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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该文认为ꎬ中国现行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ꎬ既没有专项的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项

目ꎬ流入地政府也难以在横向从流出地政府获得应随学生流转的义务教育经费ꎬ这就影响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
育权利的实现ꎬ影响了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ꎬ要解决上述问题ꎬ就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
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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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ꎬ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
动ꎬ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到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ꎬ使
得流入地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ꎬ这就需要加大财政
义务教育转移的力度ꎮ

１

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

原因

１.１

收入占税收总额的 ５５％ － ６０％ 左右ꎬ省级政府收入
在 ２２％左右ꎬ县级政府收入在 ２０％ 左右” ꎮ 而中国
义务教育投入ꎬ县乡负担 ８７％ꎬ“ 省、地( 市) 负担约

１１％ꎬ中央财政负担只占 ２％ 左右ꎮ” 这种“ 责权非对
称性” 使中央掌握了主要财力ꎬ却几乎没有承担相
应的支出责任ꎮ 进入本世纪后ꎬ虽然中央政府也开
始承担部分财政责任ꎬ但远远不够ꎮ 县乡财力本来

中国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ꎬ使流入地

就薄弱ꎬ在流动儿童大量流入后ꎬ更加剧其财政压

政府难以负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ꎬ需要

力ꎬ为避免流动儿童对户籍儿童的“ 挤占效应” ꎬ就

通过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来弥补财
政体制的不足
解决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在

会设置种种入学门槛ꎮ 要解决这一问题ꎬ就必须建
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以弥补财政体
制的不足ꎮ

政体制却把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交给流入

１.２

地政府ꎮ 如 １９９８ 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颁布的

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来促进义务教育的供

义务教育上的事权与财权都统一ꎬ但中国的教育财

« 农民工子女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指出ꎬ“ 流入地人
民政府应为农民工子女少年创造条件ꎬ提供接受义
务教育的机会ꎮ”２００６ 年修订后的« 义务教育法» 更
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定:“ 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
的ꎬ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的条件” ꎮ 这 些 规 定 强 调 了 流 入 地 政 府 的 管 理 责

任ꎬ即事权ꎬ却没有落实流入地政府的经费ꎬ即财权ꎬ
致使其 事 权 与 财 权 相 脱 离ꎮ 其 根 源 在 于 中 国 在
１９９４ 年实行分税制后ꎬ财权上收ꎬ事权下移ꎬ使各级
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都不均衡ꎮ 如当时“ 中央政府

“ 分级管理ꎬ县为主体” 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ꎬ

使义务教育的供给无法满足社会需求ꎬ需要建立流
给与需求相平衡
中国义务教育实行“ 地方办学ꎬ分级管理” 的管
理体制ꎬ最初由乡镇负主要责任ꎬ农村则有相当一部
分经费是通过征收教育附加或教育集资的方式由农
民来承担ꎬ实行“ 乡办乡管、村办村管” 的办学与管
理体制ꎮ ２００１ 年调整为 “ 以县为主” ꎻ２００６ 年开始

实行国务院领导ꎬ省级政府统筹ꎬ以县为主的管理体
制ꎬ都由县级政府负主要责任ꎮ 这种“ 过度分权” 的
管理体制重心偏下ꎬ越是高一级政府责任越小ꎬ虽有
利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ꎬ却让中央和省级政府
回避了教育投资的主要责任ꎬ让财力不足的基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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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拨给学校ꎬ致使义务教育的发展取决于各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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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收支状况ꎮ 近年来ꎬ随着国家对
这一问题的重视ꎬ在公办学校已实现按随迁子女实

１.４

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与“ 地方办学、分级管理”

的要求相矛盾ꎬ产生了中国区域间教育投资与收益

有人数足额拨付教育经费ꎬ这又诱使农村适龄儿童

的错位效应ꎬ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为接受优质教育更多地流入城市ꎮ 这使流入地的财

制度来消融矛盾

政不堪重负ꎬ无法提供足够的义务教育资源供给ꎬ就

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和生产力转化的

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为流入

重要条件ꎬ因而当前各地都采用优惠政策吸引人才ꎮ

地政府减轻财政压力ꎬ促进流入地的义务教育供给

人力资本属于教育投资ꎬ它具有流动性ꎬ就与教育投

与需求实现平衡ꎬ保证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地获得义

资的属地 性 相 冲 突ꎬ 形 成 区 域 间 教 育 投 资 收 益 的

务教育的权利ꎮ

“ 错位效应” ꎬ即中西部政府通过教育投资形成的人

１.３

人口从农村到城市ꎬ从中西部向东部的流动格

力资本在省际间人口流动中大量转移到东部发达地

局ꎬ使流入地政府难以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

区ꎬ形成教育投资成本在中西部ꎬ收益却在东部的不

育需要ꎬ应通过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

公平现象ꎮ 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也使流出

度解决这一问题

地政府不愿增加教育投入ꎬ从而抑制中西部地区政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人口流动闸门ꎬ呈现以

下特征ꎮ ( １) 数量快速增加ꎮ 中国流动人口 １９８２
年为 ３ ０００ 万ꎬ２００３ 年 为 １. １４ 亿ꎬ ２０１５ 年 为 ２. ４７

亿ꎬ规模不断扩大ꎮ 与此同时ꎬ随迁子女也不断增
长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

子女增速较快ꎬ年均增长 １４.３％ꎮ” 此后基本稳定ꎬ如

２０１３ 年是 １ ２７７ 万人ꎬ２０１４ 年是 １ ２９４.７ 万人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１ ３６７.１ 万人ꎬ占义务教育学生的近 １０％ꎮ 一
些城市的外来就读儿童已超过户籍学生人数ꎮ ( ２)

流动方式发生变化ꎬ由过去分散的“ 单身外出” 向携
家带口的“ 举家迁移” 转变ꎬ形成 “ 家庭化” 流动趋
势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２.７４ 亿ꎬ其中 １.６８

亿的外出农民工中ꎬ有 ３ ５７８ 万人举家外出ꎬ占总数
的 ２０％” ꎮ (３) 形成了从农村向城市ꎬ从中西部向东

府投资教育的积极性ꎬ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ꎬ进而影
响经济发展ꎬ使中西部地区陷入“ 人口外流—教育
投资收益低—教育投资不积极—人力资本投入不
足—经济不发达—人口外流” 的恶性循环ꎮ 另一方
面ꎬ流动人口促进了流入地经济发展、税收增加ꎬ也
为财政转移支付创造了条件ꎬ但其子女在流入地却
难以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ꎬ既影响了教育公平与均
衡发展ꎬ也阻碍了城镇化发展进程ꎮ 要解决这一问
题ꎬ也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并
通过完善计算方式ꎬ科学测算投资与收益的成本ꎬ合
理确定流入地与流出地各自应得的扶助数额ꎬ既为
流入地提供转移支付ꎬ也为流出地提供适当补偿ꎬ才
有利于化解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与教育投资的属地性
的矛盾ꎬ使双方利益都得到照顾ꎬ以更好地促进义务

部ꎬ从广东省“ 一枝独秀” 向沿海“ 遍地开花” 的人口

教育均衡发展ꎮ

流动格局ꎮ

１.５

中国人口流动趋势与格局ꎬ使东部和城市的义

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的力度有限ꎬ难以将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精准地拨付

务教育压力急剧放大ꎮ 但现行转移支付在应对这一

给需要的地区与城市ꎬ需要通过建立流动人口义务

问题上却捉襟见肘ꎬ左支右绌ꎮ 因为现行转移支付

教育转移制度使其更加完善

是通过税收把城市、东部地区征收的经费分配到农
村、中西部贫困地区ꎬ资金流向与人口流向恰好相
反ꎮ 而且现行转移支付中又没有流动人口义务教育
的专项ꎬ就使它难以精准地将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分
配到需要的地区与城市ꎮ 不仅如此ꎬ这种体制还容
易形成“ 洼地效应” ꎬ即政府投入越多ꎬ问题解决越

好ꎬ引来的流动人口子女人学人数会更多ꎬ财政的缺
口与压力也就越大ꎮ

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虽一直在不断完善ꎬ但
也存在不足ꎬ特别是在保证流动人口子女平等享受
义务教育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ꎮ 一方面ꎬ进行义务
教育转移支付主要是中央政府ꎬ但中央财政在整个
义务教育投入中所负的责任很小ꎬ又没有设立流动
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专项ꎬ只是从 ２００８ 年起设
立了随迁子女专项奖补资金ꎬ用于奖励这一问题解
决较好的省份ꎬ不是每个地方都有ꎬ且数额有限ꎮ 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的 ８ 年间ꎬ总共才奖励了 ６１０ 亿元ꎬ每
年不足 ８０ 亿ꎬ远不能弥补流入地的财政缺口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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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因国家建立了“ 城乡统一” 的义务教育

合义务教育公益性的要求ꎬ义务教育不适用“ 谁投

经费保障机制ꎬ还取消了这一奖励ꎮ 现有教育专项

资、谁受益” 的市场经济原则ꎮ 虽然中国早就明确

中ꎬ只有灾后校舍修复补助、师范教育补助、职业教

解决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问题要以“ 流入地政府为

育补助和“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等项目ꎬ不

主ꎬ以公办学校为主” ꎬ目前也有 ８０％ 的流动人口适

仅资金规模小ꎬ还限定了用途ꎬ不能挪作它用ꎮ 而

龄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ꎬ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向民

“ 城乡统一” 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由中央确

办学校购买学位的方式来解决学位不足的问题ꎮ 但

定、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

也要看到ꎬ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子女未能真正享受

额ꎮ ２０１６ 年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中西部地区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ꎬ还需要通过建立流动人

元ꎮ 但东部地区普通小学每生每年是 ６５０ 元、普通

力度ꎬ而不能依赖市场的作用来解决这一问题ꎮ

普通小学每生每年 ６００ 元、普通初中每生每年 ８００

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来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

初中每生每年是 ８５０ 元ꎬ都要高出中西部 ５０ 元ꎮ 中

１.７

西部流向东部ꎬ虽然现在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

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来缓和冲突ꎬ更好地解

金可以“ 钱随人走” ꎬ但中西部的标准低ꎬ东部的标

决问题

元ꎬ就影响了接纳的积极性ꎮ 况且ꎬ中国只有纵向的

府应尽可能地使全体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ꎬ能满足

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ꎬ没有横向的同级政府间的转

全体人民在该领域的基本需求ꎮ 教育属于公共产

移支付ꎬ就很难让义务教育的“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品ꎬ尤其是义务教育ꎬ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经济社会发

定额资金” 真正做到“ 钱随人走” ꎬ从流出地转向流

展的基础ꎮ 让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不

入地ꎬ因而难以有效解决流动人口平等接受义务教

仅能提高其自身素质、还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ꎬ维护

育的问题ꎮ

社会稳定ꎬ推进教育公平和城市化进程ꎬ使整个社会

１.６

义务教育的属性与特点不适宜于采取市场模

受益ꎮ 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还具有很强的外部

式来满足其资金需求ꎬ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

性ꎬ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ꎬ国家受益最大ꎮ 按

转移支付制度来提供资金来源ꎬ才能更好地解决流

照收益分配原则ꎬ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成本应

动人口义务教育的问题

由全社会分担ꎬ即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流入地政

国的流动人口不仅从农村流向城乡ꎬ更多的是从中

准高ꎬ流入地每接纳一名流动儿童入学就要补贴 ５０

教育作为公共产品ꎬ其均等化的供给要求与低

层次、不完善的经费统筹体制相冲突ꎬ需要建立流动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ꎬ政

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免费教育ꎮ « 义务

府共同承担ꎮ 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的利益更多地表

教育法» 明确规定“ 国家实施义务教育ꎬ不收学费、

现为宏观层面的国家利益ꎬ因而由国家作为统筹经

杂费” ꎬ“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 儿

费的主体ꎬ更符合利益分配原则ꎬ也有利于促进教育

益性事业” ꎮ 这就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

但中国现行教育财政体制是财权上收、事权下

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ꎬ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

均衡发展ꎮ

性和义务性ꎬ要求国家承担投入和管理责任ꎬ尤其是

放ꎬ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ꎬ义务教育的经费统筹主体

中央政府要成为统筹义务教育经费的主体ꎬ在全国

是省级政府ꎬ管理主体是县级政府ꎬ层级都不太高ꎬ

按统一标准合理分配教育资源ꎬ这样ꎬ才能充分发挥

范围也有一定限度ꎬ既不符合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

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中的作用ꎬ才有利于

品应在整个社会提供均等化供给的要求ꎬ也使得中

加大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ꎮ 而中国现

国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有限ꎮ 要化解这一矛

行的“ 地方办学、分级管理” “ 县为主体” 的义务教育

盾ꎬ就需要建立专门的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管理体制ꎬ却隐含了“ 谁投资、谁受益” 的市场资源

制度ꎬ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ꎬ才有利于

配置原则ꎬ它虽有利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ꎬ充分

促使整个社会提供均等化的义务教育供给ꎬ解决跨

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ꎮ 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发

省流动的义务教育问题ꎬ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ꎮ

展私立学校ꎬ允许其收取较高学费ꎻ流动人口子女在
流入地要交纳数千甚至上万的借读费、赞助费等ꎮ
但教育活动不是经济活动ꎬ民办教育的赢利性不符

８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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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

度的要求

２.１

构建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经费统筹机制ꎬ为建

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保障

育事权与财权相对称ꎮ 现行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是中央对地方实行纵向转移支付ꎬ横向的转移支付
尚未建立ꎮ 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
度ꎬ不仅要按照国务院 ２０１５ 年提出的“ 统一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ꎬ还要在全国统一义务教育

过去中国义务教育 管 理 制 度 实 行 的 是 “ 低 重

经费保障机制ꎬ“ 实现‘ 两免一补’ 和生均公用经费

后改为“ 以县为主” ꎬ省政府给予少部分拨款ꎬ中央

与流出地政府之间建立起通畅的义务教育经费流转

年开始实行 “ 经费省级统筹、 管理以县为主” 的 体

来” ꎬ真正做到“ 钱随人走” ꎮ

心” “ 分散性” 的经费统筹机制ꎬ经费初由乡镇承担ꎬ

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ꎮ” 在流入地政府

财政只对贫困的西部地区提供少量专项补助ꎮ ２００６

机制ꎬ让流动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能“ 流动起

制ꎬ由省级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省以下各级政府应承

２.３

担的经费ꎬ制定地方各级政府的具体分担办法ꎮ 这

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补偿机制ꎬ为建立流动

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提供有益补充

对应对人口在省内的流动问题不大ꎬ但对跨省的流

中国现行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主要有“ 贫困地区

动就无济于事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人口虽也有一部分

教育基础建设” 和“ 税改费后教育经费缺口部分的

是从农村流向省会等城市ꎬ但更多的是从中西部跨

补偿” 等专 项ꎮ 流 动 人 口 的 义 务 教 育 并 未 设 置 专

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ꎮ 因而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

项ꎬ只是对解决这一问题较好的省份给予了适当奖

育转移支付制度ꎬ首先就要完善中国义务教育经费

励ꎬ但从 ２０１６ 年起又取消了“ 对城市义务教育免除

统筹机制ꎬ要提升统筹经费的主体ꎬ由过去低重心、

学杂费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中

分散性的“ 以省为主” 改为相对集中的“ 以国为主” ꎬ

央奖补政策” ꎮ 对中西部地区因人口流动而引起的

配资金ꎬ再根据各省经济发展状况和义务教育流动

是从中西部流入东部ꎬ从农村流入城市ꎬ建立流动人

儿童人数进行转移支付ꎮ 这样ꎬ流动人口义务教育

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后ꎬ流入地的东部与城市

的经费投入就有了稳定来源ꎬ加大对流动人口义务

得到了补偿ꎬ而流出地的中西部和农村进行教育投

教育转移支付就有了良好的物质条件ꎮ

资所形成的校舍、师资、设施等资源浪费和因撤并搬

２.２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ꎬ建立流动人口

迁而受到的损失却没有任何补助ꎬ这虽保障了流动

义务教育政府间财政责任分担制度ꎬ为建立义务教

人口子女与户籍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ꎬ有

育流动人口转移支付制度提供坚实基础

利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教育发展差距ꎬ却可能导致

由中央政府统筹ꎬ然后按统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分

教育投资流失也未给予补偿ꎮ 由于中国的人口流向

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不仅要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拉

提升责任主体ꎬ还要将责任细化ꎬ进一步确定中央和

大ꎬ这同样是不公平ꎬ同样会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

地方各级政府的服务范围、支出比例、管理权限等ꎬ

展ꎮ 因而在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

并按受益范围合理划分分担责任ꎮ “ 中央统一确定

同时ꎬ还需要建立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补偿机制ꎬ对人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ꎮ 对城乡

口流出省份的教育投资流失进行适当补偿ꎬ才能使

义务教育学校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

中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更加完善ꎬ更

经费” ꎮ 流动人口子女的经费按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加合理ꎮ 此外ꎬ还可借鉴美国经验ꎬ建立流动人口子

同的比例ꎮ 如西部及中部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

政府根据各地的流动人口子女占本地学生数量的比

定额ꎬ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ꎬ在不同地区实行不

女义务教育中央政府“ 动态经费拨款制度” ꎬ即中央

的县( 市、区) 为 ８ ∶ ２ꎬ中部其他地区为 ６ ∶ ４ꎬ东部

例拨付资金ꎻ“ 经费拨付采用‘ 累进’ 的方式ꎬ流动儿

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来体现ꎮ

标准也相应越高ꎬ获得的拨款额度就越多” ꎬ这也能

地区为 ５ ∶ ５ꎮ 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主要通过流动
其次ꎬ要明确划分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财
政责任ꎬ在横向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分
担制度ꎬ使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拥有的义务教

童比例越高ꎬ地方获得的中央拨款基数就越大ꎬ拨款
起到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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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８１

完善统计方式ꎬ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模型ꎬ合

要使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能取得好的成

理确定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数额ꎬ使中国

效ꎬ不仅需要不断完善这一制度ꎬ还要设立专门的管

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更加科学ꎬ更为合

理机构ꎬ统筹全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管理ꎬ加强对

理

这一政策的督促执行ꎬ保证它落实到位ꎬ以提高执行
过去中国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不规范ꎬ项目设

力ꎬ取得更好成效ꎮ

立、审批都不严ꎬ资金分配比较随意ꎬ既易产生腐败ꎬ
也使转移支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ꎮ 因而建立流动人
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ꎬ既要严格规范操作ꎬ又要
完善计算方式ꎬ精确测算生均义务教育成本ꎬ建立科
学的转移支付模型ꎬ合理确定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
移支付的数额ꎬ以提高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的准确性与科学性ꎬ使中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转移
支付制度更加合理ꎬ更加科学ꎮ
２.５

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ꎬ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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