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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分析

三、中国人口环境分析

四、中国城镇化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
化进程。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
高48.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

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
”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矿业城市，武汉、太原和洛阳等老城市也进
行了扩建改造，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城市数量和城市
人口持续增加。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重点很快转向城
市，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改革开放
进入新阶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11年末，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
%，比1978年末提高33.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1个百分点。

                                                 
 图表2 2010-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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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市场研究网整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
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为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户
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领域配套改革相继出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大城市管理更加精细，中小城市和
特色小城镇加速发展，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群建设持续推进，城市
区域分布更加均衡。

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1年提高了8.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
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37%，比2015年提高了3.47个百分
点，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小城市发展齐头并进；城市经济持
续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互促共进；新型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

五、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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