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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解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魏下海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该文基
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人力资本成因，并提出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的建没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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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５７．５％和６７．７％，到２００５

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收入

年，分别下降到３６．７％和４５．５％，二者之间差距接

分配问题凸现的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也得到迅

近９—１０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镇居

速扩展，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无论是城市还

民落后至少７年；如果以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

是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都有所加大，但二者

系数来表示，１９７８年前为０．２０—０．２４，１９９０扩大为

却存在明显差异。面对这两种社会现象，人们不禁

０．３４３，１９９４年突破警戒线０．４，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４１７，

会问，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与人力资本投资差异

２００３年为０．４５８，２００４年继续扩大，为０．４６５。

存在相关呢？如果人力资本投资确实影响城乡收入

表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分配，那么将从哪些方面对收入分配施加影响？本
文带着这些问题，试图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中国人
力资本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

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表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现状及演变过程。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经历４个阶段（见表１）：第
一阶段为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达到
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由１９７８的２．５７倍下降至
１９８４年的１．５４倍；第二阶段为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城
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６倍增至
１９９４年的２．８６倍；第三阶段为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城
乡收入差距有所下降，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１倍下降到
１９９７年的２．４７倍；第四阶段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城
乡收人差距重新扩大，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５１倍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２倍。从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
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
费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表ｌ显示，１９７８年，城乡居

资料来源：《中围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中国农村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整理得到。

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亮起“红灯”，达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５—２ｌ

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最高点，如果考虑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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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收入相当部分是实物收入，还要从其中提取一

向为人力资本理论。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ｈａｉｗｅｉ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ｔｏｍ

部分用于再生产，农民的税费负担重，城镇居民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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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福利，而农村居

２，１

民享受不到，那么城乡差距将达到４“倍（李实、

重要因素

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

岳希明，２００４）。…造成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

贝克尔（１９６６）通过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

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就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来进行

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

分析和探讨。

负相关。丁伯根（１９７２）通过对美国、加拿大和荷兰

２人力资本投资：解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
视角

的数据所作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的不均
等对收入分配具有显著影响，平均受教育程度增加
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减小将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

人力资本的思想萌芽起源于威廉·配第时代，

况，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现

而亚当·斯密的研究使其有了新的发展，但真正将

代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揭示，人力资本积累在决定

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为系统理论，并且进入主流经济

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学领域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舒尔

用，是当前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之一。而教育

茨的贡献。在１９６０年美国经济年会上，西奥多－舒

就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就中国现阶段，在

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明确指出

二元经济体制下，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政策直接造

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

成农村人力资本匮乏，进而导致农民贫困、使得城乡

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重要得

差距持续拉大。

多，并深刻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和性质、人力资本投

现阶段，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十分明

资内容和途径等思想，【２０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显，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差异更为突出。２００４年，

的诞生。与舒尔茨同时期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

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仅为２．７９％，从

布·明瑟尔则从收入分配人手，用收益函数分析劳

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为５％左

动者收入差别与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经验长短的关

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４％左右。而在这

系，揭示了劳动者收入增长与个人收入差距缩小的

有限的教育投入中，明显偏重于城市和高等教育领

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是人力

域。就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分配而言，城市与农村

资本投资的结果。

相比具有明显的政策上的优势。义务教育阶段生均

由于本文是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探讨当前中

经费的城乡差距十分显著，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而有必要对人力资本相关

２００２年，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生均预算内教育

概念予以界定。按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观点，所谓

支出这两项，城市是农村的１．６４倍和１．４６倍；而对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人身上的，表现为人的素

于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教育支出，

质，包括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

城市是农村的１．６８倍和１．４２倍。”１教育经费投人

形成是可以通过投资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

的城乡差异导致城乡人口受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

多样，主要有：①教育。这足最主要的人力资本形成

异。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表

途径，包括各类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和岗位培训。它

明：２０００年，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ｌＯ．

可以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技术水平和熟

２０年，而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７．３３年。

练程度。②卫生保健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身体素

现在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

质，延长劳动者寿命，增强劳动能力，减缓人力资本

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分成东

折旧速度，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增值。③劳动力就

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通过数据整理发现，东部

业迁移支出。这有助于解决国内人力资本的合理配

地区的城乡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差最小（用城乡６岁

置和余缺调剂问题。通过迁移，可以减少人力资本

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来衡量），平均年

损失，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

限差距仅为１．５２年；中部地区其次，受教育年限差

基于此，本文将从人力资本投资的三大途径，即

距从１．３３年到２．４５年不等，平均年限差距为１．８

从教育、医疗保健和劳动力就业迁移角度来解析中

年；西部地区差距最大，绝大部分省的差距在２年以

国城乡收入差距。

上，平均年限差距为２．３８年。与之相对应的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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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中部再到西部，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镇居民

不同，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出现差异。因此，要实现

人均收入分别为农村人均收入的２．５３倍、２．９３倍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要解决城乡教育的协调发

和３．８３倍（见图ｌ、图２），由此可见，受教育的年限

展。

图１

２００３年城乡６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

资料来源：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３）．

图２

２００３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城镇／农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北京：中围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２医疗健康投入的不公平性是城乡收入差距拉

来，中国在卫生资源配置上存在的不公平性造成了

大的另一深层诱因

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明显，使得城乡人力资本

许多研究表明，健康的改进对劳动生产率的提

差异明显，并进而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高和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车伟

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可以用图３来描

（２００３）利用家庭生产函数对贫困地区的种植业进

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比

行分析，得出健康对种植业生产具有显著影响的结

一直维持在３—４倍，个别年份甚至高达４倍以上。

论。【４１魏众（２００４）利用１９９３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这种重城市轻农村的政府卫生投资政策，直接造成

首次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了城乡人口健康差异明显。用国际上通用的婴儿死

研究发现，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

亡率和期望寿命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中国人口健康

业机会、增加非农收入具有重要作用。∞１可见，健康

状况。就婴儿死亡率来看，２０００年城镇为ｌ １．８‰，

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提

农村为３７‰，农村婴儿死亡率比城镇婴儿死亡率高

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人具有深远意义。但长期以

出２倍以上。就人口期望寿命来看，２０００年全国为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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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年，城镇人口为７５．２年，农村人口为６９．５年，

在的。据谢嗣胜、姚先国（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农民

城乡人口之间相差６岁。城乡之间的健康差异如此

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其中，

之大，需引起足够重视。

４４．８％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教育、经验、培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阶段，中国农村医疗费用的

训、健康、在当前企业工作的时间、职业、性别、婚

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进一步造

姻）不同形成的，５５．２％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

成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萎缩。据统计，１９９８—

性的制度安排。【列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

２００３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４％，而

无法有效转移而滞留于农业，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

同期医疗费用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３％，高出前者

产率，进而降低农村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村家

３倍以上。【６１如此大幅度的医疗费用支出增长率，导

庭经营收入下降与工资性收入增速减缓的共同作用

致“小病拖，大病扛”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

下，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象在广大农村，特别在贫困农村中经常发生。“救
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居民因生病住院而造成生活窘境
的一种通俗描述。

３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策
中共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不足和缺乏公平性，

新农村的部署，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一方面造成农村劳动力身体素质较差，阻碍劳动生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２０个字要求，展示了一

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

幅未来农村发展的美好画面。从根本上讲，建设社

负担大幅度上升，限制农民收入的有效增长。因此，

会主义新农村目的是要从各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实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医疗健康投资

现城乡之间更加均衡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应该充

的城乡差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作用，用人的发展带动农
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本
质上讲就是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
的重点应该更多倾向于对人进行投资，加大对农村
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劳动力转移的支出，大力提
高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针对中国当前农村人力资本低积累、低投入的现状，

图３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全国城乡人均卫生费用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０４），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迁移受制度约束，使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人力资本的流动表现在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上，
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使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
更高的劳动报酬，所以劳动力流动可以导致人力资
本增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但就中国现阶段而言，
存在着诸多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最典型的
就是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户籍

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３．１合理调整教育资源配置，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
技术培训
“要想富口袋，须先富脑袋”。要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
须拥有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１）政府应提高财政的整体教育投入比重，并进一
步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知识
贫困”的面貌。（２）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
设，重视农村女童教育的发展，从最基础阶段提高农
村人力资本积累，为增长收入奠定长远基础。（３）重

的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不同的福利待遇、歧视

视发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深化“农科教相结合”，

政策，一方面使得很多农民工很难通过正规的劳动

试行“绿色证书”教育并与农业科技推广等结合。

力市场找到工作，无法与城市居民进行平等的就业
竞争，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城乡居民之间也是普遍存

（４）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务
工农民的在职培训，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以实现工
资性收入的增长

魏下海：以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解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在内的社会化

３．２加强农村卫生保健投资、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村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

卫生保健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之

风险做出正确权衡，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遭受福利

一。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

损失。（２）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生产

保障进城务工者的权益，给农民以平等的发展机会，

率，同时减少因生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３）要加大户籍

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农民增收问题就有如

制度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

空中浮云。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卫生保健投资、努力

态。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差

提高农民健康水平。（１）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

别剥离出去，给农民以自由迁移的权利。捧１

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保证贫困人口真正享有基
参考文献

本的卫生保健服务；（２）改善农村卫生保健的基础
［１］

条件和设备更新，巩固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

２００４，（３）：３０—３８．

务网络；（３）加强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培训提高农
［２］

村医务人员的素质，继续组织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

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难的根本问题，真正让农民不

［３］

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Ｍ］，北京：

［４］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１）：３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３．

因病致穷、因病返贫。
３．３破除各种阻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降

一１２．

低人力迁移成本

［５］

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Ｊ］．经济

［６］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０４［Ｍ］．中国

［７］

谢嗣胜，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Ｊ］．中

人力资本是在一个动态流动过程中实现优化配

研究，２００４，（２）：６４—７４．

置的。因此，用于劳动力跨区域迁移的支出也是人

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４．

力资本投资途径之一。劳动力迁移成本包括信息搜
寻成本、签约成本、进入城镇花费的各类费用等，主

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４）：４９—５５．

要由劳动者自身承担。为降低迁移成本，加速农村

．‘

［８］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Ｍ］．北京：中国经

劳动力有序转移，应使政府引导和市场服务相结合：

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逐

ｏｎ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Ｍ］．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
版社，１９９０．

村工作；（４）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切实解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Ｊ］．财经，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Ｗｅｉ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ｕｊｉａｎ

Ｘｉａ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ｎｉ＠，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ｉｄｅｎｅ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ａ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Ｍ

ｃａｕｓ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