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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市场化程度低是加剧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近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 特别是农村生产要
素 ( 如劳动力、
土地、
资金等 ) 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共同分享工业化、
城市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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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中期后的 20多年间, 我国经

高 22 1% , 1980年和 1979年相比, 农产品收购价

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城市, 农村改革步伐放慢, 导

格指数再提 高 7 1% 。在 此后的 1981~ 1985 年

致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农民无法与城市

间,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升 5% 。

居民同步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果。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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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年

建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在很大程度

代,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那么悬殊, 三农

上取决于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问题不那么尖锐? 其主要原因是与城乡二元结构

一、20世纪 80 年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大
的原因

相辅相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农村生产要素还不能向城市自由流动。而有限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率先启动。 1978~

局部改革又使农村内部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 转

1984年, 我国曾一度把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放在农

化为工业化生产力, 农业和农村副业的结合显著

村。国家通过实行家庭承包制, 把生产经营自主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也因此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

权还给农民, 实现权、责、
利的高度统一, 极大调动

差距。 1984 年 1 月 1 日, 中 共中 央 下发 !关 于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再辅以国家较大幅度提高

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 明确提出: 随着农村

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支持和鼓励农民

分工分业的发展, 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

发展副业、
搞活农村商品流通。这一时期, 农村经

营, 从事林牧渔等生产, 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

济增长较快, 农民收入增长较多, 这是改革开放以

业和小集镇服务业, 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步。

来我国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在这一阶段,

1985年 9月, 中共中央提出了 !关于制定国民经

除家庭承包制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外, 提高农产

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 议 ∀, 将发展

品收购价格也相当重要。如, 1979年和 1980年,

乡镇企业列入 七五 计划, 该 !建议 ∀指出: 发展

国家曾先后两次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 由之路 , 并

1979年和 1978年相比, 农 产品收购价格 指数提

要求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到 1990年要比 1985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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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倍。乡 镇企 业因 此 获得 快速 发 展, 1984 ~

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是: 包括农业银行在

1988 年, 乡 镇 企 业 数 量 由 606 5 万 个 增 加 到

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业务基本上呈收

1 888 2万个, 年均增长 69 6% ; 吸收农民工就业

缩状态, 尤其是县和县以下地区; 而农村合作基金

人数由 5 208 1万人增加到 9 545 5万人, 年均增

会已清理撤并; 农村信用合作社本是满足农村金

长 24 2% ; 乡镇企业总产值由 1 709 9亿元增加

融需求的最主要机构, 但这些年已基本失去合作

到 6 495 7亿元, 年均增长 44 9% 。 1988年底, 被

金融的性质。按可 比价格计算, 1978 ~ 2000 年,

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

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 28 400亿元, 其

的 23 8% , 在 1986~ 1988 年农民净增收入中, 有

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

一半以上来自乡镇 企业。与 此同时, 20 世纪 80

总额的 40 4% ; 1994 ~ 2000年, 通过金融系统流

年代, 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较低, 其所消费的产

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 49% 。

品中大部分为农产品, 这又转化为农民收入, 进而

说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那么悬殊。而 20世纪

仅没有起到支农作用, 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

90年代后, 伴 随着城市 居民收 入水平 的大 幅提

主渠道。

高, 其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耐用消费品所占比重越

我国法律规定, 农村集体不拥有让渡土地权

来越大, 城市居民收入流入农村的比重越来越小,

属的权力。当农地改变用途时, 要先按照国家建

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设征用土地的规定, 对土地实行强制性征收, 即将

不断扩大。

其收归国有。但事实上, 农民除按政策规定获得

二、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的原因

很低的补偿费外, 不能分享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
所带来的巨大增值收益。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

2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改革的深化, 农村劳

格必然偏低。农民无权与城市居民同步分享农用

动力、资 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大 量由农村流入城

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值成果, 导致城乡居

市, 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

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原因。问题的实质在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决定的城乡市场化程度不同, 即农村的计划经济

三、
促进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是逐步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因素较多, 市场化程度较低。这突出表现在农村

为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必须因势利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农村生产要素以不

导地发育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的

等价交换途径大规模流入城市。就农村劳动力而

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目前,

言, 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与市民的待遇不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市中

平等, 即同工不同酬, 社会福利待遇差别很大。我

存在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这种

国农民工输出省与输入省的经济差距不是越来越

分割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 绝对分割。即农民工只

小, 而是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能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就业, 很难到市民劳动

以 2007年为基 期, 凡是 农民工大 规模输出 的省

力市场或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第二, 相对分割。

份,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都在 3 000多元的水平上,

即有些行业虽然允许农民工进入, 但同工不同酬,

而农民工大规模输入的省份,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农民工只能领取比一般市民低得多的劳动报酬。

在 6 000~ 8 000元范围内。其原因在于低成本的

农民工与市民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初次分配劳动报

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 大部分都留在输入省。

酬上的差别, 还表现在再分配方面的公共服务和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

公共产品享有程度的差距。后者的差距甚至明显

场化程度低。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不明确, 很多领

超过前者的差距。因此, 要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转

域存在空白; 农村信用环境恶化, 自我发展能力

变, 将农民工与市民劳动力市场分割向统一的、
竞

差, 再加上农村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城市, 导致农

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变, 就必须把农民工逐步纳入

村大量资金被抽离, 资金缺乏问题相当严重。我

城市公共服务系统, 加大对进城农民工的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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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

享工业化、
城市化成果赋予农民比以前更多的权

次实现农民、
农民工和市民的权利平等, 实现从身

益, 也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创造了条件。

份制度向契约制度的转变。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已进入以调整产

新一轮农村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以土地制

品和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乃至在这个基础上

度改革为核心。它将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

增加农民收入为特征的阶段。而农村产品和产业

约, 为农民和农民工分享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成果

结构的调整, 说到底是资金结构的调整, 是资金流

创造条件。我国农民拥有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一笔

向和流量的改变。没有资金结构的调整, 产业和

财富, 即农民集体土地, 包括承包经营的耕地、林

产品结构的调整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如果资金

地、
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在工业化、
城市化过

的配置是非市场化, 资金以外其他要素的配置, 也

程中, 这些农地一旦被征用于工业或城市建设用

不可能合乎市场化要求, 即不可能配置到效益最

地, 财富的巨大增值是惊人的。然而长期以来农

佳的领域。早在 10多年前, 我国农产品购销价格

民并不能分享应有的增值收益。但随着工业化、

就全面放开, 农产品市场已形成, 但以金融市场为

城市化的迅猛推进, 以出让、
转让、转租等形式自

主导 的要素 市场 的发育 至今还 远未到 位, 要素

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屡见不鲜, 在

( 尤其是资金 )流动障碍较严重。由于这个原因,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 通过流转

农民只能在原有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实际增量上调

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已超过集体建设用

整投入结构, 因而调整的幅度还不可能很大。始

地的 50% 。这反映了市场经济 条件下对集体建

于 1985年的农村流通体制与产业结构改革, 之所

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内在要求。 2004 年 8 月修

以至今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就在于缺乏市场的

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在提出农民

资源配置功能, 产业政策环境 ( 即市场参数 ) 没有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通过流转的方式用于

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结果不仅没有强化比较资源

非农建设用地时, 也谈到 但是, 符合土地利用总

优势, 提高农村稀缺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 反而

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 因破产、
兼并

强化了农村产业的同构程度, 极大地限制了农民

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除外 。这

收入的增长。这就迫切要求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就为依法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进入市场留下

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 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
合

了突破口。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对农

作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相结合, 资本充足、
功能健

民自发地把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为, 也不

全、
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引导更

是轻易宣布为非法, 只是说: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

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发挥资金市

划制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0 年前, 我国农

用途的建筑物、
构筑物, 不得重建、
扩建。 2004年

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破题, 完成了把土地交给农民

10月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

的使命; 30年后,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困,

的决定 ∀明确指出: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

则必须完 成把资金 ( 或金融 ) 交给农 民的使 命。

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只有把金融切实地交给农民, 农民的创业精神才

可依法流转。 2008 年 10月 12 日党的十七届三

有用武之地。

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指出: 逐步建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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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 权益。 这 就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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