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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is significant, especi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defini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gap and property gap, and draws a significant conclusion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urban and rural policy tilt,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mbalance and unequa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reasons will lead to urban and rural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o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article gives the solution that is based on the reasons as the basis, emphatically from the stress o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form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promote education fairnes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to give reasonable advi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and rur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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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显著，尤其是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尤为突出。本文首先从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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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差距角度和财产差距角度分析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现状，得出我国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的结论。其
中城乡结构不合理、城乡政策有倾斜、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和城乡间不对等的社会保障等原因均会
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产生，为更好的解决现阶段中国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文章给出的解决措施是基于其
产生的原因为依据，着力从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促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教育体制促进教育公平、加快
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扶贫步伐等五个方面力求为解决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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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多年来，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
题，但是学术界对于贫富差距概念的界定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观点，目前主要从财产差距、收入差距和生
活水平差距等方面对贫富差距进行定义，对贫富差距概念的不同界定，会对研究城乡贫富差距问题产生
不同的作用，贫富差距是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间范围内，依照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群体的平均财产和平
均收入进行比较而计算出来的包含比例关系、系数和差额等的一种表现形式[1]。目前国际上常用基尼系
数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的标准。而城乡贫富差距中所比较的区域就是指城镇和农
村这两个地域，根据对贫富差距进行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将城乡贫富差距解释为：依据一定的规则，
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和平均财产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比较，所计算出来的差额、系数
和比例关系等。本文以国家历年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城乡贫富差距的现状，找出城
乡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力求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我国目前的城乡贫富差距问题。

2. 城乡贫富差距现状分析
以基尼系数来判断我们国家目前的贫富差距，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可知，我国 2010~2016 年基尼系数均在 0.4 的“警戒线”以上，说明贫富差距较大，我国
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现状，现从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角度做出进一
步分析。

2.1. 从收入差距角度看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城乡贫富差距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究其原
因，首先，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设施不够完善，难以利用科学进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农
Table 1. Gini coefficient table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表 1. 中国 2010 年~2016 年基尼系数表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比例

0.481

0.487

0.474

0.473

0.469

0.462

0.46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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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要从事的是与劳动廉价力有关的“传统产业”，生产率偏低。而与此相比的城镇人口多从事的是脑
力劳动，其广泛存在于信息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的“现代产业”。尽管政府近年来采取了财政转移支
付等一系列措施，试图减小这种扩大的趋势，但总的看来，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城乡贫富差距
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两个方面，分析比较人均收入和收入来源两个方面，能够清晰
的反应城乡居民贫富差距。
下面将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的数据，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以说明中国现阶段
城乡之间的差距的现状。2010 年~2015 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变化趋势如表 2 所示。
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比较可知，在 2010 年~2015 年期间，中国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呈上涨的趋势，人均收入总体上不断增加，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居高不下。纵观
国际数据，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低于 1.6，比例超过 2 的国家仅有三个，中国就是其中
之一，且发达国家比例一般保持在 1.5 左右。可见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程度已经较为严重。虽然城乡居
民收入比有缩小的趋势，但是缩小程度缓慢，效果不明显。

2.2. 从财产差距角度看贫富差距现状
2.2.1. 财产性收入
作为居民财产重要来源的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可以明显反映出城镇居民和城乡居民
的财产差距。因此，对比 2013~2016 年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可以分析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现状。如
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金额差距明显，且两者之间
的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推断 2016 年之后的发展形式依然不容乐观，城
乡居民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额显著，且呈现扩大的趋势。
2.2.2.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耐用消费品是居民财产很关键的组成部分，所以从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可以反映出一定财产
差距。
从表 4 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普遍少于城镇居民，尤其是家用汽车、照相机、
计算机、空调等较贵的消费品拥有量上的差距尤为明显，这更加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综上，
可以得出，无论是从收入差距角度来看，还是从城乡居民所拥有的财产性收入还是耐用消费品量来比较，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显著。
Table 2. Per capita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2010 to 2015
表 2. 2010 年~2015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表
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城乡收入比

城乡收入
差(元)

2010

19109.4

5919.0

3.2

13190.4

2011

21809.8

6977.3

3.2

14832.5

2012

24564.7

7916.6

3.1

16648.1

2013

26955.1

8895.9

3.0

18059.2

2014

29381.0

9892.0

3.0

19489.0

2015

31790.0

10772.0

3.0

21018.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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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2013 to 2016
表 3. 2013 年~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差(元)

2013

2551.1

194.7

2356.4

2014

2812.1

222.1

2590.0

2015

3041.9

251.5

2790.4

2016

3271.3

272.1

2999.2

数据来源：历年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Table 4. Ownership of major consumer durabl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end of each century
表 4. 城镇及农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家用汽车

22.3

9.9

25.7

11.0

30.0

13.3

35.5

17.4

洗衣机

88.4

71.2

90.7

74.8

92.3

78.8

94.2

84.0

微波炉

50.6

14.1

52.6

14.7

53.8

15.0

55.3

16.1

彩色电视机

118.6

112.9

122.0

115.6

122.3

116.9

122.3

118.8

空调

102.2

29.8

107.4

34.2

114.6

38.8

123.7

47.6

计算机

71.5

20.0

76.2

23.5

78.5

25.7

80.0

27.9

照相机

34.0

4.4

35.2

4.5

33.0

4.1

28.5

3.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 城乡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3.1. 城乡结构不合理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2]。这
种二元结构对城乡结构不合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农村人
口自由地向城市流动受户籍限制，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即使目前我国进行的户籍改革已经允
许农工向城市自然转移，但是在医疗、社保、福利等待遇上城市人口明显优于农民。就居住环境而言，
高速上涨的房价让很多没有根基的农民工望尘莫及，就其工资待遇收入而言，2016 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工
资性收入为 20665.0 元，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5021.8 元，其工资收入相差约 4 倍。总体看来，城
市经济增速与城市生活水平均高于农村，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城镇富有阶层越富而农村贫困阶层越
穷，即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的状况。另一方面，农村主要从事的是第一生产力为主的农业劳动，城市居
民主要从事的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劳动，所以目前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状
况，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各个行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大幅
度的提高，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众多农村地区无法分享先进的信息技术，农业生产方式改善
受到限制，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受阻，农村地区较城镇地区处于落后，分散的现状，城乡贫
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3.2. 城乡政策有倾斜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与目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有很大的相关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确给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带来了显著效应，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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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城市倾斜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而言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先富起来的群体对后富群体的带动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农民增收问题也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加剧
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就我国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来看，制定的各项
经济政策最先关注的是效率的提高，对公平的重视有所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对农税减免范围与力
度，但是我国的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3]。

3.3. 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教育水平对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工业化、市场化程度
越高，其相关性就越紧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虽然中国在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方面一直积极的应变社会的发展，并取得积极显著的成效。但我国的
教育体制仍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尤为明显，城市享受着
非常优越的教育设备、师资，而农村地区的教育设备、师资较城镇地区而言其差距明显。教育上的“贫
富差距”必然导致经济上的贫富差距[4]。

3.4. 城乡间社会保障不对等
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保制度不健全、体制未完善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重
要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就是通过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以此提高公民抵御风险的能
力。作为再分配的手段，在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及缩小公民收入差距具有无法替代
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没有及时的与社会发展相配套[5]。首先，社会
保障资金管理不严，转移支付水平偏低，收支严重不对等，在社会事业补助、抚恤金、养老金、福利津
贴的等方面的发放水平和时效滞后于经济增速，影响了社会保障的效益。其次，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窄。
从行业来看，公有制单位的参保率远高于私营和集体单位的参保率，而个体从业者、进城务工人员、务
农农民就不能享受足够的社会保障。从受益群体来看，社保的受益主体主要是城市居民，虽然我国的社
会保障体系在不断的调整，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最低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农村人口众
多，基数庞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是较窄[6]。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导致不能有效及时的
对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和救济，在调节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上所起的缓解作用不能显著有限
的发挥出来。

4. 调控中国现阶段城乡贫富差距的对策
4.1.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高速发展与我国采取效率优先的政策密不可分，但
是效率优先的时候轻视公平，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长期下去必定会影响中国的全面稳定发展。坚
持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是解决城乡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前提，利益分配均等是保障公平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包含利益的初次分配和利益的再分配两个层次，所以初次分配与
再分配均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而在分配过程中，再分配要更注重公平，所以发展高效率的同时
要注重公平，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提高对城乡公平的重视，转换经济发展理念，做到经济的
科学发展、社会的公平发展[7]。所以要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悬殊，就必须从改良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
分配不公平入手，两次分配方式要更兼顾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且公平竞争与交易是增强效率的前
提，无论是对市场规范有序运转还是对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而言都有推动作用。因此坚持公平
与效率并重，是实现城乡之间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则，是更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条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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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
我国人口主要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两部分，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多数，实现共同富裕重点难
点在于农村。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缓解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才是抑制贫富差距的可行之路。户籍制
度的改革步伐影响着社会经济差异，传统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的发展，使农民不能享有和
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破除传统的户籍制度，按照实际的社会发展需要，调整户口迁移
政策，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有助于农村居民的更好发展。而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教育、福利、就
业方面等的各种体制都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进行及时合理的改革，使广大农民工在投入生产生活
中能解除其子女就业、劳保福利、就业工资等的顾虑问题。其次，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多，也体现着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转换的意义，低收入阶层减少
在缩小贫富差距上有一定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接近饱和，所以仅仅依靠人口迁
移来实现城市化是不科学的，可以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的途径，由城镇逐步辐射农村使之实现城市化的
路径来完成，使用这种途径农民易于接受且利于城乡资源优势的发挥，成本也较低，具有可行性。

4.3.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了个人的收入水平，所以教
育均衡发展的实现，对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平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与教育
专项资金利用的同时，要注重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为体现公平平等的原则，城乡地区的教育发展不
应存在差异，国家在教育投入上应该平衡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应注重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保障贫困家庭子女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可以增加贫困家庭的教育补贴。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支
持力度，壮大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提高基层教师工资待遇水平，对于
留住骨干教师具有激励作用[9]。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实现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
共享，力求教育公平化。

4.4. 加快社会保障建设步伐，促进保障公平
有着“社会稳定器”之称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全面
发展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故必须加快社保建设的步伐以缓解
城乡之间存在的贫富矛盾。首先，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是当前社会保障建设的首要原则，只有对社保做到
同质同等的全覆盖，才能达到公平公正的原则。统筹城乡发展，将社保资金适当的向农村地区倾斜，尤
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倾斜，着力健全农村地区社保体系，尤其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基础方面的内容。
争取做到社会保障对公民的全覆盖[10]。其次，加快对社保的立法，使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规范化、透明
化、法制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运作，做到有法可依。对社会保障进行现代化管理，建立完善齐
全的社保服务信息系统，更好的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三，要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
理。资金顺利运转，首要是要开源，即扩宽筹资渠道，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增加社保资金，也可以通
过购买国债等投资的手段将部分剩余资金投入市场运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开源后就要解决基金的
管理问题，社保资金应当全部交由财政部统一管理，进行财政预算、财政监督。最后，在社保资金的用
途上，要体现效率公平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安排社保资金的使用比例，重点把资金用在满足
人民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上。

4.5. 加快扶贫步伐，加大扶贫力度
据统计数据可知(表 5)，农村贫困状况显示 2011 年~2016 年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在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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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ural poverty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6
表 5. 中国 2011 年~2016 年农村贫困状况
年份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2011

12238

12.7

2012

9899

10.2

2013

8249

8.5

2014

7017

7.2

2015

5575

5.7

2016

4335

4.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7。

说明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习总书记也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脱贫工作，提出一系列扶
贫工作新观点。虽然目前农村贫困状况朝着不断降低的方向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农村贫困现象依然存在，
无论是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言，加快扶贫步伐，加大扶贫力度
都是必经之路。而扶贫工作的推进，必然会降低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异地搬
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保兜底的“五个一批”工程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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