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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支持体系
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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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城乡统筹的实质是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与城市统筹规划、整体协
调,形成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该文提出了城乡统筹就业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体系内部各子
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提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双向流动的基本途径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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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前言

1摇 城乡就业支持体系的初步框架及探讨

所谓城乡统筹,是指在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中,

城乡统筹的城乡就业支持体系框架示意图( 见

既不能只注重城市、忽视乡村,也不能偏重乡村、忽

图 1) 。 首先,需要建立城乡就业的统筹规划和调控

视城市,而是要城乡统筹兼顾,发挥各自优势,协调
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共

管理体制( 以下简称“ 规划管理体制冶 ) ,实现城乡劳

动者的平等就业。 该规划管理体制的实现需要通过

同进步。 其实质是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

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农村协调子系统和城市协调子

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与城市统筹规划、整体协调,

系统。 农村子系统的功能在于根据农村的经济发展

形成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现状及规划,产业结构及调整规划,农村劳动力的年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

龄、性别、知识等结构特征以及城市新增岗位信息制

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

定农村富 余 劳 动 力 的 转 移 规 划, 使 一 部 分 劳 动 力

农业的能力,就要适时调整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

“不离土不离乡冶 进入新农业经济建设,一部分劳动

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力“ 离土不离乡冶 进入新农村建设的农产业深加工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使城乡发展相互促进、相

产业经济体系,一部分劳动力“ 离土又离乡冶 满足城

互协调,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

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农

城乡统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破除城乡壁垒,深

村子系统的高效运转既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

化就业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和分配,又可避免农村劳动力的盲目进城。 另

的转移,促进城乡之间技术、信息、人员之间的双向

外,农村子系统根据农村发展和经济建设需求,将农

流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覆盖城

村对人才、技术和资金等的需求信息反馈给“ 城乡

乡的新型劳动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体系,促进城乡

统筹就业信息系统冶 ,吸引城市“ 资源冶 参与农村的

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和就业稳定。 解决农村富余劳

经济建设,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双向流动。

动力以及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其前提是

城市子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根

统筹城乡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者之间具有均

据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就业结构变化

等、平等的就业机会,而城乡就业支持体系的建立则

等信息,统计分析城市新增岗位的类别、数量以及对

是重中之重。

各级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其它素质方面的需求信
息,并将此信息输入到 “ 城乡统筹就业信息系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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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及资源化等方面的研究。

中。 (2) 根据农村子系统反馈给“ 城乡统筹就业信
息系统冶 的需求信息,组织相关的城市 “ 资源冶 ( 人
才、技术、资金等) 进入农村,满足农村经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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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同时促进了城市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加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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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图 1摇 城乡统筹的就业支持体系框架示意图

对于城乡统筹就业信息系统,应探索建立城乡

给方面来说,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变量有人

统筹的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状况统计预测模型,全面

口数量、劳动参与率和劳动者的素质。 前两个变量

掌握城乡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失业状况,最终实现建

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改观。 而农村转移劳动力

立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科学完善的就业和失业

的素质却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在短时间内提高,从

统计指标体系的目标。

而优化劳动力供给的结构。

从农村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统筹的就业措
施、耕地的减少等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农村转移劳

2. 1摇 建立统筹城乡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目前,中

动力的形成。 对于由这些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产生的

国的教育结构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金的投

劳动力转移———包括人员规模、劳动力年龄结构、知

入城市较多,农村较少,使得城市的教育资源明显强

识结构等可以通过城乡统筹的农村协调子系统来调

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机会明显高于农村人口。

控。 就业信息系统通过对农村劳动者文化程度和城

经济情况好的城市又把一部分钱投入本地的教育体

市岗位要求进行对比匹配,匹配的劳动者直接进入

系,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与教育的良性循环。 而拨

城市新增劳动力部门进行就业,不合格部分将由就

款少或没拨款的农村地区教育就非常落后,区域经

业培训系统对其进行针对性培训,培训合格后再安

济发展十分缓慢,由此使得当地政府更无法增多对

置到相应的岗位。 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

地方教育部门的投入,以至于恶性循环下去。 这样,

会对新增城市岗位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再就业

形成了城乡间在教育规模和质量上的差距。

人员之间的数量和劳动技能素质之间进行对照和评
估,以此来保证城乡之间合理的就业流动。

解决此类问题,首先要从教育的宏观政策上对
农村倾斜。 在资金投入上,政府应该继续放宽对教

当然,在城市中和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还有一部

育投资种类的限制。 在经济发达地区,把非高等教

分由于实在无劳动技能、无工作能力等其他因素造

育的投入转移给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引入

成的弱势群体( 如老弱病残等) ,这部分人的生活将

多样化的资金来源,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办学问题。

由社会保障部门来承担。

把从城市节约下来的资金投入到边远山区和经济欠

2摇 农村劳动力必要的劳动技能与素质培训

发达地区,解决当地教育投入短缺的问题,提高中小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学校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欠发达的农村
地区工作,同时改善农村中小学的基础设施。

问题就是在需求与供给,总量和结构上的种种矛盾。

农民收入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子女

这些矛盾造成了现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障碍。 单就供

教育程度的高低。 所以,改革现行的教育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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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的教育制度,不仅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

济己经成为下岗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门

入,还要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民上得起学。

路。

2. 2摇 大力发展职前培训

政府部门应该消除政策歧视,鼓励公平竞争,大

培训和教育是实施人力资源战略的两个支柱。

力发展私营、个体、中外合资、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

在知识经济时代,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各种职业的专

制经济,充分发挥各企业在吸纳就业人员方面的作

业性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随之

用,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就业。 在非国有

增高。 因此,职前培训对综合素质普遍不高的农村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

转移劳动力来说是相当必要的。 它有助于消除劳动

方针政策,扫除政策性障碍。

力供求在结构上的矛盾和结构性失业,可以说是降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

低失业率的一条捷径。 国外许多国家在加强职业培

良好的环境。 要切实扩大职工的社会养老和其他各

训促进就业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美国实施了

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通过完善社会保险,解除职工

“失业工人培训计划冶 、“ 成人就业培训计划冶 等培训

的后顾之忧。 加强产业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引导。

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 瑞典、法国采用“ 政府购买

目前,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而且发

培训成果冶 的办法,政府利用社会教育培训资源,提

展势头凶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举足轻重。 在此条

出培训标准,培训机构按照标准和就业岗位需求,有

件下,若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任凭他们自

针对性地培训失业者,对培训达到标准和要求的,政

由发展就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使原本不合理

府提供培训经费。 德国职业培训实行“ 双元制冶 ,在

的产业结构更加雪上加霜。 因此,有关部门要按照

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与在企业学习操作技能

区域经济总体的发展方针,针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相结合使学员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动手能力。 英国

加强对非国有经济的产业政策导向,利用信贷、税收

财政部每年用于职业培训的经费达亿元,并通过建

等经济杠杆使他们向鼓励发展的产业倾斜发展。 切

立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工人提高技能水平

实保护非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 当前,在中国一些

和就业能力。

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名目繁多的“ 乱摊派,乱收费,乱

因此,中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在职业培训上的

集资冶 的三乱现象,混乱的投资环境不仅扰乱私营

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来发展中国的职业

经济正常的发展经营,而且也会对正准备创业的劳

培训体系,严抓职业培训学校的教育质量,针对农村

动者造成影响。

转移劳动力的职前培训应该始终以就业为最终目

4摇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标。 进行培训的课程方案不仅要符合农村劳动力所
具有的基础文化素质和地域特点,而且还应当紧盯

户籍制度的改革对于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

劳动力市场,以劳动力市场作为职前培训的指南针。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绝大多

对干贫困的农民,政府可以采取灵活的“ 先就业,后

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

埋单冶 的方式来操作。 各级政府应当健全农村劳动

权的法律认可。 他们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但是其工

力的职业培训体系,真正把加强农民科技素质,推动

作、子女入学、社会福利、劳动保障等等都因为户籍

农民转移劳动力就业作为职业培训体系的核心思

制度而无法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 他们的迁徙

想。

从名义上讲只是暂时的、流动的。 中国的户籍制度

3摇 大力发挥非国有经济在城乡劳动力就业

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身份制度。 计划经济下,户籍

中的作用

制度将农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地分割为性质不同的农
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国家又对这两种人的就业、教

摇 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同

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

经济结构一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

客观造成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两个不同身份阶层。

化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国有企业由于减员

在户籍制度下,户口有着极高的价值,“ 农村人冶 为

减负政策的实施,容纳的就业量呈现出了持续下降

了追求“ 城市人冶 所能享受的种种公共福利,极力想

的状况。 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等非国有经

冲破户口这层阻拦,实现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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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先放开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业群体、贫困群体、农民等弱势群体都纳入保障范围

是根本。 采取符合劳动力市场发育客观要求的、循

其次,简化个人参保手续,方便弱势群体参保登记、

序渐进的改革推进方式。 鉴于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对

缴费、转移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等的程序。

城市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和保障部门产生的巨大压

第三,针对收入水平确定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

力,可以采取适当的门槛作为准入证,以此给予农村

并在保证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弱势群体

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权利。

的医疗保险准入标准。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除了关注农村劳动

最后,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养老保

力的转移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问题外,还

险制度。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中国己经进入老龄化

应当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将发生在一年期间,这无

体系,以保证农村老人儿童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劳

疑会对以政府独当一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沉重的

动者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要求。 优先解决农民工

压力。 因此,为了减轻政府负担,可以考虑将养老保

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民工的养老

险负担主体多元化,把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

保险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进一步完善被征

蓄养老保险与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相结合,建立三

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面向农业劳动者的

位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没有

农村养老制度。

得到重视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企业补充

首先,应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 社会

养老保险进行规范,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

保障法律体系是指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实体法、和程

业间接支持,以达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企业补充养老

序法等法律形式的总合。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

保险的目的。

保障制度建设普遍奉行的原则,社会保障制度的改
革、运行、管理只有以法律为依据,才能公平、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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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 发 展。 因 此, 中 国 应 该 尽 快 制 定 《 社 会 保 险
法》 、《 社会求助法》 、《 社会福利法》 等社会保障基本

法律,明确社会保障的性质、政府的责任和国民的权
益,同时明确规范社会保障的实施过程。
其次,应加强医疗保险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
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行的医
疗保险制度却难以适用种类人员多层次的保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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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就业人员的需要。 目前,城市大量贫困人群包
括农民工以及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基本
还未建立起来。 所以,必须对医疗保险进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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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生 : 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支持体系摇 摇 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Construct Urban-rural Balanced Employment-supporting System,
Promote Sound Labor Force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iu Yangsheng
(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Urban-rural balancing is essentially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c鄄

cordance with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a bid for balanced projecting, in鄄

tegral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interactive and soun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ith proposing

the urban-rural balanced employment-supportive system,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upon the interconnections within
this system and between its subsystems, concluded that promoting the capability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boosting
two-way flow of labor for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the fundamental accesses and measures.
Key words: urban-rural balancing;employment;labor force;balance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