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
民。我们理解，城市治理离不开老百姓的参与。
那么， 把城市治理的重心向基层倾斜， 依靠人
民群众共创共建共享， 是不是我们抓好城市工
作的应有之义？

【吴晓林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 。我愿
意用结构和过程的角度来看问题 。 首先 ， 从范
畴上来看 ， 我们很多人把城市基层管理就当成
社区管理 ， 这个是有问题的 。 社区治理已经不
易 ，再把基层管理的责任都给它了 ，更不行 ，本
末倒置了 。其次 ，从结构上来看 ，我们的城市管
理还是习惯依靠政府 ， 习惯运动式 、 专项式治
理 。 比如说社区网格化 ， 把体制内资源充分整
合起来 ， 解决问题可立竿见影 ， 又能彰显政府
作为 。但是 ，什么都依靠政府 ，政府干部叫苦叫
累 ，老百姓也不一定买账 。为什么 ？他没有参与
到这个工作中来 ， 既缺乏主人翁意识 ， 又看不
到干部的努力 。 所以 ， 还是要充分重视居民的
参与 。再次 ，从过程上来看 ，我们还是习惯社会
管理行政化 ，一些地方虽然在推PPP模式 、购买
服务 ， 但是还是抓不住内核 ， 要么简单地将服
务外包给市场了 ， 效率是有了 ， 公共性难以保

证 ； 要么是转包给自己组建的中介组织 ， 左手
转右手 。

怎么办 ？还是三个方向 ：
一是 ，要跳出 “视野划小 、范畴缩限 ”的改革

局限 ，提升城市基层管理的层级视域 。所谓 “视
野划小 ，范畴缩限 ”，说白了就是不要把城市治
理当成社区治理 。 城市具有强烈的整体性 ，有
必要形成城市管理的协调机制 ， 统筹城市基层
管理 “一盘棋 ”。 城市管理既要有大的格局 、又
要有小处着眼的微改革意识 ， 关照好民众生活
的细节 。

二是 ，下大力气补足社会力量的短板 。要比
以往更加认真地做好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 ，
拓宽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 ， 在基层更积极
地推进协商治理 。

三是，重视社会赋能，推动基层管理社会化。
基层管理走向良治需要一个过程， 要通过自上而
下的方式推动自下而上的治理， 将基层管理的部
分任务由符合资质、 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带动居民
共同来承担。这就需要改革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要
统筹规划，列出预算，通过项目制的分配体制，实
现社会组织与基层管理的“直接衔接”，激发居民
和社区组织自主参与。

【湖南日报】： 省委书记徐守盛把城市形象地比
作人，认为“骨骼强”、“血脉畅”、“气质美”、“活力足”
是人们满意的现代化城市必须具备的四大要素。湖
南推进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突破口在哪儿？

【吴晓林】：守盛书记讲得很到位，生动又形象。
城市不是单纯的楼宇建筑，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
要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又要关注人的宜居环境，
最终都要服务于人的发展。 我看到杜家毫省长的讲
话，说骑自行车常常遇到行路难的问题。说到底，一
段时期内，我们的城市建设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了、
服务于“分段开发”去了。哪个地方地价贵就先开发
哪里，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却没有跟上来。一个城市
如果设计不人性化、发展成果普通人感受不到，人在
里面过得不舒服，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先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发挥“龙头带动、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精巧管理、合
作治理”的功能。一个区域如果连个像样的龙头都没
有，很难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因此，要系统布局城
镇体系，下大力气发展长株潭城市群，尤其要强化长
沙的中心地位。同时，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县域和重
点小城镇， 使其充分融入大城市或城市群中的产业
链条，形成分工合作、共享发展的城市体系。

城市发展，要有前瞻性规划。城镇化建设是一个
整体战略，而非局部项目。要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大
的共同体来锻造， 着眼长期的社区营造而非短期的
造城运动。把城市打造成单纯的生产型社区，这一点
一定要杜绝。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城市管理的机制必须
新起来。要善于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科技创新手段来
管理城市，建设服务便捷、管理有效的智慧城市。这
不但需要更新政府机关的理念， 恐怕还要革新政府
组织架构。例如有的地方搞电子政务，就是在原来的
系统之外增加了一套管政务信息的人马， 大部分部
门还是传统的行政模式，这个恐怕不行。

“落实 ”是做好工作的关键保障 。出门行路难 ，
上学、就医困难，一条长马路连个厕所都找不到，老
百姓的生活成本就会上升，城市吸引力就会大打折
扣 。移动触屏时代 ，老百姓不满意的诉求随时通过
移动终端上传到管理系统，城市管理也要善用传感
器实时感知 、预测问题 ，务实地处理好老百姓关心
的细节。

� � � �【专家简介】
吴晓林 1982年生， 山东莱阳人，

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中南大学
地方治理研究院秘书长、 城市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
获教育部首届学术新人奖、 湖南省第
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
要研究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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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不管城市怎么发展，我省仍会有
大量农民留在农村。 搞城市工作不能就城市抓城
市。眼下，新一轮县改市、县改区正在酝酿，城市治
理如何抓住这一机遇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吴晓林】：我们不能想象7300万人口一定要
达到城镇化率85%或者90%， 总要有人生活在农
村，但是这不意味着农村不可以过城镇化的生活。
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几乎每年春节，
社交媒体上都会泛起“乡愁”，可真要让这些人回
去建设农村，他们还不一定愿意。为什么？说到底，
大家还是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农村发展机遇、公
共服务相对缺乏。

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保护中开发农村。 基础设
施建设当然是第一位的。其二，衡量城乡一体化的
标准不是楼房建筑，而是文化氛围、文明素质、生
活方式。

湖南省的县改市、县改区正在酝酿，千万要注
意不能唯速度论。 我们的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就急

着建楼去了，管理上不来，连居委会都找不到。这
实际上是在给管理挖坑。

小城镇要从大城市、城市群的发展中寻求发展
动力。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城镇为什么发达？就是
分享了大城市、城市群的优势。长沙周边的关山社
区也是分享了大城市的发展机会。小城镇建设不能
“撒胡椒面”，应该重点关注县域城镇、城市圈或城
市带周边的城镇，推动城镇从更广阔的空间寻求动
力，积极主动地争取产业合作、产业互补。

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对话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晓林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金雨 奉清清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城市工
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
期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
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5月8
日，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建设人民满意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如何深刻领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把城市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如何深入落实省委的决策部
署，精准把握城市化、城市治理、治理现代化中的要点、难
点、痛点问题？湖南日报记者近日就此与“80后”专家、中南
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晓林进行了对话交流。

� � � �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 可概括为
龙头带动 、科学规划 、创新驱动 、精巧
管理、合作治理几点

【湖南日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城
市化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显然，作为一个发展中
的大国，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要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能
请您为我们具体介绍下吗？

【吴晓林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 ，城市化是
现代化必经的一个阶段 。2011年 ， 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
破50%达到51.27%， 开始进入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生活
时代 。近几年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每年新增 2000多万 ，5
年就新增 1个亿 。研究表明 ，城市人口超过 50%的时候 ，
城市病或城市化的问题最多 。 人口一下子涌进来了 ，旧
的管理机制不够用了 ，新的治理机制还未形成 ，这中间
结构性的挑战很大 。

现代化理论专家艾森斯塔德说： 现代化将大量人口卷
入中心地带，人们在增强群体依赖的同时，冲突和矛盾也一
并集中爆发出来。城镇化本身是趋势，同时也孕育着不稳定
的因素，我们一定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 � �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经的一个阶段，
我们面临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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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依靠人民群众共创共建共享，
是抓好城市工作的应有之义

【湖南日报】：在一项针对全国20个县的调研
中，“农民进城购房的主要原因”一栏调查显示：首
要原因是“子女教育”，其次是“进城就业”，第三是
“结婚准备”。这表明：从水泥森林中生存下来，再
到追求更好的生活，农民工的“归属感”化作诸如
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更加实际的问题。城
市治理中，怎样补这些短板？

【吴晓林】：我们的城镇化率一般是常住人口
的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往往要低15-
20个百分点，这中间的差额主要是2.5亿左右的农
民工。2013年， 湖南有800万农民工在城镇居住就
业但没有落户， 这部分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必须

受到充分重视。
要合理降低大城市落户条件、有序开放中小城

市落户条件， 鼓励和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
户；要看到农民工已经是进入二代、三代的时期，越
年轻的人越愿意留下来， 一定首先要把教育保障
好，让新市民及其子女有教育机会，接受系统的技
能培训，获得一技之长和谋生发展的本领；适时推
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促进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在全省无缝对接，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与新农合衔接，将其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和大病医疗救助范围；还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身份和
心理归属问题，让新市民找到融入城市的归属感。

农民工的归属感，从补齐城市治理短板攒起

� � � �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高级阶段，
农村要瞅准产业互补的机遇加快发展

� � � � � 【湖南日报】：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劳动力输
出大省，湖南与沿海地区相比，工业化、信息化基础相对没
有优势。您认为，湖南城市工作的亮点在哪儿？

【吴晓林】： 经过不懈努力， 湖南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50%，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这个比例还是比全国低6
个百分点，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
80%以上，我们的差距还不小。

但也不要妄自菲薄。从城市人口来看，全省城市数量从
10个发展到29个，城镇常住人口3451.88万，近一半以上的人
口生活在城镇；从城市规模来看，长沙市中心城区人口达到
390万人，湘潭、岳阳、常德、株洲、衡阳、益阳、永州等7个城
市的中心城区人口都超过了100万， 这8个城市进入大城市
行列；从竞争力来看，长沙市在一些城市分级榜单中被列为
“新一线城市”，2015年又跻身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前二十
强城市，岳阳、株洲、衡阳和常德四市进入前百名；从城市生
活来看，湖南大多数城市具有文化、区位优势，长沙入选居
民幸福感最强的十大省会城市榜首，株洲、常德等市的城市
治理模式受到广泛关注，老百姓是拍手叫好的。

湖南城镇化率超过50%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 � � � 【湖南日报】：城市兴则经济兴，城市强则湖南强，城市
好则百姓好。我省当下的城市化，存在哪些问题？

【吴晓林】：城市是现代化发展的龙头所在。单从消费来
看，城市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是农村人口的3.5-4倍。城市
发展好了，大家都愿意到城里来生活、愿意从外地返湘，别
的不讲， 消费就留在三湘大地了， 这个经济拉动力是很强
的。要看到，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城市化的，只看到50%的人
口生活在城市不行， 还要看到其他更多的人口也正行进在
城镇化的道路上。

我们这样一个7300万人口的大省， 快速城镇化是前所
未有的，其中有两个特点要特别注意。

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跟工业化几乎同步，我们则是城
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这便导致我们的城镇化有高速扩张、低
质发展的“天然缺陷”。近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速度很快，管
理却跟不上。别的不说，我们的地下管网建设、地上奇形怪
状的建筑、 所在地方文化的破坏等等都是快速发展留下的
后遗症。这些漏洞的修补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付出比建
设成本更多的代价。所以，城市化不能一心奔着速度去。

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
他们没有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
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 是后者未来的
景象。共同的问题包括自然环境容易受到破坏、城市风险增
大、腐败机会增大等等。因为人的认知、文化习惯不一样，一
股脑涌入到城市中来，矛盾和冲突等现象会增多；城市要扩
展，就有可能破坏自然环境，要征地拆迁和大规模建设地下
管网、水电气、交通、公园等基础设施，黑色交易的可能性就
会增大，这就需要很好的监督制约。发达国家没有遇到的问
题是，我们的城镇化人为推动、行政推动的成分比较大，一
旦在某些方面单兵突进了，后遗症、并发症就会丛生。

城市化不能一心奔着速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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