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

小城镇转型治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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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镇化发展出现新自由主义城镇化的特征，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

现市场导向和社会－空间的多重转型。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我国小

城镇的发展现状面临诸多挑战。在回顾小城镇的发展历程、解读其在城镇化体系

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小城镇当前发展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居

民“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和生态环境遭遇城市工业的“转移性”破坏。为寻求这些

问题的破解之法，本文将小城镇置于新的理论框架——社会-生态系统之中，从行

动者的行为逻辑和制度框架视角出发，提出相应的转型治理模式，并展望未来可能

的发展方向，提倡将“以人为本”和“生态保护”作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准则，并

为我国小城镇今后的可持续、均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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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城镇是乡村发展之头，城镇体系之尾；是城市与乡村聚落的边缘，也是二者交汇、融合

之地，更是高级城镇化的过渡空间。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讲，它是我国乡村复兴的桥头

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依托和推动力（朱选功，2000）；但同时，由于数量庞大、单体实力薄

弱，又是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短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对我国小城镇的发展进行过综述研究（冯健，2001；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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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张旭昆，2004；李明超，2012；成德宁、李燕，2016）。这些成果揭示出我国学术界对小城镇

研究的两点不足：

第一，善于发现问题，却疏于解决问题，尤其缺乏对民生的思考。主要表现为：现有研究

成果大多是以问题或目标为导向的，对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

却对如何由“发现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缺乏缜密思考；并且，即使提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

其出发点也往往站在政府视角，例如：倡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镇级市改革）、产权制度改革

（如乡镇土地制度）、完善空间规划技术（郑晓伟，2009）等单方面的革新（赵燕菁，2001；崔宝

敏，2010；沈雪潋、郭跃，2014；Gu et al.，2015），而缺乏对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考量。因此，这

些策略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社会基础的。

第二，重经济、轻环保，管理思想和手段落后。主要表现为：多数研究对小城镇的关注重

点依然是经济发展，对于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修护）关注不足（李宇等，

2006；成德宁、李燕，2016）。但实际上，部分小城镇不仅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等级低端、公共服

务滞后，环境污染也较为严重（刘宝发、孙理军，2008；孙元元等，2014），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国

十分普遍（黄慧琼等，2011）。同时，小城镇的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不仅包括工业污染，

也包括生活污染，如固体废弃物污染，即俗称的生活垃圾污染）比大、中城市严重得多，但不像

在大、中城市可以集中治理，小城镇几乎没有成熟的管理机制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因此，如

何推动小城镇多维度的协调、健康发展，亟待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后，小城镇的发展始终是我国大政方针的重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我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其基本准则正是“以人为本”和“生态保

护”，恰好对应上述分析中的两点不足之处。对于“以人为本”，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强

调：未来若干年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以人为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镇

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农民“被上楼”；城市规划和管理必须以人为本，要多

考虑群众需求，多听取群众意见等等。然而，现有研究却缺乏对“居民能动性”的深入思考，只

是将其作为小城镇发展的被动接受者，这显然不利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对于“生态

保护”，习总书记近年来始终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也表明了政府转变发展

思维、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但是，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之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显然，现有研究缺乏对相关措施的理论探讨，但这也是未来研究必须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和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提

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ES）理论为研究框架，解读我国小城镇的历史

发展轨迹，分析其重要性，探究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为我国小城镇的转

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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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重要性及核心问题

（一）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

表1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小城镇发展的方针政策

年份

1978

1983

1993

1994

1996

1999

2000

2001

2003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小城镇的相关内容

新建项目尽可能不要挤在大城市，要多建设中、小城镇。

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改进城乡流通体制；发挥中心城市作用。

逐步推进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布局；加快小城镇建设。

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发展乡镇企业宜相对集中，并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加快小城镇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要抓好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

制定支持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土地、房地产等政策。

小城镇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避免一哄而起。

统筹规划，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小城镇发展。

发展小城镇，繁荣小城镇经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

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

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从各地实际出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加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

加强小城镇和村庄规划管理。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

机制。通过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让我们的城镇各具特色、宜业宜居，更加充满活力。

完善设市标准，实行特大镇扩权增能试点，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地级市、

县城和中心镇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方便农民就近城镇化。

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

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绝大多数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

从人口规模和空间职能的角度定义，小城镇是指区别于大、中城市和乡村聚落的具有一

定规模、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所居住的社区，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虽然尚

不是镇建制但是社会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集镇（吴康、方创琳，2009）。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

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采取的是抑制城镇扩张的政策；因此，小城镇的数量维持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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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小城镇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中央政

府也逐步将小城镇的发展写入国策（部分方针政策见表1）。例如，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新建项目尽可能不要挤在大城市，要多建设中、小城镇”；1980年，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

中指出“控制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1984年，在《关于调整建制镇

的报告》中，放宽了建制镇设镇的标准和户籍管理限制，制定了保证小城镇体系稳步发展的配

套措施，使得全国的建制镇数量得以快速增长；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小城镇建

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入21世纪后，政府部门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发展小

城镇”，并且对小城镇的关注更为全面，尤其是2010年之后，政府部门对小城镇的关注从经济

向资源与环境、人口承载力扩展；强调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支持特色小城镇发展；并针

对农民工群体提出了“同等待遇”“有序转变”“挣钱顾家两不误”等暖心之策。

不可否认，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之下，一批小城镇得以优先发展，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的小城镇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小城镇整体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其发展速度和发

展水平都远落后于大城市。例如，Gu等（2015）分析比较了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

关数据，发现小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及大城市。实际上，除人口吸引力弱之外，导致

我国小城镇发展缓慢的原因仍有诸多表征：例如，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基础设施不完善、景观

营造相对落后等。这种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我国当前政策的制定尚存在不足之

处。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和制约其发展的核心关键

问题。

（二）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费孝通（1984）在《小城镇，大问题》等著作中研究了发展小城镇的重

要性问题，影响深远。在此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探讨了发展小

城镇的重要价值（王颖，2000；赵燕菁，2001；李崇明、丁烈云，2004；袁中金，2006；顾朝林、吴莉

娅，2008；王小鲁，2010）。这些研究对小城镇的定位往往是相对于大城市和农村而言的。也

就是说，大城市和农村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正是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独特之

处”。换言之，小城镇承载的是大城市与农村未尽的梦想。因此，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着重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城市化成本高昂，城市病日趋凸显，需要小城镇进行过渡分流。长期以来，学术界

的主流观点认为，大城市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究其原因：一方面，大城市自身就

业压力大，难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化的成本高昂（李志俭，2001）。另一方

面，各种城市病（例如，交通堵塞、拥挤、环境恶化等）的悄然蔓延，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危及

社会的和谐稳定。截至目前，我国大城市的膨胀程度已近极限，迫切需要寻求其它的城市化

发展道路。因此，发挥小城镇的分流作用，正是其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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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展小城镇有助于加快农村地区改革，撬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

移。毫无疑问，小城镇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费孝通，1996）。

与此同时，小城镇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城镇

化和现代化进程（樊杰，1998；俞燕山，2000）。因此，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

发展的大战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由此可见，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必须

承认：我国目前小城镇的发展过于分散，缺乏规划，已经带来土地、环境、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人们虽然认识到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管治方面依然缺乏建树，这也是制

约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下面将进一步展开论述。

（三）制约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核心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发现：制约我国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并非

是如何加快提升经济增速，而是如何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这种高质量，恰恰体现在以

人为本（居民的参与和满意程度）和生态保护（宜居程度）两个重要方面。其具体问题如下：

1.小城镇居民“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不足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小城镇居民的认知仍停留在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的层面。由

于缺乏对“居民能动性”的深刻认知，严重局限了小城镇转型机制和管治框架设计的可能性。

因此，大拆大建和农民“被上楼”等现象在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然而，郑明媚等（2010）在对

美国马里兰州的小城镇——联桥（Union Bridge）进行研究时发现，美国的小城镇规划十分重

视公众参与，包括：向公众发放问卷，征求其对规划目标的建议；在公众建议基础上拟定规划

草案；让公众参与草案讨论等。通过这些举措，公众的切身利益（如生活、就业等）可以得到有

效保障。那么，如何让我国的小城镇居民也能够广泛参与到规划建设当中？显然，若想实现

这一目标，尚且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探索

我国居民在小城镇转型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从而有利于自下而上设计出具备实践基础的小

城镇转型发展模式。

2.小城镇生态环境遭到城市工业的“转移性”破坏，并且自身治理能力差

研究发现，在我国环保政策的严控之下，部分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开始由大中城市向小

城镇转移（刘建新，2009）。但是，小城镇的污染治理和修复能力差，缺乏像大中城市那样相对

先进的环境治理机制和技术，往往会造成跨地域、长时期的环境污染现象。尤其是重污染型

乡镇企业，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小城镇发展雪上加霜。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际上，我国学者对小城镇生态环境的研究比例仍相对较低，对小城镇

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认知不足。因此，亟需探索相关理论加以解

决，这也是本文引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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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小城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SES

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是在一系列前人理论尝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传统公

共治理研究，以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石，核心观点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优于官

僚制度安排”（Hughes，1998；Savas，2000）；“多中心”理论，强调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和决定制度

安排变量的复杂性（Ostrom，1989）；随着对“嵌入”问题的分析（Granovetter，1978）、制度框架的

界定（North，1990；2005）以及非正式制度等研究的兴起（Greif，1994），制度结构（环境）对制度

安排的影响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Eggertsson，1993）。“制度分析与发展”

（IAD）框架（Ostrom，1999），就是该议题的重要成果，它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宪政规则、集体

决策规则、应用规则，并强调其相互嵌套性（李文钊、蔡长昆，2012）。SES分析框架正是Os⁃
trom（2009）在 IAD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包含不同的子系统（资源系

统、资源单位、管理系统、用户），子系统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系统最终的互动结果，也受此互动

结果的反作用；同时，这些子系统又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级。这就类似于生物体由器官构成、

器官由组织构成、组织由细胞构成、细胞由蛋白质构成（Ostrom，2009；McGinnis & Ostrom，

2012）。因此，SES理论框架的关键在于如何分析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多层次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其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系列相关变量和由这些变量组成的通用分析框架，便于收集数据和

进行研究设计，对于分析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谭江涛等，

2010）。这一框架已在企业发展（宋春艳，2015）、社区建设（付立华，2009）等领域展开了初步

应用。

对于小城镇来讲，引入SES分析框架，可以诊断其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复杂互动关系，解

释治理过程中隐藏的复杂结构和互动机制。小城镇SES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包括资源系统（资

源系统规模、基础设施、区位条件等）、资源单位（土地规模与价格、公共设施数量等）、管理体

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网络结构、政宪规则等）、用户（人员构成、职业类型、社会资本、心智模

式、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等）四个核心子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背景中，用户从资源

系统中获取资源单位，并依据治理系统的规则来维持资源系统的运转。整个过程中，社会系

统与生态系统紧密嵌套、连续不断地进行交互作用，其中的微观、中观、宏观的情景变量之间

也会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产生相应的不同结果，如表2所示。

那么，如何利用SES分析框架解决文中提出的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完善政府管制机制，让小城镇居民积极参与到我国的城镇化建

设过程中来？显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小城镇居民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并

非是被动参与者，而是关键行动者。在不同治理情境下，行动者的不同（激励）行为以及行为

规则的改变，将会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小城镇居民来讲，城镇化过程将对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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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亦然。根据SES分析框架及其子系统变量（见表2），一方面，小城镇

居民自身的社会资本、知识储备、经济属性等，会对用户系统中的其他用户，例如，地方政府、

开发商、社区、外来居民等产生同层级内部的交互影响。另一方面，小城镇居民会通过用户系

统，对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和管理体系产生跨层级和层级间的交互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生态系

统的互动和产出水平。因此，转变管理思想，充分考虑小城镇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明确其在社

会生态系统中的自身贡献和交互作用，是实现向“以人为本”转变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

表2 小城镇SES分析框架核心子系统的二级变量举例

S社会、经济、生态、政治背景

S1小城镇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S2小城镇人口变动趋势；S3国家和地区政治稳定；

S4国家和地区资源管理政策；S5国内外及地区市场激励；S6社会媒介组织

资源系统（RS）

RS1小城镇内部包含的部门

RS2小城镇与城乡边界的清晰度

RS3小城镇资源系统规模*

RS4小城镇基础设施

RS5小城镇生产力

RS6小城镇资源的均衡属性

RS7资源的动态可估性

RS8小城镇资源的存储性质

RS9小城镇资源的区位条件

互动（I）➝产出（O）

I1小城镇不同使用者的收益水平

I2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共享

I3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协商过程

I4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矛盾

I5小城镇投资活动

I6小城镇利益相关者的游说活动

I7自组织活动

I8网络活动

相关生态系统（ECO）

ECO1 气候模式；ECO2污染模式（自身污染、“转移性”污染）；

ECO3影响小城镇社会生态系统的其他输入输出

资源单位（RU）

RU1小城镇资源

单位的流动性*

RU2增长率

RU3 替代率

RU4资源单位间

的相互作用

RU5经济价值

RU6数量

RU7种类

RU8独特性

RU9时空分布

管理体系（GS）

GS1各级政府组织

GS2非政府组织

GS3各种组织的网络结构

GS4产权制度

GS5运行规则

GS6集体决策规则*

GS7法律规范

GS8监督与制裁程序

GS9特殊规则

O1社会绩效（效率、公平、效益、可持续性）

O2生态绩效（恢复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

O3外部效应（对于其他社会生态系统）

用户（U）

U1使用者数量（地方政府、

小城镇居民、外来人口等）*

U2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U3使用历史

U4阶级地位

U5政府领导力/企业家能力*

U6社会准则/社会资本

U7知识储备/思维方式*

U8对资源的重视度*

U9采用的技术

注：*表明这些变量的子集与自组织有关；表2根据Ostrom（2009）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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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2中的相关变量，通过一定的量化分析方法，通过对关键行动者的行动情景组合及行

动规则的制定（如产权规则、边界规则、奖惩规则）等，即可针对不同区域或类型的小城镇提出

因地制宜的解决之策。

第二，如何做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防止大中城市的排污型企业向小城镇转移，并提

高小城镇自身的污染治理能力？SES作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通用型框架，对可持续发展问

题具有深刻的理解。如表2所示，其中的各项变量会通过自组织行为对小城镇的社会-生态

系统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简单的“收益”和“成本”来描述。利用这种思

想，可以对我国小城镇现阶段面临的“转移性”污染问题算一笔账。小城镇承接这些来自大中

城市的排污型企业，或许可以对地方的经济带来短期增长。但是，在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

展过程中，不仅要计算经济账，也要计算生态账；不仅要计算地方账，也要计算总账；不仅要计

算短期账，还要计算长期账。由此算来，承接大中城市的排污型企业，对于小城镇来说是不划

算的，更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何改变？根据SES框架和表2中的相关变量，这就需要根据

互动（I）、产出（O）及相关生态系统（ECO）的可能表现，利用相关仿真和模拟技术，推演（逆推）

资源系统（RS）、资源单位（RU）、管理体系（GS）和用户（U）的优化行为，并尤其关注其时空分

布特征，因地制宜提出具体的解决之策。由此可见，SES系统框架为帮助理解我国小城镇可

持续转型问题的相关作用机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四、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我国小城镇转型治理模式展望

在我国，小城镇有着区别于城市和农村的重要功能定位，其发展程度如何关乎未来、关乎

民生。因此，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需要首先明确：小城镇是部分居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是用

来生活、工作和居住的；发展小城镇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大拆大建”追求背后的GDP增长，

而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这就需要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小城镇居民的幸福感之上，避免

“以人为本”“生态保护”这样的政策理想与微观事实相背离。

本文将小城镇视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通过建立新的SES分析框架，为我国小城镇的

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铺垫。具体而言，新的理论框架将有助于理解小城镇转型发展过程

中各子系统及其从属变量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对结果的反馈过程。例如，在制定小城镇的转

型治理模式时，可以选择用户子系统为研究起点。一方面，重视用户子系统的内部优化过程，

例如，权衡不同使用者的各方利益、掌握其社会经济属性、提升地方政府领导力、发挥乡镇企

业家才干、增强城镇化知识储备、转变大拆大建和居民“被上楼”的思维方式、提高对当地资源

的重视程度、采用新技术等（其他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过程亦是如此）。另一方面，重视该子系

统与其他子系统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加强互动（I）过程，例如，调节各方收益水平、加强信息

共享、增进协商、解决矛盾、鼓励投资等环节，与其他子系统产生良性影响，进而提升小城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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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其他外部效应，并对相关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这个互动

过程并非是单向的，小城镇治理效果的提升，同样会通过上述路径，对各子系统及其从属变量

实现优化和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小城镇的转型治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反馈

和适应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

那么，未来我国小城镇的治理模式可能会朝哪些方向发展？在分析制约我国小城镇核心

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后续研究从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和制度框架视角，展望小城镇

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型治理模式。首先，多元主体驱动下的差异化的小城镇治理模式。作为复

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小城镇的转型治理情形灵活多变，不同关键行动者（地方政府、开发商、

社区组织、小城镇居民、外来流动人口）的行为、行动情景组合、以及需要遵守的应用规则，需

要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管理策略来引导，从而实现多元主体驱动下的稳步自由发展。其次，

动态多变情形下的小城镇治理模式。SES框架既可以用来研究静态制度安排，也可以用来研

究新规则和新技术情形下的动态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分析相关行动舞台下的个体行为，对于

制约个体行为的制度结构也能够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在针对特殊的经济条件、生态资源、政

治环境、治理规则（政府或市场）和技术条件时，未来的制度框架应当具备良好的适应和改变

能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地制宜。

当然，小城镇SES分析框架的提出，只是探索其转型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关的量化方

法研究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如何将小城镇这样的家园，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的聚居之地，依然是我国学者需要共同努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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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for Small Towns’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Zhang Xiaolinga,b

（a：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Shenzhen Research Institut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features neoliberalism, namely the market-oriented and so-

cial-spatial transitions. However, acting as the key link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small towns face a number

of challenges. After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small towns and interpreting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ur-

banization system,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wo core issues:“Small town residents are treated as passiv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nd“The eco-environment of small towns is destroyed by polluters which has transferred

from urban areas.”In order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we reposition small towns in the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 So-

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 and propose a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ir sustainable transforma-

tion based on actors’behavioral logic an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possible directions

of small towns’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advocates the basic guidelines for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eo-

ple-oriented”and“ecological protection,”and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bal-

ance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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