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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以山东省为案例，将城市体系的演化规律、农民的城乡迁
移决策与政府的政策调控相结合，从多维视角探究了城市规模结构的变动趋

势。与沿海部分省份城市体系相比，山东省的两个核心城市———济南和青岛

的规模相对较小，而中小城市发育较好，城市规模结构比较均衡。考虑到山

东省城乡人口迁移规律及农民进城落户意愿，高位序的城市发展潜力较大，

山东省政府也希望并鼓励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济南、青岛人口规

模提升的空间很大。相比较而言，数量众多的小城镇虽然人口规模存在上升

空间，但发展潜力不大。作者建议，通过有序撤县建市、探索有利于不同城

市之间人口迁移的新制度、增强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弹性等措施，促进山东

省城市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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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一直重视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每个五年计划中均制
定了指引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建设成就 （方创琳，

２０１４）。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虽然国家主张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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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但大城市的高速增长主导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城市规模结构失衡、水土

资源紧张等问题 （姚士谋等，２０１４；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
５７３５％，要达到发达国家７６％左右的平均水平 （顾朝林等，２００８），还需要提高将
近２０个百分点，涉及２亿多农民进城。在此背景下，需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
律和农民的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城市规模结构，保障我国城镇化的平稳健康发展。

城市规模结构的研究源于两个经验性的观察，一是１９１３年奥尔巴克最早验证的
位序－规模法则，二是１９３９年杰斐逊提出的城市首位律 （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９８２）。之后，城
市金字塔、分形理论、基尼系数等新的理论方法不断用来解释城市规模结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９７；陈彦光、刘继生，１９９９）。国内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检验上
述理论，成果丰硕。从研究视角看，大多数学者使用了人口数据，并论证了户籍非农

业人口、户籍总人口、市区常住人口等不同口径的科学性 （周一星、于海波，

２００４），也有学者采用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经济规模或城市之间的距离等指标 （谈

明洪、吕昌河，２００３；王茂军等，２０１０）。从研究内容看，涉及城市规模分布的时空
特征与区域差异 （代合治、陈秀洁，２００４；张虹鸥等，２００６；闫永涛、冯长春，
２００９；谈明洪、李秀彬，２０１０；王颖等，２０１１；马子量、马丁丑，２０１５）、形成机制
（代合治，１９９４；杨开忠、陈良文，２００８；毛广雄等，２００９）和优化建议 （潘鑫、宁

越敏，２００８；苏飞、张平宇，２０１０）等。从研究方法看，主要采用统计分析、模型
量化以及非参数直观展示等方法，城市基尼系数、位序－规模法则、分形是最常用的
数量模型，而非参数方法主要采用了核密度估计法 （孙在宏等，２０１２）。

虽然国内已经取得丰硕的城市规模结构研究成果，但以下两方面仍需进一步探

索：第一，基于历史演化视角的过程分析相对较少 （王茂军等，２００５；王茂军，
２００９），尤其是缺少区域内城市体系演进历史的梳理，大多数文献只采用了某个或几
个年份的横断面数据，忽略了城市规模分布形成和演化的历史基础；第二，动力机制

上，大多从宏观视角探讨市场规律、政府政策的影响，而忽略了城镇化的微观主

体———农民的城乡迁移决策行为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塑造作用。因此，本文以城市数量

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省为案例，厘清山东省城市体系形成的历史轨迹，剖析城市

规模结构的演化特征，从演化规律、农民意愿与政府决策三维视角探讨城市规模结构

的未来发展。这在理论上有助于从微观视角拓展城市规模结构的研究，实践上可为制

定符合省情和民情的城市发展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二、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框架

城市规模结构的演进受市场规律、政府政策、农民进城决策的共同影响。从市场

角度，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大城市将优先成长，在不同地区形成首位分布、位

序－规模分布等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 （顾朝林等，２００８）。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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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制定政策以引导不同规模城市的健康发展，如城市发展方针、行政区划调整以及配

套的户籍和土地制度。在对市场规律和政府政策认知评价的基础上，农民依据个体和

家庭特征，权衡城乡迁移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做出迁入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决策行

为，表现为不同尺度的城乡人口迁移。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提出之后，户籍、土地、公共服务等制度的改革创新正在推进。在此背景下，农民对

新制度环境的认知及其城乡迁移决策行为将成为影响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重要力量。

目前，较多文献已从宏观视角厘理清了国家政策、市场规律如何影响城市规模结构的

演进 （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９８２；方创琳，２０１４），但从农民城乡迁移决策的微观视角探究城市
规模结构变动的文献仍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整合城市体系演进的客观规律、农

民的城乡迁移决策以及政府的政策调控，以山东省为案例从多维视角剖析城市规模结

构的演化规律和未来发展。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城市规模结构的多维视角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定量分析法和社会调查法。通过梳理和挖掘历史文

献资料，厘清山东省城市体系的演进历程，探究城市规模结构形成的历史基础。所用

文献资料来源于山东省省情资料库专题库中的建置库。

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和位序－规模法则量化城市规模结构的特征。马歇尔首次将
基尼系数引入城市规模结构的研究中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９７），计算公式如下：

Ｇ＝Ｔ／２Ｓ（ｎ－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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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Ｇ表示基尼系数，Ｓ是城市体系的总人口，ｎ代表城市数量，Ｔ是城市体系
中每两个城市规模之差的绝对值总和。引入城市人口规模变量Ｐ，则Ｔ的表达式是：

Ｔ＝∑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Ｐｉ－Ｐｊ （２）

基尼系数表示城市体系中城市间的规模差异，取值范围为０～１。所有城市人口规
模一样大时，Ｔ＝０、Ｇ＝０，城市规模分布最均衡。一般认为Ｇ＞０６，城市规模分布不平
衡 （王颖等，２０１１）。当全部人口集中于一个城市时，Ｇ＝１，城市规模分布最不平衡。

采用位序 －规模法则描述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或离散程度及其变动趋势。
位序－规模法则从城市的规模和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城市体系的分布，最早由奥尔
巴克在１９１３年提出，１９２５年罗特卡、１９３６年辛格、１９４９年捷夫进行了相关探索，
后来广泛使用的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化公式 （顾朝林等，２００８；许学强等，２００９）：

Ｐｉ＝Ｐ１×Ｒ
－ｑ
ｉ （３）

其中，Ｐｉ是第ｉ位城市的人口，Ｐ１是首位城市人口，Ｒｉ是第 ｉ位城市的位序，ｑ
是拟合常数，即常用的Ｚｉｐｆ维数。公式 （３）进行对数变换后，变成线性函数，其中
Ｚｉｐｆ指数不变。

ｌｇＰｉ＝ｌｇＰ１－ｑｌｇＲｉ （４）

Ｚｉｐｆ指数接近１，则城市规模分布呈现理想的直角双曲线关系；大于１，则说明大
城市突出，中小城市不发育，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小于１则相反。Ｚｉｐｆ指数变大，说明
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变小则相反 （许学强等，２００９）。

量化分析利用的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为：１９９０年前的人口资料来源于山东省省情
资料库专题库中的城乡建设库，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的人口资料来源
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应年份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需要说

明的是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１９９０年之前采用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据，由于当时城乡
流动人口少，非农业人口能够代表城市实际规模 （谈明洪、李秀彬，２０１０），１９９０年
之后采用市区城镇人口数据。

在城市规模结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农民迁入

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意愿，作为城市规模格局重构的依据之一。本文利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暑假回家期间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为提高问卷
质量，以学生所在家乡及周边村庄为调研对象，采取入户填写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完

成问卷１０２３份。其中２０１４年进行了预调研，回收问卷３２３份，根据调查情况修正了
问卷。２０１５年完成问卷３００份，有效问卷２６５份。２０１６年完成问卷４００份，有效问
卷３４９份。采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完成的６１４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经过梳理，调研
区域涵盖夏津、巨野、郓城、单县、邹平、曲阜、兖州、滕州、冠县、茌平、莱州、

章丘、寿光、齐河、乳山、桓台、高青１７个县域的６７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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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省建制市设置与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山东省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发展速度缓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山东省出现了城市建制，１９２９年７月设置济南市和青岛特别市。至１９４８年山东省共４
座城市，分别是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从战时条件向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过渡，山东省的城市设置不断调整。１９４９年山东省辖济南、青岛、徐州、
潍坊４个省辖市和烟台、威海、德州、济宁等９个专区辖市。１９５２年徐州市划归江苏
省，山东省辖济南、青岛、烟台３个地级市和德州、淄博、张周、潍坊、威海、济宁６
个县级市。１９５４年在原来３个地级市的基础上，升淄博为地级市，县级市数量调整为５
个，包括临清、潍坊、济宁、威海和德州。之后至１９５７年，山东省的城市数量变化不大。
１９５８年的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运动，对全省的专区和县进行了大幅度的

撤销、合并，城市数量变化较大。１９５８年底山东省辖济南、青岛２个地级市以及淄
博、潍坊、烟台、临沂等１０个县级市。１９６１年，在济南、青岛的基础上，增设淄博
和枣庄为地级市，县级市调整为１１个，包括菏泽、聊城、临清等。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
４个地级市保持不变，县级市逐步减少至５个，分别是德州、潍坊、济宁、临沂和菏
泽。１９６６年，中国进入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府无暇顾及行政区划调整。这

一时期山东省城市体系保持了４个地级市加５个县级市的格局，直至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２年后，为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开始实施地县改市、以市带县体

制。１９８２年全国新设城市１２个，山东省即占４个，包括泰安、新汶、滨州和东营。
同年，在济南、青岛、淄博、枣庄４个地级市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级市东营，县级市
也增加到８个。１９８３年增加了潍坊、烟台、济宁３个地级市，县级市增加到１０个，
城市总量达到１８个。１９８５年升泰安为地级市。１９８７年，升威海为地级市，县级市增
加到１５个，城市总数增加到２５个。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日照、莱芜、德州、临沂、滨
州、菏泽、聊城７市升为地级市，县级市增加到３１个，山东省城市总量达到４８个，
成为我国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之后国家设市政策收紧，城市数量保持稳定。２０１２
年之后，胶南、兖州、文登、章丘等地撤市设区，至２０１６年底，山东省城市数量减
少到４４个。总体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城市设置变化过程可以划分为调整
—停滞—快速增加—稳定四个主要阶段 （见图２）。

四、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的演进特征

（一）核心城市的规模优势明显减弱

山东省１９２９年确立了济南、青岛 “双核心”的城市规模格局。１９４９年，济南、青
岛的非农业人口分别为５４５６万人和５６０１万人，两市非农业人口占山东省全部设市城
市非农业总人口的７３０５％，规模优势特别突出。１９８０年，济南、青岛的非农业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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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别为９７９４万人和９７９２万人，占全省全部城市非农业人口的比重降至５５８１％。１９８１
年之后，由于地级市和县级市快速增设，青岛和济南的规模优势进一步减弱。１９９０年，
两市的城镇人口合计４２６万人，占全部城市城镇人口的２８４８％。２０００年，两市城镇人
口达到５３５万人，但占全部城市城镇人口的比重进一步降至１９６４％。２０１０年，两市城
镇人口合计７０５万人，占全部城市城镇人口的比重为２０５９％，略有回升。

（二）城市规模序列渐趋完整

改革开放之前，山东省城市数量少，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不到２０万人，规模序
列简单。按照新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山东省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如表１所示。１９４９
年，山东省只有两种类型的城市，包括２个中等城市和１０个Ⅱ型小城市。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和６０年代，山东省有３种规模类型的城市，包括２个中等城市，１个Ｉ型小城市
和一定数量的Ⅱ型小城市。１９７５年，原来仅有的１个Ｉ型小城市升级为中等城市，山
东省再次成为只有两种规模类型的城市，包括３个中等城市和６个Ⅱ型小城市。改革
开放之后，山东省的城市规模类型逐步增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市管县体制开始实
施，中等城市和Ｉ型小城市快速增加。进入２１世纪，国家冻结了县改市，但县市改
区方兴未艾，导致中等城市和大型城市数量增加，而设市小城市数量整体在减少。

２０１０年，山东省拥有除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之外的５个等级的城市，包括２个Ｉ型大
城市、５个Ⅱ型大城市、１４个中等城市、２６个Ｉ型小城市和１个Ⅱ型小城市。

（三）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均衡

与沿海部分省份相比，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前两位城市的城镇人口占全部城市城镇人
口的２０５９％，与辽宁、福建、广东等省份差距较大，与江苏、浙江也有一定差距
（见表２），说明核心城市相对地位不突出。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情况看，济南、青岛
与沿海其他省份核心城市的规模差距呈扩大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济南和青岛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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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口分别增加了８９万人和８１万人，而其他省份核心城市的增长幅度大多超过１００
万人，如大连、沈阳、厦门的增幅分别是１０３万人、１１２万人、１６６万人，广州、南
京、杭州、深圳的增幅均超过２００万人，北京、上海的增幅均超过６５０万人。

表１　山东省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

单位：个

年份

大城市

Ⅰ型
（３００万～５００万人）

Ⅱ型
（１００万～３００万人）

中等城市

（５０万～１００万人）

小城市

Ⅰ型
（２０万～５０万人）

Ⅱ型
（＜２０万人）

１９４９年 ０ ０ ２ ０ １０
１９５７年 ０ ０ ２ １ ６
１９６２年 ０ ０ ２ １ １２
１９６５年 ０ ０ ２ １ ６
１９７５年 ０ ０ ３ ０ ６
１９８０年 ０ ０ ３ ２ ４
１９８５年 ０ ２ １ ５ １１
１９９０年 ０ ３ ４ １８ ９
２０００年 ０ ６ ８ ２９ ５
２０１０年 ２ ５ １４ ２６ １
２０１５年 ２ １４ １５ １４ ０

　　注：１９４９年山东省共１３座城市，其中徐州未计入。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省情资料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和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借助城市基尼系数和位序－规模法则，通过横向比较探究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的
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表２的数据显示，山东省城市的基尼系数较小，Ｚｉｐｆ维数小于１，
表明山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均衡，中小城市发育已比较完善，且与高位序城市规模

差距不大。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山东省基尼系数及 Ｚｉｐｆ维数逐步缩小，说明城市规模分布
趋于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两个指数增大，说明大城市的集
中效应略有增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位序 －规模的截距估计值逐渐增大，表明山东省首
位城市的实际规模与理想规模的差距扩大了，也揭示首位城市规模有提升空间。

表２　山东省及部分沿海省份城市规模结构特征

省份 年份
城市数

量（个）

首位城

市规模

（万人）

次位城

市规模

（万人）

首位城

市人口

占比（％）

前两位

城市人口

占比（％）
基尼系数 位序－规模分布

山东

１９９０年 ３４ ２１３ ２１３ １４２４ ２８４８ ０４７４０ ｙ＝２８９ｘ－０８５９　Ｒ２＝０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４８ ２７２ ２６３ ９９８ １９６４ ０４２５８ ｙ＝３５９ｘ－０７５８　Ｒ２＝０９８

２０１０年 ４８ ３５３ ３５２ １０３１ ２０５９ ０４３２３ ｙ＝５１４ｘ－０７７３　Ｒ２＝０９７

辽宁 ２０１０年 ３１ ５７２ ３９０ ２３７７ ３９９９ ０５７３７ ｙ＝６９６ｘ－１０８４　Ｒ２＝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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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年份
城市数

量（个）

首位城

市规模

（万人）

次位城

市规模

（万人）

首位城

市人口

占比（％）

前两位

城市人口

占比（％）
基尼系数 位序－规模分布

江苏 ２０１０年 ３９ ５８３ ３３０ １５２０ ２３８１ ０４５４６ ｙ＝７１０ｘ－０８４　Ｒ２＝０９６

浙江 ２０１０年 ３３ ５１６ ２６８ １５３８ ２９９３ ０４８３１ ｙ＝５４７ｘ－０８９４　Ｒ２＝０９３

福建 ２０１０年 ２３ ３１２ ２８２ ２０８５ ３９７３ ０５４２１ ｙ＝４５４ｘ－１０７２　Ｒ２＝０９６

广东 ２０１０年 ４４ １０３６ ９７０ １７２８ ３３４７ ０６７１９ ｙ＝１９５３ｘ－１２１８　Ｒ２＝０９６

　　资料来源：根据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

五、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的演进趋势

（一）不同等级城市的规模变化趋势视角

为考察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趋势，本文将市以外的县域小城镇考虑在内，并

将全省的城镇分为Ａ、Ｂ、Ｃ、Ｄ四级 （谈明洪、李秀彬，２０１０），其中Ａ代表城镇人口
大于１００万人的大城市，Ｂ代表５０万～１００万人的中等城市，Ｃ代表２０万～５０万人的Ⅰ
型小城市，Ｄ代表２０万人以下的Ⅱ型小城市 （包括县域小城镇）。１９９０年Ａ、Ｂ、Ｃ、Ｄ
城镇人口比为３７∶１５∶３３∶１５，２０００年为３２∶１６∶２９∶２３，２０１０年为３２∶２１∶１９∶２８。可见，
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再到２０１０年，Ａ级城市人口比重先下降后趋于稳定，Ｂ级城市上升，
Ｃ级城市显著下降，Ｄ级城市明显上升 （见图３）。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变化趋势显示，
山东省大城市增长趋于稳定。随着小城市的规模升级，中等以上城市的数量将继续增

加，Ⅰ型小城市数量随之减少。若没有撤县设市进行补充，设市小城市将逐步消失。山
东省县域小城镇的经济基础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贡献较大。考虑到山东省县域数量

多、人口基数大的实际情况，小城镇的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二）农民城乡迁移决策视角

山东省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 “内生化”特征，即人口跨省迁移不活跃。根据第

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省内迁入人口比重分别为 ８６１６％和
８４５６％；省内迁入人口中，从本县 （市）迁入的比重分别为６４０２％和４８００％。核
心城市济南、青岛的省外迁入人口比例２０００年分别为１１６４％和１７０３％，２０１０年分
别为１４３６％和２４００％，明显低于其他沿海大城市的水平。因此，山东省的人口迁
移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邻近效应，农民更倾向于就近进城。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的变化
情况来看，本县 （市）人口迁入比重显著下降，说明人口迁移的封闭性特征在省内

开始松动，客观上有利于高位序城市的发展。

２０１３年之后，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户籍、农村土地管理、社会保障等
方面进行了较多的制度创新，无疑将影响农民的进城落户意愿。根据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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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山东省城镇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中的分布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年两个年份６１４份问卷数据的统计结果，农民进城落户时，选择济南、青岛的样本数
量占２００６％，选择其他１５个地级市的样本数量占２８６５％，选择县级市或小城镇的
样本数量占４３５５％，选择省外城市的样本数量占７７４％。据此推断，未来新增的城
镇居民中，２０％将进入济南、青岛两座城市。如果山东省的城镇化水平在 ２０１６年
５９％的基础上提高１０个百分点，将有２００万人左右进入济南和青岛两座城市，规模提
升潜力较大。１５个地级市将承载近３０％的新增城镇人口，平均每个城市增加２０万人左
右。超过４０％的新增城镇人口选择进入县级市或建制镇，说明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是山
东省城镇化的主体空间，但山东省县域数量多，每个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平均规模增加潜

力不大。

（三）政府政策调控视角

不同时期，国家的城市发展方针是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主要依据，已有学者进行

了细致的梳理 （方创琳，２０１４）。在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重点以 《山东

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提出的城市规模结构优化方案，推断山东省
政府对未来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预期。根据该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济南、青岛要发展
成为特大城市，而２０１５年两市的市辖区总人口分别为３６５万人和３７３万人，要达到
５００万人的特大城市规模，５年间需要各增加１３０万人左右。因此，山东省政府鼓励
济南、青岛两个核心城市快速发展。

依据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山东省大城市将由
２０１０年的７个增加到１４个，济南、青岛之外的１５个地级市，除莱芜市外，全部升级
为大城市。考虑到山东省人口分布 “西密东疏”、城市分布 “东多西少”的空间格

局，在人口倾向于就近进城落户的现实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突出重

点，应积极引导鲁西、鲁北等城市数量少、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地级市发展。规划到

２０２０年，中等城市数量达到１５个，这个目标在２０１５年已经实现。至２０１５年，设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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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只剩下１４个。在没有城市建置的县域，规划至２０２０年，人口超过２０万的小城镇
达到３６个，２０万人以下的小城镇为８５个。保持中等城市稳定发展，增加小城市和小城
镇的举措符合山东省城镇化的内生化特征，也与农民的城乡迁移决策行为基本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为案例，尝试整合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化规律、农民的城乡迁移决策

和政府的政策指引，从多维视角探究城市规模结构的未来发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设市城市数量变化经历了调整—停滞—快速增

加—稳定等主要阶段。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山东省成为全国设市城市数量最多的
省份。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序列渐趋完整，规模差异较小，城市规模结构

相对均衡。但是，济南、青岛两个核心城市的规模优势逐步减弱。与部分沿海省份相

比，济南、青岛两个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省内的相对地位不突出。

第二，山东省跨省人口迁移不活跃。省内迁入人口中，从本县 （市）迁入的比

重高，人口迁移呈现封闭性特征，外省迁入人口对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的影响不大。

省内农民进城落户意愿问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６％的农民愿意进入济南和青岛，
２８６５％选择其余１５个地级市，４３５５％选择县级市或建制镇，７７４％选择省外城市，
说明县级市和建制镇是山东省未来城镇化的主体承载空间。但从单个城市来看，青

岛、济南吸纳的人口最多，规模提升潜力最大，其次是一般地级市。

第三，针对核心城市规模相对较小的客观现实，山东省政府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

明确提出提升济南、青岛两个核心城市的规模。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县域小城镇的政策

与山东省人口迁移规律及农民的进城落户意愿也比较相符，但在中等规模地级市的发

展政策导向上不够明确。应优先支持人口密度大、城市数量少的西部地区的城市

发展。

第四，融合多维视角的分析，山东省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中，济南、青岛的规模提

升潜力较大，大中城市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但是，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建制小城市

数量将不断减少。县域小城镇的规模普遍具有上升空间，但潜力不大。

（二）政策建议

有序撤县建市，优化城市规模结构。自１９９７年国务院暂停审批县改市以来，设
市城市数量最多的山东省，小城市逐步减少，２０１５年Ⅱ型小城市消失，城市规模结
构失衡，大城市不断膨胀、小城市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此背景下，有序进

行撤县设市，增加小城市的数量，将有助于拉动小城市的建设投资，增强小城市的吸

引力和人口承载力，对于优化山东省城市规模结构、推动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探索有利于不同城市之间人口迁移的新制度。针对山东省人口迁移以省内不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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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为主的客观事实，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城镇住房、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创

新管理体制，逐步消除居民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和落户的壁垒，促进城镇人口合理布局。

增强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弹性，提高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山东省是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数量仍然较多。提高农民转户进城的意愿，需要增强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弹

性：对于预期在大城市落户的农民，鉴于其经济实力一般较好，在给予经济补偿的前

提下，可收回其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于预期在中小城镇就近落户的

农民而言，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存在，可以保留其农地的承包经营权

和宅基地的使用权，降低农民进城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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