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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资源错配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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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下，人口迁移导致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伴随着快

速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各地在原有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的标准下，“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资源”与

“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资源”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具体表现为土地与住房

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在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文章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资

源错配现象及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按常住人口配置各类资源的原则，从科学落实人地挂钩、推进

进城农民的居住市民化、促进常住人口与服务挂钩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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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大规模人口迁移、现

行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共同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

升。在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背景下，各地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规模差距较大。根据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 28 836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 266 万人

( 占 60%) ，进城的外出农民工 13 506 万人; 同年城镇常住人口 83 137 万人，进城的外出农民工占城

镇常住人口的比重达 16. 2%。与此同时，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与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距从 1996 年的 6. 67 个百分点提高到 2014 年的 18. 9 个百分

点; 自 2014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各地稳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上述两类人口所占比重差距缩小，2015—2018 年降至并维持在 16. 2 个百分点 ( 见下图) ，这

一数值与“进城的外出农民工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一致。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随着各地户籍人口和常

住人口总量差距的扩大，在原有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的标准下，各地“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资源”与

“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资源”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土地与住房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在人

口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也就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效率、城镇化质量

的影响。① 张雄等研究发现，不同用地单位之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较大，土地资源错配致使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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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蒙受巨大损失。①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中资源错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空间错

配与效率的关系上，对各类公共资源错配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图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安部网站。

本文尝试从人口迁移导致资源错配现象的视角考察制约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因素，为城镇化质量提

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在以往土地资源错配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土地与住房以及各

类公共服务的资源错配现象及其成因，立足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和福祉的基本前提，提出按常住人

口配置各类资源、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

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在市场机制下，人口会向收入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公共服务较好的地

方迁移。但在原有资源配置制度约束下，由于政府主导的相关资源不能随人口迁移进行快速调整，出

现各类资源在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错配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土地、住房以及教育资源、医疗资

源、社会保障等各类公共服务领域。
1. 土地资源与住房空间错配问题

土地资源错配是资源错配中较早、较多被关注的领域。一方面，土地与住房的不可流动性决定了

土地和住房不能随人口迁移而调整和配置; 另一方面，之前很长时期内，用地指标不能随人口迁移进

行调整。由此，土地和住房资源错配成为城镇化与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最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迁

入城市和迁出城市间的错配、城乡土地资源的错配以及由此导致的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特征。
随着人口迁移，部分城市扩张遇到严格的空间及用地指标限制，而部分城市的土地则出现大规模

的闲置或低效利用情况。人口迁入规模较大的城市或地区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较小、可利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越来越少。如 2017 年北京市城区人口为 1876. 6 万，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 1465. 30 平方公里，居住用地面积 423. 39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居住用地面积

分别为 78. 08 平方米和 22. 56 平方米，上海、深圳、广州的这两个指标数据分别为 79. 01 平方米和

22. 60 平方米、74. 47 平方米和 16. 90 平方米、59. 79 平方米和 18. 46 平方米，同年全国城市平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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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2. 24 平方米和 34. 55 平方米。① 从全国来看，作为人口迁入地的大部分省会城市或次中心城市

( 除乌鲁木齐、银川、昆明、拉萨等西部中心城市) 的这两个指标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迁出

地区或人口相对稳定地区出现土地资源闲置或低效利用问题，通过拆迁腾退的土地并没有合适的用

途，新城新区、工业园区土地资源 “批而未供、供而未用、低效利用”现象普遍存在，即便如此，

还有很多人口增长缓慢的小城市和县城依然在大规模规划和建设新城新区。表 1 列举了 2017 年不同

规模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和居住用地情况，可以看出，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和居住用地

面积越小。

表 1 2017 年各类城市人均用地情况

城市数量 ( 个)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 平方公里 /万人) 人均城市居住用地 ( 平方公里 /万人)

全国 657 1. 12 0. 35
超大城市 5 0. 74 0. 21
特大城市 9 1. 06 0. 31

大城市 78 1. 18 0. 36
中等城市 116 1. 22 0. 40
Ⅰ型小城市 259 1. 28 0. 41
Ⅱ型小城市 190 1. 54 0. 49

说明: 由于数据缺乏，上表数据未包括河源市、新民市、双河市、三沙市、可克达拉市; 城市规模按照《国务院关

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以城区常住人口标准进行划分; 城区常住人口=城区人口+城

区暂住人口; 表中数据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 2017) 》计算得出。

在二元体制下，城镇化与人口迁移还导致了城乡间的土地资源错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迁

移规模巨大，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和指标紧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低效利用的情况较多。以

北京市为例，2015 年北京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面积约 1600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1454. 69 平

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量的比重超过 50%。② 大规模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较难合理利用，在城市建成区中存在大量未开发、违规开发或低效开发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体呈

现“一边楼宇经济，一边瓦片经济”③ 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迁移，宅基地闲置情况日益严

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 2. 85
亿亩，20%左右的农村住房常年无人居住; 2006—2014 年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 1. 6 亿人，但农村居民

点用地不减反增了 3045 万亩。④ 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进一步导致了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在不同

城市的差异日益显著。与人口迁移的方向相对应，超大、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供小于求，房价快速上

涨，其他城市房产市场则面临较大的库存压力⑤。2015 年底至 2017 年 3 月各大城市出台严厉的房地

产政策，全国一二线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大幅上涨，部分城市涨幅在 100%以上; 其余大部分城市 ( 包

括县城) 的住宅销售价格基本稳定。
2. 教育资源调整与配置问题

随着人口迁移，教育资源的配置已经通过农村 “撤点并校”、加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举措

做了相应的调整。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看，尚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迁出地拆并学校，导致部

分农村学龄儿童“上学难”; 迁入地的教育资源难以根据常住人口数量调整，导致外来流动人口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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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 2017) 》相关数据计算。
苏红键: 《房地产政策应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7 期。
“瓦片经济”，指在城市和农村的城乡结合区域，老百姓通过增盖房屋出租，维持生计的一种经济方式。由于多为各家各户

在自己院子里增盖一些瓦片房对外出租，俗称“吃瓦片”。
《宅基地缺乏退出机制 空心村普遍存在》，央视网，http: / /news. cctv. com/2017/06/17/AＲTIIQ7 WUZ1XdhBX5UHViJes170617. shtml。
苏红键: 《房地产政策应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7 期。



子女“入学难”，综合入学率 ( 随迁率×入学率) 较低。
从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来看，2001 年以来“撤点并校”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学校过剩问题，有利于

教育资源的集中优化。2001—2017 年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从 491 273 所减少到 167 009 所，其中，城市和

县镇的小学学校数量基本不变，① 农村 ( 乡村) 小学学校数量从 416 198 所减少到 96 052 所，仅为原来

的 23. 08%; 小学教学点数量也从 110 419 个减少到 90 293 个 ( 见表 2) 。由于距离远和小学生低龄寄宿

等问题，相对于以往“一村一校”的布局，“撤点并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学生“上学难”。②

表 2 2001 年与 2017 年各地农村 ( 乡村) 小学学校和教学点情况

乡村小学学校数 ( 个)

2001 年 2017 年 变化情况

乡村小学教学点数 ( 个)

2001 年 2017 年 变化情况

全国 416 198 96 052 －320 146 110 419 90 293 －20 126
北京 808 244 －564 0 0 0
天津 520 296 －224 0 0 0
河北 27 433 6862 －20 571 4689 5874 1185
山西 31 691 3225 －28 466 715 3010 2295

内蒙古 7866 520 －7346 4502 756 －3746
辽宁 10 820 1904 －8916 575 509 －66
吉林 7526 3069 －4457 927 377 －550

黑龙江 10 918 373 －10 545 1172 1365 193
上海 129 43 －86 42 0 －42
江苏 13 146 1071 －12 075 1976 729 －1247
浙江 2639 1076 －1563 297 118 －179
安徽 20 643 5203 －15 440 3720 4399 679
福建 11 720 2538 －9182 3397 1976 －1421
江西 12 768 5006 －7762 2506 7629 5123
山东 17 026 4942 －12 084 2569 1534 －1035
河南 36 448 13 364 －23 084 2394 10 993 8599
湖北 18 173 2675 －15 498 2844 3154 310
湖南 25 621 4077 －21 544 3811 6701 2890
广东 19 269 4401 －14 868 3652 5253 1601
广西 14 106 5647 －8459 20 939 10 044 －10 895
海南 2910 785 －2125 975 905 －70
重庆 6633 1364 －5269 596 1419 823
四川 28 952 2757 －26 195 10 670 7738 －2932
贵州 13 453 4413 －9040 5821 3332 －2489
云南 19 953 8854 －11 099 21 170 3270 －17 900
西藏 761 633 －128 2167 187 －1980
陕西 27 295 1905 －25 390 2442 1801 －641
甘肃 16 016 4675 －11 341 3680 4902 1222
青海 2715 489 －2226 500 827 327
宁夏 2786 966 －1820 619 519 －100
新疆 5454 2675 －2779 1052 772 －280

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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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1 年和 2017 年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2001 年按城市、县镇、农村统计，2017 年按城区、镇区、乡村统计。
任勇: 《我国农村地区撤点并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教资料》2013 年第 27 期。



以往城市的教育经费是分区域、按户籍拨付，教育用地短缺，外来务工人员快速涌入后，基础教

育资源配置难以根据人口迁入、常住人口增长快速调整，虽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① 要求妥

善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但综合考虑随迁率时，流动人口子女的 “入学难”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均存在一定的失学问题，流动儿童的失学率 ( 4%—5%) 高于留守儿童的失学率

( 3%左右) ; 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受户籍限制必须回户籍地上高中，导致超过 25%的 16—18 岁的流动

青少年处于失学状态，而留守青少年的失学比例为 12%。② 调研显示，因户口排挤或务工地学费较

高，只能让子女在老家接受教育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比例在 50%左右，③ 结合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在务工地 80%—90%的公立学校入学率，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务工地公立学校的综合入学率为 40%—
45%。

3. 医疗资源配置与诊疗体系建设问题

中国城乡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差距，但由于优质公共资源对人口存在吸引力，人口迁移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2017 年全国三级医院共 2340 家，三级甲等医院 1360
家，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有三级医院和三级甲等医院 1095 家和 619 家、616 家和 399
家、629 家和 342 家; ④ 全国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6. 5 人，其中，东部地区为 6. 8 人，中

部地区为 5. 9 人，西部地区为 6. 5 人; 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10. 9 人，农村地区仅 4. 3 人，

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距 ( 见表 3) 。⑤

表 3 2017 年各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三级医院 ( 家)

合计 甲等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总体平均 城市 农村

总计 2340 1360 6. 5 10. 9 4. 3
东部 1095 619 6. 8 11. 5 4. 6
中部 616 399 5. 9 10. 3 3. 9
西部 629 342 6. 5 10. 3 4. 4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 2018) 》整理。

城市内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导致诊疗和住院集中在三级医院，人口迁入和人口增长进

一步加大了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的压力。2017 年全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占各级医院总诊疗人次的比重

达 50. 20%，这一比例在 2005 年和 2010 年分别是 36. 14%和 37. 28%。⑥ 2015 年北京三级医疗机构诊

疗人次 占 一、二、三 级 医 疗 机 构 总 诊 疗 人 次 的 59. 66%，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诊 疗 人 次 占 比 仅

12. 52%。⑦ 可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分级诊疗体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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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992 年至今，国家在教育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经历了“以借读方式为主解决入学问题” “探索平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问题” “破解异地升学难题”三个阶段。参见和学新、李平

平: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政策: 变迁、反思与改进》，《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 年第 6 期。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 2016)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 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侯云春等: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改革》2011 年第 5 期; 魏后凯、

苏红键: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贫困状况及治理策略》，《中国国情国力》2017 年第 6 期。2010 年和 2015 年的调查数据分别为 50%左右

和 57. 4%。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 《2018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 《2018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卫生计划生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2016 北京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



4. 社会保障管理和统筹问题

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与较低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共同导致了流动人口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存在较

多的权利缺失。
目前，中国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全民医保”体系，① 基本实现了全

覆盖。但随着人口迁移，受医疗保险的属地管理原则影响，医保的异地就医结算问题越来越凸显。部

分地区没有实现城乡统一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只能在定点医院才能报销，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

保障能力很小; 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存在属地原则，部分省份内部已经实现了省级统筹，

在省内各地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相互认可、累计计算，但全国性的统筹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养老保险方面，由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较低，只有少数省份实现了省级统筹，大部分地区还是

市县级统筹。一方面，人口迁移会直接影响各地区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和赡养率。人口迁入规模

较大的城市和地区，会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比较充

裕，人口迁出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因此，各地养老金账户、赡养率因为人口迁移产生较大差距。从

2017 年各地缴纳养老金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来看 ( 见表 4) ，广东省最高为 8. 29，其次是北

京 ( 4. 67) 、福建 ( 4. 62) 、西藏 ( 3. 66) 、山东 ( 3. 17) 和河南 ( 3. 13) ，最低的为辽宁 ( 1. 58) 、
吉林 ( 1. 45) 和黑龙江 ( 1. 30) 。另一方面，领取养老金需要在当地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参加

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往往较难达到这一标准; 在养老保险的转移方面，目前允许参保人员转走或者提

取的只是个人账户，统筹部分只能留在当地，流动性较强或者返回老家的流动人口实际上难以从统筹

账户中获得养老金。

表 4 2017 年各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情况

职工数 ( 万人) 离退休人员数 ( 万人) 比值 职工数 ( 万人) 离退休人员数 ( 万人) 比值

北京 1321 283 4. 67 湖北 1021 526 1. 94
天津 441 214 2. 06 湖南 857 423 2. 03
河北 1102 434 2. 54 广东 4718 569 8. 29
山西 556 243 2. 29 广西 526 252 2. 09

内蒙古 437 257 1. 70 海南 172 69 2. 50
辽宁 1196 754 1. 58 重庆 628 361 1. 74
吉林 482 332 1. 45 四川 1519 816 1. 86

黑龙江 682 524 1. 30 贵州 447 141 3. 16
上海 1059 489 2. 16 云南 420 171 2. 45
江苏 2239 796 2. 81 西藏 34 9 3. 66
浙江 1965 748 2. 63 陕西 707 246 2. 87
安徽 754 323 2. 34 甘肃 288 142 2. 04
福建 840 182 4. 62 青海 96 43 2. 23
江西 698 308 2. 27 宁夏 145 60 2. 41
山东 2022 639 3. 17 新疆 442 204 2. 16
河南 1438 460 3. 13 不分地区 17 8 2. 26
全国 29268 11026 2. 65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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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国务院发布《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实行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

度。从实践来看，上述《意见》并未明确整合后的管理部门，更多地只是强调筹资、保障待遇、医保目录等政策层面的整合与公平，

导致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模式。并且，正因为管理体制未实现统一，国家虽大力推动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但各地区施行进

度参差不齐，影响整合效果。参见申曙光: 《新时期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2 期。



二、资源错配的原因

城乡二元的土地和户籍及其附属制度分别是土地与住房资源空间错配、各类公共服务资源错配

的根本原因，实践中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1. 土地与住房资源空间错配的主要原因

土地、住房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错配是制约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目前，各级政府积极探索

土地指标增减挂钩、创新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要实现土

地资源优化配置，还存在一些难点，这也是土地与住房资源空间错配的主要原因。一是超大、特大城

市建设用地有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人口迁

入地的超大、特大城市受行政区划、城市用地指标、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等约束，可供建设用地有限。
当前，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农村建设用地统筹管理缓慢推进，2019 年 8 月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将有利于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用，但实践中，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交易细则 ( 比如交易对象、交易价格、增值收益分配、交易平台选择等) 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明确。二是土地出让依然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来源，这提高了土地指标

跨区配置的难度，制约了地区之间土地指标交易市场的发展。对于迁出地来说，大规模出让土地是招

商引资、促进就业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对于迁入地来说，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往

往通过限制供给提高地价，最大化土地收益。
2. 各类公共服务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

户籍制度不仅具备户口登记功能，还与公共服务权益紧密相关，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造成公共服务资源错配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外来务工人口进城落户的意愿不高，提高了市民化和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难度。
由于城乡户籍附属的权益差异，部分农民担心进城落户会失去土地及其他农村集体产权福利。另外，

城市的住房成本较高、生存压力较大也是部分外来人口落户意愿不强的原因。① 根据 2016 年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为 58%，落户意愿仅 30%。② 二是流动人口比例

较大的城市受综合承载力制约，按常住人口供给各类资源的压力较大。资源配置存在行政化倾向，加

之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差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导致城

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三是统筹层次较低，跨地区统筹面临诸多障碍，制约了

流动人口共享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人口迁移之后的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可以在更高的层面统筹解

决，但在经济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面对悬殊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跨省的全国统筹在短期内还

难以实现。以养老保险的统筹为例，社会统筹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各地养老金收入差距较大，提高

统筹层次可能会产生“吃大锅饭”等问题。而且，目前各地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缴费费率、
待遇计发办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实现制度的有效衔接需要一个过程。在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方面，京

津冀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实践发现，因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系统不同，融合统一比较困

难，医保标准、医保目录、医保基金差异等原因也严重影响医疗一体化进程。③ 与此同时，还没有统

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地区，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各自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设置了不同的管理

方式、报销项目和报销标准，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和更高层次统筹的任务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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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后凯: 《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中国农村经济》2016 年第 1 期。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 2018)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19 年。
朱萍: 《“京津冀”医疗一体化再提速: 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医院扩围》，《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 年 2 月 8 日。



三、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导致常住人口与资源配置不合理。明确按常住

人口配置各类资源的思路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1. 科学落实人地挂钩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资源，科学落实人地挂钩，是优化城乡土地

资源配置，破解常住人口与建设用地矛盾的重要途径。当前，重点可以从科学预测与规划人口、探索

土地指标交易、实现土地资源城乡统筹、推进大都市区化四方面科学落实人地挂钩。一要提高人口预

测和规划的科学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人地挂钩是城市用地的基本规定，为此，要科学落实人地挂

钩，改善土地资源短缺和低效闲置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人地挂钩并不是追求相同的人口密度，而

是作为一种城市扩张的参考标准，避免部分吸纳能力较低的城市盲目扩张，提高人口统计和预测的科

学性，避免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互替代、以各种方式高估规划人口等现象。对于人口净增长为负或

人口较稳定的城市或县城，应当谨慎扩张、甚至收缩; 对于人口迁入规模较大和增长较快的城市，应

当制定合理的扩张战略和大都市区发展战略。二要探索土地指标交易。目前，土地指标交易主要是市

区级统筹，省级统筹还很少。实际操作过程中，关于土地指标交易中的管理机制、价格机制、交易平

台还有待完善。为此，需要分阶段、设试点探索省级、城市群、跨地区的土地指标增减挂钩，促进土

地资源高效利用。可以在当前市区级统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推进各个省内的土地指标统筹;

为推进大都市区发展，探索推进城市群层面的土地指标交易; 在成熟之后，可以试点探索城市之间、
省份之间的土地指标交易。三要率先、稳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统筹利用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城乡土

地资源要率先、稳妥推进土地资源稀缺的超大、特大城市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或探索市地重划模

式。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迁入规模较大的城市正在稳妥推进农地入市试点工作。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有利于全面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用。超大、特大城市中集约紧

凑的城市建成区与闲置空旷的农村用地并存，空间上有的是紧密相连、有的是零星散落，以北京、上

海、广州等为试点探索创新统筹利用城乡用地，是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实现健康可持续扩张的重要途

径，也能为各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的具体实施方案提供参考，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四

要积极推进大都市区化。大都市区是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和城

市用地制度制约了超大、特大城市的正常扩张，产生了跨行政区划的以 “睡城”“睡环”为特征的扩

张模式，① 为此，亟待通过推进大都市区模式，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在提高超大、特大城市土地指标

的同时，积极探索、试点推进城市交界地区行政体制改革和区划调整，弱化行政区划对城市扩张的限

制; 加强大都市区的产业联系，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完善超大、特大城市内部、大都市区的公

共服务体系，改善教育、医疗资源不平衡导致的人口过度集中。
2. 推进居住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是就业、居住和生活的城镇化。随着城市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住房成本已经成为阻

碍市民化的重要经济因素。加快推进居住市民化，确保进城农民在购房、租房以及住房政策等方面享

受市民待遇，切实改善居住条件是市民化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推进较快，而

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这种不协调是造成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加快推

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要积极提高人口迁入地各类住房供给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保

障居住市民化。一要推进城市住房市场结构性调整。当前，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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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红键: 《房地产政策应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7 期。
魏后凯: 《大都市区新型产业分工与冲突管理———基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 年第 2 期。



定了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特征。统一的去库存或者统一的限购都会造成不利影响。人口迁入规模大、住

房短缺的超大、特大城市，应当在提高土地供给的基础上，增加居住用地供给，加强保障性住房建

设，促进住房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去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居住用地供给，积极优

化城市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城市人口吸纳能力提高住房需求。二要强化城市住房的居住功能。土地和

住房市场的双轨特征导致了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住房市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产生了畸高

的资产回报率，扭曲了全社会激励机制，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为此，应当坚持强化城市住房

的居住功能，坚决抑制投资性和投机性住房需求，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尽快开征房地

产税、遗产税等，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要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指标和供给规模，扩大住房

保障的区域范围、保障范围和供给规模，满足城市居民、常住人口的居住需求; 提高保障性住房和周

边配套设施的质量; 超大、特大城市要因城施策，采取有效措施，弱化住房投资属性，稳定住房价

格，满足各类人口的基本住房需求。
3. 促进常住人口与公共服务挂钩

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现均

等化，户籍制度将自然回归人口登记的功能。为此，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对应，户籍及其附属制度改革

的重点是在落实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同时，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教育、医疗

资源配置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一要积极落实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由于存在附属权益，严格的户籍

制度是人口迁移导致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取消落户限制或放开落户条件。目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已经陆续取消了落户限制。2019 年 3 月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全面取

消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

Ⅰ型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未来，要在积极落实现行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按照常住居住地登记户口，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福利，还原

户籍本来的“面目”。① 二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相对其他资源配

置而言，人口迁移过程中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难度较低，主要涉及学校设置、教育经费以及高中教育

的衔接问题。对于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应当扩大中小学学校总体规模，提高综合入学率，落实教育

经费“钱随人走”; 尽快制定标准，允许在务工地长期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继续接受高中教育

并在常住地参加高考; 对于农村地区，应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学校和教学点，在 “撤点并校”的同时，

妥善解决偏远地区学生的上学难题。三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合作、援助、
医疗信息化等多种方式，提高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优质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 另一

方面，为了缓解优质专业医疗资源的门诊压力，要加快完善城市分级诊疗体系，优化社区卫生机构布

局，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四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实现各类人口社会保障权益的公平化。
医疗保险方面，要逐步实现各地医疗保险的制度衔接，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的范围，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权益标准; 养老保险方面，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考虑，重点是不

断提高各类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大统筹的力度，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跨区转移接续和衔接的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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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 Cognitive Paradigm

Li Chenggui ( 28)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taking Western logic theory as a method
in recognizing，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In this practice，

Chinese scholars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and in－depth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based on which they ha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logic theory，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is not to seek truth
and law，but the practical utility，thus showing a characteristic of pragmatic utility; Secondly，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emphasizes acquiring knowledge by going straight to things，by
analyzing one thing to another，showing a characteristic of intuitive analogy． Thirdly，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orients in narrating thinking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paying much atten-
tion to actual argumentation process and response in daily language rather than its forms． Fourth-
ly，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grity，but
neglects analyticity and individuality，thus showing a characteristic of a comprehensive whole-
ness． Lastly，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takes Tao as the highest goal pursuit，embodied
by“Tao is supreme”． These findings help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comprehensively，thoroughly and accurately，but also to enrich and de-
velop the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thought．

A Ｒesearch on the Misallo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Ｒesource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Su Hongjian Wei Houkai ( 79)

Within the traditional dual system of Chinese hukou (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sys-
tem)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caused by migration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is background，the gap between the per capita resources calculated by hukou popu-
lation and the per capita resources calculated by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becomes wider，mainly
embodied in the structural surplus and shortage of land，real estate，public services and the like
between emigration areas and immigration areas． After analyzing the forms of resource misalloca-
tion and their causes，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source allocation should comply with the mi-
gration and the amount of local residents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by properly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their land，be-
tween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services，and promoting the migrants’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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