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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

王利博制图

陈炎兵

党的十九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
和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了重大决策部
署。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是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
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强大动力。当前的特色小镇和特色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概念不
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
以及市场化不足等问题，有些地区
甚至存在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和房地
产化的苗头。为此，国家发改委、国
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专门出台了《关于规范推进特
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
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贯
彻落实《意见》的具体要求，规范推
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当务之急。

严格遵循特色小（城）
镇发展基本规律
特色小镇、特色小城镇发展有
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当前的特色小
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
许多问题，
都是不遵循发展规律的结
果。根据国内外近年来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特色小镇、特
色小城镇发展要遵循以下基本规律：
一是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
在特色小镇、特色小城镇建设中注
重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搭建特色
小镇、特色小城镇与企业主体有效
对接平台。以企业为特色小镇和小
城镇建设主力军，激发企业家创造
力和群众消费需求。鼓励大中型企
业独立或牵头打造特色小镇。政府
要注重规划引导、营造制度环境、提
供设施服务，不要过度干预。探索
利用财政资金联合社会资本，共同
发起特色小镇建设基金。
二是遵循城镇化发展基本规
律。坚持前瞻性、统筹性，做好长远
和整体规划，科学推进特色小镇和
小城镇建设布局，走少而特、少而
精、少而专的发展之路，避免盲目发
展 、过 度 追 求 数 量 目 标 和 投 资 规
模。挖掘当地内在优势，注重内生
型和自发型特色小镇、特色小城镇
创建和培育，
顺势而为，
因势利导。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和循序渐
进。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
衡，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阶段
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要坚持实事
求是、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实际、急
于求成，急于推进特色小镇、特色小

城镇建设项目。许多地方的特色小
镇建设失败案例便是不遵循发展规
律而急于求成的结果。

切实坚持特色小（城）
镇建设基本原则
根据《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
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特
色小镇、特色小城镇建设应坚持以
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创新探索。创新工作
思路、方法和机制，着力培育供给侧
小镇经济，努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
产城融合、惠及群众的新路子，防止
“新瓶装旧酒”
“穿新鞋走老路”。创
新治理方式，探索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等主体共同治理的治理模式。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各个地区
的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要从
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照抄照搬
别的地方的经验。例如，浙江特色
小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具备相应的发展要素和产业禀
赋，其他地方如果不顾当地实际复
制很可能失败。各个地方要量力而
行、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体现区域
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不搞区域
平衡、产业平衡、数量要求和政绩考
核，
防止盲目发展、一哄而上。
三是坚持产业建镇。立足各地
区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挖掘最有
基础、最具潜力、最能成长的特色产
业，做精做强主导特色产业，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特征的
独特产业生态，防止“千镇一面”和
房地产化。要把特色小镇和特色小
城镇打造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载
体和创新创业基地，以及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的奋斗热土。
各地区可结合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和
产城融合，循序渐进发展“市郊镇”
“市中镇”
“园中镇”
“镇中镇”等不同
类型特色产业小镇。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的
城镇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
围绕人的城镇化，统筹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布局，提升服务功能、环境质
量、文化内涵和发展品质，打造宜居
宜业环境，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
感，
防止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五是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
机制的作用，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创新建设模
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推动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共
建共享。发挥政府规划引导、搭建
平台、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等作用，防

止政府大包大揽和加剧债务风险。

切实采取推进特色小
（城）镇建设有力措施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关于
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
设的若干意见》的具体要求，要切实
采取以下有力措施，推进特色小镇、
特色小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实行创建达标制度。特色
小 镇 、特 色 小 城 镇 重 在 创 建 和 培
育。要通过搭建镇企银社合作平
台、强化引导和服务，创建、培育特
色小镇。在创建和培育过程中，要
控制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数量，
避免分解指标、层层加码。统一实
行宽进严定、动态淘汰的创建达标
制度，取消一次性命名制，避免各地
区只管前期申报、不管后期发展。
要对特色小镇建设分阶段、分类别、
分需求指导。针对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产业类别、不同个性化需求的
特色小镇，采取不同的指导、培育模
式和措施。
二是严防政府债务风险。要注
重引入央企、国企和大中型民企等
作为特色小镇主要投资运营商，尽
可能避免政府举债建设进而加重债
务包袱。县级政府综合债务风险预
警地区，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
相举债立项建设。统筹考虑综合债
务率、现有财力、资金筹措和还款来
源，
稳妥把握配套设施建设节奏。
三是严控房地产化倾向。各地
区要综合考虑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吸
纳就业和常住人口规模，从严控制
房地产开发，合理确定住宅用地比
例。科学论证企业创建特色小镇规
划，对产业内容、盈利模式和后期运
营方案进行重点把关，防范“假小镇
真地产”
项目。
四是严格解约集约用地。各地
区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在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前提
下，划定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发展边
界，
避免另起炉灶、大拆大建。
五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禁
以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名义破坏
生态，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文化自
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
质公园等区域，严禁挖山填湖、破坏
山水田园。严把特色小镇和小城镇
产业准入关，防止引入高污染高耗
能产业，
加强环境治理设施建设。
（本文根据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党委书记、副主席兼理事长陈炎兵
演讲整理）

各地特色小镇借力
“好山水”
专家表示优质水源地将胜出
本报记者 范颖华

2018 年 2 月 4 日，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环保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
发布了《
“寻找中国好水”优
质水源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
评估研究报告》和第二批入
选“中国好水”
水源地。
其中，有着阳明温泉小
镇、霍山石斛小镇、贵州茅台
镇旅游小镇等特色小镇的江
西阳明湖、安徽佛子岭水库、
贵州赤水河、青海三江源、湖
南澧水河等各地水源地入
选。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
间，有着优质水源地、高森林
覆盖率、负氧离子含量的“好
山水”地区将在特色小镇、文
旅开发中抢占先机并胜出。

地方政府被激励
更加关注水源地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万本
太在会议上指出，中国是缺
水国家，水形势不容乐观，目
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是世界
平均水平的 28%，
有近 400 座
城市缺水，全年缺水 500 亿
立方米，而每年又排放废水
730 亿立方米，如果能把 70%
的污水处理回用，将可解决
水资源短缺问题。
万本太强调，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水污染
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
海域综合治理”。
“十三五”期
间，将着力做好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等方
面工作。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刘晓文表示，作
为此次活动的技术支持单
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负责“寻找中国好水”活
动技术评估体系的构建及水
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
评估。
据刘晓文介绍，此次入
选水源地的共性是“四好”：
水质好、资源好、生态好、保
护 好 ，具 有 典 型 性 和 代 表
性。而随着优质水源地的保
护、推选和创建，上述地区的
旅游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
等发展均享受到了资源红
利。
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局长
田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介绍说，随着沿岸
污水处理等赤水河流域水资
源环境保护的深入，沿岸地
区已经享受到了保护和发展
之间良性互动的成果。
依托赤水河好水、美酒，
贵州赤水河岸边的遵义仁怀
市 茅 台 镇 2016 年 入 选 全 国
127 个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行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仁怀市副市长

陈晋朝表示，随着仁怀赤水
河两岸生态环境保护的加
强，沿线农村环境得到有效
治理，目前，仁怀市正在着力
打造茅台镇、坛厂镇等国酒
文化、盐运文化、红色文化特
色的旅游小镇，赤水河岸边
已经变身成为旅游景观公
路。

各优质水源地特
色小镇受到青睐
作为入选县市代表，崇
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明
良介绍，江西崇义县的县名
便是明代思想家、政治家王
阳明在当年赣南平乱之后
奏请设立，延续至今。近年
来 ，崇 义 县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百 佳 深 呼 吸 小 城 ”、全 球 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上堡客家
梯田等诸多荣誉。崇义县
水质优良率达 100%；据中国
环境科学院测定，阳明山国
家森林公园内空气负氧离
子含量平均值达到每立方
厘米 96 万个，兰溪瀑布处高
达每立方厘米 19 万个，被上
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
“空气负离子浓度值最高的
风景旅游区”。
位于崇义县横水镇新坑
村，目前正在打造的阳明温
泉小镇自然景观优美。经勘
察，温泉日出水量 1500 吨，
水温达到 58 至 60℃，水质类
型属低矿化重酸钙钠型热
水，对治疗人体皮肤病和关
节炎有较好的成效，适合打
造集温泉疗养、水上运动、餐
饮、娱乐于一体的高品质度
假小镇。
崇义县副县长朱志勇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随着全县环境质量
特别是水环境质量得到不断
改善，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
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凭借优
质水源地等自然资源，崇义
特色小镇、旅游开发将步入
快车道。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中，安徽省霍山县副
县长李志刚介绍说，霍山县
位于安徽大别山腹地，是一
个山区县、库区县和革命老
区县。霍山生态环境优美，
森林覆盖率达 75.1%，
是石斛
等药材之乡。近年来，霍山
坚定不移强力推进生态立
县，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
国绿化模范县等荣誉。作为
此前的国家扶贫重点县，霍
山县在大别山区扶贫攻坚片
区 36 个县中率先“摘帽”。
正是在绿色发展中，霍
山县全力加快城镇化等发展
进程，综合县力跃居大别山
区县市前列。据了解，在安
徽省公布的第一批特色小镇
名单中，便有依托优质地理
资源开发建设的霍山县石斛
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