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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the new era of supply-side reform.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lemma of rural surplus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are studie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hoice of flow
path is conducive to digesting and transferring rural surplus labor, improving per capita capital
ownership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 factor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ory
under the new normal and the labor mobility theory of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China’s rural surplus labor flows are at a decreasing rate, according to this development. The trend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urban labor force; the analysis of the flow pattern shows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absorb the surplus rural labor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flow pattern is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Furthermore,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surplus labor mo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reform, such
a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labor quality and market demand, and the unreasonable age
structure,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surplus labor,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rationally arranging labor. Factors such as factors better optimize the path choic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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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处在供给侧改革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发展现状以及困境，提出
流动路径的选择有利于消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该文章
通过以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流动现状和变化趋势，得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递减的速度流动，按照此发展趋势难以满足我国城
市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流动方式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流动
方式日趋多样化的结论。进而进一步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存在的困境，如劳动
力素质与市场需求不符合、年龄结构存在不合理等，从而在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和合理安排劳动要素等方面更好地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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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国家采取措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和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优化农业产业要素结构和完善农产品供给，充分利用农
村剩余劳动，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促进社
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1]。
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以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为基础，总结农村剩余
劳动力流动的变化趋势，并且结合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困境，进一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路径进行分析。

2.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2.1. 增长理论
宏观经济学中所提出的增长理论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国家和劳务能力的增长，那
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劳务能力水平不高基本包含两种原因：一个是人均生产要素水平较低，即所拥有的
资本水平设备较落后；另一个是技术水平较低，也就是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2]。那么说如果想提高人
均产量水平，提高人均生产要素水平使得劳动趋于密集化和提高科技水平推动知识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基础上，即改善人均产量应在城市中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更好的推动人
力资源与资本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加快对农业资本的累积，消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过程，也就是把生产方式不断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2.2.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
刘易斯在世纪年代中期《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指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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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一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传统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二是采
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现代工业部门。他把这种经济称为“二元经济”，并认为在传统农业部
门中存在大量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或者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很
低的固定工资水平下就能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3]。该理论模型从宏观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劳
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即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我国农村
和城市之间在经济、受教育程度、收入与福利、国家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吸引农村大量劳
动力涌向城市的重要原因。随着不断累积的农业剩余，现代工业部门逐渐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
传统的经济部门经营模式，科技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
3.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数量分析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使得我国城乡人口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劳动力的流向表现出一定的趋向性。通过图 1 的对比可以看出，从 2010 年、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城镇
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从 2010 年的 49.95%增至 2017 年 58.52%，而农村人口比重从 50.05%降至 41.48%，
城乡人口有着明显的差距，农村人口的数量降低说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说明农村
大部分劳动力流向城市，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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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anges in population number and composition
图 1. 人口数量及构成变化

但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较准确地说法，其中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
长田成平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 4.997 亿，除去已转移就业的 2 亿多人以及从事农业需要的 1.8
亿人，尚有 1 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蔡防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结构是指出，目前农村只有不到 1.2
亿的剩余劳动力[4]。本文通过借鉴徐晓华等人计算 2013~2030 之间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得到表
1 的表格[5]。通过表 1，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在 2010 年到 2013 年之间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呈现不断
下降的态势，到 2018 年预测接近 14,230.7 亿，但是能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总量，而且递减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按照这种递减的发展趋势明显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满足不了我国城市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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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 and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2014~2030
表 1. 2014~2030 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和转移数量估算统计表
年份

劳动力数量
(万人)

劳动力转移数量
(万人)

剩余劳动力数量
(万人)

年份

劳动力数量
(万人)

劳动力转移数量
(万人)

剩余劳动力

2014

16,493.7

14,580.1

1913.6

2023

12,422.2

13,709.3

−1287.2

2015

15,766.0

14,583.3

1182.7

2024

11,963.7

13,502.1

−1538.4

2016

15,495.0

14,545.7

949.3

2025

11,952.5

13,251.5

−1299.1

2017

14,854.3

14,496.0

358.3

2026

11,551.3

12,984.8

−1433.5

2018

14,230.7

14,433.5

−202.8

2027

11,158.6

12,701.3

−1542.7

2019

14,059.8

14,328.7

−269.0

2028

11,211.7

12,375.1

−1163.5

2020

13,511.4

14,210.1

−698.7

2029

10,869.6

12,032.2

−1162.6

2021

12,976.7

14,077.1

−1100.4

2030

10,534.1

11,672.1

−1138.0

2022

12,891.5

13,900.8

−1009.3

数据来源：徐晓华等.2014~2030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趋势预测与管理. 管理评论.2018.1

3.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方式分析
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方式大概可分为异地流动就业、异地非农就业、本地就业、本
地非农就业等多种劳动力流动方式。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南北之间经济发展
差距，保证劳动力供给平衡。由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亟需大量劳动力，提出优惠政策来吸引更
多的劳动力，这也在侧面推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从而异地就业在东部地
区落实，而东部本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数都留在本地就业或者从事本地非农产业，其所吸纳的农村劳
动力大约占农村流动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略显落后的地区，自供给侧改革实施之后，
积极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重发展第二、三产业，尤其是以服务业等为主，因此，中西部地区对农村
剩余劳动力吸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多样化的流动方式日趋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

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困境
4.1. 劳动力素质与市场需求不符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直接因素是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与水平，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动实施，
科学技术和经济不断发展进步，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逐渐趋于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水平，受到城乡二元
体制分割的影响，城乡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受教育程度不一致，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偏低，
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三有”需求，市场竞争力相对较低[6]。《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农村劳动力本身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水平较为落后，以小学、
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文盲率达到了 6.8%；而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到 10%。
外出从业劳动力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 56.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 40.5%，农村剩余劳动力
主要以从事制造业、服务业为主，主要集中于建筑行业、采矿行业以及餐饮、家政行业，以体力劳动为
主[7]。这并不能适应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所需要高端知识分子的需求，但是农村剩余人口流动得数量不断
增加，这造成需求和供给的病态不平衡，所供给的劳动力的数量多但是质量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就
容易导致劳动力结构不平衡矛盾。

4.2. 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青壮年劳动力逐渐减少，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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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制约导致没有一定的时间金钱抚养孩子，外出打工的较多。根据图 2 显示，我国目前 1980 年之后
的新生代已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力量，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近几年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加[8]，这在侧
面反映了新生代和中老年人已经占据农村劳动力的中坚力量，然而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的比例极少，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外出的农民工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被留守，家庭始终处在非聚合的状态，而且
真正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较少，不利于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并且年龄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8]。即使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可以增加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但是农村剩余劳城市依旧
没有的生活保障，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同等的优惠待遇，如果遇到医疗健康等公共服
务的问题，依旧没有足够的保障和享受正常的合法权益。这会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生活质量，限制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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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检测报告。

Figure 2. Age compo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图 2. 农民工年龄构成

4.3. 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自实施供给侧改革之后，我国更加重视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农村发展差距较
大的问题，建立农村最低生活标准。在不长的时间内，基本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对于农村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也日趋完善。但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现如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覆盖面不全面、受惠群众较少、主体管理水平不高以及持续性效力低下，特别是对于我国流向城市的劳
动力更加缺失完善的保障体系。由此看出，尽管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鼓励其在城市各个行业积
极就业，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福利待遇。

4.4. 城乡发展不平衡，秩序混乱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这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主要原因。在农村从事基本的农业
生产活动增加收入的渠道太窄，生活压力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隐性失业劳动力去发达的城市寻找出
路[9]。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维持自身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依靠土地从而获得经济收入，但是这也就有
一定的季节性，仅仅只是在农忙时可以通过耕地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这就推动着农民流向城市务工从
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在此推力下，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由于其自主意识较强和数
量较大，在选择流动到城市之后，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增加较大的压力在城市的住房、交通和医疗等
方面，这将会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影响城市原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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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如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后，由于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生活习惯方式与城市也
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在一些企业中，外来务工的农民社会较低会受到歧视，所收到的工资很难适应当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容易受到老板或者包工头对工资的克扣或者是恶意拖欠，其基本权益没有办法得到
保护。与此同时，给予流动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基本生活环境恶劣，住宿环境和基本的食物卫生得不到保
证，恶劣的公共服务极易对劳动力的身体健康产生危害。

5. 供给侧改革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路径
5.1. 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
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阻碍是以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是着力发展人力资本，不断提高民工自身素质也是解决其转移问题关键举措。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实施供
给侧改革，政府着重“一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力技术资本和
公共财政资本的投入，着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的技术水平方面加强培训，以更好的适
应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要求，调整和完善各类培训机构的类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着更充分的选择空间，形成和发展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基本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充分实现农村
剩余劳动力在流向城市的过程中逐渐向现代化工人转变[10]。并且从思想层面上，要改变过去那种改变仅
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获得经济总量增长发展思路，构建农村劳动力教育体系，在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过
程中也需要确保劳动力的数量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量，争取做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保质保量，以期全面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水平。

5.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挑战，政府负担加重。尤其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
动力增加，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力分类分层的解决基本社会保障，对于类似工伤、医疗养
老保险的管理应该具有针对性，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行业特点和基本性质。尽可能的降低农村劳动力的
参保条件和门槛，争取对于参保对象全方位的覆盖。同时，要引入弹性个人账户，解决好低收入、工作
不稳定且流动性大群体的社保问题。从法律角度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出现的
障碍。随着我国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不断提高农民工城市化率，但农村劳动力很难真
正的从生活等方面真正的融入到城镇生活中。国家应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条件下，积极地采取措施完善
基本的医疗教育等资源，推动落实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体制，使得真正有意愿落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够
享受和城镇居民等同的待遇。

5.3. 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层次分布不均，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为老人和孩子，青壮
年劳动力在农业活动不忙的时候均选择进城务工，以更好的贴补家用。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地在农村
提供岗位，针对不同农村接受教育程度和水平，提供不同类型的工作。针对于青壮年劳动力，政府可以
出资兴建公路、大坝等公共服务设施更好的去提供农动力就业岗位[11]；而针对一些有劳动能力的妇女，
可以兴办纺织厂之类的盈利型组织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不仅可以振兴农村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而且可以尽最大可能的丰富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流动。

5.4. 合理安排劳动要素流动
现如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我国仍旧是一个难题。在此背景下，政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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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采取措施进行变革，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经济不断增长，不断优化增加劳动力、土地、资本以
及创新等方面的供给，积极实施供给侧改革，充分引导劳动力进行健康的双向流动，尽可能的减少在流
动中可能会发生的劳动交流障碍。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走向，更会影响推动我国城
镇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6. 总结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虽逐渐呈现递减趋势，但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数量明显高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且在其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
的困境，如素质不高并且年龄层结构分布不合理等问题。随着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企业对劳动者综合
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短期内职业培训没有跟上，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企业要求，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速度下降。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劳动力素质能力，以更好
的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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