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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历史变迁、影响因素及道路选择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３）

摘要：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该文首先简要论述了中
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然后分析了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几个关键因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的充分发展和资源布局，最后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发展城市要以资源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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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城市化对于扩大社会就业总量是有利的。

城市的发展进一步有序：城市出现国都、郡、县三级，

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从

秦始皇分天下为４０郡，郡下有县，由此奠定此后两

９５１４万人增加到２０６７８万人，增幅达１１７％，年均增

千余年间我国三级城市体系结构。这一时期城市的

加５３１万人，年均增长５．５９％。同期城市化水平由

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

１７．９％提高到３４％，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２．

流域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我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北方

９４％，城镇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４．０４％，而农村

高于南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传》记载当时全国

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２．５５％。城市化的推进可

有１８个较大的城市，黄河流域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主

以为就业机会选择提供更大的空间，就业水平的提

要流域，淮河流域次之，长江流域又次之。１８个城

高相应可以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选择怎样

市的分布为河南省有７个包括温、轵、洛阳、颖川、

一个城市化道路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理论界诸多方

宛、陈、睢阳等；河北有２个包括邯郸、燕等；山东２

案，笔者拟从该方面作出一些探索。

个包括临淄、陶等；山西２个包括杨、平阳等；安徽２

１

我国城市化历程的历史变迁

个包括寿春、合肥等；湖北江陵；江苏的吴和广东的

我国的城市发展史有四五千年，其间城市的宏

番禺等。②随着汉水流域、长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
的开发，这些地区逐渐兴起了一些城市。③诸侯争

观分布经历过多次格局变迁，每次变迁都在一定程

霸，大国吞并小国，从而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城

度上刺激城市了发展和均衡了城市的布局。据考

市，城市的商业职能开始增加，例如魏国的大梁、赵

证，我国城市以禹都阳城作为标志，但在此及以前生

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都等是当时商业兴

产力水平非常低，城市基本没有城市发展。城市有

盛的大都会。

所发展是在夏殷以后的事情。这里姑且以时间作一
些粗线条的分割。

东汉到隋唐：这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十分迅速，宏
观分布第一次出现合理化格局，以西安、洛阳、徐州

夏到西汉：自公元前２１世纪起，我国城市文化

为主线的我国东西向的经济中轴线（丝绸之路）仍

开始初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由中原地区向外

然保持强大的经济优势，同时以长江沿线为南翼，黄

扩展，经济中心以西安、咸阳、洛阳、徐州一线分布为
主。当时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城市经济日趋繁

河沿线为北翼的经济格局开始并行发展，东部和西

荣，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促使了城市的发展，城市

头。这一时期属于城市创建期，是在持续不断动荡

规模日益庞大，如临淄人口就达７万户，城市的职能

演变进程中实现的，包括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

不只局限于政治，经济职能日益凸显。城市的构造

末年和隋朝末年的四次大破坏，但是创造交流发展

开始鲜明分层，出现城廓分工，城或内城、小城，以政

处于主导地位。初唐的长安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城市

治活动中心为主，廓或外城、大城，成为经济活动中

中心。日本、新罗、百济和西方各国均来长安等城市

心。在功能分区上由简单趋向复杂和综合。战国期

观摩。该时期城镇体制的发展比秦始皇时期有了更

间，城市体系结构逐渐集中简化。秦商勒变法使得

大的发展，唐开元２８年时全国设县１ ５７３个，全国

部也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共同繁荣的发展势

人口已由唐太宗韧年的不到２ ０００万人增加到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Ｏｌ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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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万人。城市人口在地区分布上也出现了大的变
化，明显表现为南方地区城市数量开始超过北方，如
洛阳、扬州、益州（成都）、杭州、苏州、汴州、太原、魏
州（河北道治所）、湖州、宣州、润州（镇江）、越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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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广州等，据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
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估算超过１０万人城市中，北方
有５个，南方有１０个。表明经济发展重心南移。隋

仅为１７．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在我国开始

唐以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南方，长江中下

迅速发展，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北，同时由于交通运

游、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当时主要的城市

输事业的大力发展，逐渐兴起了很多铁路交通枢纽

发展区域。当时南方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一些

城市，包括蚌埠、石家庄、长辛店、郑州、衡阳、浦口，

因素的影响：①大运河的开凿，改善了长江三角洲以
及钱塘江流域与北方地区的交通和联系，从而促进
了南方经济的发展；②茶叶种植的影响，产品的生产

同时在东北地区沿铁路线也兴起了不少新兴城镇。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后我国城市发展十分迅速，
到１９９９年已有大中小城市６６８个，比１９４９年的１３２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刺激了劳动

个增长了５倍，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占全国城市总

力向这一地区的转移，从而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开

始增加；③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很多商埠城市的
发展，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矿业城市，促进了经济的发

数的４４．９％，是西部地区的２．５倍，占ＧＤＰ的
５８％，是西部的４．２倍，而土地面积却仅为全国的
１４．１％。东部城市又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长江

展。

口和珠江口三角洲地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

发展，有很多新兴的工业城市逐渐兴起。包括抚顺、
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矿业城市也得到了

唐至鸦片战争：这时我国西部城市开始逐渐衰

市布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并且东部内部又进一步

退，经济中心随着河网的充分开发利用而逐步
向北京、开封、南京、杭州一线转移，这段时间历经

不平衡。这进一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地
区以人口密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资源相对紧缺与西

０００多年。唐朝中晚期安史之乱和王仙芝、黄巢起

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大、资源拥有量多、技术含量低形

义对长安、洛阳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没有阻碍城

成互为反方向的大倾斜，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区

市化的主线条。南宋、元末到明朝一段时期内除明

与经济低谷区又形成了不平衡的波纹状格局。

ｌ

末动荡面较广外，城市一直获得平稳发展。在此期
间，汴京、临安、金中都、元大都、南京及明中都等反
映了这一时代城市建设水平。明代中叶，江南苏州、

２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嘉兴、湖州是丝织叶发达的地区，很多以丝织业为主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这方面可以通过对美国
城市化历程的认识得到论证。历史上美国是一个以

的城市发展起来，包括苏州、盛泽、震泽等，以瓷器盛

农村、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曾经占总人口

名的景德镇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时期除南

９５％以上，到１９２０年城市人口就超过了农村。美国

京、北京外还有３０多个大城市包括苏州、杭州、福

城市化划分为四个阶段：①１７９０—１８３０年为初始阶

州、广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济南、临清等，大部

段，农业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到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广

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浙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
大中城市的１／３，清代前期较大的丝织业城镇有南
京、广州和佛山等，制糖业城市有广东的番禺、东莞、

泛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加快了美国工业革命的步

罗定等，制茶城市有武夷、瓯宁，以制烟为主页的城

为１８７０年的１６８个，人口超过１０万的城市有１５
个。由于陆路费用的高昂使得海运得以巨大发展，

市包括瑞金、玉山、济宁等。

伐，城镇人口由１８３０年的８．８％上升到１８７０年的
２５．７％，人口超过１万的城市由１７９０年的５个上升

鸦片战争以后到解放初：这一时期的经济中心
进一步东移，为新中国诞生后三大经济地带的发展

刺激了海港城市的发展，所以这段时期美国的城市

以及相应的城市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以

特点可以成为步行马车时代；②１８８０～１９２０年为加

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逐步取代

速阶段，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垂直和水平运输更加容

了内地城市的中心地位，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

易，这使得城镇迅速向外扩张，城市的功能分区逐渐

主要的沿东海岸分布的，这·时期按照交通工具的

支柱性城市。在这１００多年历史中，中国的城市化

明朗化工业的从业人数巨增，到１９２０年，第一次出

进程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

生性质上的变化，逐渐从封建统治中心转变为近现

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５１．２％。
被称为有轨电车时代；③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年为郊区化雏
形阶段，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了变布全国的高速公路
网络，几乎把全国所有部分连接起来，单个城市的向

代工商业城市如天津、广州、武汉等。但在另一方

心集聚达到顶点，同时随着小汽车的普及，中心城市

面，这些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又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城

人口开始出现向郊区扩散的现象，郊区住宅不断出

市发展依附于外国资本，这又制约了我国城市化进

现。产业结构得到迅速调整，二三产业的产值占

程。经过１００多年，我国城市化率到新中国成立前

９５％左右，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城市化

成了一批新型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大连、青岛、烟
台等，同时沿江沿海交通发达地区的老城市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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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达到６４％。这一时期被称为旅游汽车时代；④

萍乡、玉门（为重工业城市）和杭州、苏州、汴州（为

１９５０以后为城乡一体化阶段，交通、通讯的迅速发

丝织业城市）等城市都带有鲜明的资源特点。在当

展进一步促进城市分散化，产业活动及就业活动开

代经济发展中，城市的发展也对资源的分布具有重

始郊区化，经济活动和人口持续不断地由城市中心
向外围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和扩散，郊区人

要的依赖性，所以在充分保护和合理开发存量资源

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一时期被称为超

道路的一个选择。

速干道时代。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城市化过程中，美

国从城市化初始阶段到高度阶段历经了大约两个世
纪，交通工具的改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的条件下，以资源为依托发展城镇和城市是城市化

３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与道路选择
存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小城市都程度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钱纳里和塞奎因在《发展
型式：１９５０—１９７０））中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这样

不同地得到发展，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明显大于大城

的关系：城市化在其发展之初由工业化推动，工业化

个，城市化率升到３６．０９％，年均增长０．８％，城市

通过调整生产的供给结构改变非食品类消费需求、

规模等级结构趋向合理。但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非农劳动力需求和资本需求，从而推动城市化，随着

①首先是城市化水平虽然年均增长０．８％，农村从

人均收入的增长，单凭工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无法满

业人员年均增长为２．５５％，但距离充分吸纳农村的

足城市居民日益扩大的对服务的需求，城市化的速

剩余劳动力还有很大差距；②其次是我国的城市化

度开始慢与工业化的速度。由此可以看出在城市化

率经常地低于工业化水平，钱纳里通过大量的统计

的初始阶段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重要的推进

分析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人均ＧＮＰ小于１００

作用。从美国城市化历史看工业化曾经对其城市化
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工业化是从棉纺

美元时，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水平基本相当，随着工

市，大城市年均增加３个，中小城市年均增长２１．６

织业开始的，１８６０年工厂制度已在各个工业部门奠

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逐渐高于工业化水平，当
人均ＧＮＰ大于１ ０００美元时，城市化率大约是工业

定了支配地位，１８６０年以后，美国工业化进入重工

化率的２倍。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情况是

业迅速发展时期，钢铁以及机器制造业发展迅速，

城市化率一直低于工业化率，低城市化水平导致我

１８７０年以后石油、汽车、化学等工业迅速发展，由于

国经济增长乏力，也导致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

工业的大力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得到很大调整，各产

农村。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工业年均增

业产值对ＧＤＰ的贡献在排序上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长超过８％。而城镇人口增长仅为３％，与同期发展

使农业获得很快发展，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中国家城市化年均速度４％～６％相比，要偏低３—４

又刺激了工业发展，农工协调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较

个百分点，结果导致城市化水平提高乏力。③城市

快发展。

化质量低。中国人民大学叶裕民认为，城市化质量
的研究可以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体化两个方面

农业的充分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以很多
的基础资源为依托，这些资源尤其是粮食完全建立
在农业基础上，同时农业产业的发展为大批农业劳

动力向城镇转移可以创造充分条件，并且还可以提
供巨大的资金积累。一般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
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食品贡献、原材料贡献、市场贡
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前

进行，根据诸多具体指标的测算得出结论：城市基础
设施现代化实现程度普遍比较高，经济发展的现代
化程度居中，大部分城市经济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
总水平基本吻合，人的现代化程度在大部分城市中
比较，城乡一体化进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定了扎实的基础，１８５５年英国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

制约因素：①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约束了城市
化进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始终落
后于工业化。在钱纳里的模型中，工业化率为

当时法国的２倍，也正是这样的农业基础才使得英

３７．９％时，城市化率应为６５．８％，以１９７１年为例，

国成为最早实现产业革命的国家。世界银行在其

当时我国的工业化率为３８．２％，而城市化率仅为

《１９８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一个健全的农业部

１７．３％，相对于钱纳里模型落后约４８个百分点，按

门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关键性的。

照同样方法进行比较，１９９０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英国农业实现了迅速发展，这为后来的产业革命奠

资源布局：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可以看

这个差距保持在３８个百分点左右，在经济发展过程

出，城市规模的增大和数量的增长固然与工业化水

中，这种过低的城市化水平使得我国的二元经济显

平、交通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等存在非常

得尤其突出，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瓶颈。②户

大的相关性，但资源状况对城市布局的影响也是一

籍制度和传统的土地产权关系。有很多专家将户籍

个很重要的因素，前文所述抚顺、唐山、焦作、大冶、

制度又称为身份缺陷，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通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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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籍制度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等逐步对农民进城就

腹地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可以最直接地吸纳农村剩

业以及定居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这使得城乡之间的

余劳动力，所以小城镇的充分发展就是中国城市化

劳动力自由流通形成了严重障碍。由于受到户籍制

的核心问题。前文述及，我国目前还有数量庞大的

度的影响，目前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仍然以流动人口

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其他产业转移，所以小城镇

为主，我国常年流动人口在６

０００万人，但是

的充分发展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了一种战略选择。

作为农村劳动者没有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取得获得身

③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城乡隔离政策。

份改变的权利，这些劳动力的户口仍然保留在农村，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隔体

同时流动人口还具有土地，仍然以耕地作为社会保

制的延续，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鸿沟，人口流动没

障的基础，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由于如上存在的

有完全实现空间上的转移，严重阻碍厂我国城市化

不彻底性导致农村土地无法进行持续的规模化经

的进程，所以，必须改革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改变以

营。同时在刚确定的土地二轮承包实施过程中，虽

商品粮供应为标准来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作

然确定了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的政策对发展农业具

法，逐步建立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以职

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现实中土地流转制度不完

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促进我

善，缺乏对转让地权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的成熟规
定，这使得农地使用权转让出现了现实上的不可操

国的城市化进程。

０００—８

作，在限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制约了中国城市
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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