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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不

是新的简单的造城

运动，城镇化不能演

变成造城运动，如果

把城镇化简单地当

成推高地价、房价的

契机，甚至是提高政

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的机遇，从而大举圈

地扩建，竞相造城，

只会欠上政绩债，为

后来人留下烂摊子。

“

王小广：城镇化不是投资拉动

城镇化热潮带来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从 2012年股市表现看，
前 11个月里周期类的股票表现都相当差，但 12月份以来投资者对
周期类的股票兴趣越来越大，房地产类股票表现出色，与投资有关的

钢铁、水泥、机械、煤炭、有色等都有不错的表现。

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密切相关。

投资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就意味着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周期类的

行业必然有不错的表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投资周期

已经启动。

1月 5日，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的目标应该是对人而不是单纯

的造城运动。如何使原来的农民工变成城里人才是城镇化的目的。

“城镇化主要拉动的是消费，而不是投资。”王小广说，“甚至不

应该用投资这个词，应该用投入。投资是以回报为目的，而投入不

以回报为目的。”

“政府应该从三个方面为城镇化加大投入，首先应该解决的就

是居住问题，应该大力加强保障房建设。其次要解决这些农民工的

社会保障，十八大提到，要在 2020年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到与城
市人同一水平线上。最后，还要加强公共服务配套。”王小广表示。

“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刺激项目投资和造城运动。而降低房价

恰恰是城镇化的基础之一。”王小广强调。

“农民工在城镇化之后，对经济最大的拉动在于消费。这种消

费不是局限于哪个行业，而是整体消费。”王小广说，“这样的消费

会拉动很多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也能使经济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与

王小广的观点不谋而合。

尹中立之前发表文章指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是提高进

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让他们真正成为市民，其本质是收入分

配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意味着政府用于居民社会保障的支

出相应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也相应增加。新型城镇

化会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消费占 GDP的比重会上升，出口和投
资的重要性将下降。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城镇化号角声起
“城镇化”正成为眼下讨论中国

未来发展时的一个热门词汇。

从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大规模

“撤镇设市”，到西北欠发达地区的

延发投资千亿削平 33 座山头造新
城———这两则新闻正是中国各地大

张旗鼓进行城市化建设的缩影。

然而，在国家大力倡导城镇化的

同时，尴尬的现实却是，各地一片大

干快上的喧嚣。以购物中心为例，在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购物

中心在 2012年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
度增长，目前已经形成阶段性过剩。

城镇化争议

刚刚结束的 2012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

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一战略基本点，培育一批拉

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据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

51.27%，距离世界发达国家平均
70%的水平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如
果以 75%的城镇化率计算，未来提
升空间巨大。根据发改委《促进城镇

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
稿，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 40万
亿投资。这是 2008年 4万亿财政刺
激方案的 10倍。

因此，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最

大的内需潜力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

任务，被决策层定为战略选择。

业内专家认为，经过一轮国际

金融危机洗礼，全球大环境已经发

生很大变化。在中国内需不足、外需

不畅，经济放缓的形势下，城镇化是

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

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不过，各地购物中心的过热却

预警着城镇化的未来。中国购物中

心产业资讯中心主任郭增利称，

2012年全国新增购物中心数量超过
300家，从而使全国购物中心总量达
到 3100家。预计到 2025年之前，中
国购物中心都处于增量阶段，届时

中国购物中心总量将突破 1 万家，
成为全球购物中心商业建筑面积最

大的国家。

此外，有一些城市以建设工业

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

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

动。

中国城镇化为什么引起如此大

的争议？中投顾问房地产行业研究

员韩长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城镇化之所以引起诸

多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城镇化

建设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欠

缺，不能很好地实现区域的协调发

展、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实

现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在

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提升

政绩，快速上马大项目、大工程，却

不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时土地财政的存在也使地方政府

有推高地价的冲动，从而助推房价，

不利于经济的整体平稳运行。

造城运动误区

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东南沿

海到西北边陲，神州大地正在兴起

一波“新造城运动”。

无论各地政府公布的发展规

划，还是各地大街小巷醒目的宣传

标语，众多县级城市都宣称要建超

高层写字楼、大搞“城市综合体”。

近期，浙江省 27个试点“中心
镇”开展撤镇设市工作引发全国关

注。

从去年 4月份开始，一场轰轰
烈烈的“造城运动”正在延安市以超

常规的方式进行。近日有媒体报道

称，陕西延安市拟投资千亿元以上，

用 10年时间，通过“削山、填沟”来
“造地、建城”，在沟壑地带建造一个

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

此外，河南开封千亿元重建“汴

梁古都”、投资 28亿元的瓯飞工程
成为浙江温州“造城运动”新典范、

山西大同投资百亿元用五年再造大

同古城，多地重修古城墙、明清一条

街的举动接连不断……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城市化离

不开土地资本化，以“土地资本化”

为主要驱动力的城市化，日益演变

成为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近十

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

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

提升。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

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 50%，有
些甚至占 80%以上。
韩长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新型城镇化不是新的简单的造

城运动，城镇化不能演变成造城运

动，如果把城镇化简单地当成推高

地价、房价的契机，甚至是提高政绩

工程和面子工程的机遇，从而大举

圈地扩建，竞相‘造城’，只会欠上

‘政绩债’，为后来人留下烂摊子。这

在日本、美国一些地区都不乏前车

之鉴。”

“城镇化一定要量力而行，漂亮

整洁的村镇固然重要，农民住进了

‘小洋楼’当然高兴，但不能超越经

济发展阶段，不能以财政亏空为代

价。否则只能是拔苗助长，适得其

反。”湖北省一位地方乡镇领导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新型城镇化
需从制度突破

怎样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各

领域的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有专家指出，城镇化质量的提

升，必然不是修一些大广场、大马

路，建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的表

面城市化，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突

破和创新。新型城镇化，呼吁的是新

的发展模式，展现的是新气象，不再

是以往依靠基建投资驱动经济发

展，不再是过去依靠大拆大建的表

面城市化，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变

革，尤其是政绩考核制度、户籍制

度、土地制度和行政等级化的城镇

制度的变革。

上述湖北乡镇领导还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要科学、积极稳

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抓好几

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好土地问题，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能

搞大干快上，一窝蜂借大建工业园

的名义圈占土地。二是在推进中升

级，修马路和建高楼大厦只是表现，

关键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以及集约化相结合。三

是让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医疗、教

育、文化娱乐等城市功能设施建设

必须配套。”

据悉，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布

《2012年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蓝
皮书预计，2013 年中国土地政策将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在进城农民

宅基地的合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建设公租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征

地制度改革等方面出台可操作性的

政策和措施。

分析指出，只有全面协调的城

镇化建设，才是可持续。只有注重质

量才能使“城镇化建设”不走样，保

证城镇化健康发展。

对于如何科学推进新型城镇

化？韩长吉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首先要加强顶层制度建设，意识

到城镇化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缩

小贫富差距的有力措施之一，也是

扩大内需，进行国土整治、生态环境

建设、社会保障建设的相关内容。其

次，城镇化建设应该因地制宜，与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后，城镇

化建设要注重质量的提高，切实从

人们的需求出发，与区域的整体规

划相协调。

近日，有消息传出，由发改委主

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初稿已经编制完成，
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

据了解，该规划将涉及全国 20多
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
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并且提出了“城镇

化将在未来 10年拉动 40万亿投资”。
这进一步激发了业界对“新型城镇化”

的期待，愈来愈多的“猜想”也集中在

了同一个问题上：究竟哪些行业能够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乘风而起”？

概念先行与基建起飞

在 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期间，有观察者已经指出：这是

从 2008年至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
次单独把城镇化作为重点提出。同时

投资界闻风而动，包括券商在内的几

乎所有机构都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未

来的重要投资主题，这直接催生了“新

型城镇化”概念股的雄起———二三线

城市的地产股成了首批受益者。

有市场人士指出，基建投资作为

新型城镇化过程的初步环节，由于其

落实最具有确定性，且与过往的投资

路径依赖具备一定的重合性，因此，

其在 A股中的率先启动并不意外。虽
然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对城镇化

的“浅薄理解”，但市场接下来又做出

了实实在在的反应：深圳投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谢银丁指出，城

镇化概念股的大涨，目前已经从前期

的地产、钢铁股蔓延到了建筑建材和

机械股，并呈有序的阶梯状展开。

此外，多位投资界人士表示，在

城镇化初期，城市轨道交通、医药、排

水系统等都是值得注意的板块———

在投资者眼中，这些行业裹挟着城镇

化带来的想象力，已经有了起飞之

势。与之相呼应的是，有媒体近期称：

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

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

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而主要争议还集中在“话题不断”

的房地产。安信证券相关人士表示，商

品房与保障房是城镇居民安居的保

障，也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所以地产股值得留意；而反对者强调

的是，近期房地产宏观调控加码的预

期已经在逐渐增强———无论怎样，这

个争议应该要持续一段时间了。

深化期的诱惑与迷茫

在投资界达成共识的是：度过

“基建凶猛”的初期阶段，城镇化对诸

多行业的利好还将持续深化。

安信证券日前发布研报称，城镇

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口和产业的

聚集、经济效益增进、居民收入增长、

需求也相应增加，然后反过来再支撑

当地产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才能平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

民化，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力。有观察

者因此提出，在城镇化的“深化阶段”，

受益最大的行业将集中在公共服务以

及消费带动的第三产业之中。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高级经济师

赵焕焱以酒店业为例，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描述了这一过程：“酒店可以

与商业、餐饮业、文化娱乐业、现代服

务业等有机结合，形成在当地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城镇客厅’以及兼顾不

同功能中心的‘中央活力区’。这样一

来，产业聚集与消费升级就可以互相

形成助力。”赵焕焱表示。他同时向记

者透露，有机构已经为重庆巴南地区

提供了“中央活力区”的可行性报告。

与此同时，众多“新兴产业”也

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其预判正是

由于此次城镇化前面的“新型”二

字———这意味着高污染、高消耗、低

效率的旧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将逐渐

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绿色”、“智慧”

的城镇化：节能照明、城市污水处

理、节能建筑建材等环保产业将得

到拉动；而智能交通、电子政务、电

子商务、医疗信息化以及安防等产

业也被列入了关注的范畴。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投资者

对于上述行业都持看好的态度，但

并没有强调其短期的估值。“这个阶

段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找到

合理的投资标的。”安信证券分析师

表示，“难以否认的是，这些产业要

踏上成功之路仍然面临巨大的挑

战———包括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以

及人才缺乏、配套较少和行政效率

较低等困难。”

新型城镇化猜想：哪些行业将借势而起？

视角

本报记者 郝帅

前瞻

本报记者 彭涵

（上接第一版）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毛泽东

也曾讲，“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

题”。由此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

是否具备“问题意识”，就是判断一个企业领导干部能否有效推动科学

发展的重要标尺。也是判断一张报纸能否在社会上存在的重要标尺。

树立“问题意识”，就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我们需要扎实的理

论功底，需要辨别是非和识别洞察的能力，需要在点滴细微之处发现

和提出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这样评价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

论：“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可以说，

恩格斯所指出的“问题所在”恰恰反映出马克思那种非常人所能企及

的能力水平。

树立“问题意识”，就要敢于直面问题，就要积极研究和解决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发展的，只有不

断提出疑问，敢于并善于发现新的矛盾，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才能集

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经过百年激荡，35年变革，10年国资改革，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

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问题的中国。

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

中国。

今年是改革开放 35年，是国资委成立 10周年，这意味着已经持

续了 35年的改革，持续 10年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再次站在了一个

重要的历史选择关口。这一次，它需要把政企关系放在核心位置,质量

与效益放在中心位置。一个是生产关系,一个是生产力,两大问题并行

不悖。这里将产生数不清的新问题,这里将产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

在内的整体性改革，如同中共中央在十八大所表达的那种急迫

性———“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大转型的中国，已然走到这里。一切都奠基于问题。改革创新的

国度，绝不可能固步自封。“问题”与“思想”是一件事情的两步，思想是

解决“问题”的力量，“问题”犹如黑暗，思想犹如光影。何处是光?哪里

是影?光线被遮蔽之处，理性就难以生长。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

追寻真相，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追问思想的理由。而真相的呈

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每一束思想的光芒。

我们不再一己呢喃，也不满足于窃窃私语。我们要让思想在阳光

下汇聚。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于一己私利，让思想走出牢笼，走向世界才

是希望之民族，才是强大之国度。

如此，才能智者蜂起，百家争鸣，让思想的光芒肆意照射万千问

题。

如此，才能勇者辈出，齐头并进，让实践的理性在现实中逢山开

路、遇河架桥。

思想的光芒正在问题中重生。从 2012年的实体与虚拟之争到

2013年的顶层设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且能够做什么?中国企

业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明确自己的思路。

思想的新年再次出发，行动的理性正在重生。我们反省内心，从

不可遏制的良知出发。我们埋头向下，从自己的键盘开始。我们正在推

进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界，以张扬思想的微光。

这光微而不弱，足以充塞天地，烛照人间。

这光不在远处，就在当下。你内心有了光芒，权利已在其中，责任

已在其中。你便能活出尊严来，活出价值来。思想前进一寸，犹豫便后

退一分，这道理简易明白。

点亮自己，便不会妄自菲薄。此处思想点亮一束光，上天总会在

某处打开一扇窗。我们只求应然之理，做分内之事;虽千万人吾往矣，

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

束光。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点亮自己思想，才有报纸的美好前程；唯有

簇拥在一起，才能照亮中国企业的未来。

今天，这新年的第一次握手，我们回看一年，回看 25年，看到我们

的兄弟姐妹与前辈，在不同时间留下的眼泪和微笑。时间如光，串起这

“问题”与“思想”晶莹的液滴，折射出一如灿烂微笑的七彩虹谱，照亮

我们快速走过的路，也照亮我们的前路和梦想，《中国企业报》!

千年流水，万物速朽，但问题永在，思想永在。2013，我们别无所

倚，唯有对期许问题推动、思想引领的追求 ;我们别无所长，唯有对中

国企业承诺的执著。

造城运动不是真正意义的新型城镇化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