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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浙江龙港“镇改市”揭牌
为全国各地一批特大经济发达镇建立现代城市架构和转型发展探路

新华社杭州 9 月 25 日电（记者谢云挺、安
蓓、王俊禄、许舜达）9 月 25 日，被誉为“中国第
一座农民城”的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正式挂牌
撤镇设市。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事
件，龙港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设乡镇和街道
的新型县级市。

为何撤镇设市？

位于温州南部鳌江流域入海口的龙港，是
一座没有国家投资、完全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
设起来的城市。自 1984 年建镇以来，龙港历经
从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城到小城市培育、从
小城市培育到撤镇设市三次重要变革。

1984 年，龙港在全国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
用和户籍制度改革，掀起了农民造城的旋风。时
任镇委书记、今年 81 岁的陈定模说：“高峰时的
1985 年，全镇 3000 多间楼房同时兴建，工地上
仅工人就有 1 万多人。”

农民进城带动区域经济能量快速集聚，人
口规模快速增长。截至 2018 年，龙港面积已扩
大至 184 平方公里，人口增至 38 万，达到了小
城市的规模标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城市。2018
年，龙港地区生产总值 299 . 5 亿元，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7 . 86 万元，城镇化率达 63 . 2%。

逐渐“长大”的龙港镇遇到了明显的发展瓶
颈：镇级体制机制逐渐无法与逐渐庞大的经济
总量和人口规模匹配，龙港民间要求“撤镇设
市”的呼声渐起。最早迁至龙港落户从事服装生
产企业主杨洪好说，由于“乡镇衣帽”的限制，在
用地指标、信贷规模等方面受到限制，难以满足
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求。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特大镇
进一步发展面临不少瓶颈和制约，形象地讲就
是“小马拉大车、大脚穿小鞋”。这些特大镇主要
是依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是民营经济聚集
的地区，因地制宜、持续深入地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进一步挖掘激发特大镇的发展潜力，促进有
条件的特大镇逐步成长为中小城市，符合现代
化城市建设规律，也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和城
镇化发展规律。

记者了解到，从 1995 年开始，为破解“成长
的烦恼”，龙港先后进行了小城镇综合改革试
点、强镇扩权试点、小城市培育试点等。尤其是
在 2014 年底，龙港被列为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后，探索特大镇新型设市模式，再
写创新史，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家人”变“邻居”能否实现

共赢？

作为经济发达镇的龙港，撤镇设市后不仅
与原来所属的苍南县成为同等层级，而且由浙
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管理权限大幅提升，是
否会影响苍南的经济发展？

“对苍南来说，龙港分出后必然会受到一些
影响。”苍南县税务局干部郑刚峰说，比如苍南
财政就要减少近半收入。但是，通过改革持续深
入，相信未来可以形成互补共赢。

温州市市长姚高员认为，改革的目的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让龙港发展得更快更好，
而且也要让苍南发展得更快更好。

“为保证苍南、龙港两地协同发展，温州市将
建立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机制，保持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平稳有序。”姚高员说，温州将加强指导，推
动两地机制共创、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
兴、环境共保、民生共享。“比如，在民生共享方
面，温州将建立同城化的机制，通过集团化办学，
建立医共体等方式，让温州市本级的优质资源下
沉到龙港和苍南，不断增强两地百姓的获得感。”

原龙港镇老镇长李其铁认为，龙港与苍南
县城灵溪相距只有 20 多公里，龙港依托鳌江天
然良港，设市后将在鳌江流域形成中心城市，进
一步激发民间投资，集聚区域经济能量，不仅可
以加快促进两地同城化建设，还可以带动整个
温州南部的发展。

记者走访苍南县了解到，今年，苍南集中开
工项目 35 个，总投资 220 亿元，集中竣工项目
31 个，总投资 103 亿元，这些项目的开工和建
成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苍南
县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

龙港模式对于新型城镇化意

义何在？

龙港设市模式有哪些特点？周南说，一是遵循

精简、统一、高效要求，强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构
建简约精干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二
是推行大部制改革，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
作重合。三是实行扁平化管理，不设乡镇、街道，减
少行政层级、提升管理效率、强化村居自治。四是
下沉工作力量，基层工作委员会统一调配职能部
门条线人员下沉，推进条块整合。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翁建荣介绍，龙港市
设置的 15 个党政部门中，有 6 个党委部门和 9
个政府部门，比浙江省内同类县市机构数量少
60%。“大部门制改革和县级权限下放的经验做
法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复制推广。”

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说，龙港设市不
仅仅是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一个重要探索。比如，把 41 个镇级机构整
合成 15 个大部门，承接苍南县下放的县级权

限。并且，不设乡镇、街道，实行‘市管村（居），
分片服务’的新模式，强调高效、低成本，这在
中国县级行政区域是独一无二的。

陈定模说，让离开土地的农民首先进入
小城市，地缘相近，语言相同，习俗相似，朋友
圈子没有多大的变化，不会产生陌生感。此
外，小城市房价相对较低，农民进可以向中大
城市进军，退可以回到农村种地。有利于农村
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降低人口转移成
本，有利于减轻大城市压力。龙港市的诞生，
为丰富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探索了
新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院专家
林拓认为，当前，全国各地形成一批特大的经
济发达重镇，龙港改革将为这些大镇建立现
代城市架构和转型发展探路。

龙港经验在其他地方能否复制？周南表
示，龙港的有益经验和先进做法，有利于为其
他特大镇设市提供参考与借鉴。下一步，一是
加大扩权强镇的力度，以下放事权、扩大财
权、改革人事权及强化用地指标保障为重点，
赋予镇区人口 10 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
管理权限。二是继续探索特大镇的新型设市
模式，逐步推动有条件的特大镇成长为中小
城市。三是积极探索城市的新型管理模式，方
向应该是“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同时，要
全面提升特大镇品质。主要是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补齐生态环境短
板，加强建设美丽宜居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主要是做优做强特色产业，提高特大镇发
展质量，提高特大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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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云挺、许舜达、王俊禄

25 日，龙港市正式挂牌成
立。今年 92 岁的陈君球是当年建
设者之一。当时担任苍南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县沿江港区领导
小组组长陈君球经历了当年“龙
港取名”的幕后故事。

1981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
准，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
分为平阳和苍南两县。将平阳县
的矾山镇和宜山、钱库、金乡、灵
溪、桥墩、矾山、马站七个区划出，
另建苍南县。

1982 年 4 月，温州市政府批
准建立苍南县沿江港区，后改名
龙江港区。划龙江公社的金钗河、
江口、下埠和沿江公社的方岩下、
河底高等五个大队（渔村）作为港
区建设基地建设港口城镇。

之后，苍南县委决定成立由
8 人组成的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
组，陈君球任组长。

当时原来苍南县的个别干部
对沿江滩涂建镇存在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开发沿江的决策是错
误的，一个新建县，县城建设上
马，同时港区又要上马建设，要开
发滩涂建设城镇，钱从哪里来？把
钱放在滩涂上是劳民伤财。但是
港区领导经过调研，认为开发决
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人民长
远利益的。

港区建立后，领导小组的首
要任务是编制“龙江港区总体规
划”。为此，温州市政府派出戴兆
野、丁俊青、陈梓西、张永良、林明
光等专家和苍南、平阳两县工程
技术人员奋战三个月，一起编写
出总体规划。经温州市政府批准
后，成为龙港镇前身的第一个总
体规划。

“为了展示港区未来发展前
景，宣传港区，促进港区建设，达到
边建设边受益的目的，1983 年 10
月，港区举办了首届物资交流会
（俗称“会市”），取得成功。”陈君球
说，“当时，周边地区的男女老少成
群结队前来赶集，盛况空前。”正是
这次交流会，既然让群众看到港
区前景，也使上级部门看到开发
建镇的潜力，增强了信心。

“建镇首先遇到的就是取名
问题。早在温州市政府会议讨论总体规划时，专家们就
对取名‘港区’有过一场争论。”陈君球说，“当时，多数人
反对叫‘港区’。”

时任温州市副市长胡显钦再三嘱咐，要走群众路
线把名字取好。陈君球回去之后，听取了多方面意见。
鳌江古称青龙江，当时，港区干部陈君亮提出取名“龙
江镇”的建议。陈君球在此基础上建议镇名取龙江的
“龙”字加港区的“港”字，叫“龙港”。新建城镇取名“龙
港镇”的建议得到了不少干部群众的认可。

但陈君球拿到县委扩大会讨论时，又经一场争论。
会上，有人担心“龙港镇”口气太大，会引起新的矛盾，提
出要用所在地“方岩村”的名字，叫“方岩镇”。

陈君球当场反对。他回忆说：“从字面上理解，叫‘龙
港’人们会认为这是港口城镇，而叫‘方岩镇’人们容易
误认为是山区城镇。”许多与会干部赞成陈君球的看法，
可最后领导认为当时建镇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总体规划
仍旧用‘港区’上报。”

陈君球回忆，长期以来，由于“城镇只能是纯粹吃国
家商品粮居民户的城镇”旧陈观念的存在，港区几次要求
上报建镇都没有实现，直到 1983 年 4 月人民日报社的一
篇《积极地开发和建设小城镇》的文章刊出后，港区再次
向县委县政府呈送《关于在龙江港区设镇的报告》，建议
设立龙港镇，性质为县直属镇，才最终得到了县委的同
意，取名“龙港镇”，并上报温州市政府。

再后来，温州市政府调查核实后上报浙江省，浙江省
人民政府于 1983 年 10 月 12 日批复同意苍南县建立龙
港镇。从此，中国地图上多了一个“龙港镇”。多年来当
地人梦寐以求的港口城镇——龙港镇，终成现实。

俯俯瞰瞰龙龙港港。。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图 1：瓯南大桥一边连接着平阳鳌江，一边连接着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图 2：曾经的龙港，只是由几个小渔村共 5000 多人组成的小地方。
图 3：改革开放初期，龙港就与外界建立了密切的商贸联系、人员流通。
图 4：这是 1994 年拍摄的俯瞰龙港。 当地宣传部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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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龙港市 25 日挂牌成立。从“农
民城”到“镇改市”，这个当年农民自发“造”

城、从小渔村上“长”出的城市，以群众的首创
探索启幕，又肩负新的改革使命踏上征程。

30 多年前，还是小渔村的龙港，迎来一
大批周边地区的农民“万元户”，他们自带口
粮、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完成了中
国农民建城的一次壮举。

30 多年来，改革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
气质。在基层首创和改革推动、市场先发与政
策红利等混合动力驱动下的龙港，率先推出
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三大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改革、
城市治理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中国

小城镇综合改革提供了样板。
从 1984 年建镇，到 2014 年被列为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因改革而生、
随改革成长的龙港，在新型城镇化探索中
不断前行，不断演进的改革年轮脉络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培育发展一批
中小城市，“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
设置为市”。

当“顶层设计”遇上发展的“内生动
力”，历史再次选择了龙港。近日，经国务院
批准，民政部复函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苍

南县龙港镇，设立县级龙港市。
一座新城市的命名，仅仅是打开试卷，

填上了姓名，龙港市要答好改革的新考题。
撤镇设市后的龙港，要围绕行政管理体制创
新，放大改革成果，打破路径依赖，努力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王俊禄、谢云挺）
新华社杭州 9 月 25 日电

“农民城”农民成 新命名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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