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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冶 国家战略中建设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孙摇 明
( 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云南昆明 650221)
摘摇 要: “ 一带一路冶 作为国家战略,引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城市化、城镇化( urbani鄄

zation ) 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全球性社会现象。 如果从“ 点、线、面冶 的角度考虑,新型城镇化是“ 一带一路冶 战略
中的“ 节点冶 ,节点建设好了,线就平滑连续了,面的基础就扎实了。 在“ 一带一路冶 国家战略下,中国西部的新型城
镇化有着一般城市化的 “ 双面性冶 ( 有利有弊) ,也有特殊性难题( 例如边境线较长、不安定因素存在;山地多、耕地
少;教育水平低的失地农民的安置与就业;自然村落的消失与“ 村庄文化冶 和“ 乡土文化冶 的断根;生态环境的破坏
和压力更大等等) 。 该文根据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应朝着安全和谐型城镇、民族特
色型城镇、生态智慧型城镇等维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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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利,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缓和社会紧张关系。

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冶 和“21 世纪海上

中国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使“ 一

丝绸之路冶 的战略构想,简称“ 一带一路冶 ( One Belt

带一路冶 战略落实得更为具体。 如果从“ 点、线、面冶

国家战略,引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达到前所未有的

路冶 战略中国内的“ 节点冶 。 节点建设好了,线就平

And One Road,简称“ OBAOR冶 ) 。 “ 一带一路冶 作为

这样的角度考虑,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是“ 一带一

新高度。

滑连续了,面的基础就扎实了。

“一带一路冶 是中国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

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
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 丝绸
之路冶 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
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
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和责任共同体。
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三中全会于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 决定》 提出在要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 更好的城市、更

好的生活冶 (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 开放条件下的
西部新型 城 镇 化 建 设, 与 “ 更 好 的 城 市、 更 好 的 生
活冶 这个愿景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求西部城市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交通发达、通讯便捷) ,人民安居

乐业。 但是,在中国西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
比起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着特殊的困难和挑战。

1摇 城市化、城镇化涵义及其历史发展阶段
1. 1摇 城市化、城镇化涵义

城市化、城镇化,英文都是“ urbanization冶 ,也有

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全

的学者称之都市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全球性社

面深化改革。

会现象和必然过程。 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

2014 年 3 月 25 日,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

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

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公布了一项推进中国城

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

镇化进程的广泛计划,呼吁中国为农民进城拓宽道

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路、提供更好的城市社会服务并保护农民的土地权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城镇化有
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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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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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
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大英百科全书) 。

1. 2摇 城镇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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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尔) 、云南( 与缅甸、老挝、越南) 、广西 ( 与越南)
等。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与邻国的边界线总长为

诺瑟姆( Northam) (1979) 提出“ 城市化过程曲

4 060 公里,其中:中缅段 1 997 公里,中老段 710 公

分为三个阶段,这为众多研究证实和引用。 根据城

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 有出境公路 20 多条,15 个

线冶 ,他认为城市化呈“ S冶 型曲线发展,其过程可划
市化发展的“ S冶 形曲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

里,中越段 1 353 公里。 云南自古就是中国连接东
民族与境外相同民族在国境线两侧居住。 与泰国、

化率低于 30% 的时候,处于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

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等国相距不远。

候,城镇化高速发展;当城镇化率超过 70% 以后,城

要多,并且复杂。 人员流动方面,境内的极端思想恐

镇化的速率有所回落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这一阶段

怖分子,把西部地区边境线当成出逃的希望( 昆明

是城镇化的高级阶段。

火车站 301 暴恐案) ,而境外的极端思想恐怖分子

化速度相对缓慢;当城镇化率处于 30% -70% 的时

世界和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有着类似的阶段。 就

西部地区的边疆特点,使得不安全因素比内地

把西部地区边境线当成他们进入内地的跳板。 商品

世界范围看,从 1945 年至 2012 年不到 70 年的时

流通方面,非正常贸易( 例如毒品、枪支、走私车等

个百分点,人类进入普遍繁荣的城镇时代。

欲动。

间,世界城镇化水平从 29% 提高到 51% ,提高了 22

等) 的查处不能掉以轻心,资金流动方面,黑钱蠢蠢

而新中 国 成 立 以 来, 中 国 进 入 当 代 城 镇 化。

随着“ 一带一路冶 战略的推进,西部的交通基础

1949-1978 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较为

设施将会变得更为顺畅,对外经贸活动会更加频繁,

缓慢。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

因而西部城镇就不能成为为恐怖分子的落脚点、毒

和对外交流的加强,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城镇规

品的窝藏点、黑钱的驻扎点。

模扩大和发展迅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城镇化

2. 2摇 西部地区山地多、耕地少,城镇化的土地资源

率从 1978 年的 17. 92% 发展到 2012 年的 52. 57% 。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历史时期。

2摇 “ 一带一路冶 战略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
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约束更强,影响粮食安全

摇 摇 中国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的平原和盆地
地区。 中国西部山地多,耕地面积小,分布零星。

中国人口 13. 5 亿,人口众多,对粮食需求巨大,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美国学者莱斯特·

摇 摇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

布朗 1994 年的报告《 谁来养活中国》 震动了中国和

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

中国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

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

少。 中国人均耕地仅 1. 35 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

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世界。

二分之一。 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近 70% 。 全国
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耕地后备资源少且大多

新型城镇化的“ 新冶 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

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补充优质耕地越来越难。 建

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

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城镇和农村建设双向挤占耕

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

地,违规违法占用耕地的压力依然很大。

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当前中国,尤其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
许多困难与挑战。

马启智(2013) 认为,当前中国耕地总量大量减
少已经开始危及 18 亿亩红线。 理由有四点:一是总
量上宜农后备耕地难以占补平衡。 大体估计,目前

2. 1摇 西部地区边境线较长,不安定因素存在

全国可靠后备耕地约 3 000 万亩,不能弥补 2020 年

( 与蒙古) 、新疆( 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土资源部统计,1996 年全国耕地面积 19. 51 亿亩,

中国西部地区多数省份与国外接壤,如内蒙古

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 、西藏( 与印度、尼

占用 4 500 万亩缺口。 二是耕地数量下降快。 据国
到 2007 年减少到 18. 26 亿亩,11 年间耕地面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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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 1. 25 亿亩,超过产粮大省河南的全部耕地面
积。 三是“ 占优补劣冶 现象普遍。 中国耕地总体质
量不高,中低产田面积合计 12. 8 亿亩,占全国耕地

农民就业显得尤为重要。
2. 4摇 西部民族的“ 村庄文化冶 和“ 乡土文化冶 面临遗
失

面积的 70. 5% ,优质农田与劣质农田的粮食产量相

摇 摇 在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中国自然村落消失较

国耕地“ 占优补劣冶 导致粮食生产减少 120 亿公斤

乎成为一种奢侈的回忆。

是良田沃土,相当于劣质耕地 1 亿亩以上。 四是退

杜晓帆(2013) 在考察了中国多地的古村落,他大声

耕还林将减少现有耕地。 为确保生态安全,国家从

疾呼:“ 人类永远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粗放的城

1999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到 2007 年总计退

市发展,拆除的不仅是村落或成片的老房屋,更拆掉

比,差距达 2 -3 倍。 据农业部统计,由于近 10 年全
以上。 到 2020 年占用的 4 500 万亩耕地,大多数却

耕还林 1. 4 亿亩,中国未来还必须进一步退耕还林。

所以,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要避免盲目建新城、

搞开发区,浪费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

快,“ 村庄文化冶 和“ 乡土文化冶 渐渐遗失,“ 乡愁冶 似
“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每天消失几十个村庄!冶

了祖先延续下来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掉了人们对
乡土的情感,传统村落如何有传承的土壤?冶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面临断

2. 3摇 西部教育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变

层。 广西防城港市政协委员李林珍(2014. 2. 19) 呼

摇 摇 西部教育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文

壮年对本土民族文化缺乏自信,不愿穿本民族服饰、

城市居民并非易事

化程度不高的失地农民的安置、就业困难大。

吁要增强文化自信, “ 一些少数民族人群尤其是青

不愿唱本民族山歌、不愿使用本民族语言、不愿建本

中国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整体投入低于全国的平

民族特色楼房。 一些民族服饰、歌谣、曲艺、传说等

均水平。 梁馨月、张玺(2014) 认为,中国西部地区

逐渐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开始变味、衰退,甚

义务教育资源存在非均衡配置,东、西部生均公共财

至消亡。冶

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差距较大。 2012 年,小学生均公

西部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 56 个

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全国平均为 6 128. 99 元,北

民族,仅云南省就有 26 个民族。 西部地区城镇化如

省份中,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6 个省

就失去地域特色了。

京为 20 407. 62 元,是西藏的 1. 74 倍。 西部地区 12

果把西部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乡土文化完全同化

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012 年,初中生均公共财

2. 5摇 西部地区生态的破坏和环境压力加大

28 822. 01 元,新疆的 2. 40 倍,在西部地区 12 省份

民生产生活环境也日益恶劣,“ 城市病冶 出现( 空气

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

中国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在大气、水资源污染

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全国平均为 8 137. 00 元,北京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人口增加,居

中,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 6 个省份低

污染、洁净水短缺、垃圾增多、交通拥堵等) 。

足,制约了西部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也会制约这些

指标方面均存在超标现象。 原因就在于主要是城市

地区的人口就业。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失地农民的安

工业发展速度快,建筑工地多,机动车迅速增加,烟

置、就业就更困难。

尘、灰尘和汽车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普遍不完善,生活污水同雨

的报告(2013) 称,农村土地向城市用地流转加剧了

水混合同流,既不利于节水,也不利于排涝。 近些

不平等状况,土地配置制度向工业用地倾斜,而给予

年,中国北京、上海、武汉、昆明、广州、深圳都遭遇不

农民的补偿款不足。 截至 2010 年的 20 年时间里,

同程度的城市内涝。

地方政府用比市值低的价格征用了农村土地。

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 如水

农民因补偿款偏低而导致的抵制、抗拆的事件

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 转向现代的

屡屡发生。 “ 钉子户冶 、“ 楼坚强冶 ,是失地农民维权

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如何妥善合理处理失

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

地农民的补偿款,如何增加失地农民收入,如何促进

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

的表现。

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 环境污染对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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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到 5% 。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 90% 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

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生活垃圾以
每年 8% ~ 10% 的速度增长,在 50% 的垃圾处理率

61

对于跨境资金流动要加强金融监管,让资金流
动处于正常状态。
4. 1. 2摇 加强耕地保护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严守 18 亿亩耕

中只有 10% 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

地底线,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城镇建设用地

填埋,使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陷于“ 垃圾围城冶 的境

特别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

地。

地。
交通拥堵,使得人们的出行成本增加,浪费时

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

间、消耗体力和精力。 在北京,早晚高峰时段公交车

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

行驶的平均速度慢则 12 -13 公里 / 小时,上海最慢

态红线。 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

速为 11-13 公里 / 小时。

4. 1. 3摇 保障农民权益

水、土壤、空气、森林植被等相对保持较好,但是西部

入,提高西部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从而提高西部农民

城镇化过程中如果不注意保护,就会造成巨大的不

的就业技能。

车速仅为 12 公里 / 小时,而广州高峰期公交平均时
西部地区目前是中国生态环境相对好的地区,

可挽回的生态环境损失。

3摇 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思
想

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国家要保障对西部尤其西部农村教育的投

二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
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摇 摇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渠道。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

平要求:“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

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始终节

4. 2摇 建设民族特色型城镇,保护民族文化

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自然村落方面不

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

要一刀切、不要推倒一切、拆掉一切。 要传承文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冶

保护和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指

城镇。 以云南为例,丽江纳西古镇、束河小镇、腾冲

出:统筹“ 新四化冶 发展,需要平衡多方面关系。 推

和顺乡、大理白族古镇、通海团山村等,因保存了自

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

然景观、民族特色突出,受到中外旅游者的称赞。

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要走集约、节能、

4. 3摇 发展智慧生态型城镇,科技创新、融入互联网

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 造

+时代

城冶 ,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

摇 摇 2010 年,IBM 正式提出了“ 智慧的城市冶 愿景。

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六个核心系统组

步融入城镇。 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

4摇 “ 一带一路冶 战略中建设中国西部地区新
型城镇化的三个发展维度

4. 1摇 建设安全和谐型城镇,人民安居乐业
4. 1. 1摇 加强安全防范

对跨境人员流动方面,群防群治,严格审核,让

一切可疑分子无处藏身。
对跨境的非正常商品流动,尤其毒品和枪支弹
药要加强预防、查处和惩戒。

IBM 经过研究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

成:组织 ( 人) 、 业 务 / 政 务、 交 通、 通 讯、 水 和 能 源。
这些系统不是零散的,而是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
衔接。 而城市本身,则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的宏观
系统。
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智慧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以
移动技术为代表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智慧城市还要求通过
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
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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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可持

型城镇化建设,面临国境线长、耕地有限、保障粮食

续创新,强调通过价值创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

安全、提高农民福祉、加强生态保护等诸多挑战,需

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要中国各级政府从法律规范、财政、金融、教育等方

发展生态智慧型城市和城镇,就是要坚持生态
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

面支持。 建设具有安全和谐、民族特色、生态智慧型
的新型城镇,任重而道远。

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高效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水、能源等资源,切实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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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 the Belt and Road" will lea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reach a

new high. Urbanization is a global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鄄
banization can form the basis of "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re are both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urbani鄄

zation in the west and other cities. Besides, there are special difficultie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 such as
existence of some unstable factors along the long border line, mountainous area with few farmlands,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 of landless farmer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s, disappearance of natural villages and local cultural
rupture, greater pressur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 should make efforts to develop harmonious, ethnic and ecological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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