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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户籍制度是经济可持续增长
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蔡昉

1978—2016 年期间，中国实际国民总收

入年均增长 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续

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中国的城

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从

17.9%提高到 56.8%，每年以 3.08%的速度提

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

明显快于处于类似人口转变阶段国家的平

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

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

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贡献

为 25.6%。

过去 40 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

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

农产业的重新配置，这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

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

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

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

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

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

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

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构成。

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生产率，核心是配置

效率。所以，促进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是

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化的核心。改革是为

了改变抑制发展的机制，以及消除阻碍资源

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后者集中表现在对要

素退出、流动和进入的阻碍上。根据这一逻

辑，可以概括出中国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三个特征化事实。

事实一：农业激励制度的改变使农业生

产率得到改善是劳动力退出低生产率产业

的前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人口和劳动力

数量把土地承包到户，规定必须完成的农业

税、统购数量和集体提留，增产部分完全归农

户所有并自由支配。这种激励机制的变化极

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和粮

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 1975—1980 年

的 0.9%和 3.1%，提高到 1980—1984 年的

9.9%和 7.2%。

从这一步改革与后来发展过程之间的联

系，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激励改善导致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而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必然导致的对人民公

社的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

破。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又与二元经济发

展交织在一起，这个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突

破体制束缚的表现，还是消化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现象，从而是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开

端。

事实二：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扩大促进

劳动力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

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不仅

是对一个旧增长常态（或生产可能性边界）

的回归。事实上，这个时期形成的人口机会

窗口，从要素积累和配置以及生产率提高等

方面帮助形成了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在体制

改革释放出这个潜在增长能力，并且在需求

因素（城乡就业扩大和收入提高保持的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经济增长引致的巨大投资

需求、对外开放获得的外部需求）的配合下，

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为实际高速增长。因此，

促进劳动力流动，将其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

就业领域，是兑现人口红利的关键。

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力剩余迅速

显性化。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系

列体制性障碍的逐步拆除，并最终使劳动力

得以重新配置。特定时期农业劳动力的剩余

状况和非农产业创造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决

定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和方向。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

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

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非农产业的重新

配置。

这一时期，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同时，还

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

以下几个关键改革对促进劳动力流动具有

突破性意义。其一，农民于 1983 年获准从事

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

业的地域限制；其二，1988 年政府开始允许

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打破

了城乡就业藩篱；其三，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粮票等票证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

级城镇居住、就业不再遭遇有形的障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离开本乡镇 6 个

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于 2017 年达到 1.72
亿人，其中 80%进入城镇居住和就业。这个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及与之

相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作出了

显著贡献。

事实三：拆除制度障碍推动劳动力进入

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为转

移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1992 年以后沿

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开始吸

纳大规模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

民工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面临严峻经

营困难，国有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

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就业“铁饭碗”。在获得

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下岗职工需通过劳

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新成长劳动力也实现

了自主择业，市场配置劳动力的机制逐渐形

成，也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日益均等的

竞争就业机会。

2017年，全部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工中，

29.9%在制造业，18.9%在建筑业，48.0%在第三

产业。近年来，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城镇全部就

业的比重已经超过 1/3。农民工以其规模和年

龄优势（超过半数在 40岁以下）保证了城市的

劳动力供给。因此，改革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

化，既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也应与这

个增长奇迹享有同样的声誉。

发展阶段变化下城市化新内涵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 2010 年到

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

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

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产生对经

济增速的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减慢城市化速

度。2010—2017 年期间，城市化率的提高速

度呈现递减趋势，年提高率从 3.33%下降到

2.04%。而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

任务远未完成。从城市化率指标看，中国要

达到所处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65%
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

过去 40 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

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

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

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

的有效经验。随着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

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按照内在的逻辑实

现更新，是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

提升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

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

方式的变革。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及与非农产业

趋同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劳动力始终大规模转移，

而且在城乡普遍呈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农业机械的使用越来越具有节约劳动的性

质，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已经加

速，然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却没再显著缩小。其原因在于，由于农业的

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

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导致劳动生

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与

1978—1984 年相比，2007—2013 年粮食生产

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边

际生产力则显著降低。

因此，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必须根据

变化了的情况，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

化的瓶颈，突破口便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鼓

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很长时间以来，

“三农”政策的导向着眼于从多取少予向多予

少取转变，对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

代化聚焦不够。加强这一导向，有赖于这个

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也

是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

础，因此，“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

式本身，政府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

导向。

流动的目标：从横向为主的流动到横向

流动引致的纵向流动。

在城乡劳动力市场日益发育的条件下，

农民工已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流动，总体方向

是从中西部农村流向沿海城市。在 2017 年外

出农民工中，44.7%的流动范围是跨越省界

的，而中西部外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高

达56.5%。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

及流动范围的扩大，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

的工资差距。2017 年中部和西部农民工平

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工资的 90.6%
和 91.1%，工资趋同趋势明显增强。然而，

这只说明劳动力横向流动的效果。完整的

社会流动是指通过横向流动的扩大，使处

于社会分层不同位置的个人和家庭，有更

多机会沿着分层结构阶梯实现社会纵向流

动。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城市化促进社会流动

的功能，需要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推

进人口和家庭的纵向流动。作为反映社会公

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

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最关键的环节和预期效果最明显的着力点，

就是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阻碍流

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入手，把农民工及其家庭

培育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

进入的身份：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

为居民的进入。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

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

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户籍

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户籍制度

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的收益与成

本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研究表明，户籍制度

改革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

进入城市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行

顶层设计，创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担和

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励相容。鉴于户籍

制度改革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

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提高有巨大的正外

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

质。因此，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

责任，有助于切实推动这项改革并取得成效。

中国特色城市化经验的一般意义

40 年来的经济改革破除了要素积累和

配置的体制障碍，创造出了高速增长的充

分条件；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与改革时期

的高度重合，为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把改革、发展和分享

融为同一过程，把潜在增长率转化为经济

发展奇迹的实践载体。剩余劳动力的退出、

流动和进入，构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的过

程和内涵，也是总结发展经验，提炼其一般

意义以及揭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有

益角度。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对传统体

制的改革既创造微观激励又获得宏观效率，

符合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社会

变迁规律，却又密切结合了国情，与特定的经

济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以及面临的体制

状况相对应。遵循相同的逻辑，已经获得成功

的经验可以发扬光大，同时又可以顺应变化

了的情形，更新已有经验的内涵，完成未竟的

改革和发展任务。

各国都有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常

常是独特的。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

发展经验，可以为解决一般性的发展问题提

供答案：第一，通过改革解决要素积累的激励

问题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机制问题，把必要条

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第二，立足于劳动力

重新配置促进充分就业，把改革、开放、发展

和分享融为一体，获得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

使改革得以持续推进；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变

化而不断调整改革的重点，以保持和挖掘经

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9 月 4 日，国际顶级刊物《Nature》出版集

团旗下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以研究

论文（Article）形式在线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课题组与其他研究单

位合作 的研究 成果“Consumption -bas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ccounting with
capitalstock change highlights dynamics of
fast-developing countries”。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能源经济系陈占明副教授是论文的

第一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的另外两位

共同通讯作者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

院陈彬教授及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刘

竹副教授。该论文是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

系连续两年在《Nature》子刊上发表的研究论

文。

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分为基

于生产者责任和基于消费者责任两个体系，

其中前者将排放责任归咎于生产活动，从而

统计一个区域地理范围内直接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而后者认为消费需求是引起温室

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因此将由消费引起的

隐含排放作为核算对象。过去的研究认为一

个国家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量之所以不同

于直接排放量是因为存在空间维度上的碳

泄漏现象———即国际贸易引起了温室气体

的隐含转移。本研究提出了时间维度上的碳

泄漏机制，完善了基于消费者责任的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理论。通过动态消费者责任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模型的构建和应用，本研究证

实了资本积累会显著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消

费者责任的跨期转移，并发现这一现象导致

中国等快速发展国家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

量过去被显著高估。

通过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应用于本

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中，本研究发现，由于资

本积累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责任跨期转移，

1995 年至 2009 年间全球基于消费者责任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基于生产者责任的排放

量低 7%，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存量所隐含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83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上升到 1,16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发展

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全球通过资本折旧

从其他年份转移到 2009 年的生产和消费活

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113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同时，若以最终产品所隐含温室气

体排放量计算，2009 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

经济产出并没有在当年被消费掉，而是形成

了资本以供未来的生产和消费。

国际贸易所隐含的温室气体排放一直

是消费者责任核算的重点之一，本研究发

现，在不同国家的贸易活动中资本所扮演的

角色具有重大的差别。2009 年国际贸易中的

隐含温室气体。中国、美国和欧盟是全球最

主要的隐含温室气体贸易中心，且在其隐含

温室气体流中历史排放占有显著的比重。

该研究发展了基于消费者责任的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理论，其成果对考虑历史排放责任

的气候变化全球协商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该研究证实了一个国家已经发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不仅仅在过去影响到国民福利，同时

还会通过资本的积累对该国未来的生产和消

费产生影响，因此历史排放责任不仅仅是一个

“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该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点研发基

金的项目资助。

《Nature Communications》是《Nature》杂

志 2010 年初创刊的子刊，主要发表有重大突

破性进展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该杂志在 2018
年谷歌学术影响力排行榜位列综合分类第 7
名，本年度发布的影响因子为 12.353。渊宗禾冤

中国投入产出学 会
2018 年度专题研讨会
在京成功举办

日前，中国投入产出学会 2018 年度

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

心举行。本次年度专题会的主题为“新

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投入产出学

会协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单位等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日本投

入产出领域的著名学者也应邀出席会

议，参会人数远超预期，是中国投入产

出学界开展年度专题会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

本次专题会设主会场和分会场，上

午主会场为全体嘉宾大会，由中国人民

大学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别做主

报告；下午为分会场，嘉宾根据各自研究

方向开展分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常

务副理事长杨翠红教授主持。杨教授表

示，投入产出学界召开年度专题会已经

超过了十年，每次专题均会就当前经济

中的一至两个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收效

很大。这次出席会议人数远超预期，非常

感谢各位老师、专家、同学的到来，并对

由八木尚志教授带领的日方代表团队表

示热烈欢迎。

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理事长董礼华教

授、日本泛太平洋投入产出学会副会长

八木尚志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党委副书记刘瑞教授分别致辞。

董礼华教授表示，本次年度会的主

题定为“高质量发展下的中国经济”，就

是希望充分发挥投入产出的结构分析优

势，更好地把投入产出方法与经济实践

结合起来，使其在国民经济研究和宏观

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八木尚志教授表示，2010 年以来，

中日投入产出学会成员就互相参加对方

的相关活动，希望两学会今后能够继续

深入交流，促进投入产出的研究。

刘瑞教授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是全国教学科研单位开始投入产出

研究最早的机构之一，自钟契夫教授开

始一直传承至今，在人民大学举办投入

产出的年度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希望今

后各位老师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把

这个学科搞成显学，吸引更多有志的年

轻人加入。

以下是主题报告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璋教授及

博士生周晓波做题为《中国宏观经济结

构性分析框架的一种探索》的报告，报告

对如何运用投入产出方法来研究中国经

济的复杂结构问题做了探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建武研究员

的报告《对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思考与启

示》，首先回顾了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理

念以及当前衡量社会发展的新做法，进

而重点探讨了如何构建高质量发展指

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林晨副教授

的报告题目为《基本商品与中国经济发

展质量》。报告基于斯拉法基本商品的理

念和模型，并进行拓展，通过实证数据找

出中国经济的基本商品，从古典的角度

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

上午主会场的三个主题报告引起了

与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与热烈讨论，

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董礼华理事长、杨翠

红副理事长、日方代表八木尚志副理事

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建武研究

员、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所宋辉研究

员、燕山大学刘新建教授、山东交通学

院徐大举副教授等就报告做了相关发

言。

最后，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

长陈锡康教授和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常务

副理事长陈璋教授分别做总结发言。陈

锡康教授从学术和现实意义角度高度评

价了三个主报告，对相关人员在投入产

出方法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探索予以

充分肯定。同时表示，投入产出方法和投

入产出表是非常有用的，希望今后可以

在投入产出数据上也多做一些工作。陈

璋教授再次对大家的热情到来表示感

谢，并重点提到了投入产出学界研究中

亟待提升的问题。

下午的分会场分为三组进行研讨。

第一组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许健副教授主持，主要围绕着高质量发

展、环境与增长进行讨论。第二组河北省

统计科学研究所宋辉研究员主持，研讨

主题为贸易、国际分工与生产率。第三组

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张亚雄研究

员主持，重点围绕着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与结构性质进行探讨。分组报告共计 19
篇，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具体细致，与会学

者一致反映收获很大，并积极参与讨论、

发言，本次专题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

结束。 渊李贝茜冤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领衔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