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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廊坊市城乡均衡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建议
李海桐１ ꎬ吕

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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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均衡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ꎮ 廊坊城乡经济持续稳定发展ꎬ城镇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ꎬ但城乡

之间、县域之间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差异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的配置ꎬ城乡矛盾凸显ꎮ 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廊坊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应注重以城乡统筹为统领ꎬ构建城乡发展的整体规划框架ꎻ注重以产业转型为基础ꎬ推动
产城融合发展ꎻ注重乡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ꎬ打造城乡发展新形态ꎻ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ꎬ提升城
乡公共服务水平ꎮ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ꎻ城乡统筹ꎻ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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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ꎬ是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ꎮ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ꎬ

展阶段( 如图 １) ꎮ

实现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ꎬ就是“ 要把工业和农业、
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ꎬ促进城乡在规
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
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ꎬ它不是权宜之计ꎬ而是
战略之举ꎮ

廊坊紧邻“ 一核” ꎬ处于“ 双城” ———京津发展主

轴之上ꎬ全域处在协同发展中部核心功能区ꎬ在全省
最有基础、也最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
范区建设的先行区ꎮ 因此ꎬ探究廊坊“ 城乡均衡发
展” 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１

廊坊市城镇化演变进程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廊坊市人口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 廊坊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 数据计算ꎬ整理ꎮ

第一阶段ꎬ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为城镇化进程恢复发

１９８９ 年廊 坊 正 式 建 立ꎬ 下 辖 安 次 区、 三 河 市

展阶段ꎮ 改革开放ꎬ市场经济的稿活ꎬ打破了计划体

县、霸州市 ( １９９０ 年) 、文安县、大城县ꎮ 根据 １９９０

入城市和小城镇ꎮ 同时ꎬ国家也加大了对城镇建设

坊的城镇化分为 ３ 个阶段:１９９０ 年 － ２０００ 年城镇化

镇的转移ꎬ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快速增加ꎮ 廊坊的

速发展阶段和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４ 年城镇化进程调整发

个ꎬ城镇化率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０.５１％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９９３ 年) 、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永清县、固安

制的束缚ꎬ增强了城镇人口的吸纳能力ꎬ大量农民进

年 － ２０１４ 年廊坊市城镇人口变动情况ꎬ大体可将廊

的支持力度ꎬ促进了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向城

进程恢复发展阶段、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城镇化进程提

城镇数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５ 个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底的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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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０％ꎬ提高了 ７.１９ 个百分点ꎮ

第二阶段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为城镇化进程提速发

展阶段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廊坊市的城镇人口数量达到

１１３.４８ 万人ꎬ城镇化率上升到 ２８.９８％ꎬ比 ２０００ 年提
高了 １１.２８ 个百分点ꎬ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ꎮ

第三阶段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为城镇化进程调整发

展阶段ꎮ ２００５ 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ꎬ年均增
长仅 ０.４ 个百分点ꎮ 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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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区域相比更是差距巨大ꎮ

２

６１

廊坊市农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不高ꎬ产业化层次

廊坊市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均衡发展现状

较低ꎮ ２０１４ 年占全市就业人口 ３０.８２％ 的农业劳动

廊坊市地处河北省中部偏东地区ꎬ下辖 １２ 个

业产业化经营率约为 ５７.７％％ꎬ低于全省 ６４.２％ 的

区、县ꎬ２０１５ 年末全市总人口 ４５０.４１ 万人ꎬ其中农业

力创造的产值ꎬ仅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９.４％ꎻ农
平均水平ꎻ支柱产业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明显ꎬ龙头

人口 ３００.７４ 万人ꎬ农业人口比例为 ６６.７７％ꎬ城镇居

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实力弱ꎬ难以发挥规模效应ꎬ农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３ １５９ 元ꎬ增长 ８.６％ꎮ

低ꎬ２０１４ 年全市仅有 ４９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经营组

构特征ꎮ 本 文 以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 « 廊 坊 经 济 统 计 年

户ꎮ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１ ９２５ 元ꎬ比上年增长 ８.５％ꎻ

业优势区域特征尚不明显ꎮ 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达到 ２.４３ ∶ １ꎬ具有典型的二元结

织ꎬ从业人员 ２.３９ 万人ꎬ组织联系农户数为 １３.４９ 万

鉴» 、« 廊坊年鉴» 以及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 廊坊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为基础ꎬ对廊坊市城

２.２

比依然落后
尽管农村经济发展有了很大提高ꎬ农村居民生

镇化进程中城乡均衡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ꎮ
２.１

城乡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ꎬ但城乡发展存在明

显的梯度差异

尽管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ꎬ但与城市相

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ꎬ但是ꎬ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及基
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

在廊坊城市发展已形成较强的现代工业基础ꎬ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ꎬ这也

但广大农村仍以传统农业为主ꎬ农业产业化水平较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乡均衡的推进ꎮ 从图 ３ 中ꎬ

低ꎬ城乡产业融合程度相对不高ꎮ
在“ 工业强市” 战略指导下ꎬ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廊坊
市工业经济进入了历史 上 发 展 最 快 的 时 期 ( 如 图

我们可以看到ꎬ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都
有显著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６ ７９３

元增至 ２９ ４１６ 元ꎬ农村人均纯收入从 ３ ５６０ 元增至

２) ꎮ 全部工业增加值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７７.４７ 亿元增至

１２ １１５ 元ꎮ 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比值呈下降趋

从 ２７.２７ 亿元增至 ７０５.５０ 亿元ꎬ年均增长 ９.５％ꎻ利

的约 ４０％左右ꎬ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却

无到有ꎬ快速发展ꎬ形成了廊坊高新区、燕郊高新区、

１７ ３０１ 元ꎬ城乡收入差距非常明显ꎬ这也在很大程度

２０１４ 年的 ８７９.３１ 亿元ꎬ其中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税总额从 ７.８９ 亿元增至 ２６８.１５ 亿元ꎮ 工业园区从
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津霸经济开发区等 １４ 个重

势ꎬ农民居民的纯收入大体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在不断扩大ꎬ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２３３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４ 年
上制约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及农村的文化建设ꎮ

点园区ꎬ 及 区 县 特 色 工 业 园 区 协 调 发 展 的 格 局ꎮ
２０１５ 年ꎬ廊 坊 市 规 模 以 上 高 新 技 术 领 域 企 业 ２７８

家ꎬ实现工业增加值 １７０.２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１２％ꎬ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２３.９％ꎮ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廊坊市城乡居民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 廊坊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 数据计算ꎬ整理ꎮ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廊坊市工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根据« 廊坊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 数据计算ꎬ整理ꎮ

２.３

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ꎬ城市占有绝对优势ꎬ城

乡矛盾凸显
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基本保
障ꎮ 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ꎬ使城乡居民的生活发生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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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２０１５ 年廊坊市累计发放综合

发展差异明显ꎮ 采取统筹城乡发展重大战略和有效

农户、２９０ 万农民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到

河市以京津冀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链重构为方向ꎬ

直补、农机具购置等补贴资金 ４.２９ 亿元ꎬ惠及 ６９ 万

举措的区县ꎬ城乡统筹的发展的水平就较高ꎮ 如ꎬ三

１３ １００ 元ꎬ居全省第二位ꎮ 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加快自身产业调整ꎬ构建“４ ＋ ６” 现代产业发展格局ꎬ

距并没有缩小ꎬ尤其是在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差

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聚集区ꎻ加快推

距明显ꎬ突出表现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

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

和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等公共事业投

营集中ꎬ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医疗社

入相对不足ꎮ 具体体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教育文化

会保障等领域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ꎮ ２０１５

娱乐消费水平上ꎮ ２０１４ 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是 １ ９０９.８ 元ꎬ而农村居民只有

５７１.７ 元ꎬ仅占城镇的 ２９.９％ꎮ 从图 ４ 农村人口的文
化程度来看ꎬ廊坊市农村人口以初高中文化程度占
据主体ꎬ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很低ꎮ 二
是城乡之间、县域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明显ꎮ 目
前ꎬ廊坊地区社会保障实行地方统筹和属地管理ꎬ导
致社会保障在城乡及县域内封闭运行ꎬ社会统筹层
次比较低ꎻ缴费条件、缴费比例、保障水平在不同区
县、不同群体之间有很大的不同ꎮ 以“ 低保” 标准为
例ꎬ城乡之间差异明显ꎬ２０１５ 年廊坊城镇与农村人
均“ 低保” 标准分别为 ５３２ 元和 ２９２ 元ꎮ

年三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为 ３５ １８４ 元ꎬ
高出河北省平均水平 ９ ０４２ 元ꎬ高出廊坊市平均水
平 ３ ２５９ 元ꎮ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４ ９０１

元ꎬ高出河北省平均水平 ３ ８５０ 元ꎬ高出廊坊市平均
水平 １ ７４２ 元ꎮ 而同期ꎬ永清县发展则明显滞后ꎬ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仅为 ２２ ７９２
元和 １０ １０２ 元ꎬ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ꎮ

３

廊坊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均衡发展

的对策建议

３.１

注重以城乡统筹为统领ꎬ构建城乡发展的整体

规划框架
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单向度的土地的城
镇化ꎬ将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ꎬ它忽视了人的生存、
发展的需求ꎬ它既造成“ 有城市无产业” 、“ 有速度无
质量” 和“ 鬼城” ꎬ也使乡村失去持续发展的资源与
动力ꎮ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ꎬ能够为人
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更稳定的就业、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优雅的居住环境ꎮ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廊坊市农村人口文化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 廊坊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 数据计算ꎬ整理ꎮ

２.４

县域之间城乡统筹差距明显
因其独特的区域特点ꎬ廊坊区域内的城镇发展

因此ꎬ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要总揽全局ꎬ统一
规划ꎬ把城市与乡村、市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ꎬ协调
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关系ꎬ推分割的城乡二元
结构向城乡融合的结构转变ꎮ ２０１６ 年廊坊市制定

的« 廊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自北至面呈现梯度发展态势:北部的三河、大厂和香

纲要» 中提出“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河处于北京、天津之间的一块“ 飞地” ꎬ其受北京、天

一体化” 的发展战略ꎬ着力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整

津影响巨大ꎻ中部的固安和永清受天津的影响强于

体规划框架ꎮ 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过程中应注意:

受北京的影响ꎻ南部的霸州、文安和大城则主要受天

一是应避免以城市发展为核心的“ 去乡村化” 的趋

津的影响ꎮ 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表现由北至南由高

势ꎬ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发展ꎮ 二是既重视自上而下

到低的状态( 霸州除外) ꎮ 廊坊中心城区的影响力

的外力推动ꎬ从城乡功能、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

并不强ꎮ

从调研及统计数据上来ꎬ县区之间的城乡统筹

等方面统筹优化城乡的空间结构ꎬ要从城乡的生态、
产业等特征出发重视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的培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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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６３

注重以产业转型为基础ꎬ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市启动“ 美丽乡村” 建设ꎬ开展环境整治、民居改造、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不在于城市和乡镇居住、工

设施配套、服务提升、生态建设工程ꎬ使农村生产生

作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ꎬ不是简单让农民进城ꎬ而是

活环境得到改善ꎬ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加快ꎬ农民

为进城的人提供更舒适的生存环境ꎮ 没有在城镇实

的收入提高了ꎮ 总结几年来廊坊“ 美丽乡村” 的实

现稳定的就业ꎬ获取稳定的长期收入ꎬ就不能承担在

践经验启示:一是将“ 美丽乡村” 建设纳入社会主义

城镇生活的各种生活成本ꎬ无法获取社会保障、子女

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ꎬ从农村、农业和农民整体把

教育、医疗与其他普适性公共服务的可能ꎻ长期稳定

握“ 美丽乡村” 建设的模式与路径ꎮ 二是典型示范ꎬ

的就业ꎬ也是提升人力资本ꎬ实现生活、身份、文化融

以点带面ꎬ打造 “ 精品” ꎬ 使试点成为引领 “ 美丽乡

入城市的基本前提ꎮ 因此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须

村” 建设的 标 杆ꎮ 三 是 鼓 励 与 引 导 企 业 和 社 会 组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ꎬ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织ꎬ通过产业联村、项目带村等形式与农村开展产业

内在动力ꎮ

合作ꎬ推进城乡结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ꎬ取得明显

廊坊市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园区、县域ꎬ这也就为
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ꎮ 以工业园区为载
体ꎬ引导城乡生产要素向工业园区聚集ꎬ培育县域发

成效ꎮ
３.４

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ꎬ提升城乡公共

服务水平

展的特色经济ꎬ实现城乡产业融合ꎮ 一是引导城乡

城乡均衡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前

生产要素及产业、项目向园区集中ꎬ形成具有特色的

提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

产业聚集体ꎮ 如以中国云中心为核心的网络经济、

保障ꎬ二者必须协同发展ꎬ才能共同促进新型城镇

以中科廊坊科技谷为核心的创新经济、以梦廊坊文

化ꎮ 地方政府是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者ꎬ控

化产业园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以新奥为核心的清洁

制着土地、金融机构等关键资源ꎬ在城市规划设计、

能源产业创新基地ꎮ 二是充分利用京津产业转移、

基本公共设施改造、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以

要素外溢的有利契机ꎬ加快产业的“ 承接” 、“ 对接”

与“ 升级” ꎬ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和上下游联动

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ꎮ
因此ꎬ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就应是单纯回应经济力量ꎬ

的产业链条ꎮ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

也应该尊重城市各群体的利益需求ꎬ“ 给予充分措

训ꎬ以增强提高劳动者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适应能

施向每个人提供公共服务ꎬ不论他们对此的支付能

力ꎬ提升就业的质量和稳定性ꎮ 三是加快农业现代

力如何ꎻ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地区的环境状况必须保

化ꎬ大力发展“ 菜篮子 ＋ 休闲观光” 的城郊———城市
型农业和节水节地、高产高效的生态———集约型农
业ꎬ使之成为河北省都市型生态农业发展的典范ꎮ
３.３

注重乡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ꎬ打造城乡

发展新形态

护和加强” ꎮ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ꎬ是实现城乡均

衡发展的基础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ꎬ推
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ꎬ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因此ꎬ当前和今后很长一

城乡均衡发展绝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ꎬ

段时期ꎬ应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机制为重

从户籍身份上将农民变成市民ꎬ也不是以农村为中

点ꎬ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ꎬ逐步缩小城乡公

心ꎬ单一的新农村建设、强迫农民“ 上楼” ꎬ将农村变

共服务水平差距ꎮ 一是推进城市的道路、供水、污水

成城镇ꎬ而农民变市民ꎬ也不是以农村为中心ꎬ单一

管网、垃圾处理、电力、电信、环保、信息化等基础设

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农村变城市ꎬ而是以乡村

施向农村延伸覆盖ꎬ让农民享受现代文明的生活ꎮ

和城镇的协调发展为前提ꎬ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ꎬ

二是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和供给机制ꎬ实现基础

“ 促进城乡在发展理念、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

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和

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发

有效供给ꎬ使城乡居民能够大体均等地享有基本公

展ꎬ在城市能品味到乡村的生活品质ꎬ在乡村能享受

共服务ꎮ

到城市的现代文明” ꎮ 在统筹发展中ꎬ促进城乡人
口及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ꎬ重塑城乡发展新形态ꎮ

从具体的实践探索来看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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