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各省市"特色小镇"政策集锦 
 

北京市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本

市将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功能性特色小城镇，提高小城镇承载力，更好地对接非首

都功能疏解，起到“桥头堡”作用。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程中，郊区将迎来历史性重大发展机遇。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郊区，特别

是平原地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承接地。其中，小城镇更是城乡体系中的

重要节点。 

“十三五”期间，作为重点小城镇的升级版，北京市将充分利用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重大机遇，调整重点镇规划布局，明确各类小城镇的功能定位。如平

原地区的乡镇，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部核心功能区”，将积极承接中心城

和新城疏解的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等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大学镇、总部镇、

高端产业镇；西北部山区乡镇，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涵养区”，将重点

发挥生态保障、水源涵养、旅游休闲、绿色产品供给等功能，打造一批各具特色



 

 

的健康养老镇、休闲度假镇；围绕重大项目建设、重点资源利用，还将统筹规划

建设雪上运动小镇、世园小镇、环球影城小镇、新机场服务小镇、科技信息小镇

等一批功能性特色小城镇，带动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增收致富。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本市将着重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更多地参与

农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获得更多经营收益和劳动报酬。

探索盘活农民闲置住房，发展旅游养老业。结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

革，让农民更多**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深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制定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做大做强的有关政策，完善其市场主体地位，增加

农民集体股权收益。探索建立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生态补偿标

准，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力争到 2020年，农民人均

收入达到 3万元，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达到 1.5万元。 

 

河北省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力争

通过 3至 5年的努力，培育建设 100个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

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体制机制灵活的特色小镇。 

 

 

1.特色小镇既不是行政区划的“镇”，也不是“区”，一般布局在城镇周边、

景区周边、高铁站周边及交通轴沿线，适宜集聚产业和人口的地域。特色小镇规



 

 

划要突出特色打造，彰显产业特色、文化特色、建筑特色、生态特色，形成“一

镇一风格”； 

2、建设用地面积 1平方公里左右，聚集人口 1万至 3 万人 

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 3平方公里左右（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可适当放宽），

建设用地面积一般控制在 1平方公里左右，聚集人口 1万至 3万人； 

3、按照 3A级以上景区标准建设。 

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注重保护重要历史遗存和民俗文化，挖掘文化底蕴，开

发旅游资源，所有特色小镇要按 3A级以上景区标准建设，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

要按 4A 级以上景区标准建设，并推行“景区+小镇”管理体制。 

4、要有明确产业定位。 

特色小镇要聚焦特色产业集群和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兼顾皮

衣皮具、红木家具、石雕、剪纸、乐器等历史经典产业。 

5.每个小镇投资 20 亿元以上。 

突出有效投资。坚持高强度投入和高效益产出，每个小镇要谋划一批建设项

目，原则上 3年内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亿元以上，其中特色产业投资占比不

低于 70%，第一年投资不低于总投资的 20%,金融、科技创新、旅游、文化创意、

历史经典产业类特色小镇投资额可适当放宽，对完不成考核目标任务的予以退

出。 

6.引进人才，创新特色产业。 

集聚高端要素。根据产业定位量身定制政策，打造创新创业平台，吸引企业

高管、科技创业者、留学归国人员等创新人才，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做大

做强特色产业。建设特色小镇公共服务 APP，提供创业服务、商务商贸、文化展

示等综合功能。 

 

四川省 

近 3年来，四川大力实施 “百镇建设行动”，每年遴选 100个小城镇重点

培育。目前，推出的 300个试点示范特色小镇竞相发展，形成了“百镇示范带动、

千镇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乡土四川正加速向城镇四川迈进。 

四川鲜明提出，要统筹城市和小城镇规划布局，突出小城镇文化底蕴、民族

风情、自然风光和产业特色，为小城镇建设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坚持“多规合一”。四川统筹小城镇布局和功能，把小城镇建设系统纳入了

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确保 300个试点镇的土地、城建、产业和基础设施配套，

与城镇总体规划相适应。 

坚持“一镇一规”。四川众多小城镇分布于平原、河谷、丘陵、山地，发展

条件参差不齐。按照宜工则工，宜旅则旅，宜商则商，宜居则居的原则，精准规

划，使每个镇都有鲜明特色和发展方向。 

坚持“绿色优先”。四川小城镇山、水、林生态优势突出，坚持以原有城镇

自然风貌为基础，划定小城镇规划红线，创建山水相依、绿色低碳、自然和谐的

宜居小城镇。 

四川在小城镇建设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不搞“大包大

揽”，不搞财政资金集成的“盆景”，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培育提升小城镇的自

我发展能力。 

向改革要“小城镇内生动力”。推进“扩权强镇”，新津县、大竹县分别将

97项和 111项县级管理权限和事项下放到花源镇和庙坝镇，增强了试点镇的统

筹管理能力。实行“一体化管理”，如成都市安德镇实行镇与功能区“镇区合一、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提升了小城镇管理的水平。 

向改革要“农村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从 2013 年开始，

四川在全国率先全面放开除特大城市以外的城镇落户限制，近年来试点镇转移农

村人口约 60万人。推进社保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切实保障



 

 

农民“愿进来”“留得住”更“过得好”。 

向改革问“钱从哪里来”。省财政 3年安排专项资金 15亿元，整合专项资

金近 5亿元，通过“以奖代补”竞争机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资金配套。运用 PPP、

财政贴息、直接补助、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多种方式，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小城镇

建设。 

 

山东省 

2012 年，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实施“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出台了《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意

见》，在实施扩权强镇、保障发展用地、适度扩大财权、加强资金扶持、优化机

构设置等七个方面制定了创新性的优惠政策。 

 

 

委托给示范镇的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一律进入镇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

站式服务”。 

“十二五”期间省里每年为 100个示范镇安排不少于 5000亩的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直接单列下达。 

省里每年安排 10亿元的示范镇建设专项资金。 



 

 

陕西省 

2016 年，陕西省发出《进一步推进全省重点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

设的通知》，提出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加大扶持力度、提升规划建设管

理水平、切实落实扩权强镇、加强技术支持和专家指导、严格目标责任考核等 8

项措施，进一步推动全省重点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即“两镇”建设，带动全

省特色小城镇发展。 

 

 

持续推进简政放权，配备规划管理专职人员。两镇的主要负责人可由县级领

导兼任。 

从 2016年到 2020 年，省财政给予每个省级重点示范镇每年 1000 万元专项

资金支持，每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每年 5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同时，省上还将分批次给予每个省级重点示范镇 1000亩、文化旅游名镇 200

亩城乡建设增减挂钩用地指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成效显著地市级重点镇奖励 600万元和 600亩用地指标。 

 

浙江省 

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



 

 

8号），明确了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总体要求、创建程序、政策措施、组织领导

等内容。 

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是省委省政府从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统筹

发展大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将在全省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 100个左右产业特

色鲜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叠加的特色小

镇。 

 

 

根据《指导意见》，特色小镇产业定位着力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

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撑我省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兼顾茶叶、丝

绸、黄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历史经典产业，坚持产业、

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指导意见》明确了特色小镇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 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

积一般控制在 1平方公里左右，原则上 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0亿元，所有特

色小镇都要建设成为 3A级以上景区。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

的方式，由企业为主推进项目建设，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保障。 

特色小镇将采用“宽进严定”的创建方式，通过“自愿申报、分批审核、年

度考核、验收命名”四个程序完成“特色小镇”创建。 

对纳入省重点培育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的对象，对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务



 

 

的，省里按实际使用指标的 50%给予配套奖励，其中信息经济、环保、高端装备

制造等产业类小镇按 60%给予配套建奖励，对 3年内未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加

倍倒扣省奖励的用地指标。在创建期间及验收命名后，其规划空间范围内的新增

财政收入上交省财政部分，前 3年全额返还、后 2年返还一半给当地财政。《指

导意见》还明确，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要整合优化政策资源，给予特色小镇规划

建设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天津市 

到 2020 年，天津市将创建 10个市级实力小镇、20个市级特色小镇，在现代

产业、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商业贸易、自主创新等方面竞相展现特色，建设成

一镇一韵、一镇一品、一镇一特色的实力小镇、特色小镇、花园小镇。特色小镇

与以往示范镇相比，特色小镇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重运营、轻开发。 

以往的示范镇建设需要对原有镇区进行大拆大建，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特

色小镇的建设不再以简单的大规模开发为主，更多引入城市运营的理念，把文化



 

 

功能作为“内核”，充分挖掘、展示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更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活

化利用，形成凝聚特色小镇的新的文化氛围。 

二是重市场、轻行政。 

特色小镇具有紧凑而明确的空间范围（3平方公里左右），更强调“转型”

和“创新”的含金量，它集聚的是整个产业链中一部分高端的核心环节，以及与

主导产业相互关联、共存、促进的各种创新功能、服务功能、社区功能、文化功

能等。 

三是重颜值、低成本。 

特色小镇在满足小镇居民产业、居住、游憩等功能基础上，更强调精细、美

观而具有地域辨识性，更加强调小镇绿化景观等的塑造，实现城乡空间建设与生

态文明建设相融合。 

四是重制度、轻蓝图。 

要“一镇一策”，“一类一策”，摒弃“先拿牌子、政府投资、招商引资”

的传统做法，同时对特色小镇的企业全面实现电子化审批。 

目前，天津各区相继启动编制特色小镇规划。武清区将打造电商小镇、台商

小镇、工业创新小镇、创客小镇、欧式风情小镇、运河创意休闲小镇等“市级特

色小镇”，以及自行车小镇、绢花小镇、泉州水城、津门首驿、东方马都等“区

级特色小镇”。西青区中北镇打造产城融合特色小镇，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无

人驾驶汽车。东丽区华明高新区建设制造业特色小镇，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基

地，同时发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材料、工业科技打印等。 

 

江苏省 

2015 年底江苏省提出计划，通过“十三五”的努力，加大重点镇和特色镇

的培育力度，到 2020 年全省形成 100个左右富有活力的重点中心镇和 100个左

右地域特色鲜明的特色镇。 



 

 

南京市将通过要素聚合、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把特色小镇打造成为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创业创新的新平台、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文化传承的新载体、美丽

南京的新名片。到 2020 年，全市将力争建成 30个左右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

韵味、生态充满魅力的市级特色小镇，并鼓励建设一批区级特色小镇。 

 

 

江苏省旅游局正式启动全省特色旅游小镇申报工作。建设目标是到“十三五”

末，全省培育 50个特色旅游小镇。 

目前除了南京已率先进行试点建设，扬州、泰州、宿迁等市也在积极探索中。 

 

广东省 

到 2020年广东将建成约 100个省级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水平、

创新发展能力、吸纳就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显著提高，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广州目前已编制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计划先期创

建 30个市级特色小镇，为其提供用地扶持、资金扶持、产业扶持和人才支持。 

 



 

 

 

黄浦区依据知识城、科学城和临港经济区三大板块空间布局，重点规划建设

4个特色小镇：知识小镇、宜居健康小镇、海丝文化特色小镇和旅游休闲慢行小

镇。 

白云区有依托白云国际机场建设人和航空小镇；依托帽峰山、流溪河建设钟

落潭健康小镇；依托物流园、淘宝村建设太和电商小镇。 

花都区规划了 17个特色鲜明、产业基础好、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近期

将重点扶持打造其中 4个：花东绿色金融小镇、梯面生态旅游小镇、秀全珠宝小

镇、狮岭时尚产业小镇。 

增城区打造成以岭南中医药为特色，以健康管理为模式，以温泉度假为配套

的健康小镇；谋划建设新塘基金小镇、朱村科教小镇、增江街 1978 文化创意小

镇等 10 个特色小镇。 

从化区打造 6个特色主题小镇，西塘村“童话小镇”，以“互联网+”生态

旅游为主题的“莲麻小镇”，联溪村“徒步休闲小镇”，温泉镇风景区“温泉浪

漫小镇”，以花为主题的西和村“风情小镇”，集桃花、美食、音乐于一体的锦

洞村“桃花小镇”等。  

 



 

 

甘肃省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明

确用 3年时间重点建设 18个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均要建设成为 3A级以上旅游景

区，其中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要按 5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 

 

 

通过 3年的努力，甘肃省计划通过 3年的努力，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

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四化驱动”，项目、资金、人才、管理“四方落实”的要求，坚持以人为

本、公平共享，科学规划、产业集聚，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

色，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的原则，围绕不同区域的产业发

展、自然风貌、文化风俗和资源禀赋，按照“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要求，

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绿色低碳、功能完善、产业集聚、开放包

容、机制灵活、示范效应明显的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均要建设成为 3A级以上旅

游景区，其中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要按 5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支持各地以特

色小镇理念改造提升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开发区（园区）的特色产业。建设工作从

今年 7月起至 2018 年底。 

省级财政要采取整合部门资金的办法对特色小镇建设给予支持，同时采取



 

 

“以奖代补”的方式，对按期完成任务、通过考评验收的特色小镇给予一定的奖

补资金。特色小镇所在县级政府要将特色小镇建设用地的租赁收入以及小城镇基

础设施配套费等资金，专项用于特色小镇基础设施建设。各地要积极研究制订具

体政策措施，整合优化资源，对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给予支持。 

 

福建省 

福建省政府印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 3年

到 5年的培育创建，建成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体制机制灵活、人文气息浓厚、创

业创新活力迸发、生态环境优美、多种功能融合的特色小镇。要求各地坚持特色

为本、产业为根、精致宜居、双创载体、项目带动和企业主体，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海洋高新、旅游、互

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兼顾工艺美术、纺织鞋服、茶叶、食品等传统特色产业，

来规划创建特色小镇。 

 

 



 

 

一是强化要素保障。优先满足特色小镇用地需求，对每个特色小镇各安排

100亩用地指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予以倾斜支持。在符合相关规划和不改变现

有工业用地用途的前提下，对工矿厂房、仓储用房进行改建、扩建及利用地下空

间，提高容积率的，可不再补缴土地价款差额。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优先列入省

重点建设项目。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特色小镇给予债券和贴息支持，小镇范围内符合

条件的项目，优先申报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和相关专项资金，优先享受省级产业转

型升级等相关专项资金补助或扶持政策，优先支持向政策性银行争取长期低息的

融资贷款，给予特色小镇规划设计补助，支持特色小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活

垃圾处理收运设施建设。 

三是给予人才扶持。借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我省自贸试验区做

法，对特色小镇范围内的高端人才实行税收优惠和个税优惠政策，加大对高层次

人才运营项目的担保支持。 

四是鼓励改革创新。列入省级创建名单的特色小镇，优先上报国家相关改革

试点；优先实施国家和省里先行先试的相关改革试点政策；允许先行先试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的改革。 

 

贵州省 

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 100个示范小城镇的战略，建设了一批旅游小镇、

白酒小镇、茶叶小镇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第一，坚持改革创新，建设活力小城镇。 

第二，协调推进、精心演绎城乡统筹发展的二重唱。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小城镇。 

第四，坚持民生为本，建设小康小城镇。 

在全国率先开展以镇为单位，全面小康社会创建工作，制定了《贵州省 100

个示范小城镇全面小康统计监测工作实施办法》，建立了以镇为单位，全面小康

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示范小城镇全面小康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