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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明晰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和状况袁是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基础遥城镇化质量是指城

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尧城市内部尧城市之间尧人地之间的结构关系袁高质量城镇化则是指城乡融合发

展尧城市内部融合尧城市体系优化尧人地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遥 利用四个维度八个指标对 2013 年以来

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和各省份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袁结果表明院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不断改善袁各
省份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地方特征袁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与城镇化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遥 推进高质量城镇化袁应针对各地城乡发展差距的不同特征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曰以市民化和户籍

制度改革为重点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曰推进各地中心城市带动省域城市包容性发展袁促进城市体系优

化曰创新推进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建设用地袁促进人地协调发展遥
关键词院城镇化质量曰高质量城镇化曰区域协调发展

基金项目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野农民进城意愿和合理流向研究冶遥
作者简介院苏红键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信息化与城镇化研究室副主任尧副研究员遥

2001 年以来袁在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

务工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引导下袁我国城

镇化快速推进遥与此同时袁野不完全城镇化冶问题

逐渐引起广泛关注遥 2012 年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袁以促进野城镇

化质量明显提高冶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冶袁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袁成为当前各领域研究

的重点遥具体到城镇化领域袁城镇化质量状况如

何袁未来怎样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城镇化袁成为亟

待研究和回答的问题遥
关于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从 2013 年开

始大量增加袁以评价研究为主遥根据对城镇化质

量内涵的界定范围不同袁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

三类院一是以城市发展质量为主的城镇化质量评

价研究咱1暂曰二是包含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发

展两个维度的研究咱2-3暂曰三是包含城市发展质量尧
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化效率的研究咱4-6暂遥从以往

研究来看袁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界定决定了评价体

系设计和评价结果袁是城镇化质量研究的关键袁
也是其难点遥 一方面袁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范

畴不好把握遥广义的界定会导致评价研究类似于

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评价袁比如包含城市或

城乡人口尧经济尧社会尧空间尧生态环境等各领域

发展水平袁而作为新型城镇化核心的市民化问题

往往只是庞大指标体系中的 1~2 个指标袁只占较

小的权重袁这样就淡化了城镇化本身的意义遥另

一方面袁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往往存在发展阶段

的局限性袁弱化了城镇化质量内涵的一般性遥比

如袁城市发展相对滞后时袁研究侧重于评价城市

发展质量曰随着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袁相关研究将

城乡统筹纳入研究范畴曰随着资源利用和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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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袁
相关研究将城镇化效率纳入研究范畴遥

本文界定了城镇化质量和高质量城镇化的

内涵袁对 2013年以来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和各

省份城镇化质量的变化及其特征进行分析袁并
提出推进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遥本文的创新之

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在以往城镇化质

量评价研究的基础上袁紧扣城镇化本身袁从城乡

关系尧城市内部关系尧城市之间关系尧人地关系

四个维度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曰二是将城镇

化质量评价与高质量城镇化研究相结合袁实现

了理论分析尧评价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紧密衔接曰
三是在具体指标上袁对各地两类人口城镇化率

差距尧城市体系优化尧人地挂钩指标等使用了新

的数据指标或计算方法遥
一尧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评价设计

结合以往研究袁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界定袁
不能太宽泛袁不能脱离城镇化本身袁同时要能够

反映而又不囿于城镇化的阶段特征遥这里紧扣城

镇化进程袁分析城镇化质量和高质量城镇化的

内涵袁对其四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并选择评价

指标遥
城镇化是人口乡城迁移或转化的过程袁城镇

化率主要衡量这一过程中城乡人口数量关系的

变化袁城镇化质量则衡量这一过程中内在结构关

系的变化袁包括四个方面院一是人口乡城迁移或

转化伴随的城乡关系变化袁比如城乡二元结构

问题曰二是人口进城伴随的城市原居民与新市

民尧流动人口形成的城市内部结构变化袁比如野不
完全城镇化冶与市民化问题曰三是人口迁入不同

城市伴随的城市之间关系变化袁即城市体系问

题曰四是人口迁移伴随的资源配置问题袁在资本

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袁以中国特色的人地挂钩问题

为主袁对应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问题袁同时袁人地关系也是与城镇化最相关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遥结合城镇化和城镇化率的内涵袁

我们可以将城镇化质量界定为城镇化进程中城

乡之间尧城市内部尧城市之间尧人地之间的结构关

系遥与之对应袁高质量城镇化是指城乡融合发展尧
城市内部融合尧城市体系优化尧人地协调发展的

城镇化遥
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维度遥城乡关系走向融合

与一体化发展袁是城乡关系演进的最高级状态咱7暂遥
城镇化的进程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尧实现城乡一

体化与融合发展的过程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遥从城镇化的微观基

础来看袁城乡差距的存在使人口向收入和效用更

高的城市迁移袁城镇化的稳态将实现城乡之间效

用均等化遥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袁对城乡一体化与

融合发展的评价袁通常包括经济尧社会尧生活尧生
态环境等维度咱8暂袁具体指标基本对应政策文件中

野促进城乡规划布局尧要素配置尧产业发展尧基础

设施尧公共服务尧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

展冶的各个领域遥城乡融合发展是野以缩小城乡发

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冶的各个领域

的一体化和融合发展袁最终体现为城乡居民效用

的提升和均等化遥为此袁考虑指标的可行性和简

洁性袁本文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渊I冤和城乡居

民收入比渊Iu/Ir冤两个结果性指标来衡量城乡居民

效用的提升和均等化水平袁以此评价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遥
二是城市内部融合发展维度遥 城镇化进程

中的城市社会融合问题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

在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袁这一问题表现为富人与

穷人的隔离尧种族隔离或社会隔离咱9暂曰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袁则产生了大量的贫民窟袁比如里约热

内卢尧利马尧孟买尧加尔各答等城市的贫民窟遥在

中国袁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返乡的自主选择权避免

了贫民窟现象咱10暂袁取而代之的是相对缓和的以城

市原居民与新市民尧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内部二

元结构袁主要表现为野不完全城镇化冶和市民化问

题遥有学者在对市民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袁分别

利用不完全城镇化率和包含政治参与尧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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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尧经济生活尧综合素质等维度的综合指标进行

了评价咱11暂遥当前袁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

进袁在市民权利领域袁主要还存在住房保障尧非
义务教育尧购房资格等方面的差距袁这与是否为

本地户籍有关遥为此袁从结果性指标和简洁性尧可
得性考虑袁本文主要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渊Rh冤和
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渊Ru-Rh冤分别衡量市民化

水平和野不完全城镇化冶状况袁以此评价城镇化进

程中的城市内部融合水平遥
三是城市体系优化维度遥城镇化进程中人口

迁入不同的城市会引起城市或城镇体系淤调整遥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

务之一袁但在以往城镇化质量评价中往往被忽

略遥结合城市体系相关理论和发展导向袁可以从

城市规模分布和城市之间包容性发展两个角度

考察城市体系的优化水平遥一方面袁城市体系中

的规模分布往往被看作帕累托分布咱12暂袁人口规

模为 N 的城市位序 Rank 与 N 成负幂次方的关

系渊lnRanki=茁0-孜lnNi+着i冤袁孜 也称为帕累托指数袁
可以用来衡量城市规模体系的优化水平遥孜越趋

于 1袁城市体系越合理曰孜 越小于 1袁人口越集中曰孜
越大于 1袁人口越分散遥有学者计算袁44个国家的平

均帕累托指数约为 1.14咱13暂袁另有学者计算的美

国 1991 年 135 个大都市区的帕累托指数为

1.005咱14暂遥另一方面袁按照城市经济学的观点袁在城

市体系的稳态袁城市之间会实现效用均等化咱15暂袁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袁可以用城市之间收入均衡指

数渊采用变异系数于冤衡量城市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水平袁即 滓I /滋I袁滓I 表示城市之间收入标准差袁滋I

表示城市之间收入平均值遥
四是人地协调发展维度遥 城镇化进程中城

市人口增长往往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张袁因而人口

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袁即人地关系

问题袁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与可持续发展最直接

相关的问题遥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袁人地关系问

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院在总体推进速度上袁存
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以及由此导致的

土地利用低效和浪费问题曰在土地资源配置上袁
由于土地的不可流动性以及土地指标不能及时

调整袁存在土地资源错配问题袁主要表现在人口

迁入和迁出城市间的错配尧城乡土地资源的错

配咱16暂遥近年来袁针对这两个问题袁相关政策分别提

出野严控新增建设用地冶盂和野推动城镇建设用地

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冶榆遥
根据该维度的问题和政策袁本文主要从总体和结

构两个方面考察人地关系袁结合指标选择的原则袁
土地利用的总体效率采用人均建成区面积渊A冤
衡量曰人地挂钩袁即土地资源错配问题袁采用 滓A/
滋A 衡量袁即城市之间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异系

数袁其中 滓A 表示城市之间人均用地的标准差袁滋A

表示城市之间人均用地的平均值遥
综上袁按照可行性和简洁性的原则袁构建以

结果性指标为主的指标体系渊见表 1袁下页冤遥可行

性主要是考虑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质

量袁数据来源为相关年份的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历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尧叶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曳尧国
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曰简洁性

主要通过选择结果性指标来体现袁避免过程性

指标的复杂性袁比如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袁以城乡

居民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结果性指标袁避免采用城乡发展各个领域的

指标袁对市民化为主的城市内部融合发展水平

的考察也是如此遥本研究以 2013 年以来的数据

为主袁一是考虑 2013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统计口径有所调整袁二是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

淤野城市体系冶或野城镇体系冶在学理上并无差别遥 考虑本

文使用的数据为县级以上城市数据袁故主要使用野城市体

系冶的概念遥
于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袁这里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城市

间收入均衡水平袁与采用熵指数等反映的结果基本一致遥
盂参见叶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渊2016要2030年冤曳遥
榆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促

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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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以城镇化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阶段遥
这里就相关指标说明如下院一是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与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遥总体数据来源

于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袁各省份由

于缺乏直接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统计数据袁本文

在对各类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袁综合

采用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叶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曳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遥具体方法如下院利用

叶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曳中各地区城市尧城镇

户口登记状况的人口袁计算出各省份城镇人户统

一渊即野住本乡尧镇尧街道袁户口在本乡尧镇尧街道冶冤
的人口比重袁将该比重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中各省

份城镇人口数之积用来衡量各省份城镇人户统

一的人口袁然后用该人口与各省份总人口之比来

衡量各省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遥该数据可能存

在的偏差在于存在少量城镇内部人户分离人口遥
利用该数据计算的 2013要2017 年全国总体两

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分别为 17.11尧17.39尧19.29尧
17.19尧18.30 个百分点袁与表 2渊下页冤中利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的数据偏差在

1~2 个百分点左右袁偏差较小遥因此袁可以认为袁在
不具备直接数据的情况下袁这是一个较好的替代

方案淤遥二是城市规模位序指数遥采用叶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曳中城区总人口的数据计算遥图 1
显示了2017 年城市规模位序分布袁可以看到在

lnN2017=3渊抑ln20冤左右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袁

导致分布图的上部显著偏离线性关系袁这主要是

因为城市样本不包括县城和建制镇数据袁这也是

多数利用我国城市进行规模位序分析的研究所

面临的共同问题遥如果补充县城和建制镇数据袁
则规模小的城市位序及其相应的 lnR 值会提

高袁将散点图上部抬起袁从而形成更完美的线性

分布图遥为此袁本文对 lnN逸ln渊20冤的样本进行规

模位序分析袁2017 年的 孜 值为 1.1083袁比利用全

部样本计算的 孜 值渊0.9370冤更加符合实际情

内涵 结果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数据来源

城乡融合

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 I 元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

城乡居民收入比 Iu /Ir 要

城市内部

融合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Rh=Nh /N % 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尧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曳
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Ru-Rh=Nu /N-Nh /N %

城市体系

优化

城市规模位序指数 孜 要 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曳尧国家信息

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城市间收入均衡指数 滓I /滋I 要
人地协调

发展

人均建成区面积 A=Area/Nu 平方公里/万人

人地挂钩指数 滓A /滋A 要
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曳

表 1 城镇化质量与高质量城镇化评价体系

图 1 我国城市规模位序分布渊2017年冤

淤该替代方案的本质是野人户统一城镇人口的城镇化

率冶袁这是中国特色户籍制度引致的现象遥考虑户籍制度

改革的目标是回归人口登记功能袁且一些城市内部的人

户分离也会影响公共服务权益袁野人户统一冶与野市民化冶
同样重要遥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lnN2017

y=-0.9370x+8.8643
渊全部样本冤

y=-1.1083x+9.6179
x逸ln渊2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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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遥 三是城市间收入均衡指数遥 根据数据的可

得性袁 采用 29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袁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

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遥四是人地协调发展

指标遥根据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曳中各个城市

的城区总人口和建成区面积计算遥为避免极端数

据影响袁采用2017年城区总人口为 5 万人以上的

城市样本袁合计 630 个遥
二尧我国城镇化质量评价分析

这里对 2013 年以来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

和各省份城镇化质量各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袁构
建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并对各省份城镇化质量

进行比较袁考察城镇化质量及相关指标与城镇化

率的关系遥
渊一冤城镇化质量分维度特征分析

表 2 和表 3渊下页冤分别报告了 2013 年以来

总体城镇化质量的各个维度指标值和 2017 年

各省份城镇化质量的各个维度指标值遥可以发现袁
自 2012 年底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袁我国总

体城镇化质量不断改善袁各省份城镇化质量呈

现显著的地方特征遥
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袁总体来看袁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袁2013要2019 年年均名义

增长 9.01%曰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降低袁从 2013
年的 2.81 逐步降低到 2019 年的 2.64遥 从各省份

数据来看袁北京和上海的城乡居民收入显著高于

其他省份袁之后是浙江尧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省

份袁贵州尧甘肃尧西藏等西部地区省份的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遥城乡居民收入比

方面袁天津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最低的省份袁仅为

1.85袁表现出较小的城乡发展差距曰西部地区人

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贵州尧甘肃尧青海等省份袁也是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省份袁这与西部地区

较低的农村居民收入和较高的农村居民比重有

关遥从两个指标结合来看袁广东的城乡居民收入

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均较高袁其城乡居民收入远高

于广西袁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广西接近袁城乡之

间表现出野相对富裕的不均等化冶曰同时袁也存在

黑龙江尧吉林尧河南等城乡居民收入不太高但城

乡差距较小的省份遥
城市内部融合发展方面袁总体来看袁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在 2015 年显著提升之后保持稳步推

进状态袁相应地袁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在 2015
年显著降低之后袁维持在 16.20 个百分点左右遥
在户籍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尧两类人口比重差距稳

定的情况下袁可以认为总体的城市内部结构不断

优化遥从各省份数据淤来看袁辽宁和天津是户籍人

淤如前所述袁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袁各地该指标实际为野人
户统一城镇人口的城镇化率冶袁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

总体偏差较小遥经过对数据的考察袁城镇内部人户分

离人口较多的主要是北京市遥 考虑野人户分离冶问题的同

等重要性袁这里不对其数据进行调整袁所有省份均采用这

一计算方法遥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城乡融合发展

I 18 311 20 167 21 966 23 821 25 974 28 228 30 733
Iu /Ir 2.81 2.75 2.73 2.72 2.71 2.69 2.64

城市内部融合
Rh 36.10 35.90 39.90 41.20 42.35 43.37 44.38

Ru-Rh 17.63 18.87 16.20 16.20 16.17 16.21 16.22
城市体系优化

孜 1.1562 1.1501 1.1409 1.1224 1.1082
滓I /滋I 0.1833 0.1670 0.1585 0.1617 0.1610

人地协调发展
A 1.1047 1.1178 1.1327 1.1387 1.1442

滓A /滋A 0.9385 0.9424 0.9479 0.9383 0.7831

表 2 2013年以来中国总体城镇化质量相关指标

注院各个变量的单位见表 1袁下同曰后两个维度的最新数据为 2017 年数据遥

9



口城镇化率最高的省份袁西藏的两类人口城镇化

率均偏低遥各地两类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与各地

人口迁入尧迁出状况紧密相关袁作为人口迁移目

的地的北京尧上海尧广东尧天津尧福建等东部地区

省份由于流动人口较多袁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较大曰人口迁出较多的江西尧河南尧云南尧甘肃等

中西部地区省份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小曰受
临近北京和天津的虹吸效应影响袁河北两类人口

城镇化率差距较小遥
城市体系优化方面袁总体来看袁全国总体城

市规模位序指数 孜 从 2013 年的 1.1562 逐步降

低到 2017 年的 1.1082袁日趋接近于 1袁呈现不

城乡融合发展 城市内部融合 城市体系优化 人地协调发展

I Iu /Ir Rh Ru-Rh 孜 滓I /滋I A 滓A /滋A

北京 57 230 2.57 38.20 48.31 要 要 0.7703 要
天津 37 022 1.85 50.11 32.80 要 要 1.2842 要
河北 21 484 2.37 45.25 9.75 0.9434 0.1305 1.1473 0.2330
山西 20 420 2.70 38.72 18.63 1.0051 0.0592 1.0346 0.1952

内蒙古 26 212 2.83 33.37 28.63 0.9585 0.2009 1.4249 0.4129
辽宁 27 835 2.55 51.67 15.83 0.8929 0.1782 1.1672 0.2122
吉林 21 368 2.19 36.14 20.51 0.9503 0.1289 1.2455 0.2850

黑龙江 21 206 2.17 44.67 14.71 0.9317 0.1994 1.2774 0.2884
上海 58 988 2.25 39.57 48.15 要 要 0.4130 要
江苏 35 024 2.28 48.70 20.06 0.9159 0.2528 1.3765 0.3176
浙江 42 046 2.05 40.73 27.28 0.9782 0.1158 1.1577 0.3102
安徽 21 863 2.48 40.23 13.26 1.1482 0.1336 1.3227 0.1684
福建 30 048 2.39 33.54 31.25 0.8498 0.1850 1.1878 0.1900
江西 22 031 2.36 47.27 7.33 1.1010 0.0765 1.2668 0.2470
山东 26 930 2.43 46.10 14.48 1.0770 0.2113 1.4071 0.1810
河南 20 170 2.32 42.67 7.49 1.0951 0.0936 1.0742 0.2695
湖北 23 757 2.31 39.11 20.19 1.0727 0.1415 1.0543 0.2243
湖南 23 103 2.62 40.00 14.62 1.0951 0.2246 0.9586 0.1840
广东 33 003 2.60 34.81 35.05 0.7791 0.3266 1.0793 0.2824
广西 19 905 2.69 38.66 10.56 0.9599 0.0701 1.2522 0.2661
海南 22 553 2.39 38.81 19.18 0.6532 0.0836 1.0830 0.2358
重庆 24 153 2.55 39.37 24.73 要 要 0.9484 要
四川 20 580 2.51 35.54 15.25 1.0850 0.0857 1.1439 0.2050
贵州 16 704 3.28 32.27 13.76 0.9429 0.0712 1.3454 0.2042
云南 18 348 3.14 37.27 9.41 0.9194 0.1635 1.2059 0.2092
西藏 15 457 2.97 27.60 3.26 0.5471 0.0790 1.9852 0.1361
陕西 20 635 3.00 41.28 15.51 0.8403 0.1123 1.1974 0.1642
甘肃 16 011 3.44 36.77 9.61 0.9747 0.1762 1.3430 0.4395
青海 19 001 3.08 38.75 14.26 0.5505 0.0564 1.0458 0.5790
宁夏 20 562 2.74 36.04 21.87 0.6951 0.1251 1.5281 0.2632
新疆 19 975 2.79 33.99 15.37 0.9678 0.1101 1.6498 0.2532

表 3 2017年各省份城镇化质量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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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除西藏和青海之外袁省级单位的规模位序分布依然采

用规模大于 20 万人的城市样本遥这两个省份因为大于

20 万人的城市分别只有 1 个渊拉萨冤和 2 个渊西宁尧海东冤袁
故采用其全部城市样本袁无极端值袁系数具有可比性遥
于吉林省部分城市收入数据存在波动且长期不增袁这里

利用叶吉林统计年鉴曳对数据进行了核实遥

断优化的态势曰城市间收入均衡指数从 2013
的 0.1833 波动式降低至 2017 年的 0.1610袁反
映了城市之间包容性发展的态势遥分地区来看袁
对各省份城市进行规模位序分析发现袁多数省份

的 孜 值小于 1淤袁呈现向各省份中心城市集中的态

势袁其中袁宁夏尧海南尧青海尧西藏等省份由于总人

口较少尧城市数量较少而集中度较高遥各地城市

包容性发展方面袁广东省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较

大袁该指数达 0.3266袁这反映了粤西北地区与粤

港澳大湾区广东 9 市的差距显著袁江苏尧湖南等

地的该指数也较大曰相对来说袁山西尧江西尧广西尧
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省份的该指数较小袁表现出

一种野不富裕的均等化冶遥
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方面袁总体来看袁人均建

成区面积依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袁土地城镇化

略快于人口城镇化袁人均建成区面积从 2013 年

的 1.1047 平方公里/万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1.1442 平方公里/万人曰人地挂钩指数从 2013 年

的 0.9385 波动式降低到 2017 年的 0.7831袁表明

总体上城市之间土地资源错配状况有所改善遥
分地区来看袁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建成区面积最

小袁西藏尧新疆尧宁夏尧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省份的

人均建成区面积较大袁这与各地人口迁入迁出

特征相关袁也体现了总体的土地资源在人口迁

入尧迁出地存在错配的情况曰青海尧甘肃尧内蒙古

等地部分城市的人口密度低袁导致人地挂钩指

数较大遥
渊二冤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分析

为了对各省份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袁这
里利用以上四个维度八个指标构建城镇化质量

综合指标渊Q冤袁对 2013要2017 年各省份城镇化

质量进行比较分析遥规模位序指标采用渊1-|1-孜|冤
标准化袁其余指标的标准化采用最大最小值法遥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袁正向指标采用第三大值尧
负向指标采用第三小值遥 4 个直辖市相关缺省指

标的标准化值均赋值 1遥在赋权方法上袁考虑理

论部分说明了城镇化质量四个结构维度的并列

关系袁因此对四个维度八个指标按照平均赋权法

进行计算遥
表 4渊下页冤报告了各省份 2017 年城镇化质

量综合指标值以及 2013要2017 年各省份城镇

化质量位次变化情况遥从位次变化可以看到袁大
多数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位次基本稳定袁这表明该

综合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遥其中袁江西尧浙江和

吉林 3 个省份变化较大遥江西和浙江的城镇化质

量位次提升较多袁从基础数据来看袁江西主要是

在城市内部融合发展和城市体系优化指标方面

逐步改善且优势比较明显袁浙江主要是在城乡融

合发展和城市体系优化方面不断改善且优势显

著曰吉林城镇化质量位次降低较多袁与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尧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尧城市之间均

衡发展水平三个指标的退步相关袁其城市之间收

入均衡指标从 0.0217 提高到 0.1289于遥
从各省份城镇化质量排序来看袁天津尧上海尧

河南尧河北尧北京等地的城镇化质量一直排名靠

前遥结合表 3 来看袁天津在城乡融合和城市内部

融合两个维度的优势比较明显袁上海和北京的城

镇化质量的短板在于两类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

较大降低了城市内部融合发展水平袁河南和河北

在城市内部融合和城市体系优化两个维度表现

较好遥广东的城镇化质量与其发展水平显著不

符袁结合表 3 来看袁一方面由于粤西北相对粤港

澳大湾区广东 9 市发展较为滞后袁导致广东省内

部城乡之间尧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袁另一方面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9 市的快速发展袁作为

人口迁移目的地袁导致广东省总体的城市内部

融合发展问题突出遥排名相对靠后的东部地区省

份还有福建袁其原因与广东类似遥其余城镇化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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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名靠后的主要是西部地区省份袁究其原因袁
主要是在城乡融合发展尧人地协调发展方面存

在短板遥
渊三冤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分别衡量的是城镇

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数量关系和内在结构关系袁
因而可以对两者关系作简要分析遥利用 2013要
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

分析袁表 5 报告了存在显著关系的结果遥
从总体来看袁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呈显著

正相关袁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袁城镇化质量

综合指标约提高 0.0052遥结合具体维度来看袁这

主要是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和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有关遥结合系数来看袁城镇

化率每提高 1%袁城乡居民收入提高 0.4620%曰城
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袁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

0.0085遥这两个显著的关系符合城乡人口迁移的

基本理论咱17暂袁即乡村人口向收入更高的城市迁移

的过程袁也是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和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缩小的过程遥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呈

显著正相关袁与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呈显著

正相关袁这是由三个指标之间的计算关系决定

的遥城镇化质量的其他四个指标与城镇化率的

关系并不显著袁故相关结果没有汇报袁这些弱相

地区 Q2017 R2017 驻R 地区 Q2017 R2017 驻R
天津 0.8584 1 0 海南 0.7055 17 0
上海 0.8133 2 1 广西 0.7039 18 3
江西 0.8008 3 10 湖南 0.6994 19 -4
浙江 0.7988 4 8 吉林 0.6804 20 -18
河南 0.7767 5 3 陕西 0.6782 21 1
河北 0.7757 6 1 福建 0.6491 22 -2
北京 0.7727 7 -2 云南 0.6200 23 3
重庆 0.7704 8 -4 新疆 0.5902 24 1
辽宁 0.7646 9 -3 贵州 0.5885 25 2
山西 0.7334 10 -1 宁夏 0.5595 26 -2
湖北 0.7307 11 5 广东 0.5455 27 -4
山东 0.7284 12 -1 青海 0.5290 28 1
江苏 0.7211 13 -3 内蒙古 0.5035 29 -1
安徽 0.7119 14 4 甘肃 0.4905 30 0
四川 0.7104 15 4 西藏 0.4851 31 0

黑龙江 0.7084 16 -2

表 4 各省份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值排序与变化渊按 2017年值排序冤

注院驻R 表示 2013要2017 年的位次变化袁正号表示位次提升袁负号表示位次降低遥

Q lnI Iu /Ir Rh Ru-Rh

Ru 或 lnRu
0.0052**

渊0.0021冤
0.4620***

渊0.0398冤
-0.0085***

渊0.0028冤
0.5485**

渊0.2110冤
0.4508**

渊0.2110冤
C 0.4086*** 7.9167*** 3.1294*** 6.1602 -6.1177

R-sq 0.3483 0.6606 0.3346 0.2874 0.7599
注院收入和城镇化率的回归分析均取对数袁其余分析为原数据曰样本量均为 155 个曰***尧** 分别表示在 1%尧5%的水平

上显著袁括号中为标准差遥

表 5 城镇化质量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率的关系渊仅汇报显著关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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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参见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曳遥
于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促进

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曳遥

关指标袁可以作为城镇化率较低地区提高城镇化

质量的突破口袁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缩

小内部发展差距尧提高人地协调发展水平等实

现包容尧可持续的城镇化遥
三尧推进我国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和评价研究为推进高质

量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依据遥结合我国城镇化的

阶段性特征以及城镇化质量评价发现的问题袁
未来一段时期袁可以从城乡融合发展尧城市内部

融合尧城市体系优化尧人地协调发展四个维度有

重点尧有针对性地推进高质量城镇化遥
渊一冤针对各地城乡发展差距的不同特征袁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

本文的结果性指标评价表明袁我国总体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袁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

析也表明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水平尧城乡收入差

距具有显著改善作用遥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

径来看袁未来一段时期袁要继续按照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曳要求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袁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两大战略为主体袁推进城乡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
生态尧治理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袁推进城乡土地尧
户籍及其附属制度的统一以支撑城乡要素双向

自由流动遥在此基础上袁针对各地城乡发展差距

的不同内在特征袁分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遥东部

地区省份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袁其原因是国际化

的城区发展与相对滞后的乡村发展造成的城乡

差距袁比如广东尧北京等地袁这些地区的城区有较

好的能力和条件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袁需要积极完

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袁推进城乡各领域的一

体化遥相较而言袁西部地区省份的城乡融合发展

问题相对较难袁从表 3 可以看到袁西部地区的城

乡收入差距较大袁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村贫

困或相对贫困造成的袁为此袁要在积极推进城乡

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同时袁加强新型城镇化尧乡村

振兴与农村扶贫相结合袁创新推进 2020 年后农

村绝对贫困治理向城乡统筹的相对贫困治理尧多
维贫困治理的新扶贫战略转型咱18暂遥

渊二冤以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袁促进

城市内部融合

评价研究发现袁现阶段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同

步提升袁差距基本稳定在 16.20 个百分点左右遥
未来一段时期袁我国城市内部融合的关键是野不
完全城镇化冶与市民化问题袁同时要积极防治城

市贫困问题遥分析结果表明袁作为大规模人口迁

移目的地的东部地区省份的两类人口城镇化率

差距较大袁而人口迁出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省

份的不完全城镇化率较低遥近年来袁随着户籍制

度改革的快速推进袁落户条件不断降低袁从 2014
年仅野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冶淤到
2019年提出野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

的城市落户限制冶于袁随之而来的难题转变为落户

意愿与落户门槛之间的矛盾袁即落户意愿较高的

城市门槛较高袁落户门槛较低的城市落户意愿较

低袁究其原因袁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权益尧城市

生活能力等密切相关遥为此袁未来促进市民化和

城市内部融合发展袁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回归人

口登记管理的本质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

础上袁通过野回归冶袁实现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尧住房

保障尧政治权利尧非义务教育等领域更广泛的权

益均等化遥与此同时袁要积极建立完善农村权益

交易市场实现野带资迁移冶尧积极提高保障性住房

供给水平和覆盖面等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

市生活能力遥
渊三冤推进各地中心城市带动省域城市包容性

发展袁促进城市体系优化

当前袁全国总体的 孜 值逐渐趋近于 1袁城市

规模体系呈现不断优化的态势曰各地城市规模体

系尧空间体系以及行政体系契合度较高袁各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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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的城市尧中心城市尧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

市往往是同一个或两个遥未来要继续以城市群尧
都市圈淤渊大都市区冤尧各地中心城市为核心载体袁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遥在此基础

上袁要分类推进各地城市包容性发展遥结合两个

指标的研究发现院一是部分省份城市之间发展差

距较大渊滓I/滋I 较大冤袁比如广东渊南北差距冤尧江苏

渊南北差距冤尧湖南渊东西差距冤尧山东渊东西差距冤
等袁对于这些地区袁需要积极提升和发挥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能力袁促进省域城市包容性发展遥二

是存在部分省份人口过度向少数中心城市集中

的问题渊孜 较小冤遥根据其内在原因可以分为两

类院一类是广东尧福建等东部地区省份袁由于城市

之间发展差距较大袁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袁需要

积极促进省域城市包容性发展曰另一类是宁夏尧
海南尧青海尧西藏等地袁由于人口稀少袁中心城市

人口比重较高袁考虑全国层面省际城市体系的开

放性袁这可以看作一种合理的现象袁重点要提升

当地中心城市功能袁带动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包容性发展遥
渊四冤创新推进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建设用地袁

促进人地协调发展

评价研究发现袁总体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依

然在提高袁城市之间人地挂钩状况有所改善袁但
野有的城市人多地少尧有的城市人少地多冶的结构

性特征仍然比较明显遥与此同时袁本文评价研究

中尚未涉及的城乡人地挂钩问题同样显著遥未
来促进人地协调发展袁重点需要在城乡之间尧城
市之间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建设用地资源遥就城

市之间人地协调发展而言袁当前还存在城市建设

用地配置与人口迁移目的地存在偏差的问题袁比
如袁有文件要求野京津冀尧长江三角洲尧珠江三角

洲等地区噎噎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冶和野培育

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噎噎适当扩大建设用地

供给冶于袁这不利于实现人地协调发展遥为此袁可以

适度放松人口迁移目的地尧人口增长较快地区和

城市的用地供给袁这样才能兼顾中心城市的科学

紧凑发展与中小城市的绿色低密度发展遥就城乡

之间人地协调发展而言袁当前城乡建设用地的

制度藩篱依然存在袁导致北京尧上海等城市建设

用地稀缺的地区依然存在接近同等体量低效利

用的农村建设用地袁新修订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曳将有利于全面推进城乡建设用地

统筹利用遥基于此袁各地需要积极探索推进人口

进城之后的土地权益流转问题袁比如野带资进城冶
野带指标进城冶等袁以此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

用效率遥
四尧结语

本文紧扣城镇化进程分析了城镇化质量和

高质量城镇化的内涵袁并对中国总体城镇化质量

和各省份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袁基于理论分析

和评价结果袁提出了推进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遥
本文的评价研究在以往城镇化质量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袁并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对应袁在
内涵和结构上具有一般性遥

一方面袁本文在以往城镇化质量研究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遥考虑城镇化率衡量的是城乡人口数

量关系袁将城镇化质量内涵界定为城乡之间尧城
市内部尧城市之间尧人地之间的结构关系遥从指标

体系来看袁以往城镇化质量的三个维度袁本文均

有指标与之对应遥比如袁就城市发展维度而言袁本
文有收入和城市内部融合指标尧人均建成区面积

指标等与之对应曰就城乡统筹维度而言袁本文有

城乡融合发展维度与之对应曰就城镇化效率维

度而言袁本文主要有人地协调指标与之对应袁土
地利用问题实际是城镇化进程中最相关的资源

利用问题遥本文结合城镇化质量的内涵袁加入了

城市体系优化指标袁这是以往城镇化质量相关研

究所缺乏的袁也是很重要的维度袁且一直是城镇

化研究的重点问题遥
淤参见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

指导意见曳遥
于参见叶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渊2016要2030年冤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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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袁本文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

符合高质量发展野高效尧公平尧可持续发展冶咱19暂的
要求遥在高效方面袁本文主要用收入指标考察了城

镇化质量曰在公平和包容性发展方面袁本文主要

用城乡收入比尧两类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尧城市之

间均衡发展指标考察了城镇化质量袁发现除了市

民化和城市内部融合发展问题之外袁城镇化进程

中各地城乡之间尧城市之间存在着共同富裕尧富
裕的不均等化尧不富裕的均等化等现象曰在可持

续发展方面袁本文主要用人地协调发展维度考察

了城镇化质量袁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粗

放利用和土地资源错配现象遥
本文关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和评价维度具

有一般性袁未来研究还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院
第一袁本文采用的是结果性指标袁随着渐进式改

革的推进袁部分指标可能需要进行相应调整遥譬

如袁未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袁市民化问题

可能不再是城市内部融合的主要问题袁届时可能

需要寻找新的衡量城市内部融合的结果性指标袁
如城市贫困指标尧城市内部收入均等化指标袁等
等遥第二袁考虑中国大国特征引致的多元化问题袁
各地主要矛盾不同袁且同一现象的内涵也可能

不同袁因而需要差别化对待遥比如袁评价结果中反

映的各地城市体系集中度问题袁各地的原因不同袁
其应对举措也不一样曰各地城乡差距的内涵也不

同袁有的是因为城区发展太快袁有的是因为农村

贫困袁因而也需要采取不同应对举措遥第三袁本
文对城镇化质量各个维度的评价以结果性指标

为主袁难免存在信息损失遥在具体维度研究中袁可
以结合过程性指标进行分析袁比如城乡融合发展尧
城市内部融合发展渊市民化水平冤等袁可以从融合

发展的不同领域进行评价分析袁从而发现更具体

的问题袁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遥 Reform

参考文献

咱1暂王家庭袁唐袁援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

究咱J暂援财经问题研究袁2009渊12冤院127-132援

咱2暂叶裕民援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咱J暂援中国软科

学袁2001渊7冤院28-32援
咱3暂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援建立中

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咱J暂援统计

研究袁2005渊7冤院15-19援
咱4暂李明秋袁郎学彬援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咱J暂援中国软科学袁2010渊12冤院
182-186援

咱5暂魏后凯袁王业强袁苏红键袁等援中国城镇化质量

综合评价报告咱J暂援经济研究参考袁2013渊31冤院
3-32援

咱6暂田雪莹.基于熵值法的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度

咱J暂援改革袁2018渊5冤院151-159援
咱7暂弗里德里希窑恩格斯袁卡尔窑马克思援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咱M暂援中央编译局袁译援3 版援北京院人
民出版社袁2012援

咱8暂朱钢袁张海鹏袁陈方.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指

数渊2018冤咱M暂援北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
2018援

咱9暂GLAESER E L, KAHN M E援 Sprawl and urban
growth咱Z暂援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郁 ,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2004援

咱10暂苏红键袁魏后凯援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城镇化

历程尧启示与展望咱J暂援改革袁2018渊11冤院49-
59援

咱11暂魏后凯袁苏红键援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进程研究咱J暂援中国人口科学袁2013渊5冤院21-
29援

咱12暂世界银行援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要要要重塑世

界经济地理咱M暂援北京院清华大学出版社袁
2009援

咱13暂ROSEN K, RESNICK M援 The size distribu鄄
tion of cit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Pareto
law and primacy咱J暂援 Journal of Urban Eco鄄
nomics, 1980,8(2): 165-186援

咱14暂GABAIX X, IOANNIDES Y援 The evolution of

15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咱Z暂援 Handbook of Re鄄
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郁 ,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4援

咱15暂DURANTON G, PUGA D援 The growth of
cities咱Z暂援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II, Elsevier, 2014援

咱16暂苏红键袁魏后凯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资源错

配问题研究咱J暂援社会科学战线袁2019渊10冤院
79-87援

咱17暂HARRIS J R , TODARO M P援 Migration, un鄄
employment & development : A two-sector
analysis 咱J暂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援

咱18暂邢成举袁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

理机制的构建咱J暂.改革袁2019渊12冤院16-25.
咱19暂张军扩袁侯永志袁刘培林袁等援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咱J暂援管理世界袁2019渊7冤院
1-7援

Evaluation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Strategy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SU Hong-jian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statu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s the basis of promoting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quality refers to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in cities, among cities, and between human and l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means the urbanization accompanied wit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
internal integration, urban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land. By using
four dimensions and eight indicators, this article evaluated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China since 2013. It
can be seen that China爷s overall urbanization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and provinces爷 urbanization
quality shows significant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we should
accelera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urban-rural gap,
facilitate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cities focused on citizenization and hukou system reform, boost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ystem by advanc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cities driven by their
central cities, and innova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land by allocating land
according to habitual residenc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quality;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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