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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层面看，广西新型城镇化对创新需求愿望越

匹配、缺乏基本公共配套等一系列共性问题 [9]，尤其是

来越强烈。深究其因：一方面，广西城镇化发展比较滞

桂东南等城镇群仍然是单一城市的城镇化，处于孤立分

——以广西为例

后。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从

散、各自为战的发展局面。

1978年10.64%提高到2018年50.22%，年均提高约0.99

因此，广西要将城市群（城镇群）作为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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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但是，过去粗放式城镇化发展模式致使总体

的重要载体和主体形态创新，加快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质量、效益偏低，城镇化滞后局面未根本扭转。据统

将广西各市捆绑在一起，整合资源，充分实现生产要素

计，2018年广西城镇化率比全国低9.36个百分点，排全

在广西范围内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最终引领广西

国第26位。同时，2013年广西城镇化工作会议、2016

新型城镇发展。一方面，优先发展北部湾城市群，加快

年广西创新驱动发展大会的召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新

推进以通信、交通、产业、户籍等领域为重点的同城化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政策的出台，都

建设，不断强化群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同时，积极

表明今后的城镇化建设要推行集约高效的城镇化模式。

探索建立以基础设施互利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及

另一方面，广西各经济区域城镇发展不协调。据统计，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为重点的跨省城市群发展新模式，

2017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化率为54.96%，较珠

加快促进桂粤琼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桂

江—西江经济带、桂西资源富集区分别高出4.32、17.92

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内各节点城市功能定位，处理

个百分点。此外，2017年，北部湾城市群正式进入国

好群内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间的关系，并紧扣协同发展

家级城市群梯队，这意味着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

这一主线，加快构建城镇群内部的创新、生产、社会和

等地级市，有着更为突出的政策红利，将吸引更多劳动

生活网络体系，促进各类城镇相互协作，实现优势互

力、资金等要素，城镇化速度将更快，差距也必将会进

补、错位发展。

创新驱动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

[摘 要]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从以土地、人口为核心的“要素驱动”发展方式向以制度、技术创新为
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当前，广西新型城镇化正处于加速、转型叠加时期，且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城市群等级与经济地
位不匹配、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相关领域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难等一系列共性问题。而要解决
以上深层次的问题，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迫切需要转入创新驱动新轨道，重点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以制
度创新为基础保障，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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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战略”“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

新就是谋未来。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可见，新型城镇化

3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推进广西新
2 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广西新型

型城镇化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

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

轨道。”“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迫切改变过去传统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

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式。换言之，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从城

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城市群已成为衡量一个国

技创新引发的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技术

党中央，全面审视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市要素集聚方式、城市产业形态、城市治理模式等方面

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纵观世界发达地区

为主要标志的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工业，

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新发展理念，并围绕创新发展出台

进行全方位创新[4]，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进程，既不是个别城市的“一城独大”，也不是

推动城镇规模的迅速扩大[10]。目前全世界50%以上人口

少数地区的“简单均衡”，而是通过发展城市群，推动

生活在城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城镇人口占比

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城市优势互补，共享自然、人文和

仅3%），70%GDP和85%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都来自城

一系列重大举措，开辟了我国创新发展的新境界[1]。广
西一直以来致力于创新，“十二五”末科技研发投入、

从全国层面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从要素驱动向创新
[5]

驱动转变是大势所趋 。深究其因，一方面，以往城镇

城镇化

从历史维度看，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科

[8]

高新技术企业数、创新型企业数，同比分别增长78%、

化过度依赖土地要素驱动已不可持续，表现在城镇土地

社会等资源，实现共同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

镇，90%以上高等院校和科研力量集中于城镇。从具体

123%、153%。但科技发展滞后、创新机制不活、创

供不应求和土地资源浪费并存，导致了土地要素瓶颈制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中国城镇化道

实践看，科技创新在推动城镇产业发展、改善城镇基础

约不断凸显；土地财政愈加脆弱，该模式难以持续，容

路的重点放到促进城市群的发展上。要优化布局，根据

设施、提升城镇规划和管理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易导致经济、金融风险；土地供给常倾向于工业用地，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

尤其是产业发展方面，通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导致了住宅用地供应短缺，“地王”频现，房价上涨过

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

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提高工业

快，且居高不下，直接压低了居民消费水平；房地产等领

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化和城镇化水平。

域出现了资产泡沫现象[6]，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资源，

报告》则强调要“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

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仍是突出短板。为破除创新驱动瓶
颈，2016年，广西召开全区创新驱动发展大会，提出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成为引领广西发展
的第一动力”。随后，创新驱动战略开始覆盖广西经济
社会建设各领域，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生根发芽。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创新驱动战略下新型城镇化高质
量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须转入创新驱动
新轨道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备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74

[2、3]

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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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镇化已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严重削弱了实体经济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7]。另一

近年来，广西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重点做

但快速城镇化也引发了空间扩展的失控，导致了交通

方面，以往城镇化过度依赖人口要素驱动也难以为继，

强、做大北部湾城市群，着力构建桂中、桂北、桂东南

拥堵、环境污染和就业、住房困难等，还拉大了城乡差

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量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

城镇群，培育沿边城镇带，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北

距，引发了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为此，广西必须

剧，导致城镇化中劳动力供求失衡；进城务工人员在劳

部湾城市群于2017年1月20日上升为国家级城市群，这将

依靠科技创新，发挥其核心作用，解决上述深层次问

动报酬、社保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导致了市民化

有力推动北部湾各大城市及周边城市的发展，让其借助这

题，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益。

进程缓慢，使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愈加突出；

一平台在更高层次上参与省域及国际合作和竞争。但是，

一是加快推进城镇信息化建设。智慧城市是城镇

农业转移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引发“城市病”，而大

广西城市群（城镇群）发展还面临着城镇化虚高“半城

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新阶段。为此，广西要加快推进

部分中小城镇人口吸引能力不足。

镇化”、流动人口市民化难、城市群等级与经济地位不

“六市一区一县”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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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管理效率、信息服务水平，让城镇更智慧，让

近年来，广西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既得益于广西

步将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就业稳定）纳入城镇住房公

[8]韩林飞.以城市群建设引领新型城镇化[N].人民日报,2016-04-

城镇生活更便捷，同时还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大数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得益于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

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鼓励其购买商品住房，一定程度上

05(5).

据发展战略，支持一批重点城镇开展大数据基础设施建

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也同相关制度

化解房地产库存，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

[9]雷运清,赵继伦.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轨迹及新型城镇化途径研

设，努力将广西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信息交流中心。

安排、体制机制不完善直接相关[15]。据统计，2018年广

究[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9):141-150.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作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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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持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广西要加快完
善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等保障领域的制度安

4 以制度创新为基础保障推进广西新
型城镇化

均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就业方面，加快完善城乡

新型城镇化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不是大规模的城

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信

镇开发，而是制度创新，制度的灵活、适应性是落实新

息和技能培训，支持和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就业等。教育

型城镇化的基础前提 。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的主要目

方面，切实保障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均等接受

标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制度体

义务教育，坚持就近安排，并逐步将其纳入免费普惠性

系，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市民化提

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养老、医疗方面，鼓励进城

供制度保障，主要任务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适应城乡

务工或经商人员积极、连续参保，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

[13]

[14]

。通

疗保险，并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同时

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激活广大农村地区积极性，从而

完善农村与城镇社保体系之间的转移接续制度。另外，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

还要强化用工企业的缴费责任，建立健全商业保险与社

民收入，支持和鼓励更多农民落户城镇，发展规模农

会保险合作机制。住房方面，将进城落户务工或经商人

业，最终城乡一体；通过深化社会保障领域改革，有效

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并逐步加大对未落户人群的

破除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双轨制”，实现

覆盖范围。主要采取提供住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和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

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等方式来改善其居住条件。同时，逐

一体化的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制度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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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重点是将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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