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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 � � �改革开放40年，湖南城镇化水平
从1978年底的11.5%提高到2017年
底的54.6%，全省城镇人口超过农村
人口，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农
业
大
省
的
城
镇
化
进
程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长沙市五一路，见证了我省城镇化奔涌向
前的壮阔图景。 沿着省会这条东西主干道，芙
蓉宾馆于1983年底建成，将“三湘第一高楼”的
刻度推至50.8米；2018年开业的九龙仓国际金
融中心，以452米高度重塑了湖南的天际线。

这条道路也见证了我省城镇化思想解放
的历程。2000年，五一路全线拓宽至60米、双向
8车道，尽管有“冒进之举”与“超前谋划”的争
议， 但时代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2005年元旦， 五一路西湘江一桥收费站拆除，
不仅打通了长沙河东、河西的交通瓶颈，更是
深化城建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信号。

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农业大省，改革开放40
年来， 经历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动人变
迁。目前，全省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至5个，
城市对人口的集聚能力显著提升。其中，长沙
成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
万），衡阳、株洲、常德、岳阳成为Ⅱ型大城市（城
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

村村点火、镇镇冒烟———
小城镇路径的繁荣与困境

改革开放之初的湖南，农业、农村的发展
步伐提速，而城市仍在计划经济巨大惯性下缓
慢前行。

村村点火、镇镇冒烟，数不清的小工厂从
原本长满庄稼的土地上纷纷冒出。日渐凋敝的
小城镇，因为这些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勃兴。

理论界对此给予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初，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小城镇 大问题》一
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种城镇化路径的
特点是农民“离土不离乡”，部分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地转移。

决策层也倡导这条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
省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重申中央提出的“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
小城镇”指导方针。

一时间，小城镇建设轰轰烈烈。以衡阳为
例，据《衡阳市志》记载，到1984年，衡阳市设置
建制镇30个， 相当于前30年设置建制镇的总
和。

衡山县白果镇， 原本只有一条2米宽的小
街。1984年设建制镇后， 新修一条长2000米的
沥青马路，两旁建筑均为2层以上的红砖瓦房，
集市贸易日益活跃。

我省小城镇的探索实践，引起了中央有关
部门的注意。1995年， 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
制定《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旨在深
化农村改革、有效推进城镇化，并将“以地生
财”试点选在浏阳大瑶镇。

曾在大瑶镇农机站工作的刘家汉，回忆起
当时土地出让的细节：“镇上请我用毛笔写了
广告挂在街上。最开始定价每平方米340元，采
取直接出让的形式。后来，询问的人多了，就面
向社会拍卖，最高拍出了每平方米1050元！”

大瑶镇走出的“以地生财、以财建镇、以镇
兴农”路子，唤醒了人们的土地财富意识，释放
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红利。由此起
步的“土地财政”，其影响持续至今。

至1998年，全省小城镇达到1000个。然而，
过于分散的农村工业化战略，带来土地资源的
浪费和大量环境污染，城镇化建设与非农产业
发展脱节，小城镇的困境开始显现。时任副省
长庞道沐提到，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农村经济
出现了低速、 低效问题。1998年全省乡镇企业
平均每个企业只拥有职工8.8人， 产值仅63万
元，已难以抵御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

是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
一系列关键改革， 如在城市停止福利分房，推
动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彼时，在理论界仍有争
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是以“镇”为主，还
是以“城”为主？但在现实中，正如著名“三农问
题”学者温铁军所言，“城”开始压倒了“镇”。

1999年世界人居会议断言：“21世纪是城
市的世纪”。

“五一路改扩，拓宽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
长沙人的思路！”2000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长
沙市委书记张云川在五一路改扩工程遇到巨大
阻力时，掷地有声地表态。同年3月12日，位于
五一路的原长沙市委所在地大门首先爆破拆
除。9月20日，五一路改扩工程顺利竣工。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长沙人自此树
立“经营城市”的新观念，通过盘活城市存量资
产、 搞好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大力启动民间投
资，建设资金滚滚而来。湖南城市历史文献收藏
家、 长沙收藏网创始人乐兵向记者提供的史料
显示，2000年，长沙城市建设投入达42亿元，相
当于前10年投入的总和；2001年， 全市城建投
入资金又增加至60.2亿元。

200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29.75%。尽管
这一数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多百分点，却被
视为湖南城镇化的新起点———从世界普遍规律
看，城市化率在10%至30%区间是缓慢发展期，
30%至70%区间为加速发展期。

顺势而为，各种资源要素源源不断流向区域
中心城市。《湖南统计年鉴》记载，2001年至2007
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共完成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投资1349.5亿元，城市发展开始补上历史欠账。

随着我省从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强省， 城市
化与工业化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拉动格局。以远

大空调、三一重工为代表的明星企业，转移到城
市化程度较高的长沙后迅速发展壮大。

对区域布局的认识也在走向深化。1985年
编制的《湖南省城镇布局规划纲要》，立足平衡
发展的理念，将全省分为东线、中线、西线3条城
市群带结构，要求“加速西线开发”。2004年确
定的“十一五”全省区域发展战略提出，“一点一
线”地区（“一点”指长株潭，“一线”指京广铁路
湖南段）尤其是长株潭地区有责任率先发展，带
动全省在中部崛起中抢占先机。

省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张富泉介绍，2006年
我省城镇化率为38.7%，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
个百分点； 长沙的人口中心集聚度仅2.9%，在
全国排第28位。努力打造中心城市和辐射作用
大的城市群， 是突破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障碍
的重要手段。

风至自灵动，策高当行远。2006年5月在全
省新型工业化座谈会上， 省委提出要围绕长株
潭城市群建设推进城市化。 其后召开的省第九
次党代会上，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和“3+5”城市
群建设，被确定为富民强省的一项重大战略。

2000年至2007年， 全省城镇化率以年均1.7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全省城镇化空间格局逐步成型， 农业转移人口规
模快速增长。长株潭获批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

顺势而为、加速发展———
城市成为城镇化发展主阵地

高铁时代、城市群发力———
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

“火车可以拉来一座城市，高铁可以振兴一
个区域”。在湘南边陲，“考察郴州、落户赣州”的
故事一度广为流传，又因高铁到来而反转。

2007年底， 香港贸发局局长马时亨率团
来郴州考察，敲定香港工业园落户事宜。然而
在郴州境内，不到300公里的路程，一路颠簸，
竟然足足走了8个小时。行路难，让这些好不容
易请来的客人望而却步，50平方公里的香港工
业园最后花落江西赣州。

武广高铁经过郴州， 让招商局面有了变
化。 著名的台湾电子企业台达电子有限公司，
此前曾来郴州暗访投资环境，当时感觉郴州不
如赣州繁华。 但这家企业最终还是选择了郴
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广高铁可以让郴
州与广州“同城化”。

高铁改变了时空格局， 把湖南推向一个更
开放的前沿。短短几年间，郴州迅速成为我省承
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全市新型城镇化从
梦想变为现实———以大十字城镇群（苏仙、北湖、
资兴、桂阳、宜章、永兴6县市区）为主体形态，以
郴州市中心城区（苏仙、北湖）为核心，以县城为
支撑，带活一批示范镇，建设现代新农村。

在我省， 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
形态。目前已经形成了长株潭城市群、岳阳长江
新区、 郴州大十字城镇群、 衡阳西南云大经济
圈、邵阳东部城镇群、怀化鹤中芷城镇群、永州
冷零祁城镇带、娄底城镇带等区域性城镇群。

2015年12月，在时隔37年后，党中央再次
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顺应新形
势、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走新型城镇化之路。

新型城镇化，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留住“诗和远方的田野”成为全省上下
的共识。

人民城市为人民。 湖南各地在城市建设、
改造中，着力点更加倾向于“老百姓脚下的路、
门前的灯、沟里的水”。常德市住建局干部熊健
感叹，由于市区路改提早谋划、通盘考虑，这5
年来交通量增长并未造成城市拥堵。

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共建共享全面融合
的局面正在形成。望城靖港镇、宁乡灰汤镇、湘
潭花石镇、宜章梅田镇等一批功能集中、产业
兴旺、特色鲜明的小城镇正茁壮成长。

在省会长沙，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实现了
良性互动。该市2016年、2017年的常住人口增
量达到近些年的高峰， 分别是21.34万、27.29
万，人口集聚可以创造出更大、更多元化的需
求和发展动力。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改革开放40年来，伴
随汹涌澎湃的城镇化大潮，湖南的城镇化水平
一路走高， 农业大省的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
口，城乡结构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变。

大事记
� � � � 1978年 省政府召开全省第
一次城市工作会议， 要求各地市
迅速恢复和建立城市管理机构，
在两三年内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编
制审批任务。

1985年� 省建委编制 《湖南
省城镇布局规划纲要》， 预测20
世纪末全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30%左右。

1998年12月31日起�全省城
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实行住房
货币分配， 房地产业起飞带动城
建领域大发展。

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
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
见》。

2006年11月�省第九次党代
会提出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和“3+
5”城市群建设。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
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 以增强综合承载能
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
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极。”

2007年12月14日�国家批准
长株潭城市群成为 “全国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8月�省委、省政府召
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提
出到2015年左右，全省城镇化水
平超50％。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在京举行， 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

2015年9月�省委、省政府印
发 《湖 南 省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5-2020年）》， 作为今后一
个时期指导全省城镇化健康发展
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2015年12月�党中央时隔37
年后， 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 � � � 2017年底 全省城镇化水平
达到54.6%，比上年提高1.87个百
分点，增长速度创近10年新高。

� � � � 2008年，郴州市启动了裕后
街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图为2009
年改造后的裕后街。（资料图片）

周建生 摄

� � � � 上世纪80年代的郴州市裕后街。
（资料图片） 周建生 摄

� � � 2018年10月18日，长沙市五一路。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2000年初启动的五一路改
扩工程，在长沙城建史上翻开全
新的一页。 图为当时的五一路。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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