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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引 言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 8%的高速增长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8%的高速增长，
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社会
已实现基本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高，

年人均 为 美元 排名世界 位2011年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

 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2011年，
这 差距高达3 13倍这一差距高达3.13倍。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经济增长下行
态势明显 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很大态势明显，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很大。

 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三农”（农
业 农村 农民）问题处于矛盾的核心 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业、农村、农民）问题处于矛盾的核心。高度重视 三农 问题，
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化
解，还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都具有急迫性。

1

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化

失衡的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

年份 农业 GDP %
（1）

农业劳动力 %
（2）

贡献率
(1) / (2)

城市和农村居民收
入比（1） （2） (1) / (2) 入比

1985 29.8 62.4 0.477 1.9
1990 28.4 60.2 0.472 2.2
1995 20.8 52.2 0.398 2.7
2000 16.4 50.0 0.328 2.8
2001 15.8 50.0 0.316 2.9
2002 15.3 50.0 0.306 3.1
2003 14.6 49.1 0.297 3.2
2004 15.2 46.9 0.324 3.2
2005 12.4 44.8 0.277 3.2
2006 11.8 42.6 0.277 3.3
2007 11.7 40.8 0.287 3.32007 11.7 40.8 0.287 3.3
2008 11.3 39.6 0.285 3.3
2009 10.6 3.3
2010 10 2 37 0 276 3 22010 10.2 37 0.27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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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别主要在农村中国区域发展的 别 要在农村

东部与西部的发展差距农村要大于城市。东部与西部的发展差距农村要大于城市。

西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东部的城乡差距。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在西部。

东部

贫 布

东部

14.33%西部

50.00%

中部

35 67%35.67%

中国东部 中国中部 中国西部

中国“三农”问题的评判中国“三农”问题的评判

1．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集合

 中国“三农”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不仅服从于社会化大生产、
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定性，而
且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人多地少 区域差距悬殊的国情有且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人多地少、区域差距悬殊的国情有
关。

 “三农”对中国经济增长既有贡献 又有代价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 三农 对中国经济增长既有贡献，又有代价。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
基于二元社会结构、要素市场扭曲和自然资源环境粗放使用为贡献与代
价的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在中国可以预见的未来，
农业仍将长期具有最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地位，农村仍将长期承担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生态循环等基础功能，农民仍将长期是中国最为庞大的产、农民生活、生态循环等基础功能，农民仍将长期是中国最为庞大的
产业劳动者群体。尽管农业劳动者在中国会不断地减少，但小农格局在
中国将长期存在。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大城市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
而在于广大农村 众多农民的经济社会命运而在于广大农村、众多农民的经济社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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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三农”问题的长期性障碍是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本问题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短期来看是体制性问题。如社保制度、农村土
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劳动力市场、农民组织、政府体制等诸多根植于
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和高度集中与集权的资源配置体制。

 长期来看，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障碍因素是资源环境问题和人
力资本问题 并且两者互为制约 这已构成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力资本问题。并且两者互为制约，这已构成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以及“三农”问题解决的两大瓶颈和两难选择。也就是说，若仍按粗放式
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则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将面临空前压力，难以为继；但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中国现行的人力资本结构在相当长时期恐怕难以
与之相适应，进而有可能在劳动就业、收入差距、社会矛盾等方面带来很
大的压力与风险。大的压力与风险

 要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探寻中国的转型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既要探求适合中国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本特点的内生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之路 又要增强人力资本 把提高中国劳动力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 的素之路，又要增强人力资本，把提高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素
质作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基本任务。

3．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与解决取向

 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中国“三农”问题是中国特定转
型过程中的发展问题，是中国特定转型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问题 即提高农业 农村 农民的现代性的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问题，即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性的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
核心与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农民的生存、转型与发
展问题，是占中国人口50%、世界人口9.5%的众多人口的生存、转型与发
展问题 中国农民的生存 转型与发展也就是农民应获得较为合理的从展问题。中国农民的生存、转型与发展也就是农民应获得较为合理的从
业方式、较为富裕的经济收入、较为合意的生活品质、较为公平的主体
地位、较为充足的知识水平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
代性的问题。

 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发展，实现“三农”现代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
题的根本取向 方面是农业主体与非农主体之间经济社会差异不再显题的根本取向。一方面是农业主体与非农主体之间经济社会差异不再显
著，这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确认、维护和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
“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中国的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农村成为现代
农村 农民成为现代农民的时候 这也是农民现代性得以建构 培育和农村、农民成为现代农民的时候。这也是农民现代性得以建构、培育和
提高的过程。总而言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确立基于农民主
体视角的“三农观”。这种“三农观”，一是确认农民是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主体；二是维护、增进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三是引导、
培育农民成为现代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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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

 基本思路：以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为核心，以农民发展为根本任务，
以维护、增进农民的地位和权益为切入点，深化市场体制、社会体制、政
府体制为重点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农业现
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1 通过永佃 转移 组织 统筹 提高中国农民的主体性1．通过永佃、转移、组织、统筹，提高中国农民的主体性

 永佃，就是要给农民拥有农地的永久经营权，使其成为真正的财产主体和
权益主体 为此 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权益主体。为此，要进 步推进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转移，就是要进一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要减少农民，还要使农民
成为精干的农业经营主体。要建立农业经营主体的“退出”与“进入”机成为精干的农 营 体 要建 农 营 体的 出 与 进 机
制。

 组织，就是要赋予农民自组织的权力和空间。农民的自组织包括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 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各类经济社会组织 这是农民获得主体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各类经济社会组织。这是农民获得主体
性的主要标志。

 统筹 就是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城乡合理 统筹，就是要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城乡合理
的安排。

2．通过提高知识化水平、组织化程度、社会参与能力，提高中国农民的
现代性现代性

 主体性不等于现代性，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现代性是主体
性的发展和 化 要提高农民现代性就是要进 步使农民具有参与性的发展和深化。要提高农民现代性就是要进一步使农民具有参与、
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的素质和能力，即知识水平、组织化程度和社会
参与能力。

 提高农民知识化水平，就是要增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强农村基
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对农民开展经常性的培训，同时要建立农
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受教育年限制度。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受教育年限制度。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就是要提高农民社会参与能力。一方面，要使
其从自然农户向法人农户转变，以提高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水
平 另 方面 要完善农民社会组织 实现农民社区的自主管理和民平。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民社会组织，实现农民社区的自主管理和民
主管理。

 提高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就是要使农民对自身权益、对经济、政治、提高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就是要使农民对自身权益、对经济、政治、
社会管理具有充分的表达权。毫无疑问，除了推进民主化进程外，农
民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的提
高之上。高之上。

5

5



3．深化市场体制、社会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促进中国“三农”问题3．深化市场体制、社会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促进中国 三农 问题
的解决

市场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解决土地 劳动 金融这 大要素的市场化问 市场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解决土地、劳动、金融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化问
题。以形成城乡资源与要素的优化配置机制，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社会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解决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问题 要 社会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解决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问题。要
建立与发展型社会相适应、城乡协调与平等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体
系，促使农民从自然农户向法人农户的转变，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
变变。

 政府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政府权利。以实现政府权
利向基层政府的释放 向市场的释放 向社会组织的释放 使其从全利向基层政府的释放，向市场的释放、向社会组织的释放，使其从全
能型、集权型政府向公共型、服务型政府转变，形成政府、市场、社
会互为分工、相互协调的经济社会治理架构。

4．鼓励创新，优势互补，差异发展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要求中央的“三农”政策应该体现分类指
导 也就是说 要在相对统 的宏观“ 农 政策框架下 赋予不同导，也就是说，要在相对统一的宏观“三农”政策框架下，赋予不同
地区“三农”政策自主权，允许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三
农”政策与改革的大胆探索与试验。

 要为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以处理好解决
中国“三农”问题过程中的局部突进与全局推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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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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