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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解决 三农 问题与发展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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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城镇对于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小城镇经济具有增长极效应, 小城镇经济的

繁荣必然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而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 三农 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之所以不采用国

际通行的城市化, 而是采用城镇化,其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和

三农 问题的解决及小城镇作用的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经济就繁荣不

起来, 城乡差别就不可能缩小,更谈不上有条件把 农民工 转变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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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大县域经济与发展小城镇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是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任务, 并把壮大县域经济作

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县域经济发展

了,壮大了,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

三农 问题的症结 农民增收难问题。2004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首次提出繁荣小城镇经

济,并把它同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引导

农民进入小城镇和壮大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县

域经济是和小城镇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县域经

济是由若干个小城镇经济组合而成,没有小城镇经

济就没有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 以

小城镇经济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为腹地, 城乡兼容,

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经济。在县域范围内, 既有城

镇经济,又有乡村经济。2002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9

811个,占全部乡镇个数的比重为 50. 7%,吸纳人口

达2. 4亿。在我国目前城市 4. 8亿人口中,小城镇

约占50%左右。我国现有 660多个城市,除了县级

市以外,还剩下 200多个城市,其全部规划面积 3. 1

万平方公里,建成面积 2. 5万平方公里,这 3. 1万平

方公里之外的土地都是在县和县城以下,绝大多数

都在县域之内, 人口分布也大致如此。按照本世纪

中叶全国人口达到 16亿,届时城市能容纳的人口有

多少呢? 根据规划安排,将有 10个 1 200万人口的

特大城市,可容纳人口 1. 2亿; 50个 500万人口的大

城市,可容纳人口2. 5亿; 300个100万到200万人口

的地级市,最多可容纳人口 6亿。县级市以上的城

市最大限度可容纳 9亿左右人口。整个中国还有 7

亿农民,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农民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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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3亿左右。那么, 4亿农民该向何处转移? 唯有

转移至与县域经济发展相关的小城镇。这就必须发

展小城镇经济并以此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

小城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以来,各

地对小城镇的发展都非常重视。但由于对小城镇

发展规律缺乏认识, 把小城镇发展简单等同于小城

镇建设,片面热衷于建房修路,大搞形象工程,忽视

小城镇经济的实质性发展,使不少小城镇成为没有

产业基础的空壳镇。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客观上要求必须把小城镇建设转移到经济发展轨

道上来,走 产业兴镇 的道路;把加强小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培育小城镇主导产业、繁荣小城镇经济、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和壮

大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小城镇发展离不开乡

镇企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支撑,但由于受体制和发

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目前全国仅有 20%左右的乡镇企业布局在小城镇

和乡镇工业园区。为了给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小城镇建设必须坚持把为乡

镇企业合理集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为了更好地发挥小城镇联结城乡的特殊

优势,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市

场、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支持, 就应当把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作为重要建设内

容,加强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农业科技示范的建设。

同时,还应当把以特色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培育作为

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内容, 有计划的选择基础条件

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建制镇,引导其按比较优势

原则, 培育主导产业, 发展特色经济, 使之成为发

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增长极。

二、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发展小城镇

长时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

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

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 25年来,

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

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了很

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 但城

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

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

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十六大报告

所论及的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的实质问题。我

们认为, 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

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 城

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 为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

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

如果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 是在城乡二元社会

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 三农 问题的解

决, 甚至是以损害 三农 为代价; 那么,当今的小城

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 三农 问题的,也就是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当前我国 三农

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

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

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

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

念出发, 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 又有乡村的特征。

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

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

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周围的村。换

句话说, 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

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 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

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

开放二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

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 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

物质生活, 又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

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

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

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的需求,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

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是大

中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 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

治和文化中心, 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

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

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

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

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

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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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

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

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

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一直停

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 要让农民

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数量减少。不把农民变非农

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

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

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

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

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城市。最近几

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

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

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

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

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

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三、实现 农民工 向市民转化与

发展小城镇

当前困扰我国 三农 问题的症结在于剩余农

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受阻。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

题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尽管已有大量农业劳

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 但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

的迅速增长,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绝对数量,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有明显的增加。这是不符合产

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

指出,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农业资本有机构

成的提高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即工业中资本有机

构成的提高,必然 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

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 不变资

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 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

结合在一起的, 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 而在农

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卷,第 718页)也就是

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

力, 不仅是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为什么我

国会出现这种非同于一般的特殊现象呢? 其原因

在于, 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其剩余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的粗放

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粗放

型经济增长阶段, 工业规模急剧扩大, 需要劳动力

大量增加,为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良好

机遇。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

前,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大部分劳动力

已经在工业中就业。此后,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主要不是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

益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

国家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发展战

略,即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 反而选择

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20世纪 50

年代至 80年代这一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

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其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

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排挤同时发生

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

如何因势利导地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便成为城镇

化所必须解决的中心课题。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

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就

业压力都相当大。这就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

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带来特殊的困难,

这就决定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城镇

化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就业形式也会表

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

不完全转移方式,这是和我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联

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

间内,土地不仅仅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而且

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镇转移, 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

为目标和动力,因而基本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一

旦城市失去就业机会, 或者城市就业成本过高, 他

们就会退回到农村,因为农村还拥有长期而又稳定

的承包地。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要加以分析的 农民

工 问题。 农民工 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 农民工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和

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脱离的。许多 农民工 虽然

在城镇打工很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

们和原有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却得不到

同等的经济待遇, 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 也得不到

同等的经济待遇。由于有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职

工的利益是刚性的,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是呈上升

的趋势;同时由于进城 农民工 队伍越来越庞大,

数量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 使得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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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 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享受原有城

镇职工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如此庞大的 农民

工 队伍, 虽然已经从农村走向城镇,却不能完全融

入城镇。这就不难理解, 农民工 现象的出现,是

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化理念。

传统的城市化理念是产生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

经济体制下。在以往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完全独立于

农村而运行的, 这就使得迅速增加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无法被城市所吸收,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

化进程中, 却直接面对的是广大农村和九亿农民。

在这种新的背景下, 城市化的理念就必须更新,即

不能仅仅理解为城市单向地 化 , 还应当理解为农

村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转化

为城市。 单向运动 必然是少慢差费; 双向运动

必然是多快好省。这决定了我国城镇化的工作重

点应当放在农村。只要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

逐渐意识到,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与其

说是在城市, 不如说是在农村。要加快城镇化进

程,就必须致力于农村的现代化。如果农村经济繁

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能加快; 如果忽视了农

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 忽视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

长, 三农 问题终究不可能得到解决, 更谈不上把

农民工 转变为市民。我国城镇化进程,包含着农

村人口自身的生活消费方式、闲暇生活方式、社会

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及接受现

代化传播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变化,

其实质是农村社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

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

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同的历史过程, 是

城乡差别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历史

过程。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

镇化进程是相当艰难的。而小城镇又是农村的经

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离开了小城镇的发

展,离开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经济就繁荣

不起来,城乡差别就很难缩小, 更谈不上把 农民

工 转变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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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mall towns are of strategic signif icance to th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spering of the

economy of small towns will no doubt st imulate the growth of country economy. The rapid growth of country economy is

the fundalmal way to solve the 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conom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rural economy.Without the stimulation of the dynamic force of township economy, the prosperity of ru-

ral econom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o say nothing about narrow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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