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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收入增幅减缓的症结: 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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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我国农民 收入 增幅持 续下 降的深 层原 因, 在于 剩余 农业 劳动 力转 移严 重受 阻。

而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巨性, 在相当程度上又 是和我国所选 择的超前 工业化发展 战略,
以及与其相互依存的城乡二元经济 社会结 构联结 在一起。 要有效地 解决我 国剩余 农业劳 动力的
转移, 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 的一般 规律, 最大 限度地 发挥市 场化、工业 化和城 市化对 剩余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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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6 年以来, 我国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再度呈下降趋势: 1996 年为 511% , 1997 年和 1998 年
均为 315% , 1999 年为 218% , 2000 年为 214% 。与此相联系,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也呈下降
趋势: 1996 年为 9% , 1997 年为 416% , 1998 年为 413% , 1999 年为 318% , 2000 年为 211% 。
据有关资料分析, 1999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比 1998 年增长 318% , 即增加约 48 元, 几
乎完全靠的是农民的工资性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的收入, 两项分别为 63013 元和
25617 元, 分别比 1998 年加 5617 元和 34 元, 两项相加共增加收入 90 多元。而当年种植业纯收
入比 1998 年则减少 4512 元, 畜牧业纯收入比 1998 年则减少 1011 元, 两项相加共减少 50 多元。
这就是说, 如没有非农业产业的收入来弥补, 1999 年农民不是增收, 而是减收。1998 年和 1999
年,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已呈绝对减少。据有关数据分析, 近十几年来, 农
民工资性劳动 报酬收入占纯 收入的比重不断 上升, 即从 1985 年的 1814% , 上 升到 1999 年的
28152% , 而同期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的比重, 则分别从 48115% 和 11116% 下降到 39191% 和
7114% 。这就是说, 当前农民收入的大头和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产业, 而不是靠种地, 这也是传
统农区的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种植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构成中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各类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下跌, 价格
下降幅度与收入增幅下降幅度是同步的。在目前进行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相当多的地方注
意了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调整, 发展市场需要的名特优新产品, 在农产品优质化上下功夫, 这无疑
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 从微观角度看行得通的, 从宏观角度看则不一定行得通。说的更明白一
点, 农产品总量过剩 ( 相对于市场需求量) 是当前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 不可只顾及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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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总量问题, 再沿着靠增加农产品供给来实现农民增收的路子已行不通了。由此而引伸出来
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就是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和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仅 1997 年、1998 年两
年统计,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净增 366 万人, 1999 年、2000 年每年至少也有 100 多万人。如果
把农民从农产品所得的纯收入当作分子, 把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当作分母, 农产品价格
下跌则导致分子缩小, 农民人数增加又导致分母扩大, 结果是以从事农产品生产为主的农民及其
家庭收入更少。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一是因为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剩余农业劳动
力的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二是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大, 许多城市采取辞退农民工的办
法, 限制使用外地民工, 并大大增加限制使用农民工的行业和职业范围, 这样就使城乡分割的二
元结构进一步固化。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净增加, 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 致使我国本来就很
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更趋低下, 加大了农民收入增收的难度。
由此看来, 我国农民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又以增收难的问题展现在国人面
前, 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说中国人口多, 主要是指农民多,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 农民 / 钱从那里来, 人往何处去0 将始终是伴随我们挥之难去的艰巨任务。就经济结构而
言, 我国已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化,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及 18% , 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70% ,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50% , 就社会结构而言, 还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 城市化严重
滞后于工业化,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初期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的转变, 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需求
制约为主的阶段, 要想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有较快地增长, 就必须从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的
收入增长方式, 转向农产品供给平稳增长与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从这个意
义上说, 要使我国农民收入得到持续增长, 就必须加快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步伐。这就要求人
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法, 即就农业论农业, 就农民论农民, 就农村论农村, 从宏观改革与发展的
全局, 探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思路、新途径。

二、症结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滑, 是由于工农产品比价关
系没有理顺, 即出现 / 比价复归0, 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
滑, 则有更深层的原因, 即在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和
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受阻。这就涉及到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课题。
发展经济学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 一个是主要使用劳动力的农业部门,
一个是主要使用资本生产的非农业部门。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 都包含着从农业经济到
二元经济, 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转变的两个过程。伴随着从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的转变, 从
农业部门看, 一方面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另一方面是因剩余农业劳动力
的大量外流, 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剩余产品率的显著提高, 而这正是维持工业化过程, 以
及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前提条件。
工业化是农业经济向二元经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在工业化启动过程中, 首先获得发展的,
是需要资本投入较少的轻工业, 这与该发展阶段以农业为积累资源是相一致的。以后随着人均收
入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消费指向发生了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 转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
工业的变化, 由此诱发了对基础工业的需求, 工业化过程也就必然相应地进入以资本 ( 或资金)
集约为特征的基础工业主导发展阶段。当基础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工业化过程就进入到以资本
) 技术集约为特征的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当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以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为主导的重
化工业阶段, 也就步入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时期。这个时期积累的主要来源, 已经从农
业转到工业, 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这一阶段大体已经完成。
1952 年, 我国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 在全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 高达 5717% ,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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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发展, 正处在以农业为主向二元经济过渡的起步阶段。按照工业化的一
般规律, 我国的工业化过程, 应该有序地走轻工业 ) 基础工业 ) 重加工业发展阶段, 然而由于我
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条件, 使得我国在向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初期阶段, 就实施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1952 ) 1978 年, 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了 28 倍, 重加工业产值增长 40
倍, 而轻工业产值仅增长 16 倍。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 既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也超越了以基础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直接跨入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的工业
化过程, 跨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其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没有发生从以农业为主向以
轻工业为主的升级性变化, 结果是把重化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的重点, 始终放在农业上面。
我国工业化超越轻工业发展阶段, 所带来的又一大矛盾, 就是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的不断累
积, 目前达 115 亿个左右。与重工业不同, 轻工业一般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轻工业不能得到
较大的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的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变之前, 也
就是说, 在外延型经济增长阶段上, 工业规模急剧扩大, 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增加, 为剩余农业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机会。这样, 当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的时候, 社会上的大部分
人口已经进入城市, 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这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再依靠绝对
规模的扩大, 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然而,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
略, 50 ) 80 年代这一最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 其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 是与工
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1952 )
1978 年, 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 只有 3 723 万个, 而同一时期, 全国城乡劳动
力共增加 19 127 万人, 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
由于以上分析的原因, 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经历了 60 年代初期的挫折后, 进入 70
年代以来长期停滞, 1975 年农业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7 年还低 1116% , 到 1980
年也不过仅提高 1518%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停滞, 使得在传统战略下发动的每次工业化高
潮, 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宣告结束。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在工业现代化和改造传
统农业的过程中, 都伴随着农业物质消耗显著上升的现象。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 农业物
质消耗率的上升速度超过其他产业物质消耗率上升的速度, 是各国工业化的普遍规律。到工业化
后期, 农业物质消耗率甚至可以超过 50% 。这些国家农业物质消耗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
度提高, 是以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基本完成为前提的。
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 仍然占 70% 左右, 如果未来 10 年内农业内部的剩余
劳动力不能迅速地向农业以外转移,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无法大幅度提高, 发展农业生产就不能为
农民带来新的收入。而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 农民就不会向农业增加投入, 反而会诱使农业
内部生产要素的加速外流, 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乃至萎缩。显而易见, 在低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是不可能奠定高投入农业的基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农业产值份额难以继续提高, 唯
一的途径, 只有从农业内部向外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受到很大的制约, 农业生产发展面临物质消耗上升的压力, 又难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予以缓
解, 这就有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再次萎缩和长期徘徊。
任何发展中国家, 在其工业化过程中, 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我国的工业化过
程, 由于跨越了有序发展的两个阶段, 工业的进步是以超经济强制地保持农业的落后为基本前提
的, 所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更为典型, 强度更大。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强度, 一般是用农业与非
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 世界发
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 4109 倍, 我国在改革之初的 1979 年却高达 6108 倍, 为世界各国绝无
仅有。1978 年, 从三次产业的产 值结构看, 我国二次产业所占 比重已达 4418% , 相当于人均
GNP 3 000 美元以上的中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而从劳动力结构看,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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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仍然高达 7015% , 相当于人均 GNP 200 美元以下农业国家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 在比较利益驱动下, 我国曾经出
现农村工业化高潮, 1984 ) 1988 年间, 乡镇企业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 4419% , 农村非农产业就
业人数增加 4 300 万人,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1983 年的 67% 下降到 1988 年的 5913% , 同期农村
人口比重也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然而, 一种奇怪的现象产生了, 即以相对收入度量的二元经济
社会结构强度, 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出现复归的趋势。到 1988 年, 农业与非农业
间的相对收入差距, 从 1984 年的 3158 上升到 1988 年的 3189。出现这一奇怪现象的深层原因,
就是这一时期农业产值份额的过快下降,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 以及农村工业化过程中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快。我国农业在 1984 年取得大丰收后, 就陷入 / 一年减产、三年徘徊0 的
境况, 1985 ) 1988 年期间的农业增长率, 只及前 6 年的 54% , 粮食产量则出现负增长, 农业剩
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 1984 年高达 1 600 万人, 其后两年维持 800 万人的水平, 1987
年减为 650 万人, 1988 年进一步减为 480 万人, 同期, 1985 ) 1988 年, 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
增长速度高达 2113% , 是前四年的 216 倍。
必须指出, 我国农业产值份额的过快下降,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趋于停滞, 以及农村非农产
业有机构成提高过快, 与我国二元产业结构的背景是密切联系的。我国二元产业结构的显著特
征, 就是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特别大, 因此农村工业化高潮一出现, 就面对庞大而又先进的城市工
业。城市工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后虽然出现了升级, 但传统轻工业作为哺育新生产业的主
要积累来源, 不会为农村工业发展轻易让出市场。迫使农村工业在其发展的起步阶段, 就面对城
市工业的剧烈竞争, 不得不选择资本替代劳动的增长方式。以牺牲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代价,
来提高设备、技术水平, 以及提高产品的档次和质量。

三、出路在于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是现代化
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 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 这两者之间表现
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后果, 集中地反映在最近几年前者速度的大幅度回落。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地解决这种不协调的问题, 并使之相互促进, 以开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新阶段。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正确认识和
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应当这样看,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
代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原动力, 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可缺少的原动力。要最大限度
地发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现代化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 就必须使这三者
得到协调的发展。
长时期以来, 我国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而极大地制约着现代
化的进程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 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
进, 城市化水平也将不断地提高, 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结构变迁的结果, 也是市场机制在
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 无一例
外地推进了城市化。当今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达 80% 左右, 英美等国则在 90% 以上, 发
展中国家平均在 40% 左右, 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始刚突破 30% 。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
由建国初期的 3B7 转换为 715B215, 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 310B710, 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以来, 我国市场化进程有了显著的进展, 并且与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已
经基本上打通。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也正是市
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然而, 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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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 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又日益突出出来。现阶段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所
面临的困境,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所造成的。我国城市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和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之外, 是永远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近几年来, 日益升温而又难以遏制的 / 民工潮0 现象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
化滞后所带来的社会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能够在产业间和地区间自由
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 特别是 / 民工潮0 现象的出现, 是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大批农民弃乡离土, 向城市、沿海进军, 成为 / 民工潮0, 应当用
积极的眼光去看待, 它是农村发展的新机会, 是农民继家庭承包、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业
绩, 它不仅开通城乡关系, 活跃了生产要素, 而且对城市来说也是个发展机会。没有近乎无限供
给的廉价劳动力, 三资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 现代工业部门也就没有多少劳动积累。解决农村剩
余农业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特别是 / 民工潮0 问题, 是不能简单化地采用 / 堵0 的办法。堵是
堵不住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 民工潮0 作为我国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
将会存在于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全过程。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 其主要任务是如何
因势利导地降低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个人和社会所承受的成本和风险, 把 / 民工潮0 所
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对于农民自发创造的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 其所必然带来的
盲目性,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的盲目性是客观存在的, 有时甚
至是相当严重的。一部分农民自发地流动出来以后, 较长时间找不到就业位置, 往往会引发一系
列社会问题。应当说, 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最大受益者是流动者本人。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流动的这种盲目性也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市场风险, 而流动
者的就业机会往往就是寓于这种盲目性之中。盲目性的适度存在, 是竞争性市场能够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必要条件。那种以克服农民流动的盲目性为理由, 企图建立一种没有任何盲目性与没有任
何风险的劳动力市场,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长远看, 要从根本上解决 / 民工潮0 的问题, 就必须把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有机地统
一起来, 并把城市作为发展二、三产业和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的主要载体。这就必须选择一条既
适合我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农村城镇道路及其对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我
国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很快, 仅建制镇就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 2 200 多个, 发展到 1992 年底
的 11 985 个, 1997 年底的 18 402 个。事实上, 除了乡以上的农村小城镇外, 在东部和中部地
区, 还有一个部分经济发达的产值超亿元的农村, 其村庄发展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大部分乡镇水
平。此外, 在一些农村的商品集散地、各类专业批发市场, 虽然不是乡镇政府所在地, 但城镇建
设规模也相当可观。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新的思路: 即必须抛弃单纯依赖国家财政来搞城
市建设的传统做法, 把农民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力量引入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中。
那么, 如何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呢? 正反两方面的实际经验表明, 首要的因素, 必须从根本
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镇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 城镇居民的高福
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负担的。受政府财政资金的限制, 政府很难把对城镇居民的 / 义务0 扩大到
农民身上。因为农民进城, 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 政府作出的反应,
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 即阻止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因势利导促进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 使城镇化建设, 从以往的政府主导
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 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
经商, 依靠农民自身力量, 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 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
建设资金三大问题, 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城镇建设市场化的内涵, 即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
部门规划、监督、协调、服务职能, 遵循 / 谁受益、谁投资、谁营运0 及市场供求关系和政府择
机适时调控的原则, 形成资金筹集多元化、建设主体企业化、设施使用商品化和政府行为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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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建设管理新机制。城镇建设筹资多元化, 引发了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向民间和外商为主转
变, 与此同时, 投资风险也由政府转向民间和外商, 建设管理体制相应转向企业化经营管理。把
市场机制引进城镇化建设,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地说, 充分发育的区域市场经济是前提,
较为充裕的民间资本是基础, 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是保证, 政府的合理、适度调控是关键。应当
着重指出的是, 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 只有遵循市场运行规律, 实施范围合理、方式对路、
力度适当的调控, 才能有效发挥补充市场失灵、矫正市场偏差、保障市场有序运作的积极作用。
只有把政府的必要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提高基础设施的使
用效率, 从而推动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 就是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
村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必须逐步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
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 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
口, 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 如实地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状况的本
来面目, 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 严格地杜绝办理户口高收费现象, 等等。只有改革城乡分割
的二元户籍制度, 才有可能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创造条件。以往那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要求。它从制度上堵塞
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途径, 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考虑中国的具体国
情和历史积累的矛盾太多, 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分步骤地、有选择地进行。在近期内, 应当首先
放开县城所在地和农村城镇的户口, 采取农民集资建城的办法, 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对于流动人
口实行弹性户籍管理制度, 以解决这部分人口的超生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对于那些在异地与用
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的农民工, 可以允许其户口随人身一起流动, 在就业所在地办理临时户
口, 并依法接受当地社区的管理, 享受该社区的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 1]

李佐军 1 中国的根本问题 ) ) ) 九亿农民何处去[ M ]1 北京: 中 国发展出版社, 20001

[ 2]

秦润新 1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 M ]1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 社, 20001

[ 3]

许经勇 1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 M ]1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 20001

The Main Reason That FarmerÄs Revenue Grows Slowly
Lies in the Movement Stoppage of Surplus Labors in Rural Areas
XU Jing- y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 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 he primary reason for farmerÄs revenue to increase slowly year by year lies in movement
st oppage of surplus labors in rural areas. T he diff icult ies of such movement , to a g reat degree, arise from
the strat eg y of early- mat uring indust rialization and the dual st ruct ures mut ually depended on in economy and societ y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 should follow t he general rule in advancing t he soci
ety and economy as a w hole and carry out t he strategies of market ability, indust 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 ion as possibly as w e ca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 ies in moving the rural labors.
Key words: movement of rural labors; t he dual economic struct ure; urban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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