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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收入增幅减缓的症结及出路
许经勇
(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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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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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1997 年和 1998 年均为
3. 5% , 1999 年为 2. 8% , 2000 年为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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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 1998 年为 4. 3% , 1999 年
为 3. 8% , 2000 年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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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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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3 元和 256. 7 元, 分别比 1998 年增加
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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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 元, 畜牧
业纯收入比 1998 年则减少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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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 即

从 1985 年的 18. 4% , 上升到 1999 年 28. 52% , 而同
期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的比重, 则分别从 48. 15%
和 11. 16% 下降到 39. 91% 和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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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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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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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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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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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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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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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导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剩余产 品率的显
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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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7% , 这意味着我国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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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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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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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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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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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1978 年, 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
就业岗位, 只有 3723 万个, 而同一时期, 全国城乡
劳动力共增加 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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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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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6% , 到 1980 年也不过仅提
高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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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产值份额难以继续提高,
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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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9 倍, 我 国在改革 之初的 1979 年却高 达
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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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8% , 相当于人均 GNP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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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 70. 5% , 相当于人均
GN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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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9% , 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加
4300 万人,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1983 年的 67% 下
降到 1988 年的 59. 3% , 同期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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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8 上升到 1988 年的 3.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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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2 NTSFX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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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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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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3% ,
是前 4 年的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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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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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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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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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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转换为
7. 5: 2. 5, 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 3. 0: 7. 0, 这在世界
上是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在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我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在
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并且独立于城市化进行的, 使得
迅速增长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大量被城市二、
三产业所吸收。1952 年至 1978 年, 我国城市工业所
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 只有 3723 万个, 而同一时
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 全国城乡劳动 力共增加
19127 万人, 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
村, 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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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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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和必然性。大批农民弃乡离土, 向城市、向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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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开通了城乡关系,
活跃了生产要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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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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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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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规律的农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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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多个, 发展到 1992 年年底的 11985 个 ,
1997 年底的 1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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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实践经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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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阻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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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这时调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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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2 NTSFXYXB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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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哪些在异地与用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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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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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and Solutions to the Slowdown i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Chinese Farmers Earnings
XUJing - yong
( School of Economy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al decline i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Chinese farmers earnings can be attributed mainly to the
suffocation in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The difficulties in this regard are connected, to a great extent, with
the foremos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 ies and the related duality in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To e-f
fectively tackle the problem therefore, we should observe the general law gov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ing to the full the facilitative role of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ransferring the surplus
labor force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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