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策划 刘玉梅 责任编辑 王丹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王新涛

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和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区域人口密
度较高，产业水平发展较低，资源环境容量太小，城市承载能
力偏弱，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强。因此，推进城镇化不能“照
葫芦画瓢”，而必须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结合河南实际，努力探
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河南特点的新型城镇化路子。

打好“四张牌”为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大动力
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

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为河南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河南牢记总书记打好城镇化牌的殷切嘱托，化动
力为行动，坚持“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的发展理
念，着力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和高科技产
业集群，有效推动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发展，以及
产业优化升级与城镇空间格局优化的互动协调发展。同
时，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突破口，不断优化
城市环境和载体平台，推动创新发展所需的人口、土地、资
本等诸多要素实现高效配置，逐步形成中心带动、周边协同
的创新发展格局，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增强城镇综合承载力
县（市）是承上启下、连接城乡、促进城乡互动的纽带和

桥梁，也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主要载体。河南准确
把握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
市作为新时代城镇化发展重点，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加大县级城市建设力度，推动县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逐步打造出一批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小城市。一方面，不断加
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
有里子”。另一方面，根据每个城市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
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打造出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使发展
支撑更加有力。与此同时，通过做好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
强，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以中原城市群为主体构建现代城镇体系
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

新时代。河南以中原城市群为主体，抓好城镇体系上下两

头，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大都市区建设，以中小城
市和县城为重点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不断释放出新型
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

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龙头，郑州不断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功
能，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构建起“半小时”交通圈，并逐步
拓展合作领域，初步形成了“1+4”郑州大都市区，这个占全省
9.6%国土面积、集聚全省近20%的人口和超过30%的经济
总量的区域，正成为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同
时，其他中心城市不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构建多个城镇
协同发展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深入实施，使中小城市成
为转移农业人口的重要阵地。从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到
发展壮大区域中心城市，从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到培育现代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脉络”越发清晰。

综合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
长期以来，农业人口“转而不移”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

程。河南通过完善“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机制，持续推进
综合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通
过实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用活用好农村集体资
产，使农民财产性收入得到持续提升，让他们从“一亩三分
地”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逐步填平农民与市民在身份上的制度鸿沟；通过加强农民
职业教育培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确保农民进城“有活
干”；通过健全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农民
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等，确保农民进城能够“进得来、留
得住、过得好”。

以文明城市创建着力打造宜居幸福之家
城镇化不仅是城乡布局和农民身份的转变，更是文明

形态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跨越。城市文明不仅体现为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还要有高水平城市管理和高素质城
市居民来支撑。为此，河南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城镇化的
重要内容，协同推进。一方面，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
现代技术和治理手段，推进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新型城市
建设，加强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把城市打造成为宜居
幸福之家。另一方面，开展思想道德素质、诚信守法行为和
文明风尚习惯提升行动，让新老市民在安居乐业的同时真
正以城市为家、爱家护家。⑩6

河南城镇化率过半意味着什么
“四张牌”引领下的河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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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明确
指出，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
体素质及竞争力，打好“四张牌”。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牢记
总书记嘱托，齐心协力持续打好“四张牌”，着力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7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
破50%，不仅显著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提升了
在全国省市区的位次，也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河南人过上了
城市人的生活，标志着河南这个传统农业大省跨入了历史
性变革的新时代。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城镇化率超过50%是工业化的巨大成果，二三产业比

重越来越高，反映了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意味着河南由
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的转变，由此也将彻底改变河南“农字
当头、结构过重”的产业层次偏低局面，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开始提速，高质量发展态势业已显现。
初步核算，2017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5万亿元，和
2012年相比，五年年均增长 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2017年河南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
重达到7.55%，五年提高0.7个百分点，不断缩小与发达省
份的差距；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0.4%，服务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五年提高9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层次
不断提高，产业转型发展成效显著。同时，国家级研发中心
数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增长迅速，
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

社会结构从乡村河南向城镇河南转型
城镇化过程既是一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社会观念
变化、社会结构持续变革的发展过程。河南城镇人口全面
超过农村人口，过半人口进入城镇生活，将直接对整个社会
的职业结构、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巨大影
响，河南人将更多去掉农村的“土味”，洋溢着城市的“洋
气”。2017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4800万人，和 2012
年相比增加近 1000万人，城镇户籍人口超过 3000万人，
2017年河南户籍城镇化率和2012年相比大幅提高，年均
增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加
快。在此过程中，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加快形
成，有效规避和化解了因推进城镇化而诱发的各种潜在矛
盾和问题，并不断推动全体居民走向共同富裕。

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向加快融合发展演化
城镇化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实

际上也是促进区域空间结构由城乡二元分割转向一体化融
合发展的过程。河南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一方面启动实
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和承载能力，改善
农村区域的生产生活条件，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另一方
面持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大幅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优化提升农村的发展环
境，有效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重塑了城乡
关系，走上了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率持续超过城镇居民，2014年河南城镇从业人员数
量则首次超过乡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7年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9558元和12719元，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2.32，比2012年缩小了0.32。新型城镇化的
推进，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互促共进、融合发展。

生活方式从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迈进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更多的人口实现了从“村民”

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这时更需要市民化的城镇化人口的
思想观念、城市意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实现全方位同
步转变。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城市文明普及率之间实践关系
和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文明基本
固定在城市里，农村远离城市文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
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
呈加速增长趋势；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
及率可能达到70%左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时，
城市文明普及率将接近或达到100%。河南城镇化率超过
50%，也必将推进城市文明向广大农村深度延伸和渗透，促
进城镇化人口甚至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加速改变，转
向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关系从索取利用向和谐共生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目标，还

要追求生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河南在推进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牢固树立尊重自然、绿色发展理念，坚决破除以
牺牲生态保增长、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思想误区，不断加大对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快形成了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生态型城镇化发展模式，2017 年全省 18 个省辖市
PM10平均浓度为106微克/立方米（剔除沙尘后），PM2.5
平均浓度为62微克/立方米（剔除沙尘后），下降幅度均超过
15%，实实在在让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真正
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从索取利用向和谐共生的跨越。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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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雪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新阶段我
国经济发展特征的重大判断，也是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行动指南。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和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城镇化率突破50%实属不易，同时也为全国城镇化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意味着河南逐步进入城镇为主的社会
发展形态，更意味着河南城镇化发展进入由以量为主转向
以质为主、质量并重的新阶段。城镇化率过半既带来难得
机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形势，
牢牢把握河南城镇化率超过50%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打好新型城镇化这张牌，推动河南
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率超过50%的高质量发展将使
河南发展动力更加充足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
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
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
效益。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南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
58.52%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近80%的城镇
化率相比差距更大，河南城镇化发展无疑面临较大压力，
但同时差距也是潜力和动力。

河南城镇化率超过50%，意味着城镇化发展将更具
质量和效率，也将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按照

“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56%，这就意味着城镇化率每年至少要提高 1.9个百分
点。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百万以上的
农业人口转移以及大规模的投资和消费，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一段时期河南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城
镇化的潜力依然巨大，也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释放更
多动能。

城镇化人口“转而不移”和思想观念
“转而迟变”影响城镇化功能和作用的发挥

从城市发展起源来看，城市是代表空间、人口、提供
公共产品的“城”与代表市场交易等经济关系的“市”的融
合。这其中，人是推动城市孕育、发展、成熟的核心要素，
这实际上也是城镇化所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从现实来
看，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过50%，但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河南与全国许多省份一样也正经

历着不完全城镇化的困扰。
不完全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城镇化人口中的相当

一部分人虽然实现了社会职业的转移，但却没有真正获得
城市户口在城市住下来而融入城市，不少城镇化人口集自
然的农民身份和职业的产业工人身份于一身，处于“城镇
挣钱乡村消费、闲时进城务工忙时返乡务农”的“两栖”状
态，他们在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方面也不能完全享受
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这种大量存在的“转而不
移”现象，是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集中表现，不仅使城镇化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大打折扣，同时还极易引发
社会矛盾和问题。不完全城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已经居
住生活在城市的城镇化人口，由于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惯
性作用，在思想观念、城市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
面，往往不会随着户籍向城市的转移而做出适时的调整和
改变，与原城市居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相对落差，
会给城市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带来挑战，也必将影响城
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顺应时代的深刻变革将释放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
来几十年，我国最大的发展潜力之一在于新型城镇化，城
镇化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新时代城镇化的目标不是追求规模和速度，而是质
量和效率。河南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要
牢牢把握发展的优势与机遇，直面各种矛盾与挑战，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质量、效
率、动力三个方面的深刻变革，把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源源
不断地释放出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要通过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断强化
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城镇体系，加强城市精细化服务和人性化管理，真正实
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内涵式
发展。要准确把握河南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技术
进步、效率改进和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推进城市规模与速
度合理适度增长，有效缩小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
实现城镇化质量与数量的包容性提升。要适应新时代城
镇化发展的新特点，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统
筹城镇化人口进城成本，扩大城镇公共服务供给，多形式
宣传教育提高城镇化人口综合素质等，重构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还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
由平等交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⑩6

高质量发展的聚合力更强
要通过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断强化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构建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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