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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本情况比较

  1.小城镇数量

美国一般是将城市划分为大都市统计区

(M SA )和非大都市统计区, 其标准是以人口数量为

标准。美国人口普查局把至少有一个人口规模超过

5万人的中心城市, 或者该区域总人口达到或超过

10万,并且有 5万人口以上居住在城市化区域中的

地区定义为大都市统计区。因此, 5万人则是美国

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划分界限。而我国城市的法定概

念包括设市城市和建制镇两部分, 城市分为大、中、

小三种类型。大城市是指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城市非农业人口在 20万至

50万之间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城市非农业人口在 20

万以下的城市。 2007年末,全国有县 1635个、建制

镇 19249个、乡 15120个
[ 1]
。而美国则有小城镇

15800个。虽然在数量上两者有一定差距, 但这主

要是由于双方在人口数量、区划标准以及统计口径

上的差别造成的。

2. 城市化率

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上世纪 70年代前的抑制

到 80年代的观望以及 9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的历

程,城市化率也从 1978年的 17. 9%提高到 2001年

的 36. 1%
[ 3 ]

, 截止到 2006年, 我国城市化率达到

43. 9%
[ 4 ]
。但是仍然低于 50%的世界平均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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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 80%以上的平均水平。美国的城市化率

更是在 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 86%的水平。

3.经济概况

2007年,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 13. 543万亿美元, 按名义计算为 13. 794万亿美

元, 在世界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 人均 GDP 43444

美元,为世界第四
[ 5 ]
。而我国在 2007年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 246619亿元, 相当于 3. 5万亿美元左右。

经过上述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与我国的国

土面积大致相当,但是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经

济方面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二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小城镇建设的现状

1985- 2001年, 全国建制镇的数量就由 7956

个增加到 20358个, 年平均递增 6. 04%。小城镇的

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还表现为其总体功

能和作用的不断增强。

( 1)对人口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

1978- 1998年, 小城镇镇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比重,由 5. 5%上升到 13. 6% ;小城镇镇区人口占

城镇总人口的比重, 由 30. 7%上升到 44. 7%。到

1999年, 小城镇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已达 8000万人

左右
[ 6]
。

( 2)小城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效应、对区域经

济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

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建设是和乡镇企业工业园区

的建设结合进行的,因而,小城镇成为乡镇企业的聚

集地。到 2001年, 全国已形成各种乡镇企业园区

9149个, 在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中, 园区实现的乡

镇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 20%; 营业收入 500万元

以上的企业已有 30%进入园区。

( 3)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环境不断改善

截止到 2003年, 全国已建成各类专业市场和集

贸市场 4万多个, 年交易额占农村集贸市场交易总

额的 80%以上。在许多地方, 小城镇的普遍迅速发

展, 正在形成良好的集群效应,成为城市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比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 目

前每万平方公里的建制镇数大约已达 15个左右; 单

个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多在 3万 - 5万人。很多小城

镇已摆脱了早期农村小城镇的粗放原始状态, 逐步

成长为现代工商业较为集中的新兴城市。

2.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问题

( 1)规模小

尽管通过 /撤乡并镇 0、/撤乡建镇 0等途径,使

小城镇的面积有所扩大, 但是并没有改变小城镇人

口规模小的局面。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和江苏省为

例,浙江省全省平均每个建制镇的核心区域面积不

到 1平方公里,而核心区人口在 1万人以下的比例

仍然在 80% 左右, 其中人口在 5000人以下的占

50%。根据江苏省农调队的数据显示, 江苏省小城

镇核心区平均人口规模不足 5000人, 其中不足

1000人的有 66个。

( 2)规划水平较低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针对城镇发展中的问

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

施,强调要提高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迄

今为止,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从

总体来说,小城镇规划布局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重小城镇建设规划, 轻小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重单项小城镇规划,轻城镇

体系的宏观规划;小城镇的规划和发展缺少现代化、

城镇化的运作理念。

( 3)资源利用效率低

以土地资源利用为例,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重平

面扩张,轻挖潜改造; 用地粗放,效率较低,导致土地

资源浪费严重。据有关部门对河南省某些建制镇的

调查,小城镇建成区人均占地面积高达 550平方米,

远远超出建制镇人均占地 10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

在许多小城镇,一方面,旧镇区存在大量的处于闲置

或低效利用状态的宅基地或企业用地, 小城镇对这

类用地缺乏改造和开发;另一方面,新镇区又有大量

土地被 /征而不用 0。有关专家对 8省 24个国家综

合改革试点镇的专项调查显示,被调查镇镇区土地

闲置率约为 5%; 若以新镇区正常用地的效益作为

衡量标准,则整个镇区可盘活的用地在 30%以上。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实体化倾向加剧了

农村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分割,阻碍着小城镇之间

资源、要素和产业的优化重组。

( 4)对小城镇发展的分类指导薄弱

近年来,在小城镇迅速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分化

重组的步伐也有所加快。有些小城镇由于区位条件

和运行机制、发展环境优越, 已迅速成长为小城市、

甚至中等城市;有些小城镇则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逐

步走向衰落;更多的小城镇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功能分化。因此,小城镇的发展亟待

分类指导。近年来, 国家在加强小城镇的分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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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就总体来说,这方面的工

作仍然相当薄弱。

  三  美国小城镇成功的经验

  1.乡村都市与大城市的比较

在美国 15800多个小城镇中并不是每个小城镇

都非常成功。杰克 # 舒尔茨在 5美国的兴旺之
城 ) ) ) 小城镇成功的 8个秘诀 6中, 根据其对美国

小城镇长达 15年的实地调查研究以及美国人口普

查局的统计数据,挑选出其中位居前列的 397个进

行了总结研究。这 397个小城镇都有以下一些共同

的特点:

) ) ) 与农业联系密切且位于美国大都市统计区
外;

) ) ) 在 1990- 2000年间经历过人口或就业率

的增长;

) ) ) 在 1989- 1999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

2%。为了区别于其他小城镇,我们称具有上述特征

的 397个小城镇为 /乡村都市0 ( Agurbs)。

根据研究发现, 乡村都市无论在就业与人口的

增长方面还是在人均收入的增长方面都明显高于美

国平均水平,而且排名越靠前,这一趋势越明显。乡

村都市与美国增长情况的对比见表 1。

  表 1 乡村都市和城市增长比较表

项目
就业的

增长

人口的

增长

人均收入

的增长

前 100名的乡村都市 32. 10% 27. 90% 51. 10%

所有的 397个乡村都市 24. 00% 19. 70% 51. 00%

所有的城市所在县 14. 70% 17. 90% 50. 00%

全国 13. 80% 13. 10% 50. 00%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取自杰克# 舒尔茨著,谢永琴译5美国的兴

旺之城 ) 小城镇成功的 8个秘诀 6。说明: ( 1)就业的增长与人口的

增长均指从 1990年到 2000年; ( 2)人均收入的增长指从 1989年到

1999年。

  表 1提供了乡村都市与所有城市所在县甚至是

美国全国在增长方面的对比情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乡村都市在这三个方面尤其是就业的增长与人口

的增长方面都明显高于全国甚至是所有城市所在县

的水平,甚至乡村都市是后者的 1 - 2倍。不仅如

此, 乡村都市与有同样人口规模的三个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相比优势同样明显, 具体情

况见表 2。

  表 2 前 100名乡村都市和高新技术

集群所在县的比较

地区
2000年

人口

平均人口

增长率

平均就业

增长率

平均人均收

入增长率

前 100名乡村

都市所在县
5151451 27. 90% 32. 10% 51. 10%

三个高新技术

集群所在县
5418006 10. 40% 12. 20% 75. 20%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取自杰克# 舒尔茨著, 谢永琴译5美国的兴

旺之城 ) 小城镇成功的 8个秘诀6。

  除上述对比之外,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 2000-

2003年的数字显示, 乡村都市在就业增长率方面也

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2000- 2003年乡村都市与相关

单位就业增长的比较

前 100名

乡村都市

所在县

397个乡

村都市

所在县

全美国

美国排名

第 10位到

第 26位的

大城市

所在县

三个高

新技术

集群

就业增

长率
6. 7% 4. 2% 0. 4% - 2. 2% - 5. 2%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取自杰克# 舒尔茨著, 谢永琴译5美国的兴
旺之城 ) 小城镇成功的 8个秘诀6。

  从上述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乡村都

市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以及

就业率的不断提高上, 而且这两项指标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乡村

都市的发展有什么秘诀呢?

2. 乡村都市成功的先决条件

任何一个小城镇要想发展成功首先要具备先决

条件,然后再加上必要的秘诀, 这样才能走向繁荣昌

盛。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美国的小城镇也是各

有各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究其根本, 都离不

开以下五个因素。它们分别是:自由的力量、积极肯

干的劳动力、较低的成本、不断改善的通信和交通条

件以及良好的生活质量。

( 1)自由的力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渐放开对航空、货

运和电信等行业的管制, 使得这些行业内的企业能

够在新的环境中不断调整战略,积极创新并为消费

者带来了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由于放松管

制, 2002年美国物流成本只占 GDP的 8. 7%。州际

货运放松管制后的第一年,运输成本就从 1981年占

GDP的 16. 2%降到了 9. 5%。曾经日产钢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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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吨的 Beth lehem钢铁公司被拥有更有效率的生

产方式和新技术的小公司击败并最终破产。越来越

多的原来在大都市区的企业纷纷搬进小城镇进行发

展。国家的政策以及技术的发展都为这种迁移提供

了自由的力量,也为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 2)积极肯干的劳动力

虽然大城市的劳动力受过更好的培训或教育,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所面临的可选择性也要大很多,

对企业来讲频繁的人才流动无疑是致命的。反观小

城镇的劳动力大多数都是从农场长大的,他们身上

继承了不少农民所特有的优秀品格。面对反复辛苦

的劳动他们那种忍耐和毅力会充分发挥。这也是不

少企业看中小城镇的一个重要原因。

( 3)较低的成本

小城镇无论在地租、劳动力成本,还是在其他方

面都明显低于大城市。

( 4)不断改善的通信和交通条件

目前,全球的通信和交通费用都已经显著降低,

与上世纪 20年代相比, 海运费用只相当于过去的

30% ,空运为 18% , 而越洋电话只相当于过去的

1%。

在过去,大企业选址通常会选在处于交通枢纽

地带的大城市,这样对其发展更加便利,但是随着网

络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 互联网已经初步取代人们

必须面对面工作的局面, 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和工作

地点的不断模糊化。从 1990年的不为人所知一直

到 2002年春天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 5亿,整个过程

如爆炸般地增长。另外, 随着美国小型飞机的降价

以及支线航空的不断发展, 再加上不断完善的道路

建设,使得小城镇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

越来越小。

( 5)良好的生活质量

很多人从大城市移居小城市为的就是良好的生

活质量。虽然良好的生活质量很难去量化, 但是我

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的比较对此进行说明。以

人口密度为例,全美每平方英里的平均人口密度是

全国 80人,大都市区 320人,非大都市区 20人。除

了更好的生活空间之外, 更低的生活压力也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标准。在挑选了包括美国第 10到第 26

大城市在内的 39个城镇进行统计发现,平均值分别

为 38294美元、58484美元、50278美元就分别相当

于在纽约、芝加哥和硅谷赚 10万美元的生活水准。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小城镇的居民

都可以把他们的社区建设的与众不同。

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小城镇成功的先决条

件,但是这些条件并不能导致小城镇自发成功,这就

好像小城镇是一粒种子, 而这些条件好像土壤、阳

光、水分等成长条件, 但是要让它开花还必须要进行

精心护理,这也就是接下来要谈的成功的八个秘诀。

3. 乡村都市成功的八个秘诀

在成功的先决条件的基础上, 以下八个因素构

成了美国乡村都市成功的秘诀。它们分别是积极肯

干的态度、远见卓识、利用资源、强有力的领导人、鼓

励企业家精神、保持地方控制、建立自己的品牌、利

用跷跷板效应。

( 1)积极肯干的态度

美国作家罗曼 # V #皮尔在上世纪出版的 5态

度决定一切 6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也使

得 /态度决定一切 0成为表达积极思维力量的一句

口头禅传遍了全世界。不少美国的小城镇当初处于

几近消亡的边缘,但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却使小镇重

新获得了生机。而肯干可以概括为具有远见、诚实、

勇敢、对自身优势劣势的把握、团队精神、专注、坚

定、直觉以及不懈努力等特征。

( 2)远见卓识

真正的远见卓识一定是充分考虑到了未来将要

遇到的重重困难和艰难险阻,但同时也考虑好该如

何应对这一切。远见与空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远见

通常都是基于目前已有优势以及自身潜在的优势来

实现自身的远景。

( 3)利用资源

美国 15800多个小城镇中最终成功并发展成为

/乡村都市0的 397个佼佼者,几乎都是在利用资源

方面动了一番脑筋。

( 4)强有力的领导人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对一个团队成功的作用是不

言而喻的。伟大的领导者具有魅力的原因是他以他

的领导才能多方位地承担了我们的责任。

( 5)鼓励企业家精神

实践证明小城镇给予这样的企业家越多的发展

空间,企业家们越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反过来越会促

进小城镇的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

( 6)保持地方控制

小城镇的政府不像大城市那样每天忙忙碌碌而

无暇思考,工作渠道反而更加灵活机动。除此之外,

地方政府对小城镇自身的优势劣势又是了如指掌,

如果上级政府强加行政干预,不但很难实现有效的

控制,反而会扼杀地方的积极性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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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作为一个标志,是自身区别于其它的重要

信息,因此小城镇若想获得长期的发展,建立品牌显

得尤其重要。为此小城镇需要做到传递自身的信

息、信守承诺、发展品牌、建立长期的品牌以及致力

于服务和品质的提升。

( 8)利用跷跷板效应

所谓跷跷板效应通常指往某个方向的一点变化

都会导致对结果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一个城镇

若想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一定要深谙此道。为此, 首

先要让自己的城镇发生变化, 其次获得积极影响的

动力,最后要勇敢面对变化并积极承担责任。

  四  结语

  我国小城镇的自我特色优势的利用程度有待提

高。美国成功的小城镇在对其自身优势资源的利用

方面均做得比较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

而且比较注重差异化发展。而我国目前的小城镇建

设在优势资源利用方面与美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主要表现在同质化方面, 例如全国不少地区的小城

镇一窝蜂地以旅游为主题, 但是由于自身旅游资源

不足、投入不够、附近地区相互竞争等原因造成自身

特色不够突出,以至于呈现出缺乏持续发展动力的

现象;另外不少地方出现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以产业

化为方向的发展模式,该模式虽然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但是地方执行时仍然存在规划、建设、招商引资、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各地区相关部门做好小城

镇的发展规划、建设落实等方面的监督工作。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小城镇成功的案例

几乎都源于强有力的领导, 这里指的不是强有力的

行政领导,而是灵活多变的在建设能力方面突出的

领导。目前,我国不少地区尤其是小城镇在人力资

源方面极其短缺, 主要表现为专业规划建设人才以

及领导人才的短缺。造成该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长期

以来,各高校的专业规划建设人才绝大多数流向城

市, 导致小城镇在该方面的人才极为短缺,更使得国

家对小城镇该领域领导人才的可选性很小, 形成非

规划建设专业人才主持小城镇建设的局面。另外,

我国目前在小城镇领导的选拔上有待完善。国家应

制定相关选拔政策,加大鼓励机制的力度,吸引城镇

规划、建设方面的人才流向小城镇,长期以往可以增

加小城镇人才的储备,形成良性循环。

=A bstrac t> Th is article summ arizes the successfu l expe2

rience of the developm ent o f sm a ll towns in the Un ited States,

and proposes five pre requ isites fo r its success, those are, the

pow er o f freedom, wo rking hard labo rs, low er costs, constan tly

im 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tra ffic conditions as we ll as good

qua lity o f lif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it d iscusses e ight

secrets of success, such as po sitive attitude o f wo rk ing hard,

foresight, uses o f resources, strong leaders, encourag ing sp ir it o f

entrepreneurs, the m a inta in ing of loca l contro ,l the estab lish2

m ent o f the ir own brands, and the use o f seesaw effect.

=Keywords> the construction o f sm all towns; urban iza2

tion; insp iration; the secret o f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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