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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大经济区城镇化发展趋势及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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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舰，李! 浩
（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C###C$）
摘! 要：文章通过对重庆市城镇化现状特征与存在问题的分析，总结出在新形势下重庆城镇化进程必将呈现出梯度
推进、快速发展的趋势。鉴于此，当前重庆市在引导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优势条件，根
据三大经济区的现有基础，选择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以引导重庆城镇化进程朝着快速、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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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自直辖以来，其城镇化进程进入了稳步发

发展的带动下，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向前发展。然

展时期，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

而，重庆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低，尚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滞后成为重庆经

与矛盾。

济发展滞后的瓶颈。因此，分析重庆城镇化发展的

*) *! 城镇化水平低，地区差异大

历程、现状与趋势，选择符合重庆实际的城镇化道路

"### 年重庆的城镇化率只有 %%) #ET ，低于全

与模式，对促进重庆城镇化进程和重庆经济社会健

国平均水平近 % 个百分点［*］。同时，地区差距也较

康快速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明显。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重庆类似于我国东

*! 重庆城镇化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中西的格局，形成了三大经济带，即都市发达经济
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

建国以来，回顾重庆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大

济带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都市发达经

致分为三个阶段：*ECE—*E$H 年，为城镇化起步阶

济圈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HE) ST ；渝西经济走廊的城

段；
*E$S—*EHH 年，为 城 镇 化 徘 徊 阶 段；*EHS 年 至

镇化率为 "G) $T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水

［*］

今，为城镇化稳步发展阶段

。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平仅为 *S) #T ，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 G#T［*］。
*) "! 经济总量偏小，基础比较薄弱

重庆工业呈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一、二、三产业的

"### 年重庆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 $SE) % 亿

比重也在不断调整，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重庆的

元，占全国 比 重 的 *) ST ，仅 为 上 海 的 三 分 之 一 左

国民经济结构正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在经济

右［"］。直辖后，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发展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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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快，但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历史欠帐较多，基础

目前世界和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展期，随着

比较薄弱，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

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城市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

圈的城市。

加快重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

!" #$ 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化配置，深刻影响和重塑全球城市—区域发展格局；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工业与大农业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并存的城市，城市经济尤其是重庆主城区已形成大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

工业大流通的格局，而广大农村地区第一产业比重

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依然很大，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仍处于落后状态，城

’" ’$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乡势差很大。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

!" %$ 城镇体系不合理，空间分布不均衡

进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基

全市目前城镇规模体系为“ 特大城市—中等城

本战略，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实施西部大

市—小城市—小城镇”，在特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

开发战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将加速城市之间的要

间，缺少大城市这一规模等级环节。主城特大城市

素流动，有利于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更快的

孤悬，没有大城市，缺少相当规模的中等城市，小城

发展，小城镇也迎来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镇虽多，但规模小。另外，重庆城镇密度极不均匀，
城镇空间分布呈东疏西密的格局。

重庆直辖后，政治经济地位提高，中央对重庆的
投资力度加大，具有加快城市建设的发展机遇。

!" &$ 第二、三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支撑能力不强
目前重庆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不足。从

#$ 重庆三大经济区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 个直辖市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来看，
’((! 年重庆

从重庆市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按照世界城镇

为 % )((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上海的 ! * +，北

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水平达到 #(/ 以上时，将进

［#］

京和天津分别是重庆的 %" ’# 倍和 #" ) 倍

。都市

区与外围产业发展的反差巨大，
“ 点”强而“ 面”弱，
城镇化还难以形成“ 燎原”之势。

入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因此未来重庆有望以较
快的增长水平发展。
从重庆市定位与国家给予的扶持来看，国家把

!" +$ 生态环境脆弱，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重庆市定位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并把重庆设为

重庆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长期对自

直辖市，重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众所周

然资源的粗放利用，使得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人与资

知，投资是城镇化发展最为直接的途径，而国家将在

源的矛盾日益突出。重庆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很长一段时间加大对重庆市的投资力度。经济发展

’

据遥感调查，全市水土流失面积 %" ’# 万 ,- ，占幅
员面积的 &’" ./ ，比全国高 !%" . 个百分点。另外，
’

三峡水库建成后，又将淹没各类土地 ’+&" +,- ，其
’

中耕地 !&#,- ，人均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人地
矛盾将更加突出［%］。

将以更快速度发展，城镇化进程也将随之加快。
综合当前重庆面临的形势分析，未来 ’( 年将是
重庆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
#" !$ 都市发达经济圈城镇化发展趋于质的提高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西南地区唯一

’$ 重庆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
’" !$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高速城市化时期到来

的直辖市，其经济核心———都市圈的建设不仅要带
动重庆全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还要辐射长江上游
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

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了从 #(/ 0 )(/ 的国际公

全球生产和服务体系，重庆都市圈要进一步成为世

认的加速发展期。按照城市化高潮的发展趋势，从

界城市体系在中国内陆延伸的重要结点，都市圈的

’((’ 年到 ’(’(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将增加 !

发展会进一步的提高。

个百分点，到 ’(’( 年我国将实现初步城市化，城市
［&］

人口可以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 )/

。

从目前都市发达经济圈中主城区与人口密度增
长较快的情况看，重庆城市发展仍处于集聚发展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 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段，都市圈仍保持较大的向心力。在城市的这一发

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之

展阶段，城镇化发展方向将主要由量的增加转向质

一就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的提高。同时从土地支撑条件看，都市圈范围内尚

镇协调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有一些发展空间。另外，主城区土地开发的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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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总之，无论从现有形势对重庆都市圈提供的发
展机遇及要求看，还是从该区域自身所具备的发展
潜力来看，今后的 !" 年内，都市发达经济圈必将会

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 重庆三大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模式
结合对重庆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认识，

进一步的完善提高。

今后重庆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三大经济区

#$ !% 渝西经济走廊城镇化进程趋于跨越式发展

应梯次发展，有机有序地进行。

渝西地区位于成渝、渝黔高速公路线上，可同时
承接重庆主城区和成都的经济辐射，是西南出海大

)$ +% 都市发达经济圈“ 集约与扩散”并重模式
重庆都市圈包括城区与郊区，根据城镇化的发

通道的重要路口，是连接南贵昆经济带的重要通道，

展阶段理论，都市圈可采用“ 集约与扩散”并重的发

通江达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展模式。在城区，城镇化主要通过城市用地的功能

该经济区距离重庆主城区近，工业基础较好，在

转换，而不是依靠非城市建设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

发展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和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

转换来实现的，这种发展模式即集约型的城镇化发

中小企业以及承接主城“ 退二”企业等方面优势突

展模式。在近郊区中远离城区的地区以及远郊区，

出。区内人文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性

城镇化则主要通过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非城市

较强。

建设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来实现的，即扩散

另外，渝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

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随着都市圈产业扩散的加

该经济区处于成渝都市圈内，产业发展沿成渝、渝

快，
这两种模式将共同推动都市圈城市化的进一步

黔、渝合交通干线展开，已形成江津、合川、永川、南

发展。

川等具有一定规模的重要卫星城市，小城镇发展较

)$ !% 渝西经济走廊“ 扩张型”模式

［&］

快

。区内城镇密度仅次于都市发达经济圈。

渝西经济走廊处在我国西部城镇密度最大的川

可以预计，今后随着重庆都市发达经济圈的作

渝经济带上，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近年来，随着重

大作强，必然要求与都市圈相邻的渝西经济走廊加

庆主城区的快速发展，渝西地区受到了主城区强有

快发展步伐，以形成与都市圈产业紧密联系的产业

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

密集带，使其尽快成为重庆经济新的快速增长地区

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

和新的支撑。该区域必将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在

主城区的极化过程之中，大量生产要素向主城区集

都市发达经济圈的推动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聚，而使三大城市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受到不同程

#$ #%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进程快速跟进

度的威胁，其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卫星城和副中心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地域面积占全市的 &"’

的地位会不断增强。从城镇的发展现状来看，各等

以上；人口占全市的 ("’ 以上；拥有的镇总数占全

级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不大，城市首位度并不突出。

市的 )&$ *’ 。因此，没有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城

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是该区的主

镇化发展作支撑，重庆不可能实现全面、快速的城镇

要问题，加快城镇化量的扩张是该区当前的紧迫任

化发展。如果说近期重庆市的城镇化主要依靠其它

务之一。因此，今后应尽快形成良好的城镇化发展

两大经济区的城镇化来带动的话，那么在中长期重

机制，依靠区域内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城市，通

庆市的城镇化则主要依靠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城

过制定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镇化来推动，这是整个重庆市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一

来带动其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个重要保证。

)$ #%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收敛型”模式

从目前该经济区现有的情况来看，虽然其生态

该区不同于其它两个区域的独特之处就是三峡

环境脆弱、现有基础条件较差，但其具有潜在的区位

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及渝东南地区少数

优势，发展潜力较大。该区是重庆向东、中部地区开

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的集中，是重庆市经济和社会

放的门户，也是长江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经济联

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也是三大经济区中城镇化发

系的纽带；长江黄金水道、国道 #+, 线、正在修建的

展水平最低的地区［,］。该区域的发展正处于由无序

沪蓉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和重庆至长沙的高等级公

分散向极化模式过渡的阶段。区域内急需象万州、

路贯穿全境，为经济发展建构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三

涪陵那样，具有一定增长极化效应的城市出现。因

峡移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也将有利于其

此，现阶段应采取“ 收敛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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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和促进人口的集聚及规模的扩大。而人口的集
聚和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中心城镇的发展壮大，进而
实现城镇空间布局上的相对集中，充分发挥它们的
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功能。等到这些中心城镇达到
一定的规模和阶段后，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自
我发展和壮大。随着其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功能
的逐步完善、极化效应的不断增强，可以考虑适时将
一些规模偏小、布局分散的城镇逐步合并，进一步强
化中心城镇的集聚效应，发挥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带
动作用，有效地促进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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