in small towns has come about. Speci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i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and the special
industries of small towns are gradually being formed; featured economic plots and specialized towns have
appeared in coastal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capacity of small towns is becoming
remarkable, which is to be a significant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mall towns；development course；new situation；China；60th anniversary of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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