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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4年3月17日 星期一 时事聚焦 7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发
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规划》 是今后一个时期指
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
基础性规划。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是扩大内
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制定实施
《规划》， 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 四化同
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
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
提高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全面把握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想和目标原
则，切实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指导，着重解
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
城中村改造、 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推
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各地区各部门
要科学规划实施，坚持因地制宜，推进试点
示范，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确保
《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为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在晋江安居乐
业，近年来，福建省晋江市政府充分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出
台流动人口落户管理新政策， 降低落户门
槛，放宽落户条件。

图为在晋江市新落户的陈兴富在展
示他的户口簿 （2月28日摄 ）。 1999年 ，
陈兴富从四川绵阳来到晋江务工， 2013
年11月， 他将一家3人的户口由绵阳迁
至晋江， 成为 “新晋江人”。 新华社发

降低落户门槛
让流动人口安居乐业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6日正式公布。这部全文3万多字，共计30多章的规划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产生怎样的作用？这部规划有哪些亮
点？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顶层设计: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解读： 这是一部指导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
路的纲领性文件

“这是一部指导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
路的纲领性文件， 内容全面丰富， 总结并
吸取了国内外城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指
导性强，意义深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

这份文件详细剖析了建设用地粗放低
效等问题：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
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
业园区占地过大， 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一
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
融资推进城镇建设， 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
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
政金融风险；一些城市“城市病”问题日益突
出：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
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
壤等环境污染加剧。

以人为本: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解读： 文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着
墨很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在徐洪才看来，这部规划最大的亮点是
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他说， 这部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
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改善基本
医疗卫生条件、 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
列举措，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 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 建立健
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

“文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着
墨很多， 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有利
于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一
系列问题。”他说。

谈到规划强调城镇化必须和信息化、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时， 他说：
城镇化不能孤军深入， 没有产业支撑，城
镇发展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就会出现

“睡城”、“鬼城”和底特律现象；农业是基

础，农业现代化事关粮食安全。信息化则关
系到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

持续发展:
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解读： 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使城
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徐洪才认为， 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徐洪才说，目前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 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 不仅远低于发达
国家80%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人均收入与
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
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将需要修建
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燃气、自
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这意味着创
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

他说，同时，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
高收入， 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

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
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经济发
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扎实推进:
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
解读 ： 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不可能一蹴而就

规划提出了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
镇化的要求和目标。例如：“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6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45%左右。” 对此， 徐洪才认为这体现
了中央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态度。

根据规划， 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
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
原则， 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 兼顾高校
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 城镇间异地就业
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 统筹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规划还明确“各类城镇要健全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制度， 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
展潜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
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 因地制宜制
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 并向全
社会公布，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的预期和选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表
示，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

生活品质:
重视生态文明和城镇化质量

解读： 各地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时要避免
“伪低碳”

徐洪才认为， 规划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和城镇化质量，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 规划
突出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节约集约等要求，明确提出将“密度较高、
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
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
在100平方米以内， 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
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
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
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 城市地下管网覆
盖率明显提高。

对此， 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环境研究
所所长潘家华建议， 各地在建设低碳生
态城市时要避免“伪低碳 ”：一些城市为
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计划建超高层大楼，
但把每吨水从地面提升到几百米高的楼
层，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这是虚假
的集约、低碳。真正的低碳城市应该是良
好的环境质量和生态、 便捷舒适的交通
系统、适合居住的绿色建筑、健康理性的
生活方式。

为使城市生活和谐宜人， 规划要求稳
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卫生、 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消费环境更加便
利，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空气质量逐步好
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处已建成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外景 （2月24日摄）。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今年宁夏将实施保障性安居

工程12.32万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