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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破解财政压力的过程与城市化过程相耦合，使我国城镇化失衡具有系统性特征：大城市核心区日益拥挤

不堪、中小城市新区“鬼城”频现、小城市（镇）的“庸堕化”趋向，其根源均在于政府推动型城市化模式。因此，我国城镇化

失衡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提出一个“以中等城市为战略支点”的制度创新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城市化进程中

的市场力量，使人口更多地向产业高速增长的中等城市迁移，从而大规模增加人口200万~300万的城市数量，最终实现人

口自由迁徙基础上的城市“空间—产业—人口”均衡。

关键词：财政压力；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城镇化失衡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2-0049-07

收稿日期：2017-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JY078）
作者简介：曾祥炎（1975- ），男，湖南新宁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理论与政策、区域发展规划与城镇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因城镇化失衡导致的种种弊病不仅出现在大城市，而且普遍地存在于大、中与小城市（镇）

当中：大城市核心区日益拥挤不堪、中小城市新区“鬼城”频现、小城市（镇）的“庸堕化”趋向。城市弊病丛生

必然导致城市生产与生活的效率损失，因此如何治理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产业—人口”失衡问

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针对1800多个小城市与近20000个建

制镇所面临的城镇化失衡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缺位状态[1]；二是虽然部分特殊性制度已经被学者们提及，例如

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差异限制劳动力流动导致了城乡分割[2]、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后

地方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偏好导致了高增长低就业[3]、地方政府GDP锦标赛导致出

现公共服务“缺口”降低了产业吸纳能力[4]等，都被认为是导致我国城镇化失衡的制度根源，但相关分析均未

给出这些政策出台的一致性理论逻辑，导致政策建议缺乏系统思维。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纳入对小城

市（镇）的分析，并根据“熊彼特—希克斯—诺斯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社会制度变革的起因和路径，从财政

压力的角度，厘定我国城镇化种种政策背后的基本逻辑关系，并进一步深入剖析这些政策导致城镇化失衡

产生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我国治理城镇化失衡问题提供长效、系统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压力下我国政府的城镇化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政府设立了“快速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的目

标函数，但同时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约束条件，在统收统支财政集中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

条件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演化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即财政压力。在面临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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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的破解之道不外两条途径：一是“甩包袱”，尽可能地减少财政支出；二是“扩税收”，尽可能地增加财

政收入。政府破解财政压力的过程与我国城市化过程相耦合，就演绎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其影响

政策主要有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建设、城市行政等级制度、开发区建设等。

（一）户籍制度

建国初期，以人口自由流动为基础、以156个原苏联援建重点项目为中心，全国建制市镇增加速度很快，

大量农民涌进城镇，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到 1960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增加到 13073万，比 1949年增长

7000多万人[5]。城镇人口剧增使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通过控制城镇人口过快增长以减轻财政压力便成为

了政府的理性选择，1956年和1957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
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第一次明确将城

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

户籍制度作为城乡分割政策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2]，是当时政府破解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

过户籍制度，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同时通过撤并了一些规模过小的建制市和建制镇、缩小城市郊区、引导

新进城农民返乡务农等措施，政府甩掉了大规模人口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包袱”。另一方面，通过户籍制

度，将国家划分为城乡“两个世界”，配合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获取农业

剩余补贴工业化，其实质也是政府“扩（农业）税收”，部分化解当时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财政压力的过

程。由此可见，利益内涵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准“逆城镇化”制度，既是政府“甩包袱”也是政府“扩税收”的

过程，尽管随着我国工业化推进，城市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的发挥需要纳入更多的农村人口，但户籍制度的

财政压力化解功能仍然被许多地方政府所坚持。

（二）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建设

在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1955年，国家建委给中央的报告

提出，以中小城市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1978
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继续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1989年《城市规划法》明确了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与发展小城镇的方针相配合，我国多次实施了工业向小

城镇甚至农村布局的策略，如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全国2195个城镇中，几乎普遍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

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都是这一策略的体现。

对小城镇的偏好同样是化解财政压力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小城镇市民化的成本相对较低，在“必须”

增加城市人口的情况下，相比较于大中城市而言，发展小城镇是政府财政“包袱”最轻的。特别在改革开放

之后，伴随着放权让利的财政体制改革，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来支撑小城市（镇）发展，中央部分地将工

业化与城镇化的财政“包袱”甩给了地方。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将农业生产领域的资源转移到工

业生产领域，也为政府“扩税收”创造了条件。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是低成本的城镇化方式，尽管与准“逆

城镇化”的户籍制度相比无疑是质的提升，但违背工业集聚规律使得大多数小城镇工业化效率低下，“乡镇

企业”90年代后期纷纷改制与进城就是证明。尽管2000年之后，国家提出“大中小协调发展”与“以城市群为

主体形态”等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出于财政压力的考虑，仍然倾向于发展小城镇，限制农村

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

（三）城市行政等级制度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决定对全国城市进行分类排队，并确立不同的建设方针，由此演生出严格且多

层次的城市行政等级制度[6]。城市行政等级如同城市的户籍，其本质是在户籍制度实现了城乡分割的基础

上，进一步对城市体系内部进行分割。由于高级别城市既可以获得更多来自中央政府的资源分配，也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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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行政等级干预促使低级别城市资源流入该城市，从而导致有限的社会建设资源向高级别城市集中。结

果是，通过行政的方式调动资源，城市行政等级制度推动了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反而忽略了中小城市的

发展。

通过城市行政等级制度将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其对化解政府财政压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一方面，根据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导向，农村城镇化人口应该以向小城镇迁移为主，这就需要政府

投入大规模资金建设小城镇，而城市行政等级制度却将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分割开来，政府就可以通过行政

干预手段压缩小城镇建设投入，从而部分地甩掉了小城镇发展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等级化高的大城

市，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并且有高级化的公共福利相匹配，就会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

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对政府来说，这是一条最优“扩税收”的投入方式。城市行

政等级序列是中国集权行政管理体制在城市管理上的缩影，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其局限性越来越明

显。但基于财政压力、既得利益与权利偏好等多重原因，城市行政等级制度在我国存在“固化”趋势。

（四）开发区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发区最先出现在沿海开放城市，后来逐步向中西部推广。1992年之后，我国开

发区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各级政府纷纷建立地方性的开发区，全国范围掀起了设立开发区的

热潮，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开发区迅猛发展。至2015年底，国家级开发区达364家（高新区145家，经开区

219家），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省级、地市级、县级、镇级开发区，星罗密布于全国各地，开发区的功能也由最

初的吸引外资，逐渐演变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要场所。

开发区建设形成的“土地融资”效应，是我国政府在甩掉财政“包袱”的同时实现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一

条捷径。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开发区建设的支持，主要不是体现在直接给予资金资助，而是给政策、给

自主权，地方开发区建设的投资更多要靠自身解决，对中央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甩掉大规模城市“增量”投资

建设而形成的巨大财政“包袱”的奇妙过程。另一方面，在开发区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廉价

提供土地招商引资，获得工业发展的增值税等收入，又可以通过垄断建设土地供给以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

收入形成“土地财政”收入，从而形成效果突出的“扩税收”机制。从目前看，开发区建设对我国绝大多数城

市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形象提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从长期看，这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城镇化模式，极

易导致城镇土地规模过度扩张，最终透支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使城市建设缺乏可持续性。近年来，尽管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严管”措施，试图避免城市盲目扩张，但由于“土地财政”的吸引力实在太大，相关政策

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二、均衡结果与我国城镇化失衡的形成

（一）均衡结果

通过对1980年以来大、中、小城市（镇）的相关数据统计①，可以初步发现我国城镇化相关政策共同作用

的结果。大、中城市的人口、产业（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示）、空间（用市辖区土地面积表示）数据均源自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小城市（镇）人口缺失专门的统计数据，这里用全国城镇人口数减去大、中城市的

人口数进行计算，全国城镇人口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用全国总人口乘以城镇化率得到；小城市

（镇）的产业数据用“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表示，其数据源自历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小

城市（镇）建成区面积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暂时无法获取。同时，为了更好地比较大、中、小城市（镇）空间、产

业与人口布局的变化情况，这里将最初年份的数据都标准化为 1，后续年份都按最初年份的数据进行标准

化，其涵义为最初年份的“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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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口。如图1，1984年大、中、小城市（镇）的人口分别为6655.3万人、12788.9万人与4572.9万人，到

2013年，大、中、小城市（镇）的人口分别为 1984年的 2.3倍（15331.1万人）、1.98倍（25379.2万人）与 7.1倍

（32400.7万人）。说明从人口聚集的角度看，总体上，户籍制度的壁垒作用与“发展小城镇”的政策是有效的，因

为，与 30年间小城市（镇）人口扩张为原来的 7.1倍相比，大、中城市人口只扩张为原来的 2倍左右，小城市

（镇）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城镇化人口更多地向小城市（镇）聚集；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效果则并不

明显，因为与中等城市人口扩张为原来的1.98倍相比，大城市的人口扩张为原来的2.3倍，增长速度更快一

些，说明等级高的大城市，由于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其人口的吸聚能力更强，市场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1 大、中、小城市（镇）人口增长幅度（1984—2013年）
二是产业。如图 2，2001年大、中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39509.7亿元与 52439.6亿元，到

2013年，分别为2001年的8.2倍（323562.1亿元）与13.0倍（683991.7亿元）；2000年小城市（镇）的乡镇企业工

业总产值为82456.4亿元，到2011年，增长为2000年的3.9倍（325154.8亿元）。说明从工业经济聚集的角度

看，中等城市的聚集效应最为明显，而小城市（镇）的聚集效应远弱于大、中城市，其结果不能对“限制大城市

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形成支持。因为，在最近的十多年，虽然大、中城市均保持了快速的工业增长速度，但中

等城市明显比大城市快得多，说明中等城市有着强大的工业经济聚集能力；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

期曾经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部分的乡镇企业，最近十多年的增速则远低于大、中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说明

小城市（镇）的工业经济聚集优势正在丧失。

图2 大、中、小城市（镇）产业增长幅度（2000—2013年）
三是空间。如图3，2003年大、中城市的平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294.5平方公里与49.1平方公里，

到2013年，分别为2003年的1.6倍（484.9平方公里）与1.8倍（86.8平方公里）。另外，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

告（2015）》，全国设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②从1981年的6720平方公里扩增至2014年的4.99万平方公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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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81年的7.43倍。说明从空间扩张的角度看，由于开发区建设引发的快速工业化与空间城镇化，不论是

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都保持着“城市蔓延”的趋势，特别是2009年之后，中等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速已

经超过大城市，空间上呈现出比大城市更快的扩张态势。

图3 大、中城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均）扩展幅度（2003—2013年）
（二）我国系统性城镇化失衡的形成

从均衡结果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均出现了“空间—产业—人口”失衡，形成了具

有系统性的城镇化失衡[7~8]。

一是大城市。依据均衡结果，大城市的人口、产业、空间均呈现高速扩张态势，这一方面表明城市行政

等级制度与开发区建设等政府力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户籍门槛与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相关政

策在强大的市场力量下具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其结果是：一方面，快速空间城镇化导致大城市出现了许

多“城中村”与“棚户区”，给城市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隐患。另一方面，人口大规模聚居于大城市，导致大城

市的人口密度居高不下。大城市核心区人口过多、密度过大，必然导致“大城市病”。

二是中等城市。依据均衡结果，中等城市的人口、产业、空间虽然都扩张迅速，但相对而言，人口的增速

要滞后于空间，更远低于产业，说明开发区建设推动了中等城市快速的空间扩张与高速的产业发展，而户籍

门槛与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相关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居民向中等城市进行“永久性迁移”。同时，城

市行政等级制度使得中等城市无法获取与大城市同质的公共服务，导致市场内在的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

挥。其结果是：一方面，快速扩张的城市空间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口支撑而变成“鬼城”[9]。中等城市新城区与

开发区在产业“空转”乏力衰退后成为“鬼城”现象较为普遍性。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产业由于人力资本的

日益短缺而难以持续，一些中等城市的新城区与开发区，在人口聚集不足的同时，高端人才严重短缺，无法

适应产业调整发展需要，很多企业因而成为产业转移中的“候鸟”，一旦这些“候鸟”再“迁徙”，城市的产业发

展与城镇化就会陷入停顿。

三是小城市（镇）。依据均衡结果，小城市（镇）面临着人口剧增与制造业衰退的双重压力，而与此相伴

随的，是小城市（镇）空间的无序蔓延。其结果是：一方面，小城市（镇）人口质量的乡村化趋势。受户籍门槛

与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相关政策影响，相比于大中城市的高迁移成本，农村人口更倾向于迁入迁移成

本较低的小城市（镇），导致小城市（镇）由农村人口主导，呈现“半城半乡”景象。另一方面，小城市（镇）发展

缺乏产业支撑。相比于大中城市内在的集聚效应，低素质的劳动人口、交通条件的限制、经济规模的狭小等

使得小城市（镇）只具备低集聚效应，结果是大多数小城市（镇）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经济缺乏活力，难以从产

业上支撑人口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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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中、小城市（镇）都面临发展失衡问题，不过“病因”

不同：大城市核心区的“病因”在于人口集聚规模超出了其空间承载能力，中等城市的“病因”在于人口集聚

速度滞后于产业布局与空间开发，小城市（镇）的“病因”则在于人口集聚规模缺乏产业支撑。

三、我国城镇化失衡的系统治理

系统地看，导致我国城市普遍性“空间—产业—人口”失衡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上削弱了中等城市的人

口集聚能力。因为，制造业主要布局于中等城市，客观上需要人口更多向中等城市集聚。可是，以非省会地

级市为代表的中等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在城市行政等级制度下，中等城市

难以像大城市那样获取公共资源，相对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降低了其对人口（特别是高端人口）的集聚能力。

另一方面，在积极鼓励小城市（镇）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农村居民更倾向聚集于迁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镇），

而不是迁移到成本较高的中等城市。其结果正如Henderson在一份课题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人口规模在

10万~100万人口区间的城市太多，在200万~700万的城市数量太少，导致大多数城市不能有效利用城市集

聚经济，从而限制了城市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10]。破解财政压力导向下的制度设计使人口过度地向大

城市与小城市（镇）迁移聚集，而产业快速扩张的中等城市却不能有效地集聚人口，是我国系统性城镇化失

衡形成的总根源。

因此，我国城镇化失衡的治理需要一个系统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过程。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

快速发展，我国逐渐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新中国设立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目标函数，其面临的“资金严重

短缺”约束条件已极大程度得以化解。如何在不纳入财政压力变量的情况下，对原来“甩包袱”与“扩税收”

的制度设计进行创新，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议题。本文拟提出一个“以中等城市为战略支点”的制度创新方

案，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基础上的城市“空间—产业—人口”均衡。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以人口自由流动为目标的居住登记制度。经过一系列改革，目前户籍制

度本身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已经基本消除，但隐含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经济利益关

系仍然严重制约着人口的自由迁徙，因此，可通过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来实现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国家标准”，作为每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建立“钱随人走”

的“可流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实施居住登记制度替代目前的户籍制度；最后，通过给

城市新登记人口提供过渡性补贴等方式，确保每一个城市新居民在3~5年的“过渡期”就能够享有不低于“国

家标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过渡期”完成后，每个城市应使新居民能够享受与当地居民完全一致的权

利与福利。

第二，突出中等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性，鼓励更加密集的城市开发。从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看，未来城

市人口应该更多聚集于中等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在实现人口全国范围自由迁徙之前，可先试行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地级市范围内的一体化改革方案，消除人口迁移落户所在地级市的制

度门槛；其次，改变以城市行政级别为导向的财政投入机制，加大人口向地级市转移的财税支持力度，将财

税支持的重点放在地级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级市公共服务水平、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地级市的经济障

碍、改进农村劳动力进入地级市的生存条件等方面；最后，加大中等城市对社会公共服务资源设施的投资力

度，中等城市政府要努力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增强人口的吸纳能力，同时中央与省级政府应努

力引导和推动超大城市和省城向中等城市疏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共安全保障

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严格限制各类城市特别是小城市（镇）工业园区扩张。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如果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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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加起来，将达34亿[11]，说明大多数城市已经拥有超过城市发展所需的城市空间。因

此，我国城市空间发展应该以提升目前已有空间的使用效率为主要方向：大中城市目前仍要着眼于提高土

地使用效率，小城市（镇）的空间扩张则要严格控制，以避免小城镇“硬化”后的不可逆性，使小城镇的未来发

展具有更好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其中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融资的过度依赖：首先，进一

步收紧城市土地红线，严格控制城市的空间蔓延；其次，进行土地税费方面的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多地

从对存量土地开发、改良增值中获利；最后，改革分税制，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建立更为合理的、适度

考虑人口数量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享制度。

总之，由于我国城镇化失衡生成的系统性，针对单一城市进行城镇化失衡治理将会是低效的，对我国城

镇化失衡进行系统化治理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流动化”为手段，强化城镇化进程中市场力量，

使人口过度密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向的大城市人口与空间无序扩张、缺乏产业支撑的小城市（镇）人口，以

及农村人口更多地向产业高速增长的非省会地级市与少量优势明显的县级市迁移，大规模增加人口200万~
300万的城市数量，引导实现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产业—人口”优化与均衡，即大城市人口适度、服务集

聚，中等城市产城融合、生产高效，小城市（镇）山清水秀、生活向上。

注 释：

①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体现“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政策内涵，本文中的“大城市”指国家统计局常用到的概

念“35个大中城市”，中等城市指“除35个大中城市以外的地级市”，其他均为小城市（镇）。其中，“35个大中城市”是指大陆

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4个自治区首府（西藏、拉萨除外）与5个计划单列市。

② 相关数据获取存在严重限制，这里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已有的总量数据进行“长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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