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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城市是农民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王文龙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扩散效应日益明显，产业转移开始加速，中型城市由于其特殊
的条件而成为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也成为农民转移的首选地。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完
善中型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加速农民的城市化进程，早日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中型城市；农民转移；扩散效应；产业转移；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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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农民依然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娱乐、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使农民天然有一种迁居

城市的倾向。而随着农村收入增长的相对停滞，社

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

区的瓦解，传统文化的崩溃，各种资源进一步向城市

事情千头万绪，牵涉到农民增收、粮食安全、村民自

的聚集，也客观上加剧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如

治、环境治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

果说第一代农民工乡土观念较重，加之自身的素质

题，然而，在这众多的头绪中，转移农民依然是三农

较低，缺乏迁居城市的强烈动机和物质条件，大部分

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

甘愿充当城市的匆匆过客的话，那么，第二代、第三

根据２００５年的资料显示，中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

代农民工则是被城市文明所吸引而主动地流入城市

人口的６０％，但农业产值只占到全国ＧＤＰ总值的

的，他们来到城市不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有多

１０％左右，并且根据国际规律，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

方面的诉求，他们不再甘愿充当城市的过客，而希望

发展，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产值中的比例将会呈现

长留城市，甚至迁居城市，他们不再愿意回到农村。

出不断下跌的趋势。可以想象，如果不继续大量地

因此，如何引导，满足新一代农民对都市文明的向

转移农民，让占全国人口６０％的农民来分配不到国

往，让他们能顺利地转变成市民，顺利地融人城市，

家ＧＤＰ总值１０％的农业产出，无论怎么样分配，也

应该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

必然会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另外，６０％的

会产生大量的边缘人，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供应４０％市民的农产品，市场约束十分严重，

由于农民的转移影响到三农问题的全局并关系

严重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发展和农

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加快农民的转移应是三农

民增收。因此，只有不断地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增

问题的破题之举，但是，对于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方案

加市民，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生产才有了

来转移农民，学者与专家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基础，农民增收才有了前提，只有农民增收了，城乡
差距缩小了，农村环境治理、行政体制改革、精神文
明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才有了依托，因此，转移农民
依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另外，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讲，转移农民也显
得十分迫切。由于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
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

２对农民城市化模式讨论的回顾
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水平代表了一国工业化的
发展水平，是一国现代化的标志。长期以来，中国通

过人为的城乡二元体制阻断了农民城市化之路，造
成城市化缓慢发展甚至逆城市化，严重地延缓了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二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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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削弱，中国的城市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但在应该怎样转移农民，保持城乡和谐发展上，人们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毕竟，中国的农民有８亿多，其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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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人数太多，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严重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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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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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就可以大量吸收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实现城乡的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民太多，转移到城市会

和谐发展。而且，由于城市化建设中的规模经济效

造成城市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因此，最好是通过

应，还可以节省大量土地和公共设施建设资金。应

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来逐步达到城乡一

该说，大城市有大城市的优点，如就业机会众多，工

体化。应该说，这种城市化模式在维护城乡二元体

业聚集，人口聚集，规模效应等。然而，规模经济也

制基础上又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农民增

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如果城市规模超过一定限度，

收问题，对社会的触动最小，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会带来规模不经济，如人口过密，交通拥挤，成本

深得决策层的赏识，并成为中国离土不离乡决策的

过高，治安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还会形成大量的

理论依据，从而带来了苏南乡镇企业的黄金时代。

城市贫民区，阻碍城市的正常发展。因此，当前北

然而，工业化的规律是集聚效应，只有产业聚集，才

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都在控制人口规模，大力

能产生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减少交易成本，搜寻成

发展卫星城，减少规模过大带来的恶果。因此，认为

本。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时代，超额利润可以支撑各

中国应通过进一步扩大特大型城市来解决农民转移

地的乡村工业化，但一旦短缺结束，超额利润消失，

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与当前世界城市郊区化趋势

分散的乡村工业化所具有的资源消耗高，生产率低

是背道而驰的。

下，质量低劣，工艺简单，污染严重的劣势必然导致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等城市是农民转移的主

其在竞争中失败，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中西部的乡镇

要阵地，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因为在中国

企业纷纷破产，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典型代表

处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阶段时，极化效应明显，资源

苏南模式式微，本世纪初，号称生命力强盛的浙江民

大量地向大城市聚集，而随着分税制的实行，导致资

营企业也纷纷进园进区。这样，作为一种工业化模

源分配上更大的不平衡，除了沿海的中等城市发展

式，乡村工业化在短缺经济时代，在珠三角，江浙一

较快之外，中西部的中等城市普遍处于休眠状态。

带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在过剩经济时代，这种分散

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民转

的工业化模式由于其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而很难再

移的主要方式，但随着过剩经济的到来，分税制的实

取得成功。

行，农业税费的不断减免，乡镇企业的不断式微，小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小城镇建设来

城镇建设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停滞，随着工业化

转移农民，从而避免农民过度地向沿海及大城市流

初期的极化效应的不断加剧，国内的一些大型城市、

动，造成经济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人口过载，

省会城市、沿海城市成为资源聚集的主要受益者，也

带来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大城市病。这种

成为农民转移的主要载体，然而，由于大城市生活成

理论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来的，当时随着乡镇企业

本太高，房价一路高升，这些都严重地限制了农民转

的发展，小城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一派欣

移的速度，对中国的城市化形成很大制约。随着中

欣向荣的景象，而工业的聚集效应要求企业的集中，

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要素资源的扩散效应加上大

在这种背景下，沿海的温州、泉州分别出现了龙港、

城市高昂的经营成本，必然导致产业向内地的扩散。

石狮等农民城，小城镇建设在各地展开。但随着九

中型城市由于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相对好的区位，

十年代中国经济由短缺向过剩转变，竞争的Ｅｔ益激

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生活成本，必然成为企业和农

烈，乡镇企业纷纷破产，小城镇建设失去了依托，同

民转移的首选地。

时，随着财权的上移，农民负担的减轻，乡镇的财力
资源Ｅｌ益枯竭，小城镇建设进入停滞期，其对农民转
移的作用越来越小，并且由于其资源的有限性，基础
设施的不完善性，其对农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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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城市是转移农民的主要载体
从现在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中国加速

城市化阶段，大约有几亿农民迁移到城市定居，如何

针对这种情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发展大

顺利地转移这些农民，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实

城市或特大型城市来转移农民，在这些学者看来，大

现城乡的一体化，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这个问

城市具有天然的聚集效应，人口密集，就业机会众

题，我们丝毫不能马虎，而必须做好准备，认真规划。

多，规模效应明显，这样，在全国发展一些特大型城

从理论上业说，农民的城市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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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并进，让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各自量力而行，

中等城市由于产业转移以及自身的交通，基础设施

担负起接纳农民的任务。但由于资源有限，加之二

比较完善，生产成本以及生活成本较低，已成为沿海

元体制存在的路径依赖和某些利益阶层的阻挠，农

及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经过二十

民的转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进

多年的发展，沿海及大城市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一定

行疏导，确立工作重点，合理规划，未雨绸缪，才能顺

程度，那些利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沿海

利地让农民转变为市民。否则，如果让农民自发地

地价、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而不得不向成本较低

转移，不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可能造成严

的内地转移，由于中等城市不仅拥有相对充足的廉

重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

价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土地资源，而且一般区位也较

小城镇虽然在中国分布广泛，为数众多，但他不

优越，交通比较发达，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生产、

是农民城市化的主力。这是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经

生活设施也较完善，从而吸引大批劳动资源密集型

济背景下，资源十分有限，有限的工业都聚集在大中

企业的进驻。大量企业的进驻增加了就业机会，促

城市，小城镇由于区位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

使民工从沿海倒流，而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住房

不太发达，难以形成企业集聚效应，因此，企业很少

价格，都吸引着农民向城市的集聚。而经过二十多

且竞争力低，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没有充足

年的积累，很多农民也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

的就业人口，就难以形成商品购买力，没有企业与商

些经济积累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而小城镇的配套

业的发展，小城镇就难以聚集人气，形成规模紧急，

设施不完备，就业机会少，也缺乏吸引力，这样，生活

建立完善的生活设施。因此，在中西部，大部分小镇

成本低、限制少、就业机会不断增多、生活设施比教

只是作为单一的消费中必，缺乏发展的潜力，也缺乏

完善的中型城市就成为农民转移的首选。

对农民城市化的支撑，在可预见的将来，扩散效应依

虽然，中型城市由于自身的条件和历史的机遇，

然十分微弱，小城镇依然缺乏支撑常住人口的就业

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成为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机会和基础设施。

的主要载体，也由于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相对低的

大城市虽然吸引了大批民工就业，然而，它并不

能成为农民转移的主角。一者大城市的发展也面临
着自身的困扰，人口过密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过
度集聚带来了交通拥挤，生活成本、交易成本的上

生活成本成为农民的首选地，但要让中型城市真正
成为转移农民的主力，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１

４规划中型城市，加速城乡一体化

涨，社会治安、生活质量的恶化。因此，当前的大城

应该说，当前这一波的产业转移对于一直处于

市都在有意地控制人口，建设卫星城，以疏散中心城

二线的中型城市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不仅

区过密的人口，不可能成为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要把中型城市的发展放在工业化角度上来考虑，更

二者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土地的不断升值，生活成本

要把中型城市的发展与农民转移这个大战略紧密联

不断上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住房价格已超

系在一起，尽量避免沿海一些地区因二元国民经济

过１万元每平米，这并非普通市民所能能承受，更不

体制，户籍体制，产业制度造成的经济、社会危机，走

用说农民了！

城乡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至于农村的工业化，虽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

从工业化角度来讲，从大城市、沿海地区转移到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从全国来看，中国大部分农村

内地的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些是环境

并不具备农村工业化的条件，在商品严重过剩的当

污染严重的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应该进行严格区

今时代，后发展的农村更没有机会象温州那样实行

分，坚决反对重污染企业进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初始工业化了，并且，苏南、浙江乡村工业化带来的

而不应该为了ＧＤＰ增长，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引进。

土地资源粗放式经营，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的弊端早

其次，引进的工业企业应与本地资源，本地工业有前

已显露，我们即使有机会也要考虑到其造成的过大

后或后向联系，或者能带动当地配套产业，从而让产

社会成本，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再走弯

业内生于本地经济之中，防止飞地经济和蒙古包经

路！

济的重演。再次，坚决按照制度办事，防止给外资以
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原先相对停滞的

超国民待遇，给民资以外资同等待遇，积极鼓励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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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的发展。同时，坚决保障劳工权益和资方

槛。对创业的农民进行税收减免，放水养鱼，多予少

权益，让分配更为公平。要吸引外资进入，除了优惠

取，藏富于民，允许农民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

政策之外，关键还要看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只有不

并提供支持，让农民有机会积累资本与经验。最重

断完善城市的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才能真正

要的是，必须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的不合理体制，给入

吸引资本的进入。

城定居的农民以国民待遇，在就业、教育、社保等各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讲，当前沿海一些城市，政府

方面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待遇。

与房地产商相勾结，恶意抬高房价，与民争利，造成

当然，中国农民队伍过于庞大，农民的城市化将

人才与资本的流失，影响城市的发展潜力，更恶化了

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城市的社会环境，造成社会不和谐。作为后发者，中

尽快有序地转移农民，为三农问题的缓解创造一个

型城市应该吸取教训，通过各种正当手段来防止房

宽松的环境。

价过高，对城市进行合理规划，既不铺张浪费，也要
基础设施完备，更要超前规划，防止重复建设，让经
济发展与城市社会发展相协调，创造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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