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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 年 4 月 8 日发改委颁布了《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城镇化率的提升将对城市和

农村人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又将对哪些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出台，将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人口为农业转移人口，大型城市落户政策大幅放宽，涉及发展较为成熟的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经济增长级成渝城市群，以及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

州-西宁、呼包鄂榆等。 

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下降的双重影响，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及占比逐年下降。较大规模的流动人

口体现了城市劳动力缺乏的现状，潜在落户需求较大。上述政策出台将有利于二线城市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人口增长，

拉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 

一、《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政策解读 

（一）吸引农业人口落户城市 

根据《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2019 年中国将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常住人

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人口为农业转移人口，兼顾高校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

业生、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员。中国 31 个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全面推行，涉及多个城市。该文件将城区按照常住

人口数量划分为 100 万以下中小型城市、100-300 万 II 型大城市、300-500 万 I 型大城市、500 万以上特大超大城市

四类，并分类采取不同落户政策。其中，超大特大型城市将大幅增加落户，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积

分落户政策的主要比例；I 型大城市全面放宽落户条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II 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

制。 

表 1：放松户籍限制落户政策的城市 

城市分类 城区人口 城市 政策 其中：一二线城市 1 

超大城市

（7个） 

超过 1000

万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成都 

调整完善积分落户

政策，大幅增加落

户规模、精简积分

项目，确保社保缴

纳年限和居住年限

分数占主要比例 

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重庆、天津、

成都 

特大城市

（26个） 

500-1000

万人 

苏州、西安、武汉、东莞、南京、郑州、杭州、长沙、沈阳、

佛山、哈尔滨、青岛、石家庄、温州、合肥、临沂、宁波、潍

坊、徐州、泉州、保定、福州、邯郸、济南、大连、无锡 

石家庄、武汉、南

京、郑州、杭州、

长沙、沈阳、哈尔

                                                
1 国家统计局口径。 

作者：朱杰  

邮箱：research@fecr.com.cn 
 

 

城市落户政策大幅放松，交通基建和房地产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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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类 城区人口 城市 政策 其中：一二线城市 1 

滨、宁波、合肥、

福州、济南、青岛、

西安 

I型大城市

（40个） 

300-500

万人 

济宁、昆明、唐山、南通、盐城、南宁、烟台、南阳、长春、

南昌、沧州、赣州、汕头、邢台、台州、绍兴、洛阳、衡阳、

厦门、太原、阜阳、贵州、常州、泰安、惠州、岳阳、淄博、

邵阳、德州、揭阳、嘉兴、湛江、遵义、常德、荆州、商丘、

漳州、淮安、江门、新乡 

全面放开放宽落户

条件，全面取消重

点群体落户限制 

大连、昆明、太原、

厦门、南宁、长春、

南昌 

II型大城

市（122个） 

100-300

万人 

扬州、信阳、宿迁、中山、黄冈、聊城、玉林、曲靖、廊坊、

孝感、九江、平顶山、茂名、株洲、安阳、柳州、郴州、绵阳、

永州、达州、渭南、芜湖、张家口、宜昌、包头、宿州、大同、

怀化、衡水、安庆、许昌、镇江、兰州、淮南、益阳、咸阳、

吉林、呼和浩特、宜宾、六安、枣庄、梅州、开封、赤峰、滁

州、泸州、贵港、齐齐哈尔、南充、焦作、金华、清远、内江、

宝鸡、乌鲁木齐、蚌埠、肇庆、威海、承德、鞍山、桂林、连

云港、莆田、娄底、秦皇岛、长治、湖州、湘潭、潮州、汕尾、

西宁、银川、泰州、荆门、马鞍山、濮阳、梧州、丹东、珠海、

营口、三明、黄石、通辽、松原、牡丹江、韶关、龙岩、南平、

抚顺、大庆、东营、六盘水、日照、十堰、晋城、延安、河源、

汉中、漯河、自贡、咸宁、阳江、萍乡、乐山、铁岭、佳木斯、

锦州、三门峡、钦州、衢州、玉溪、德阳、淮北、辽阳、鸡西、

天水、广安、盘锦、本溪、云浮、遂宁、榆林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乌鲁木齐、兰州、

呼和浩特、西宁、

银川 

中等城市

（35个） 

50-100万

人 

通化、朔州、黑河、北海、葫芦岛、阳泉、鹤壁、双鸭山、伊

春、铜陵、白山、阜新、莱芜、白银、白城、鹤岗、新余、攀

枝花、舟山、景德镇、黄山、广元、张家界、鹰潭、吴忠、四

平、鄂州、石嘴山、辽源、铜川、乌海、防城港、日喀则、昌

都、拉萨 
此前已陆续取消落

户限制 

 

小城市 

（5个） 

10-50万

人 
七台河、金昌、嘉峪关、克拉玛依、山南  

小城镇 

（1个） 

10万人以

下 
林芝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远东资信 

城市城区常住人口享有教育、医保、养老保险、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吸引农村人口

落户的重要因素。2018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3.37%，已接近《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的 60%和 45%左右目标 2。为了鼓励各省市政府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2019 年

                                                

2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房地产定调透出 8 大信号》，2019 年 3 月 5 日，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99286728_115362。 

http://www.sohu.com/a/299286728_11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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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还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

预计 2019-2020 年中国仍将保持较快的城镇化速度。 

值得注意的，现阶段，农村人口城市落户或将放弃原有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此外，居住在大中

小城市郊区的居民可同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农村户籍权益，影响了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积极性。 

（二）交通连接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 

该文件指出，大城市将增强要素聚集、高端服务和科技创新能力，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产业和人口向一

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中小城区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从城市群发展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较为成熟，成渝城市群或将成为经济重要的增长极，

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亦将有序发展。 

城市群和都市圈之间的人才流动、资源流动、产业转移、居民出行要求等均与交通基础设施密切相关。该文件

的出台将拉动上述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建投资。 

二、中国人口变化趋势 

（一）中国人口结构 

中国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人口基数大且逐年增长，2018 年末人口数量达到 13.95 亿人。但从人口结构来看，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 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比达 17.90%，远超 10%的老龄化社会的国际界定标准。

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 

晚婚晚育、结婚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家庭观念的变化、生活成本上升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结婚率有所下降，

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开放二胎政策后，中国出生人口于 2016 年达到 1786 万人的近期高点后呈下降趋势，2017-2018
年出生人口分别为 1723 万人和 1523 万人，同比下降 3.53%和 11.61%。 

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下降的双重影响，近年来，中国 15-59 岁的劳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亦逐年下降，2018 年末为 65.26%，较 2011 年下降 4.54 个百分点。劳动人口是市场消费的主要群体，

该类人群数量减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流动人口规模 

中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监测人口流动，便于税赋、国家安全等管理。中国大型城市中适合劳动的常住人口数

量不足，较好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大型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亦有利于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2018 年末，中国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分别为 8.31 亿人和 5.64 亿人，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

人口发展报告 2018》，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 2.45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7.49%，较大的流动人口规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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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劳动力缺乏的现状。根据财新网数据，2017 年京沪深三地近 2600 万常住人口没有当地户籍，约占常住人口

的 45%3，潜在落户需求较大。 

（三）放松户籍限制城市 

农村人口落户城市、提高城镇化率对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根据华泰证

券数据，《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放松户籍限制落户政策的城市达 195 个，涵盖了 4 个一线城市、28
个二线城市（国家统计局口径），其余城市亦多为相关城市群组成部分。本次城市落户政策的大幅放松，对于一些

存在商品房限购的城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限购的大幅放松。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对于落户要求仍较

严格，广州和深圳落户条件已有所松动。随着户籍改革，28 个二线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有望持续增长，或将带

动房地产行业和基建投资，并拉动如煤炭、钢铁、建材（水泥与玻璃）等相关下游行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城市交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城区常住人口数量的增加，将拉动区域内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根据《2019 年新型城

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以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铁路为主；中小城市以公路、铁

路连接交通干线和交通枢纽城市。基建投资的增长对于拉动当地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逆周期调节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基建建设资金多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2018 年地方政府债发行额为 4.17
亿元，基本与上年持平。2019 年地方政府债券提前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8 万亿元，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9300 亿元、新增专项债务 21500 亿元。2019 年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有所下降，且 2019 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的提

前发行使得基建投资力度较大，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将有所放缓。 

（二）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方面，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用地规模可根据人口流入数量增加，且可跨地区进行调剂。建设土地

供应的增加，有利于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同时，租赁住房试点、公租房等住房保障体系亦有望得到发展；此外，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亦将协同发展，有利于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2019 年以来，部分房地产限购政策有所放松，宽货币、宽信用以及融资成本下降使得房企融资环境较为宽松。

根据 Wind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数据，2019 年 1 季度，一线、三线城市销售情况好转，房地产市场结构性转暖

趋势基本确立。未来，一线、强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望触底回升。2019 年 1 季度，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疲软，

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分别同比下降 16.66%和 12.26%。随着上述政策发布，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有望增长，或拉动房

地产市场需求。 

（三）部分下游行业 

                                                

3 财新数据 | 京沪深近 2600 万常住人口没有当地户籍，2019 年 4 月 9 日，财新网，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54989010&ver=1540&signature=dA3VLpnAMQEsG9ed7I5Yo28FGWIVeg9t*uN75HQaob
68nLQnN5hPqRzkIRtuuaIFrocgQvF2YvUZxYL5Ql2Qm56j0gC7TuyLmt9xidxUwlKTkjuNlsKprHhuxaBWu699&new=1。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54989010&ver=1540&signature=dA3VLpnAMQEsG9ed7I5Yo28FGWIVeg9t*uN75HQaob68nLQnN5hPqRzkIRtuuaIFrocgQvF2YvUZxYL5Ql2Qm56j0gC7TuyLmt9xidxUwlKTkjuNlsKprHhuxaBWu699&new=1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54989010&ver=1540&signature=dA3VLpnAMQEsG9ed7I5Yo28FGWIVeg9t*uN75HQaob68nLQnN5hPqRzkIRtuuaIFrocgQvF2YvUZxYL5Ql2Qm56j0gC7TuyLmt9xidxUwlKTkjuNlsKprHhuxaBWu699&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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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和城市群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的回升，将拉动上游挖掘机和煤炭、钢铁、水泥、玻璃、家电等下游

行业的需求。《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发布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农村人口落户城市将产生新的

住房需求；而城市群及都市圈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要求。 

基建和房地产的施工离不开挖掘机，从细分行业来看，大挖用于矿山开采和大型基建，中挖用于轨交、高铁、

高速公路等基建工程和房地产开发。同时，基建和房地产亦可拉动众多下游行业。螺纹钢、水泥是基建投资和房地

产行业不可缺少的建筑原材料，型钢、热轧卷板是挖掘机零部件的原材料。炼钢需要焦炭，焦炭的炼制需要焦煤；

水泥生产需要动力煤，故煤炭行业是钢铁和水泥行业的上游行业。玻璃行业属于房地产行业的外装工程，家电属于

商品房内部软装，均受商品房销售套数的影响。 

煤炭与钢铁、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挖掘机等建筑施工设备以及家电等消费行业均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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