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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從 2009 年前兩個月的主要數據看﹐自 2008 年 9 月以來的經濟

刺激路徑是難以“保八”的﹐由於世界經濟的困境 2010 年會甚於

2009 年﹐如果振興中國經濟的宏觀政策方向不調整﹐嚴重的生產過

剩危機 2009 年不爆發﹐2010 年也會爆發﹐雖然 2009 年到四季度經

濟增長率可能回昇到 8％﹐但是 2010 年全年可能會低於 5％﹐所以

對宏觀刺激方向的調整已經迫在眉睫﹐而這個方向就是城市化。 
 

 
自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2 月﹐中國宏觀政策從緊到鬆的調

整已經有半年﹐從國際國內的宏觀調控經驗看﹐宏觀調控的效果

應該有所顯現﹐然而前兩月的工業生產增長率仍然比 2008 年四季



度又有顯著下滑﹐為 3.8％﹐從前兩月發電量仍是負值情況看﹐3
月份的工業生產增長率仍難以顯著回昇﹐若 3 月份為 5％﹐一季度

的工業增長率只會略高於 4％﹐一季度的 GDP 增長率也不會超過

5％。從前兩月的設備製造增長情況看﹐工業鍋爐的增長率高達

15.7％﹐水泥專用設備增長率高達 10.2％﹐發電設備增長率高達

21.7％﹐都遠高於同期 3.8％的工業增長率﹐說明產能釋放階段仍

沒有結束﹐未來的生產過剩壓力不是在減輕﹐而是在加重。 
前兩月宏觀經濟運行中最顯著的特點﹐是投資曲線與工業生

產曲線的分離。由於投資是需求動力﹐在以往年份都是投資高就

能帶來工業增長率也高﹐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非常明顯﹐但是 2009
年前兩月﹐雖然投資增長率高達 26.5％﹐與 2008 年 12 月當月的

20.1％相比有了顯著提昇﹐但同期的工業增長率仍從 5.7％下跌到

3.8％。這種不同於以往的現象目前已經受到了各方面關注﹐有些

人從投資回昇的現象判斷是經濟開始企穩的標誌﹐認為不久可帶

來工業生產的回暖﹐我則認為這正是目前經濟刺激路徑失效的重

要標誌。 
這是因為﹐從設備製造仍處於高增長階段情況看﹐大量以前

階段未完工程所定製的設備仍處在生產過程中﹐而且應該還有大

量已完工的設備由於投資人未付款而沒有發貨﹐正是由於前兩月

前所未有的貸款大投放﹐使大量已經陷於流動性困境的企業又獲

得了投資資金來源﹐可以支付給設備生產商﹐從而使得已經處於

停滯的大量未完工程得以完工﹐由此形成了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

表現為投資增長率的反彈。所以投資的高反彈﹐一部分原因是可

以用製造業廠商庫存減少來解釋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投資

上去了而工業生產卻繼續下降這個反常現象。投資反彈是貸款大

投放加速已有工程完工的判斷還有兩個情況可以佐證﹐一個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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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月的金屬冶煉設備生產增長率為 4％﹐但是 2 月當月竟高達

36.1％﹐應該是說明到 2 月份由於資金到位﹐金屬冶煉設備生產企

業有大量資金流入﹐開始完成以前的生產合約。這種 2 月份增長

率大幅度高於 1 月份的情況在許多設備生產和汽車﹑造船等工業

領域都存在﹐已經遠不能用春節錯月的因素來解釋。另一個是以

往投資反彈都會帶來鋼材市場的回暖﹐這是因為新項目上馬首先

是土建工程部分開工﹐需要大量鋼材等建材﹐但 2 月份以來鋼材

市場已出現連續七週價格下跌﹐用暴跌來形容也不過分﹐說明投

資增長率的高反彈﹐並不是有大量新項目在開工。 
那麼應該如何解釋前兩月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高達 87.5％的

情況呢﹖政府在“出拳要快﹑出手要重”的思想指導下﹐自 2008
年 11 月確定了四萬億元刺激方案後﹐立即加快了項目審批速度﹐

本來在準備“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各級地方政府就有許多未獲

審批的項目﹐現在不過是拿出來獲得審批通過就是了﹐如果是新

立項的項目﹐從前期的預可研到符合審批要求至少需要半年時間﹐

如果是大項目﹐則需要一年以上時間。但問題也出在這裡﹐因為

以前未獲審批的項目﹐一般都是已經存在過剩可能的長線項目﹐

現在拿出來建設﹐一方面會加重今後的生產過剩﹐另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在已經嚴重生產過剩的背景下﹐在國有投資比重已經下

降到只有不到 30％的情況下﹐市場化的投資主體即便已經拿到了

投資批文﹐會在這個時期再進行大規模投資嗎﹖所以我很懷疑這

個新上項目高增長率的真實性﹐因為這畢竟只是計劃投資額。市

場化主體的投資意願下降﹐從而不跟進國家啟動投資意願的傾向

目前已有顯露﹐例如﹐佔全部投資近四分之一的房地產投資領域﹐

是市場化程度很高的領域﹐在前兩月投資高調反彈的背景下﹐增

長率卻從 2008 年的 23％猛跌到 2009 年前兩月的 1％。目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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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2009 年的投資額能達到 20 萬億元﹐增長 15％﹐我看如果按

目前的情況﹐2009 年能有 15 萬億元就很不錯了﹐因為畢竟自 2005
年以來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就開始下滑﹐進入 2007 年以後﹐就已

經出現顯著負增長了。 
而且﹐如果目前的投資高增長是建立在加快完成已有項目的

基礎上﹐則 2009 年的生產過剩發生的情況就會更猛烈。目前還沒

有前兩月投資完成額的構成數據﹐但到一季度數字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會出現在已經嚴重過剩的鋼鐵﹑電力﹑有色﹑煤炭等

領域的投資完成額的高增長。所以﹐目前的經濟刺激方向是在緩

解生產過剩還是在加重生產過剩﹐就不難有個判斷了。 
 

 
目前的經濟刺激路徑被概括為擴內需﹑振產業﹑科技撐﹑提

社保﹐這就把刺激路徑分成了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擴大內需和

提昇社保水平是從需求方面出發的政策﹐振興十大產業和促進科

技則是從改善供給方面考慮。 
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兩方面﹐如果擴大投資需

求的功效已如上面分析﹐則效果會極為有限﹐甚至有很多負面影

響。擴大消費目前的重要舉措是家電下鄉﹐但佔全國居民總數三

分之二的農村居民﹐其收入總量僅佔全部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想用農村需求增長補城市需求下降﹐空間極為有限﹐且在城市經

濟收縮後﹐農民工大量返鄉﹐在崗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

降﹐農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縮的背景﹐所以啟動農村消費的前景必

定是步履維艱。 
目前已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撐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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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據說還會有更多的振興方案出臺﹐但這都是從增加和改善供

給方面來考慮的政策﹐雖然也有增加投資的相應安排﹐其結果仍

是增加和改善供給。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長達二百多年的現代市

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會在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時候﹐出現投資

於設備更新的投資高潮﹐是推動市場經濟國家技術進步和走出蕭

條的重要市場機制﹐但這首先是市場機制﹐其次是蕭條的過程就

是強制消除過剩產能﹐使供給與需求實現強制平衡的過程﹐沒有

這個過程﹐也不會引發企業內生的技術進步和更新設備要求。我

國如果不對社會總供求結構作大的調整﹐而是在延續目前經濟結

構的基礎上由政府來推動產業振興﹐就是把結構調整措施變成了

總量擴張措施﹐其效果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發生危機後的設備

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這個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的產業振興

方案不會有效消除過剩產能﹐反而會加大過剩產能。例如剛剛出

臺的汽車產業振興規劃就要求﹐在未來三年中央財政要投資百億

元﹐促使汽車產量的年增長率達到 10％。從前兩月的工業產出結

構看﹐代表生產能力增長的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和電器機械設備

這三個設備製造業部門的增長率﹐都分別比同期平均工業生產增

長率高出 18％﹑192％和 147％﹐這說明產能釋放階段還沒有過去﹐

如果再要求產業振興﹐結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續目前的經濟結構增加投資與產出﹐越往後看﹐宏觀

調控的實施空間就越小﹐因為到 2007 年四季度最高峰時﹐由淨出

口所代表的國內生產過剩程度﹐已相當於 GDP 的 12％﹐在出口大

幅度萎縮和產能繼續釋放的背景下﹐2009 年的過剩程度可能會達

到 15％﹐按 2008 年 30 萬億元總產出計算﹐就是 4.5 萬億元。雖

然中國財政赤字佔當年 GDP 的比率目前還不到 20％﹐但若是走到

日本那樣因民間需求持續萎縮﹐只能由財政來擔當需求大局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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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只要不到四年時間﹐財政累積赤字就會超過佔 GDP 60％的

警戒線﹐年度赤字規模也會四倍於佔 GDP 3％的警戒線。因此如

果危機持續﹐用光了政府的調控迴旋餘地經濟可能還是走不出來。 
所以結論就是﹐目前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會很有限﹐而且越

往後其局限性就越明顯﹐甚至會由於加重了未來的生產過剩而走

到政策出發點的反面。如果美國次債危機所引發的這場蕭條﹐是

一場溫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經濟蕭條﹐我們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

足夠的﹐但情況顯然已經不是如此﹐我們的經濟振興方案就必須

立足於應付一場嚴重的﹑長期的世界性蕭條﹐必須有戰略性的考

慮了﹐而這個戰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眾所周知﹐工業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經濟的現代化

就是依託這兩個過程完成的。這兩個過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

因為工業化所創造的現代消費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業化所

帶來的社會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體系中才能得以順利實現﹐

所以﹐工業化要以城市化為基礎﹐城市化則要靠工業化來推動﹐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

化創造需求。 
城市化創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會引發大規模的投資需求﹐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會

引發生產性投資﹐從而為轉入城市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二是

會引發建設城市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給排水﹑電力﹑

通訊﹑垃圾和污染物處理等﹐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是為滿足城

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為現代消費品進入居民消費領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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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的基礎條件。例如目前中國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是農村人口

的 11 倍﹐就是因為洗衣機﹑熱水器等產品有城市中發達的給排水

和電力體系依託﹐能得以普及的緣故﹐這也是彩電﹑冰箱和洗衣

機等基本家電在城鄉之間的普及率能相差 2~4 倍的根本原因﹐至

於轎車進入居民家庭﹐更是需要城市中發達的道路建設條件。三

是會引發房地產投資﹐以滿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業的

發展需求。以住宅投資看﹐由於城市住房比農村要講究﹐地價也

高﹐所以 2007 年中國的城市僅佔三分之一﹐但人均住宅投資卻大

約是同年農村人均住房投資的 12 倍。從總體看﹐粗略地計算﹐中

國從 2003~2008 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大約會引出 50 萬元的城

鎮固定資產投資。 
第二﹐城市化會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這是因為城市人口收

入要高於農村﹐有能力消費更多的商品﹐而且現代大工業所生產

的消費品﹐都是以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為使用條件的。此外﹐即便

是現代農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經濟的痕跡﹐許多消費品是自給

自足的﹐例如從統計資料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居民消

費中有超過 40％是非現金形式的﹐而直到 2007 年﹐全國農村平均

仍有 14.2％是非現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昇就會帶來

消費總量的擴張。 
第三﹐服務產業的發展也是與城市規模的擴張密不可分的﹐

不僅依託於城市的大工業體系發展﹐必須有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

務體系﹐如流通與通訊服務體系﹑金融與法律服務體系﹑勞動力

市場與交易體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與生活質量的提高﹐

也離不開商業服務與醫療﹑娛樂的服務產業的發展﹐而在農村﹐

由於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這些服務產業就沒有

鉅大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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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改革前 30 年為了完成需要高積累才能建成的軍重工

業建設﹐而把長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農村人口當作了主要的積

累機制﹐所以只有工業化而沒有城市化﹐1978 年從第二產業比重

和工業勞動者人均資本擁有量看﹐中國已相當於人均三千美元

GDP 的中等發達國家的工業水平﹐但是從農村人口比重看﹐卻只

相當於人均二百美元國家的水平﹐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二元結

構”﹐即先進的工業與落後的農村並存。二元結構在發展中國家

普遍存在﹐但在 1978 年時以中國為甚。例如根據當時世界銀行的

統計﹐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來衡量的二元結構強度﹐世界發展中國

家平均為三倍﹐最高的國家也剛超過四倍﹐而中國當年是 6.1 倍。 
改革開放以來在長達 30 年中﹐為了給長期欠缺的輕工業發展

補課﹐也為了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全社會資本積累

不足的背景下﹐從節省城市化成本出發﹐從 80 年代中期開始﹐又

長期實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政策﹐農

村工業化從而國家工業化雖然獲得推進﹐工業內部的輕重工業比

例關係也得以優化﹐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矛盾仍然沒有

解決﹐二元結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出現了強化趨勢﹐到 2003 年﹐

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距倍數﹐從 1978 年的 6.1 倍上

昇到 6.6 倍﹐到 2007 年雖然由於本輪工業化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

轉移效應﹐又回落到 5.4 倍﹐但是 2009 年隨著城市經濟萎縮及其

所產生的農民工倒流﹐估計又會回昇到六倍以上。 
由於新中國在改革前及改革後 30 年長期發展中﹐都延續了工

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後的經濟發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獨特的經

濟結構﹕從產出水平看﹐已經達到了可以滿足人均收入三千美元

國家的生產能力﹐但是從需求水平看﹐由於佔人口主體的農村人

口人均收入水平 2008 年只有 4761 元﹐折合美元只有七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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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國內需求總規模與供給總規模嚴重不對稱﹐由此就形成了社

會經濟總量循環過程中的鉅大斷裂層﹐這是中國形成長期過高的

儲蓄率﹐以至於不得不長期高度依賴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當代中國﹐收入差距拉大是導致過度儲蓄和生產過剩的基

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現在人群之間﹐也表現在城鄉之間﹐例

如城鄉人均收入差距 1978 年是 2.68 倍﹐2008 年已上昇到 3.31 倍。

經濟學理論說明﹐居民儲蓄水平是隨收入水平上昇而不斷提高的﹐

2007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佔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是 77％﹐

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費佔收入的比例是 67％﹐說明城市居民家

庭的儲蓄能力比農村居民要高出十個百分點﹐城市人口雖然不是

主體﹐但因為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以上﹐所以三分之一的

人口比重卻佔有超過 70％的居民總收入﹐城市人口的儲蓄能力強

就導致了過高儲蓄率的發生﹐相應抑制了消費總量與供給總量的

平衡過程﹐由此引發生產過剩。 
如果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則工業化超前而城

市化滯後的戰略﹐就必然會導致一國的內部需求被長期壓抑的結

果﹐所以調整城鄉人口比例結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可

以釋放出鉅大的內需﹐從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更加協調﹐使中國

的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經濟規律。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國處在人均收入三千美元發展階段的時

候﹐各國的平均城市化率在 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東亞地區在

75％左右﹐服務產業比重在 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國卻只有三

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三分之一這個比率是根據目前中國的非農人

口有 3.5 億人﹐再加上一億長期穩定在城市定居的農業人口估算出

的數字。按照統計口徑﹐2008 年城市人口已超過六億人﹐但那是

包括了城鎮周邊人口在內的數字﹐例如把一個鄉劃為一個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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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這個鄉的農村人口也就被計算入城市人口了﹐這是不準確的

城市人口數字）﹐服務產業比重只有 40％。如果把中國城市人口

的比重提昇到三分之二﹐即從目前的 4.5 億增加到九億﹐使服務產

業比重提昇到 50％﹐就可以為經濟增長創造出一個長期的內需釋

放過程。 
例如﹐如果 2008 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有九億﹐當年的社會消費

總額就需要增加 55％﹐相當於要求 GDP 規模要擴大 27％﹐如果

把服務產業比重提昇十個百分點﹐也等於為經濟增長創造出十個

百分點的新空間。從 2003 年到 2008 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

額有 64 萬億元﹐其中 85％是城市投資﹐總額超過 54 萬億元﹐同

期城市人口約增加了一億人﹐即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 50 萬元

投資額﹐則增加 4.5 億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 225 萬億元投資﹐是

2008 年投資額的 13 倍﹐可釋放的需求空間更是鉅大﹐並且沒有造

成新的過剩之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現在一些主要工業品產量看似過剩﹐但從長期看仍遠

遠不足﹐以目前陷入嚴重過剩困境的鋼鐵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在

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是人均年產量為七百公斤到一噸﹐目前的鋼鐵

產能雖已達到 6.6 億噸﹐但是如果到 2030 年 15.5 億人口高峰的時

候﹐按人均七百公斤計算就是近 11 億噸的年需求﹐所以從長遠看﹐

目前的過剩顯然是相對的﹐還有著鉅大的增長前景﹐關鍵看中國

是否會為城市化補課。 
為城市化補課是中國朝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遲早要做的事

情﹐這不僅可以在世界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過程中﹐為中國創造

出一個可以長期增長的內需﹐而且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本次經

濟低谷中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了。新中國在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

中﹐總是把農村當成是一個吸納城市經濟波動的海綿﹐例如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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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就是把城市經濟難以吸納的過剩人

口向農村輸送﹐改革開放以來﹐一遇到城市經濟收縮﹐也是讓農

民工大量返鄉﹐用農民工家裡的承包田作為他們的失業保障。但

是自 80 年代後期開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經持續了 20 年﹐在這 20
年中﹐農民工的結構已經發生了鉅大變化﹐已經是以“80 後”

和“90 後”的民工為主體了﹐這些年青人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

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經不會種田﹐許多人在出生後家鄉也沒有

分給他們田地﹐因此他們已經是既不願種﹑又不會種﹑也無田可

種的一代新農民工了。有資料說明﹐在目前失業的兩千多萬農民

工當中﹐至少有一半並未返鄉而是在城市遊蕩﹐當他們找不到工

作又花完了手中積蓄的時候﹐就會成為城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調整城鄉結構的迫切性。 
離土不離鄉式的工業化過程使工業企業在全國呈散點式佈

局﹐2007 年鄉鎮企業增加值佔全國 GDP 的比重高達 28.5％﹐水泥

等建材產品和機械﹑電子產品的產出比重在全國佔到 20~40％以

上﹐同時二氧化硫和固體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佔到了全國的

23~37％﹐由於不能像在城市那樣集中處理工業污染物﹐鄉鎮企業

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就更嚴重﹐隨著工業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

長的嚴重制約瓶頸﹐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趨勢。此外﹐

由於鄉鎮企業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場環境﹐在勞動力流動﹑技術與

信息獲得﹑倉儲﹑運輸﹑法律服務等方面﹐都必須支付比城市企

業更高的成本﹐也極大地限制了企業在農村的發展﹐特別是金融

服務無法有效深入到農村經濟體系中﹐更是鄉鎮企業發展的鉅大

制約﹐所以﹐已經實行了 20 多年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政策

到今天真是走到盡頭﹐必須作大的調整了。 
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農村”的政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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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的“三中全會”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題。新農村運動

在某種程度上﹐是希望通過改善農村生活環境而減輕農民向城市

轉移的壓力﹐顯然不是基於推進城市化的考慮﹐而新土改則是要

解決土地在農村的流轉問題﹐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農民失

去土地使用權就是失去了生活來源﹐如果出讓土地所獲得的收入

花光後又沒有在農業以外找到新的謀生手段﹐就會產生大量無業

遊民。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史說明﹐小農經濟遇婚﹑喪﹑病﹑事或

自然災害極容易破產﹐其結果就是產生土地兼併和大量遊民﹐這

是歷代發生社會動亂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動城市化就搞農村

新土改﹐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規模城市化

啟動後﹐當城市經濟成為可以吸納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的時候﹐農

村的土地集中過程﹐才是一個有利於農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過

程。 
中國雖然國土遼闊﹐但是由於人口眾多且山川河流縱橫﹐耕

地面積很有限﹐隨著工業化過程的推進﹐工業和交通﹑城市建設

佔地日益增多﹐吃飯和建設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根據有關部門

預計﹐到 2030 年中國人口還要再增加兩億以上﹐而根據農業部的

預測﹐在保持 18 億畝耕地與考慮入科技進步因素後﹐未來十幾年

中國的糧食總產量也只能再增加八千至一億噸左右﹐但是根據國

際經驗﹐西方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均糧食佔有量是一千

公斤﹐東亞地區經濟體在五百公斤上下﹐如果到 2030 年中國完成

工業化的時候人口是 15 億人以上﹐則那時對糧食的需求總量就會

高達 7.5~8 億噸﹐比目前增加 2.5 億噸以上﹐以一億噸的可能增產

量顯然是不夠的﹐這就要求必須對土地的存量格局進行大調整﹐

以此來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這個調整將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

要大幅度提高現有城市的土地容積率﹐另一個就是要通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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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把農村的宅基地轉變成城市化用

地。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總戶數有 2.5 億﹐按每戶宅基地三分即二

百平米計算﹐大約是 7500 萬畝﹐如果按東亞發達經濟體 85％的城

市化率計算﹐中國保留五千萬農戶就可以了﹐就可以轉出 80％的

宅基地用於城市化﹐大約是六千萬畝。不要小瞧這個數字﹐因為

中國政府規劃的未來十年的耕地佔用總規模也只有 2300 萬畝左

右。因此﹐即便沒有國際經濟嚴重衰退這個背景﹐僅僅出於繼續

推動經濟增長的考慮﹐也已經到了必須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時

刻了。 
推動城市化進程不僅有來自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有來自

農業發展的需要。中國的耕地不能增長而人口卻仍在增長﹐解決

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依靠農業科技和工業化資本物品的投入﹐以

此來提高土地產出率﹐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提昇農業產值中物耗所

佔的比重﹐從而會不斷擠壓農業純收入的增長﹐導致農民增產不

增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務農積極性。到目

前階段﹐中國農業物耗比重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 30％上昇到

45％左右﹐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如美國﹐農業物耗比重在 50％左右﹐

但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佔有耕地在四百英畝左右﹐即 2400 畝﹐由

於人均耕地資源佔有量高﹐總收入就高﹐除掉物耗開支後﹐所得

的純收入仍然很高﹐中國則不然﹐2007 年農村戶均耕地只有 7.3
畝﹐且還在不斷減少﹐就很難負擔得起高物耗。90 年代以來﹐“三

農”問題日漸突出﹐主要表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率日益下降﹐其中

一個重要問題就是 90 年代是中國農業物耗的急劇提昇的時期﹐農

民增產不增收的情況在廣大農村地區日益蔓延﹐程度也越來越嚴

重。發達國家都對農業實行補貼政策﹐2003 年以來中國也對農業

實行了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如對農民購買農機具的補貼和對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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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補政策﹐但這是由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補貼三分之二的農村

人口﹐是少數人補多數人﹐與發達國家以城市人口為主體的多數

人補貼少數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

根本出路。而根本出路就是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減少農村人

口﹐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戶的耕地資源佔有量﹐以此來提昇農民收

入﹐也才有了建立在提昇農業物耗基礎上的農業總產出增長的可

能。 
馬克思曾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

一切社會的基礎”﹐1 就是說﹐只有當農業可以養活更多農業以

外人口的時候﹐社會分工﹐從而工業化和城市化才會發生和發展。

在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昇﹐早已為大規模的城市化準備好

了條件﹐表現為農村有大量剩餘勞動力早已長期脫離農業而參與

了非農產業的發展過程﹐其中有超過兩億以上農民工直接參與到

城市經濟活動中。早在 80 年代後期世界銀行的專家在考察中國農

業的時候就指出﹐以中國的耕地面積和所使用的耕種﹑排灌機械

以及化肥﹑農藥等工業化投入物﹐中國只需要 1.5 億農業勞動力就

可以完全滿足農業生產需要了。如果說 80 年代後期到 90 年代初

期中國還存在資本不足問題﹐到了今天中國已經出現了大量資本

和產品剩餘﹐到 2008 年底﹐中國銀行體系內的存差規模已高達 17
萬億元人民幣﹐還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量剩餘資本和

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只要在城市經濟中結合﹐就可以形成現實的

生產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動這種結合的意願。 
2003 年以來﹐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以石

油﹑鐵礦和有色金屬礦所代表的重工業所需資源性產品消耗﹐逐

                                     
1《馬恩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8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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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瓶頸。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

資源的國際依賴率不斷提高﹐近年來在國際貿易中﹐新增石油貿

易量的 40％是流向了中國﹐鐵礦砂和銅﹑鋁等有色金屬進口則佔

到了 80~90％。中國的城市化將會帶來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資源需

求﹐對國內和國際資源都是鉅大壓力﹐如果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就

同時為城市化補課﹐中國面臨的資源壓力及其所引起的資源價格

上漲就會更猛烈﹐但是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化和長期持續前景﹐給

中國在此時推動城市化進程提供了一個空前的好機會﹐因為全球

經濟落潮引起全球資源需求減少和價格下跌﹐中國在這個時期啟

動城市化進程﹐就會減少很多國際麻煩與支付更低的成本。正

是“此時不動﹐更待何時”﹗ 
綜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開中國的一個長期鉅大需求﹐

是對沖外部需求嚴重萎縮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國經濟在走向

現代化過程中的內生性要求﹐即便沒有這場世界性危機﹐中國也

會由於長期積累的結構矛盾﹐必然會出現一個為城市化補課的城

市化高潮。目前的國內國際因素都在推動中國立即推出城市化戰

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經濟危機將長期化這個前景後﹐就

必將成為中國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選擇。 
 

 
推動城市化戰略就要對中國的產業空間佈局﹐人口佈局﹑交

通網絡佈局等都進行重大調整﹐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城市人口

增加一倍到九億人﹐許多中小城市將變成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許多大城市將變成人口超千萬的中心城市﹐這些城市有哪些﹖建

在哪﹖怎麼建等﹐都必須進行審慎而詳細的規劃與論證﹐不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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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能夠實施的事情﹐但如果此時開始啟動﹐相信有兩年時間也

足夠了。 
對應付世界性經濟衰退來說﹐這是否有些緩不濟急﹖並非如

此﹐因為城市化還包括了對城市存量結構進行大規模調整這個重

要內容。我在 1993 和 2005 年曾經承擔了國家計委“九五”和“十

一五”規劃有關區域經濟的背景研究工作﹐曾分別提出到 2010 年

建立九大都市圈和到 2030 年建立 20 大都市圈的構想﹐其中在最

近的研究中設想﹐到 2030 年中國達到 15.5 億人口時﹐從兼顧吃飯

和建設需要出發﹐中國將只有 450 個百萬人口以上規模的大城市﹐

而千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將達到 30 個以上。由於中國目前的城

市已經超過六百個﹐在未來還要減少﹐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基本上

是依託現有城市規模展開﹐而通過改革開放 30 年的經濟高增長﹐

有哪些城市可以作為未來的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功能型城市﹐目前

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城市化就可以先從這些城市起步。 
現有城市的擴張也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對舊城區的改造﹐

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積率﹐第二步才是以舊城改造所創造出的新

空間﹐為未來的新增城市人口建設就業與居住條件﹐如工商企業

和住宅小區等。東亞地區都與中國相似是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

城市容積率（即城市建築面積與城市建成區的比率）是二﹐我國

臺灣省是 1.2﹐香港是 1.6﹐中國內地平均只有 0.78（2006 年）﹐

因此一方面土地緊缺﹐一方面嚴重浪費就是中國城市土地利用的

現狀﹐而改變這個現狀是推動中國城市化的必要條件。 
同時﹐自 1998 年以來﹐中國城市的住宅發展走的是單一市場

化道路﹐而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大約有 40％的城市居民﹐其收入增

長率低於房價上漲率﹐使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永遠不可能通過市

場化途徑解決住房問題﹐由此引發了強烈的不滿。而在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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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期實行的市場化與保障性住房兩分開的政策﹐即有大約一半

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如果中國在未來十年

城市人口增加到九億人﹐其中有一半人口特別是新增農村轉移入

城市的人口是居住在保障性住宅﹐按人均 25 平米建築面積和每平

米 2500 元投資計算﹐投資總額將高達 28 萬億元﹐如果未來五年

每年的保障性住宅開工面積達到十億平米﹐總投資達到 2.5 萬億

元﹐就已相當於 2008 年全年的住宅開工面積和 83％的住宅投資

額﹐將是對房地產業的強勁拉動﹐也會極大緩解已嚴重過剩的鋼

鐵﹑水泥等生產領域的困境。 
從長遠看﹐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走大都市圈的道路。目前中國

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佔地是中小城市的六分之一﹐單位

土地產出率卻是中小城市的 40 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

總數上昇到 15.5 億人﹐其中 12 億人居住在城市的時候﹐耕地面積

就會縮減到 16 億畝以下﹐就不能滿足中國人對農產品的基本需

求。大城市還不夠﹐還必須建設大都市圈﹐因為都市圈的概念是﹐

在都市圈內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託都市圈內的生產體系來滿足

生活消費的﹐這就是“圈”這個概念的由來。都市圈的地理半徑

在 120~150 公里﹐這是汽車一小時的運輸半徑﹐不僅可以保有最

高的運輸效率﹐更由於交通半徑小而節約了對交通佔地的要求﹐

而自 2003 年以來﹐中國因交通佔地增長所佔用的空間﹐更大於城

市佔地規模。 
土地稀缺所導致的地價上漲和企業在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的

要求﹐都在推動中國城市以都市圈模式發展﹐許多地方政府順應

市場規模和企業發展要求已提出了建設都市圈的設想。從交通方

面看﹐中國長距離運輸基本是走鐵路﹐短距離走公路﹐而自 90 年

代中期以來﹐鐵路貨物平均運距一直呈下降趨勢﹐已從 199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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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公里下降到 2008 年的 759 公里﹐公路平均運距則從 1995 年的

50 公里上昇到 2008 年的 69.5 公里﹐而且在同期內﹐公路貨運周

轉量佔鐵路貨運周轉量的比率﹐從 36％上昇到 48％﹐說明國內短

途貨運增長顯著快於長途貨運增長。這就是都市圈經濟在不斷孕

育發展的標誌。我們可以把鐵路與公路運輸里程的變化當作是都

市圈發展的標誌或指數﹐如果公路平均運距上昇到一百公里以上﹐

則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經在中國生根了。 
以城市化為取向的經濟振興方案﹐在未來十年可以產生超過

225 萬億元的投資規模﹐由此可引發實物產品消費需求與服務業需

求增長也是前景無限﹐由於從根本上解決了產出結構與人口結構

不對稱所造成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在相當長時期內也有利於

緩解中國的收入分配矛盾﹐所以可以使中國的企業與居民戰勝世

界性經濟蕭條的信心﹐由此建立在一個科學的也是雄厚的基礎上﹐

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持續低迷過程中的唯一亮點。此文有關城市

化的論證還很粗疏﹐但相信方向是正確的﹐而只有對於這一問題

的全社會認同﹐才能成為中國經濟的自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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