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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成果提要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构建了一个“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从而能够统一归整以往所认为的两
种不同的工资决定观点。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生存工资论”（即工人工资趋
向于生存工资的观点）和工资的“市场决定论”（即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
求关系决定的观点）。这既是对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机制的一种原创性诠释，
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阐释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农民工存在着“城乡双锁定”的工资决定机制。
基于中国现阶段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并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实际，构建了一个
耦合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在农村务农的双重工资决定模式，并把该模式划分
成四种不同类型，指出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
罗模型，只是近似地代表这四种类型中的三种，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
市失业并存”的第四种类型，则至今没有被专门考察。围绕这种被忽视类型
所呈现的城乡工资互动格局，本课题在理论上概括并证明了“农民工城乡双
锁定”工资决定模型的逻辑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现状的实证，在该模型
的分析视角下，对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的工资决定以及所谓的“民工荒”问
题作出不同于流行看法的新理解。在政策启示层面上，一是突出了城乡之间
的依存关系和统筹要求；二是凸显这样一种认识，即市场化固然可以在总体
上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仅靠市场化却很可能无法消解新出现的某
种城乡二元结构。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证计量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影响工资决定的因素
划分为劳动力的需求性因素、供给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那末，影响中国当
前工资决定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需求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就劳动力的需求
性因素而言，国际贸易、技术进步、非劳动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投入量的
变化等因素在造成经济结构变化、调整和升级的同时，也导致了对劳动力需
求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工资结构的变动。以制度性因素而论，行业垄断尤其
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是造成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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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但改革仍在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当今中国，工资决定机制作
为影响工资收入分配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当前工资决定机制”可
谓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宽广的大课题，它既包括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也可以涵盖公务员的工资
决定机制；即使就企业工资决定机制而言，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竞争性企业的工资决定
和垄断性企业的工资决定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微观上考察工资决定的影响因素，从宏观上探
索工资的调控方式等等。不过，本课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在课题招
标时提出的要求。有鉴于此，本课题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着重就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展开分
析：
第一，能否拓展现代经济学现有的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框架，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机理，
并协调关于工资决定的“市场决定论”与“生存工资论”这两类不同的观点？
第二，怎样看待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的城乡工资决定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是关乎
统筹城乡的大问题。
第三，在分析视角上，除了从劳动供给角度展开经验分析外，能否结合劳动供给展开劳
动需求角度的计量研究，以求获得劳动供求的实证状况？并且，在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目
前阶段，所有制、行业的垄断程度特别是行政垄断程度、工人谈判能力等因素对工资的影响
情况到底如何？
对于这三个方面问题，本课题在结题报告中分成三个部分加以探讨。对第一个方面问题，
通过构建了一个“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工资决定机理，并有机地
融合工资的“市场决定论”与“生存工资论”。这是对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机制的一种原创性
诠释。对第二个方面问题，本课题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农民工存在着“城乡双锁定”
的工资决定机制。至于第三个方面问题，则是对中国当前工资决定的相对供求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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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收入者的工资决定机制
本课题通过将劳动者存在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得出低收入者劳
动供给曲线，构建起一个关于低收入者工资决定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在揭示低收入者工资决
定机制的同时，一方面可以解释现阶段中国农民工低工资的现象，另一方面，还能够协调关
于工资决定的“市场决定论”与“生存工资论”这两类不同的观点。低收入者的工资决定机
制还也以为我们重新审视若干工资决定著名理论开辟一个新视域，为统一理解这些著名理论
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思考框架。

1.1 问题的领悟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工资决定的一个传统观点是“生存工资决定论”，即“工人工资
趋向并稳定于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
”
（以下简称为命题 1）。它发端于配第、坎蒂隆、
杜尔阁等学者，由马尔萨斯、李嘉图加以延伸并基本成型，经济学界常常称之为马尔萨斯―
李嘉图模型，或简称为马尔萨斯模型（Malthusian model） ① 。
配第（1662、1672）、杜尔阁（杜阁，1766）曾从对工人的激励以及应对激烈的国际贸
易竞争的角度提及过这个问题，认为工人的工资只限于能够获得维持他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坎蒂隆也曾早于马尔萨斯约半个世纪前就对人口问题作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人类拥有无限
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会像仓凛里的老鼠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居住在殖民地的英国人口，在
三代之内增加的倍数将比他们在英格兰过上 30 年还要多；因为在殖民地，在把当地的野蛮
人赶走之后，他们发现了可以耕种的新土地。”
（坎蒂隆，1755，中译本，第 40 页）显然，
土地的有限性及其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有限性，构成了对人口增长的根本制约。
马尔萨斯（1798）则更明确地把工人的工资水平与人口数量相联系，认为工人工资受人
口规律支配，会始终徘徊在维持工人的最低生存水平上。依照他的人口原理，人类繁衍有一
种比粮食增长更快的趋势。当人口增长快于维持一国民众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增长时，就会
导致工资下跌、食物涨价，工人生活恶化，进而遏止人口增长的速度；到了人口增长跟不上
需求时，则会促使工资上涨，人口重新加速增长，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其中，人口扮演着内
生的中间变量的角色。人口变化会在短期造成工资的升降，但从长期考察，工资则具有持续

①

学术界有时也将其称为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此外，从某种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工资的考察也隐含
着类似的思想。有关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比较熟悉，这里不再专门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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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李嘉图（1817）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发，也认为人口自然繁殖率的变化，从而工人
人数的增减，会在长期中自动调节工资水平，使工资必然趋向于劳动的自然价格，亦即“让
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在李嘉图看来，工人
人口增加的快慢，是随着工资的高低而发生变化的，而工人人数的增减，又会引起劳动供求
关系的变化，结果就会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劳动的自然价格上下波动，并不断趋向于劳动
的自然价格，劳动者只能得到最必需的生活资料 ① 。
显然，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人的观点，任何超过生存水平的生活资料都会被人口增
加所吞噬，因而，工人工资将不可避免地稳定在维持工人生存的水平。换言之，在他们看来，
人口因素是造成工人工资长期陷于生存水平的根本性原因。学术界也常常将他们的观点合称
为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工人在生存线上徘徊挣扎之处境，有时还被人们描绘成坠入“贫
困（化）陷阱”或干脆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卢卡斯曾用新古典方式重述了古典生产理论（亦即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所表述的基本
思想──引者注） ② 。他说：“首先考虑一种动物，其天然趋势是：当个体的平均消费超过
维持生存的标准时，种群数量就会增加；当平均消费低于这一临界水平时，数量就会减少。
因此若这种动物活动的区域内食物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导致大量个体死亡的疾病将迫使平
均消费增加，从而增加种群数量，并最终使该物种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消费水平和个体数量。
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型的突出优点是，能够在人口和技术冲击下预测到不变的生存消
费水平的存在。”
“然而其他证据表明人类种群的行为并不完全与动物种群相同。……李嘉图
用粗略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将马尔萨斯假设应用于被称为特殊‘种群’的‘工人’。”
（卢卡斯，2002，第 126–127 页，第 127 页）卢卡斯通过数学模型描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
动态均衡，并指出：“以上描述的马尔萨斯动态的经验魅力在于它们抓住了生活水平几个世
纪保持不变的特征，并将重大技术进步的发生同人均收入的停滞和加速人口增长协调起来。”
（同上，第 133 页）
总的说来，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毕竟揭示了人
①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就指出：
“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李嘉图，1817，中译本，第 3 页）“支配工资的法则，也就是支配每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法则。”
（同上，第 88 页）他在 1820 年 10 月 9 日致马尔萨斯的信中也强调，政治经济学与其说研究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不如说研究支配在产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vol.Ⅷ, p. 278.）。在他看来，人口规律
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共同决定了按谷物价格计算的工资水平，利润会随着地租的上升而下降，但实际工资
则会稳定在维持工人生存的水平。
②
古典生产理论是说明为何在长期收入水平是稳定的理论，或者说，一个社会在面对技术进步时，人均收
入都将恢复到大致不变的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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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对生活资料的依存关系。只要生活资料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生存工资决定论就会起作
用。只有当技术进步和外贸等因素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由此所带来的生活资料的增长超过人
口增长时，工人才能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经济也才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 ① 。
迄今为止，史学界基本上公认，至少在 1800 年之前，英国的生活水平包括人均工资收
入、产出和消费在非常长的时期中大体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即使面临过黑死病的巨大外部冲
击，人口锐减，造成实际工资上涨，但瘟疫过后，随着人口的逐步恢复 ② ，实际工资下降，
最后依然重新回到稳定的低工资水平上。考虑到马尔萨斯早在 1798 年就出版了《人口原理》
（1803 年出版了第 2 版）
，即便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已在 1817 年出版，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生存工资决定论”得到了当时英国实际历史发展状况的有力支撑 ③ 。
在学术界，实际工资或者更一般地说生活水平没有多大变化的这个阶段，有时还被称为马尔
萨斯停滞阶段（Malthus stagnation period，Hansen & Prescott，2002）。
需要指出，倘若我们细致地加以辨析，生存工资决定论即命题 1 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
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生存工资决定论所强调的仅仅是工资决定的结果性现象；马尔萨
斯―李嘉图模型则不仅表明了结果性现象，而且还揭示了造成结果的原因，那就是马尔萨斯
的人口原理。但实际上，对造成命题 1 这种结果性现象的原因却存在着多种视角解读 ④ ，正
因为如此，本课题才提请读者注意区分命题 1 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的差异。
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后，命题 1 有一种逐渐被绝对化的倾向。拉萨尔（Lassalle, 1862）
甚至干脆称之为“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
。
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状态引导和决定着对经济理论“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刘易斯、
纳克斯、尼尔森等学者关注于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工资决定问题则是作为
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机理加以考察。
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了一个“生存工资水平下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著名模型，
简称刘易斯模型。不过，刘易斯模型中关于不变生存工资水平之基本思想，不是刘易斯本人

①

这里的现代经济增长宜理解为索罗意义的增长，或者说满足索罗模型（the Solow growth model）的增长
（Hansen & Prescott，2002）。
②
在 14 世纪中叶爆发并困扰欧洲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死病，以及与瘟疫相伴的各种流行病和饥荒的蔓延，造
成欧洲人口锐减 1/3，英格兰人口也从黑死病爆发前夕的约 375 万降至 1400 年的 210 万。此后的英格兰人
口变化（15－17 世纪），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曾作过曲线描述：1470－1500 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曲线较
平缓，但从 16 世纪 30 年代后直线上升，中间瘟疫偶有发生旋即恢复增长，至 1656 年达到 528.1 万的高峰
（转引自洪庆明，2001）。此后，英国的人口仍然继续快速增长，并给英国近代早期社会带来了安排新增人
口就业的难题。
③
其实，大家对 1870 年以后的情况也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有关统计数据已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增长
快于人口增长。至于 1800 年到 1870 年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期。但也正是对这个
过渡期的不同理解，引起了英国史学界关于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的长期争论。
④
例如，马克思、刘易斯等人对原因的诠释就均异于马尔萨斯他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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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提出来的，而是承继了古典学派的观点，他的功绩主要是在此基础上以二元经济为背景
从宏观经济角度对经济发展加以论述。对此，我们不妨再一次引用刘易斯的原话。刘易斯在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著名论文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本文是按
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的
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说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
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怎样一直增长的。”
（Lewis, 1954）他还指出，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假设应
该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地区，但对埃及、印度、或牙买加等国的经济来说，劳动无限供给显然
是一个有用的假设。显而易见，在刘易斯那里，“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已成了既定的前提
条件，重点则是要强调“劳动的无限供给”。不过，鉴于刘易斯模型的经典性和影响的广泛
性，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或许还能够对刘易斯模型拓展和更一般化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将其
列入工资决定模型之中加以讨论。
胡景北曾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发展模型（意指以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引者注）和刘易斯模型关于工资理论的共同特点概括为外生性、生存水准和稳定性 ① ，
并认为，对我们所关心的人口与工资两者的变化关系来说，这两类模型的工资稳定性特点最
为重要。因为，如果工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工资就可以视为常数，无变化可
言。在这一前提下，人口变动也就不能影响工资，亦不能通过工资来影响产量（胡景北，1997，
第 52 页）。胡景北的这种归纳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刘易斯模型的工资理论特点。
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
（Nurkse,1953）一书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宏
观经济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角度看，是“低收入（低工资）―低储蓄―低资本形成―
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从需求角度看，则是“低收入（低工
资）―低购买力―低投资需求―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
这两个恶性循环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
“一国穷是因为它穷”。尼尔森（Nelson，1956）
则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不发达经济中，即使人均国民收入
有所增长，在技术、自然资源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国民收入的增长
将递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经济仍然会回到原来的低水平状态。尼尔
森称这种低水平状态为“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尽管纳克斯和尼尔
①

胡景北认为，在刘易斯模型中，生存工资有三个性质：第一，不通过劳动的边际收益决定（外生性）；第
二，只够劳动力维持基本需求（最低生存水平）；第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变（稳定性）
（胡景北，1997，
第 27 页）。我们基本同意上述说法，只是对外生性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工资的外生性意味着
把工资水平作为一项事实，而不是解释工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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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分别论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但他们的目的
却是为了摆脱不发达状态。他们所强调的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
分发展中国家选择赶超战略以求加快发展的迫切心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当
时的社会思潮。纳克斯和尼尔森关于收入或工资决定方面的分析，我们合称其为纳克斯─尼
尔森模型。就这三个著名理论或模型对工资水平的分析而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
生存工资决定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
与工资决定的生存工资论不同，在市场经济中，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工资由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工资的市场决定论” ① 。至于是什么样的劳
动力供求关系，则有见仁见智的理解。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的或者说标准的劳动供求分析
框架是“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下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相均衡”，其中，劳动供给曲
线向右上方倾斜。在本课题看来，市场经济中工资的市场决定论是不待而言的，可是，在发
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或者发展中国家，生存工资决定论又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由此产生以
下几个问题：
⑴能否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形式下理解生存工资决定论即命题 1，从而将命题 1
的合理内核有效地融入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就经济学学理来说，这是一个基本而重大的挑
战。
⑵能否建立起一个更为一般的工资决定模型，以考察工资决定的一般或普遍机制，并协
调工资决定的市场决定论与生存工资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⑶能否回答有些学者（阿什顿，1949；哈特威尔，1961；哈特威尔、英格尔曼，1975）
以 1790 年至 1830 年（抑或 1800－1850 年）间英国工人生活水平总体上略有改善为由对命
题 1 所提出的质疑？
阿什顿在《1790 年至 1830 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一文中 ② ，可能由于系统性统计
数据的缺乏，他更多地是用一些描述性地语言来说明英国工人生活水平从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初是改善了 ③ （阿什顿，1949）。相比之下，哈特威尔的文章《1800－1850 年间日益提

①

劳动者的剩余分享也可视为市场决定论的一种特殊形式。
阿什顿的这篇文章已有中文译本（阿什顿：《1790 年至 1930 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载于《资本主
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编，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不过，这个译本中所说的年份
（即“1790 年至 1930 年间”）很可能有误，应改为“1790 年至 1830 年间”。理由有二：一是阿什顿的原文
及其出处为“T. S. Ashton,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IX (1949)”
；二是哈耶克将这篇文章收录到《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一书中时仍然
沿用原文的标题：“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 by T.S. Ashton”。
③
例如，他用当时能够收集到的英国曼彻斯特地区的食品价格指数来表明，“1831 年，穷人的日常食品未
见得比 1791 年更便宜”，然而，他紧接着却以生活水平提高为预定前提开始推测：“如果确实如此，那么，
他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会提高，要么就是由于他们的货币工资得到了提高，要么是由于除了这些指数涉及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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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英格兰生活水平》中数据和证据更加丰富。他从工业产出的增长率、谷物产出的增长率、
人均收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人们消费食品的数量和种类等多
方面进行考察，以论证“在 1800 年到 1850 年间，多数英格兰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提高。
”
（哈
特威尔，1961）哈特威尔和英格尔曼在《贫困化的模型》一文中明确指出，“到 19 世纪 30
年代，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放弃了工资趋向于仅够维持生存水平的理论”，其背后蕴含的逻
辑原因是“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比如说 1750 年到 1850 年间，工人阶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
水平”（哈特威尔、英格尔曼，1975） ①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关于资料和数据
问题。比较哈特威尔与阿什顿的这两篇文章时，我们应当考虑到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哈特威
尔发表文章比阿什顿要迟 12 年，这期间哈特威尔可以利用更多的数据和资料。与此相类似，
哈特威尔当时也还没有 1800 年到 1850 年间英格兰乃至英国的实际工资数据，但我们目前已
经有了这样的数据。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分析 1800 年到 1850 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就
必须尽可能地根据最新数据和资料加以研究和考证。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假定我们可以确
认工人工资有所提高或者说工人生活水平有所改善，那我们就能够立刻质疑乃至否定命题 1
的有效性吗？
关于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英国工人生活水平问题（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or ordinary people），是英国历史学界乃至世界历史学界
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迄今为止，有关争论可大致归结为两类截然相左的观点：一类观
点认为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时被称为“悲观者”
（the pessimists）；另一
类观点则相信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上升，这些人则被称之为“乐观者”（the optimists）。这场
争论之所以引起人们持续高度关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工业革命及其相关制度安
排的评价问题。本课题限于研究主旨，并非参与大争论，而是从尽可能客观的立场出发，将
分析的中心聚焦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工人的工资水平问题。
⑷中国目前有一些重要经济现象与命题 1 模糊相关，但用命题 1 或者主流经济学的经典
劳动供求理论来解释时却又捉襟见肘 ② 。最重要的是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即现阶段中国城
市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

的商品之外的各种东西价格下降。”
（阿什顿，1949）在我们看来，阿什顿的这篇文章的说服力是可以商榷
的。
①
在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哈特威尔和英格尔曼认为，
“历史事实并没有证实李嘉图的理论，结果使李嘉
图学说在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衰落：到那时，人们越来越无法接受李嘉图关于工人与利润的关系的理论了，
也很难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及其静止状态的学说。这些理论不合乎人们观察到的经济不断增长的事
实”。
②
这里所说的经典劳动供求理论，是指现代经济学通常使用的“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
相均衡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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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正反馈向下发散直至工资趋于农民工的保留工资（率）
。
对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许多经济研究者、社会学研
究者和观察者有着敏锐的直觉，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和相关分析。
陆学艺曾以深圳市为例描述过农民工的低工资问题。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
课题组 1995 年对 114 家国有企业的调查，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 800 元左右，
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 2500 元左右。在非国有企业里，这种有城市户籍和农民户
籍不同身份的员工，每月工资至少要差 600 元以上。更有甚者，这些年来，相比于城市一般
职工工资水平的逐年有所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却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是下降的（其中重要原
因之一是，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劳动力供大于求，企业主用经常更换工人的办法，使工
资水平越来越低）。如 2001 年深圳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是 588 元，低于 80 年代的水平。深
圳有农民工，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不少工厂里，有父子两代一起打工的。儿子现
在挣的工资数还不如老子在 80 年代初的数额，而物价已经涨了好几倍了。即使农民工的工
资已经很低了，却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此外，据调查，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
工每月工作在 26 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时在 11 小时左右，有时有连续工作 12 小时以上的，
经常有工人在车间里晕倒的事件发生（转引自，陆学艺，2003）。
其实，不仅仅是深圳，珠三角、广东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达地区都呈现类似的情况。
“外来农民工”课题组（课题负责人李银河、谭深，1995）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的
调查表明，打工者的工资大多在 300 元至 500 元之间，占样本的 50.8%；低于 300 元的占
33.3%；500 元以上的已属少数，占样本的 15.9%；800 元以上的仅占 3.7%。总之，打工者
的工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但比起农村的收入水平，仍是可以接受的。北京大学“民工潮问
题与镇政府管理对策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杨宏山，1995） ① 。
1995 年，广东农民工联合课题组在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安排下，对广东省东
莞市、中山市进行了综合考察，在深圳市作了相应的补充调研。他们发现，集中在珠江三角
洲的“民工潮”，是外资召唤来的廉价劳动力，不是拖家带口的移民潮、难民潮。据他们了
解，一般企业民工的平均工资在 400 元左右，比较好的企业平均收入在 600 元上下，差的甚
至不足 200 元。十多年来，民工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稳中有降。可以说，正是国
际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带来了东莞、深圳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广东农

①

据北京大学“民工潮问题与镇政府管理对策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平均工资为
350－450 元∕月，少数民工晋升为管理人员，其工资可达 1000 多元∕月。民工食宿大多由厂方免费提供。
伙食标准各厂不一，较低的 1.50 元∕天，较好的如东莞市长安镇台联制造厂、清溪镇博茂电脑有限公司，
都超过 4.50 元∕天（杨宏山，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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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联合课题组，1995）
。据本课题掌握的资料，广东农民工联合课题组较早地指出了“民
工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稳中有降”的现象。
秦晖（2001）
、仲大军（2003）、王春光（2003）等研究和观察者的调查和分析也持相同
的观点。例如，王春光认为，在最近的 10 年时间里，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没有什么提
高，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农民工的工资已经达到四、五百元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水平，
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下降了，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民工连名义工资不仅没升，反
而下降了。但是从 1998 年以来，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将近翻了两番（王春光，2003）。
劳动保障部课题组（2005）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该课题
组在《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之四：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中指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均 GDP 以 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与之相适应，城镇职
工平均工资收入也由 1980 年的人均 762 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16024 元，增长了 21.02 倍。但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以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广东省为例，与珠江三
角洲年均 20%多的 GDP 增速比较起来，农民工的工资近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 12 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
68 元。这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大多数
农民工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
标准较低。据 2004 年有关调查，西部地区一些企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月平均为 500 元左右。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数在 600 元左右，
长江三角洲地区略高一些，大约在 650 至 750 元之间。二是同岗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一
些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农民工在同样岗位上从事同样工作，由于身份不同，其劳动收入
与同岗位的城镇职工相差近一倍左右。三是部分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支付标准，按其确
定所有农民工的工资，明显压低了农民工应有工资水平。如广东省东莞市农民工每月 500
元的收入相当普遍，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致相同。还有一些农民工的实际收入达不到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如深圳市部分农民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610 元/月）。”
概括而言，在全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工资的变化趋势几乎是惊人的一致 ① ：
近十多年来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名义工资变化不大或略有上涨，但实际工资却是
下降的。农民工工资的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人工资竞相逐底（race to the
bottom，也译为寻底竞争，向底部竞争，向谷底赛跑，竞相逐低，或称竞次，意指打压到底
①

更进一步地说，尽管各地的生活成本有差异、距主要农民工输出地远近从而流动成本也高低各不相同，
但是，假如我们扣除这些差异后，农民工在各地就业的净收入存在收敛的趋向。这恐怕是竞争扩展到全国
范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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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竞争）。这个“底”，在本课题看来，就是农民工的保留工资。
关于工人工资竞相逐底的这种现象，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研究和观察的人士早就指出，经
济全球化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竞相进行“低工资竞赛”（Race to Bottom）。正
是这种所谓的“相对优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低工
资竞赛”不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地区之间进行的。对于工厂来说，在其他因素很难在短时间改变的情况下，压低产品交货价
格的惟一途径就是压低工人工资，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所谓价格优势最后必然转嫁到工
人身上（谭深、刘开明，2003，第 85–86 页）。谭深和刘开明还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多数城
市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陈佩华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
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赶不上当地粮食零售价格的增长，而且最低工资与当地平均工资的差距
在逐年拉大 ① 。由于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工资微薄到难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工
人只能通过加班的方式提高收入，从而又进入了工资“竞相逐底”的恶性循环怪圈（同上，
第 86 页）。
仲大军（2005）认为：“企业在低成本竞争中，首先压低的是劳动工资，当其他经济资
源要素的成本无法再压低的时候，企业只能在最有弹性的劳动工资上进行压缩。这就导致中
国社会永久地出现了一大批低收入的劳动大军。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领域叫做‘向底部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法则最终导致的却是一个国家内产生了一批永久贫
困的劳动阶级。在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劳动工资永远被压在低点，这一劳动群体的收入水
平和生活水平永远难以改变。这就是广东地区的打工者从 80 年代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五六百
元工资收入的根本原因”。 ② 诚然，仲大军在指陈时弊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偏激和绝对
化，但他确实也道出了现阶段中国的某些现状。而且，这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的
普遍性，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UNCTAD）
在《2002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就提醒各发展中国家，注意避免出现在鼓励外资流入方面“追
高”
（race to the top），即过分放宽对外资的监管；另一方面出现环保、劳工待遇方面“逐低”

①

参阅陈佩华：
“全球化、社会条款和中国工人”，刊载于中国工运学院劳动关系研究所编的《WTO：劳工
权益保障》，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版。
②
仲大军，2005：
《效率至上和恶性竞争的后果是资源廉价外流，企业社会责任对宏观经济模式的影响――
在“2005 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的讲话》，2005 年 12 月 4 日，http://www.dajun.com.cn/czltfayan.htm。
类似的分析还可参见，袁剑，2005：
《野蛮的力量与发展：竞争贫困！――市场经济说穿了就是打造和比拼
贫困群体》，2005 年 12 月 1 日，http://www.dajun.com.cn/yuanjwz.htm。关于向底部竞争的概念，也可参见，
王 育 琨 ， 2006 ：《 为 什 么 中 国 缺 乏 世 界 级 的 企 业 和 企 业 家 ？ 》 ， 2006 年 9 月 1 日 ，
http://wangyukun.blog.sohu.com/11875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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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 to the bottom），即以牺牲环境、劳工利益来吸收外资 ① 。
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除了用“竞相逐底”来描绘之外，更有一大批分析和研究是用刘易
斯模型来刻画的。在用刘易斯模型分析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文献中，许多研究者循此分析思路，
在即便是面对媒体渲染的所谓“民工荒”时，也多借助于“刘易斯转折点”或者说“刘易斯
拐点”来推断。在本课题看来，用刘易斯模型分析农民工问题本身就暗含着，农民工所获得
工资可归结为“让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保留工资”。至于从新视角对“民工荒”的理解，本
课题将在本研究报告的第二大部分展开。
总之，现阶段中国农民工存在着低工资现象，这就是农民工的工资竞相逐低并锁定于他
们的保留工资水平。
进一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即“中国农民工工资趋向并锁定
于保留工资”这种现象，却无法用经典劳动供求理论，也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
主流经济学通常所使用的“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均衡的理论框架”加
以阐释。原因在于，在通常的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中，随着市场工资率的下降，劳
动者的劳动供给量也在减少；当市场工资率下降到劳动者的保留工资率时，劳动者就不再提
供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供给量为零，见图 1.1 中的劳动供给曲线 S。其中，wr 为劳动者的保
留工资（率）
。

w
S
E1
E2
D1
wr
D2
O
图 1.1

L
经典劳动供求理论分析框架

在经典劳动供求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假定劳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初始状态分别
为 S 和 D1，它们的均衡点为 E1 点。这个分析框架无疑可以分析均衡工资（率）下降的情形，
①

该报告还建议各个发展中国家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发展劳资双方合作，提高劳动力素质，切实履行
世贸组织和相关多边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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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和∕或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即可。这里为了图形的简洁起见，
我们假设供给曲线 S 不变，需求减少，需求曲线从 D1 向左下方移动至 D2，从而，新的均衡
点变为 E2 点。E2 点相对于 E1 点，均衡工资（率）下降了。
经典劳动供求理论分析框架固然可以解释工人工资下降的问题，但本课题要强调的是，
它只能解释工资（率）的下降，却无法阐释工资（率）不仅下降而且总是趋于保留工资（率）
的现象。因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当市场工资率下降到保留工资率 wr 时，由于劳动供给量
为零，因而在保留工资水平上能够实际满足的劳动需求量也为零。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水
平劳动供给量从而就业量为零。而这却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相悖的。所以，经典劳动供求
理论确实难以解释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本课题认为，经典劳动供求理论分析框架之所以未能阐释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是
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疏离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忽视了对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的考察。
这里所说的最低必需支出是劳动者无论收入多寡都必须开销的刚性支出，它包括劳动者为维
持自身基本生存、养家糊口以及维护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所必须的开支，并与社会文化、
历史环境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① 。一般而言，低收入者既可指整体人群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的那部分人，也可按是否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划分。就本课题的研究而论，现实中低
收入者的界定应该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分析，这样的理解尤其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
倘若我们贴近现实地把“劳动者须满足最低必需支出之要求”纳入劳动者提供劳动的约
束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刷新地得到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而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与
劳动需求曲线相结合，便可建构起一个以低收入者为分析特征的工资决定模型，着重考察作
为该模型重要结论之一的命题“工人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
（以下称之为命题 2），并
进而用于解析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从理论承接的角度来考察，本课题认为，命题 1 可视为传统工资决定模型，并且，它
还可以理解为命题 2 的古典表述。换言之，将命题 1 与时俱进地解读成命题 2，我们可以对
既有的工资决定理论作如下原创性地改进：
第一，在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基础上建构新的工资决定模型。由此，我们可以在区
分命题 1 与命题 2 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拓展理论分析的新视域，并将命题 2 用于分析低收入者
①

虽然不同劳动者的消费习惯、家庭结构和状况、所抚养的人数各异，从而最低必需支出存在着个体差异，
但我们可以得出在统计学意义上代表性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此外，尽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
期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是有差别的，但在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时期，它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生存收入说和目标收入说相比，本课题提出的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
给模型的分析有一些可供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的特点，具体参见本课题附件一《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
的第 3 章。
14

尤其是工业化初期或发展中国家的众多低收入者所面临的工资决定情形，为改善他们的境况
开阔理论和政策视野。
第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阿什顿、哈特威尔和英格尔曼等学者以 1790 年至 1830
年间（抑或 1800－1850 年）英国工人生活水平总体上略有改善为由对命题 1 提出的质疑。
第三，命题 2 可以看作是沟通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刘易斯模型、纳克斯─尼尔森
模型的桥梁，成为它们共同的微观基础。一方面，我们可以将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以及刘
易斯模型中作为外生给定或者说作为假设研究前提的生存工资（保留工资）进一步内生化。
另一方面，这些著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理解为命题 2 在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和不同形
式下的拓展。

1.2 基于劳动供给拐点视角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
众所周知，工资决定是劳动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低收入者的工资决定模型，可
以分成两个步骤描述：第一步是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并突出低收入
者的劳动供给曲线；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结合劳动需求形成低收入者相应的工资决
定组合类型。

1.2.1 劳动供给拐点与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
在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模型作出一些相关
的说明。我们知道，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是以条件极值的形式来表达的，其一般形式（记为条
件极值Ⅰ）： max U (Y , R ) s.t . Y + wR ≤ M + wT 。其中，U 、 Y 、 R 、 w 、 M 、 T 依
次表示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
时间（这是一个常数）。从条件极值Ⅰ可以推导出市场工资率与均衡的劳动时间之间关系，
形成我们通常所见的那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 1.2 中的 CBA 曲线。其中，A
点所对应的工资率 wr 为保留工资率。可是，这个模型隐含着如下假设──劳动者的支出可
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但实际上，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有自身
的规定性。譬如，一旦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其最低必需支出，最低必需支出就将对其劳动
供给行为构成刚性制约。因此，本课题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这个模型，劳动供给模
型从而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记为条件极值Ⅱ）
：max U (Y , R ) ，s.t . Y + wR ≤ M + wT ，

Y ≥ YE1 。其中， YE1 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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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劳动供给拐点视角下的劳
动供给曲线
如果我们将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变换的转折点定义为拐点 ① ，那么，低收入者的劳动供
给曲线主要表现为延续拐点后的FKJ段曲线，见图 1.2。为了便于说明，我们记 wL 为劳动者
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这样，在市场工资率w下降的过程中，
只要 YE1 ≤ M + w L ，条件 Y ≥ YE1 就变成松弛约束，条件极值Ⅱ也就还原成条件极值Ⅰ，
劳动供给曲线CBF仍由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所描述，劳动者追求的则是第二层次欲望。然而，
当 M + w L < YE1 时，最低必需支出构成了劳动者决策的硬约束，他所追求的只能是第一层
次欲望；此时有 Lw + M = YE1 ，整理得 L = (YE1 − M ) w ，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
供给曲线，见图 1.2 的FK段曲线；它与CBA曲线的交点F则是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拐点；KJ
段垂直线则表示劳动者提供了最大劳动时间，但仍不能弥补最低必需支出。简而言之，引入
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后，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出现了拐点F，而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异
为FKJ段。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的只是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如果将其应用于宏观层
面上的分析，还需要进行变换 ② ，变换后的总体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与此类似，见图 1.3。
①

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来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可以视作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而追求效用最
大化则可归类于第二层次即更高层次。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
而产生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②
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整个经济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的劳动者的供给曲线水平加总，再在作为
横轴单位的劳动时间上除以该经济体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横轴的单位就可变换为就业人数即就业量。
由于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在以就业量(用 N 表示)为横
轴、市场工资率为纵轴的二维坐标图中，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仍然类似于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倘若考虑到劳动力的流动或迁移，尽管总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发生某些变异，但低工
资中仍存在一段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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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实证和计量参见郭继强（2005a）及本课题附件一《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的第 4、
第 5 章。就本课题的对象而言，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主要体现在FKJ这段曲线上。

1.2.2 低收入者工资决定的模型
在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的基础上，结合劳动需求，我们便可以构建起关于低收入者工
资的决定模型。根据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和形状，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劳动力供给和需
求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以下四种组合状态，见图 1.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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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 组合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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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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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劳动力供求状态及工资决定

。当需求曲线
组合Ⅰ：劳动力需求曲线 D1 位于供给曲线 CBFKJ 的左边，见图 1.3（a）
为 D1 时，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会对工资形成一种竞争性压力，迫使市场工资率下降，使工资
趋向并锁定于劳动者愿意提供劳动的临界点──保留工资率（wr）。作为最低必需支出约束
下的劳动力供给与相对不足的劳动力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命题 2“工人工资趋向并
锁定于保留工资”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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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一方面是劳动力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此时的工资决
定可以理解为工资的“市场决定论”；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保留工资简化地看成生存工资 ① ，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将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诠释为“生存工资论”。显而易见，
组合Ⅰ状态工资的市场决定论和存在工资论的有机结合点，或者说，市场决定论和存在工资
论在组合Ⅰ状态可以得到归整和统一。
组合Ⅱ：劳动力需求曲线 D2 只与 FK 段供给曲线相交，见图 1.3（b）。当工资率高于 Z
点时，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将降低工资率；反之，当工资
率低于 Z 点时，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供求双方将共同推动工资率上升。因此，Z 点是
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胡景北（1994）曾以一阶级模型推导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上升趋势，并以台湾的数据
进行了经验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展了刘易斯的工资不变假说，滥觞了工资增长的发
展经济学（胡景北，1997）。不过，从组合Ⅱ的角度看，即便我们跳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
式，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考察，我们同样可以解释经济发展中工资不断上升的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需求曲线 D2 向右上方移动，劳动力
的供求均衡将推动工资率上升。如果所研究的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了其他劳动
力市场，从而使劳动力供给曲线 KF 左移，那么，均衡工资率会上升得更快。
在工资变动的趋势问题上，斯密曾将工资与财富生产的变动相联系，认为在财富不断增
长的国家中，工资不断提高，因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
加。”（斯密，1776，上卷，第 63 页）如果斯密分析的是在组合Ⅱ状态下对劳动力需求的增
加，即劳动力需求曲线 D2 向右上方移动，工资确实是上升的；但是，倘若斯密分析的是在
组合Ⅰ状态下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亦即需求曲线 D1 向右上方移动，就会出现两种情形：一
是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仍与供给曲线形成组合Ⅰ状态，那么，工资依旧停留在保留工资；二是
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形成组合Ⅱ状态，那么，工资将是增长的。
李嘉图则在总体上主张“人口自然繁殖率的变化在长期会自动调节工资水平，使工资必
然趋向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即趋向于保留工资的同时，也指出了出现其他情形的可能性：⑴
“工资虽然有符合自然率的倾向，但在状况日趋改良的社会里，市场工资率却可能无限期地
持续高于自然率。因为当一笔新增加的资本对劳动新需求的推动力刚刚发生作用以后，另一
批新增加的资本又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而继续不断的，劳动的需
求就会连续不断地刺激人口增加。”
（李嘉图，1817，第 78 页）惟有在人口大大增加之后，
①

如此处理是为了便于理解古典工资决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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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降落到自然价格上去（同上，第 80 页）。⑵“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
劳动工资就其受供求关系调节的范围而言，将有下降的倾向。因为劳动者的供给继续按照相
同的比率增加，而其需求的增加率则较慢。……当人口增加时，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指用劳
动工资购买的食物、衣服及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引者注）就会不断上涨，因为其生产所必
需的劳动量将增加。因此，如果劳动的货币工资下降，而用劳动工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又都
上涨，那么劳动者就会受到双重影响，而生活资料不久就会完全被剥夺。所以劳动的货币工
资不会下降，而会上涨，但上涨的程度却不足以使劳动者购买商品涨价前那样多的享受品和
必需品。”（同上，第 84 页）我们以为，李嘉图其实是在探讨工资决定的机理。假如资本增
加所引起的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是，使劳动力供求处于组合Ⅱ、组合Ⅲ或组合Ⅳ中的某
一种状态，那么，
“市场工资率就可能无限期地持续高于自然率”，也就是说，市场工资率将
超越保留工资率，并形成稳定的均衡。而“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由于资本的增长率往往
赶不上工人人口的增加率，货币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因而实际工资是下
降的。这实际上是在分析组合Ⅰ状态下保留工资（率）被压低的情形。其中，人口相对于资
本的增长率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
由此观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缺乏现代分析工具，无法像现在的人们那样将各种情
况分门别类地加以讨论，但他们的论述确实包含许多合理的成分，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前提
条件加以挖掘，而不应以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削足适履。只有这样，才能开阔我们的视野，
增强我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解释能力和预见能力。
。在这
组合Ⅲ：劳动力需求曲线 D3 与 FB 段供给曲线相交并穿过 FK 段，见图 1.3（c）
种组合状态下，V 点是稳定的均衡点，因为这是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
斜的需求曲线相互作用的结果；X 点则是不稳定的均衡点，这是由于需求曲线 D3 与 FK 段
供给曲线相比，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从而，市场工资率在 X 点以下时，如果
工资率下跌，市场供求将向右下方发散；市场工资率在 X 点以上时，随着工资率的上升，
市场供求将趋于稳定的均衡点 V 点。
组合Ⅳ：劳动力需求曲线 D4 与 FB 段供给曲线相交，见图 1.3（d）。此时，向右上方倾
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获得稳定的均衡。这种状态是以往主流经济学
着重考察过的。这是低收入者尚未达到的一个阶段，也是改善低收入者境况的方向和目标。
无论对是组合Ⅱ、还是对组合Ⅲ抑或是组合Ⅳ的分析均可以昭示，拉萨尔所说的“平均
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即所
谓的工资铁律，其实并非真是“铁的”或“永恒的”，它同样只是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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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概而言之，命题 2 是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有关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远不是该模
型有关结论的全部。劳动供给拐点视角下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逐
渐从组合Ⅰ的状态走向组合Ⅳ的状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在劳动工资和就业方面的体
现。这一进程反映了劳动者逐步摆脱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在劳动供给决策中更加自由地追
求效用最大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一大步。

1.3 寻求对若干著名工资决定模型的统一理解
本课题之所以将命题 1 视作命题 2 的古典表述，主要是后者与前者相比，产生了以下一
些可供深入研究的特点：
首先，区分了最低必需支出与生存支出的差异。生存支出可以用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食
物的价格来衡量，而最低必需支出的内涵则要比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最低生存费用更为广
泛。至于两者对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形成的差异，参见郭继强等（2005b），这
里不再赘述。
其次，在基于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决定模型中，凸显了拐点工资率和保留工资
率的区别，而这在以往的工资决定理论中是模糊的。拐点工资率是指拐点出现时的市场工资
率（记为 wF）。区分两者的差别，有助于明晰生存工资与保留工资之间的差异，使我们更好
地把握低收入者劳动供给的工资率区间，还能够引导我们找寻影响保留工资率高低的因素，
为改善低收入者境况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提供理论支撑。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联系
城乡差别考察问题时显得尤为突出。
再次，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回答“当工人工资略有上升时是否肯定命题 1 就不成立”
的问题。毫无疑问，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非常大
的改善和提高。事实上，学术界对“1870 年以后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从而
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也基本没有异议 ① 。问题是，⑴对从 1800 年到 1870 年这
段过渡期中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如何？⑵在英国工人总体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处于
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又是如何呢？关于第一个问题，权威的统计数据表明，
英国 1802—1855 年工业中的实际工资提高相当少（参见本课题附件一《工资、就业与劳动
供给》的第 4 章第 2 节）
。而且，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只要在组合Ⅰ的状态下，即便劳动者
①

关于 1700 年至 1989 年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数据，可参见 Hansen 和 Prescott（2002）
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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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留工资率有所攀升，命题 2 依然可以成立；而在组合Ⅲ的情况下，只要市场工资率不高
于X点，命题 2 也能够成立。因此，如果我们把命题 1 视作命题 2 的古典表述，也就是说把
工人工资所趋向并锁定的底线理解为“保留工资”而非“生存工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
相当程度上回击哈特威尔等人以工人生活水平略有上升为由对命题 1 的否定或质疑。
至于第二个问题，客观地说，阿什顿曾有良好的直觉。他在相信“起码从 1820 年代以
来，工人的生活状况获得了改善”的同时还不忘指出：“当然，大量没有技术或技术比较差
劲的工人──尤其是只在某个季节被人雇佣的农业工人和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几乎全部
被用来购买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了。……我的推测是，能够分享到经济进步好处的人口的数量，
要比那些不能享受到这些好处的人的数量多，而且，前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工人阶级中
也存在两个集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阿什顿，1949）循此思路，我们可以把一个国
家的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包括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综合体。这里所说的一
①

级劳动力市场，是指主要由工作技能因素所形成的工资收入高、工作条件好的劳动力市场 。
技能高的劳动者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均衡往往是处于组合Ⅲ或者组合Ⅳ的状态。在一国的
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比重占绝对优势，那么，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将陷于保
留工资水平，整个社会经济势必也会陷于低水平的均衡之中。不过，如果一级劳动力市场的
比重逐渐增大，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比重逐渐降低，那么，工人总体的工资水平会慢慢抬升，
工人的总体生活水平也会水涨船高。但是，即便是在工人总体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情况下，
假如我们对工人总体进行结构分析，仍会有一部分工人尤其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依
旧陷于保留工资水平。
在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中，尽管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两人在原来的论述上有所差别，譬
如，马尔萨斯偏重于从人口和需求角度考察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李嘉图侧重于从供给角度考
虑，其实，只要劳动力的需求赶不上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就会形成本课题提出的组合Ⅰ状态。
可以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分别从劳动力供求的两个不同侧重面对组合Ⅰ状态进行探讨，
并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述中均暗含着工资趋于保留工资之意，只不过马尔萨斯归结成
贫困化工资，而李嘉图称之为自然工资。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才将他们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
合称为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实际上，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
①

这里界定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以往所谓的主要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存在差异。主要劳动
力市场通常是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工资基本上根据组织内部的规则确定，与外部劳动力市
场的关联不大。我们认为，假如我们不是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的日本劳动力市场，完全可以
暂时不考虑与外部劳动力市场隔绝的情形。事实上，日本在 90 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对所谓的“三大神器”
（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和内部晋升）也在进行着艰难地调整，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当今世界。在市场经
济中，只要不是对劳动力市场实行人为的制度性分割，那么，即便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者的
劳动供求行为也往往会与经典劳动供求理论所描述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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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现实支撑：自 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西欧诸国工人的工资一直在生存工资附近徘
徊（胡放之，2004）。组合Ⅰ这种状态，在许多国家工业化初、中期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存
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我们看来，较之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能够更加清晰地挖
掘和整合产生命题 2 这种现象的成因：所有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人口因素，
只要能使劳动力供求处于组合Ⅰ状态，工人工资就会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况且，在马尔萨
斯和李嘉图的眼中，工人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
资。
组合Ⅰ状态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理解和深化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
资或收入水平的论述（Lewis, 1954）
。刘易斯（1954）承续古典学派的“支付维持生活的最
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假说，并将其运用到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型之中。就工
人只获得生存工资这一点而言，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与刘易斯模型是一致的，并且它们都
重视资本的积累。但是，它们的形成机制却各不相同：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是以马尔萨斯
的人口原理为基础的，而刘易斯模型则是以传统农业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
力为基础的，相应的工资率被认为是制度决定的生存工资率（速水佑次郎，1998，第 81－
82 页）。我们认为，古典学派的这一假说实际上可以用组合Ⅰ状态刻画。结合图形来解说这
种情况，见图 1.3（a），当劳动力供求处于组合Ⅰ所描述的状态时，均衡点将趋向并锁定于
需求曲线D1 与保留工资率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的交点H点；在从劳动力需求方的角度看，他
们在保留工资水平上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① ，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此时的劳
动力供给曲线常常容易被认知成一条高度为保留工资率的水平线。
在组合Ⅰ的情形下，工资竞相逐底，均衡点为 H 点，均衡工资水平陷于保留工资陷阱。
从劳动力需求方的角度看，它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 AH，工资决定依然符合边际原理；从劳
动力供给方的角度看，在保留工资水平上，所获得的收入是 OA×AH。特别地，如果我们
讨论的是传统的农业部门，那么，共有 AJ 数量的人参加劳动，而总收入只有 OA×AH，需
要以一定的规则在这些人中进行分配。由于实际只需要 AH 数量的劳动力，而 AJ 数量的人
参加劳动既产生了 HJ 数量的过剩劳动力，又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低于 wr 对应的边际产量；另
一方面，收入 OA×AH 在 AJ 数量的人员中分配还压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同时也使工资或
收入水平的决定更加含糊。从这一视角，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体会刘易斯的这段话：

①

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含义，按照刘易斯的解释，只要按照某种劳动力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
则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Lewis, 1954）
。这里的劳动力价格是指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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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工资取决于维持基本生活的需求，而且，有时这可能是正确的
答案。但是，在大多数人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经济里，我们有一种更加客观的标准，因为
可以得到的劳动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根据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然而，维持生计部门
的收入是由客观上农民的生产水平决定，还是由主观上传统的生活水平决定，这个问题并不
十分重要。无论由什么机制决定，结果都是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
（Lewis, 1954）
实际上，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非常低，农业劳动收入只有大体上平均分
配才能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最基本生存。此时，由土地使用制度、传统习惯、社会道德等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收入分配，已不是经济效率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的要素收
入分配（distribution），而是收入分享（share），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劳动的边际生
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Lewis, 1954）来界定剩余劳动力时可能招致的批评 ① 。
在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中，工资是内生的，而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以及刘易斯模型
都将工资假设成生存工资或制度工资并作为分析前提。不言而喻，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
以及刘易斯模型相比，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和普泛性。而且，低收入者工资
决定模型还区分了最低必需工资率（w0）与保留工资率（wr）。再者，刘易斯由于缺乏劳动
供给“拐点”的分析，只能在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下从现代城市部门角度对传统农业部门提出
“在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模型”，没有也无法对巨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可能
造成的后果进行专门的研究。事实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后，很可能又会形成组
合Ⅰ的状态（郭继强，2005a）。
由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所刻画的是工人工资在生存线上徘徊挣扎的情景，因而，该
模型又不时被称为“贫困（化）模型”、“贫困（化）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不过，现
代经济学对贫困陷阱的分析内涵一直在不断拓宽。贫困陷阱（poverty trap）已经变成“一个

①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1964）一书中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历史渊源与
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的假说。
一方面，他以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以及印度的塞纳普尔为两个典型案例来论证“贫穷而有效率”，说明典
型农户所作出的平均要素配置在现存技术关系的范围内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他还以印度 1918–1919 年
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证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
“结论是贫穷
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舒尔茨，第 29–54 页）
对于舒尔茨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舒尔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的事实和农业生产的季
节性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而印度 1918–1919 年流行性感冒导致农业总产量下降的事例则可能是一种
特殊情况（Sen，1966、1975；黄宗智，1985、1990）。
不过，刘易斯后来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辨称，他所说的“边际产品是零”并不是指“一个
人时”
（a man hour）的边际生产率，而是指“一个人”
（a man）的边际生产率。
“就每人每小时生产率而言，
可以肯定只要农民愿意工作更长的时间，他就能生产更多。”同时他一再强调“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并不重
要”（Lewi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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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恶性循环的经济遭受长久不发达的自我持续条件”① 。许多贫困陷阱模型主要是从外部
经济和战略互补的角度展开，包括干中学外部性（Corden，1977；Stokey，1988；Matsuyama，
2002），搜寻外部性（Diamond，1982），人力资本外部性（Azariadis-Drazen，1990），市场
规模与劳动分工、起动成本和资金外部性（Ciccone ＆ Matsuyama，1996），金融发展
（Saint-Paul，1992；Acemoglu & Zilibotti，1997）
，低财富∕低投资（Bernanke & Gertler，
1989；Banerjee & Newman，1993），人口陷阱（Becker & Murphy & Tamura，1990；Matsuyama，
2000）等。杨文举（2006）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一些研究进展也作了
某种程度的介绍。客观地说，这些贫困陷阱模型多为宏观分析模型，但这并不妨碍许多研究
在解析影响因素的过程中也力图探寻产生贫困陷阱的微观基础。不过，在这些研究中，专门
探讨劳动工资之于贫困陷阱的论述甚少，但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它们仍然可以开阔我们
对保留工资陷阱的分析视野，并从宏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观照微观工资决定问题。
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尼尔森（1956）“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均从
宏观发展的角度探究不发达国家贫穷的症结。它们对低工资或低收入水平异曲同工的分析，
使得我们可以其归结为纳克斯─尼尔森模型。在我们看来，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看成是组合Ⅰ状态或者说命题 2（即“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在宏观上的一种动态表现
形式；或者说，组合Ⅰ状态是从工资决定方面考察的产生“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
陷阱”的微观基础。纳克斯和尼尔森都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尼
尔森还认为，不发达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而要跳出这
个陷阱，就必须作出大于“临界的最低努力程度”之努力，这就是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
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实际上，以工人的
工资决定而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跳出保留工资陷阱，同样存在着“临界的最低努力程度”，
这就是使劳动力供求曲线位置的相对变动以至劳动力需求曲线穿过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拐点
F。如果劳动供给曲线在其拐点 F 的右边与需求曲线相交，也就是当经济处于组合Ⅱ、组合
Ⅲ或者组合Ⅳ等状态，经济才可以摆脱保留工资陷阱。
学术界对刘易斯模型以及纳克斯─尼尔森模型的探讨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经济
社会现实在学术界的一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统治，走上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独立。而在独立后，如何克服落后、发展经济成了
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一些关心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则致力于探索和研究不
发达的根源和成因。现实和历史表明，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劳动力市场特
①

Kiminori Matsuyama, 2005, “poverty trap”, forthcoming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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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往往呈现出组合Ⅰ的状态。
综上所述，组合Ⅰ以及相应的命题 2 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刘易斯
模型、纳克斯─尼尔森模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中
期，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常常呈现组合Ⅰ这种状态，因此，
组合Ⅰ以及相应的命题 2 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1.4 对中国农民工低工资现象的理解
在本课题看来，现阶段中国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呈现的低工资现象，即“农民工工资竞
相逐低并锁定于他们的保留工资水平”的现象，可以诠释为农民工尤其是处于城市次级劳动
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劳动力供求形成组合Ⅰ的状态，农民工工资竞相逐底于保留工资水平。

1.4.1 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
进城求职的农民工绝大部分集中于建筑业、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第
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多为城市人不愿做的苦、脏、累、险等工作，职业结构偏重于体力劳动
型。这可以从两组学者分别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农民工的行业、职
业结构分布结果看出：
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d，第 19–20 页）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所占比重为 46.6%）、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
（21.9%）、建筑业（14.5%）和社会服务业（7.4%）。在这四个行业中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 90%以上 ① 。
李强（2004，第 22–23 页）使用的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城市外来人员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所占比重为 37.65%）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
业（28.61%）
，建筑业（9.66%），社会服务业（8.27%）；在职业分布上，城市外来人员以商
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主，合计占 83.57%。
尽管两组学者计算或使用的数据口径和结果略有差异，但他们的基本结论却是一致的。
这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职业隔离仍然非常明显，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

①

为了观察究竟有多少外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他们的行业分布如何，以及他们与城市非正规就业增长的
关系，蔡昉等学者后来还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报表制度的就业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传统
报表制度的遗失就业中，首先，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就业。一项发布于 2004 年的报告可以验证这一点。
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打工者，已经占据了全部第二产业岗位的 57.6%，商业和餐馆业岗位的 52.6%，加工
制造业岗位的 68.2%，以及建筑业岗位的 79.8%（中国信息网，2004）。其次，虽然农民工并不能解释报表
外就业的全部，但是上述关系表明，农民工的就业与正规渠道之外就业的部门分布相当吻合（蔡昉等，2005b，
第 188–189 页；蔡昉等，2006，第 103–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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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存在进入障碍，只能主要就业于次级劳动力市场。此外，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 年
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 2 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 1.2 亿左右。农
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 68%，在建筑业、
采掘业中接近 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达到 50%以上 ①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佐
证了上述的判断。
其实，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由乡入城的阶段性或层次性问题，托达罗（Todaro, 1969）
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更加真实的图画应该是把迁移看作两个阶段的现象。第一
阶段是没有技术的乡村工人移居城市并开始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担任一定时期的工作。
第二阶段是终于获得一个较为固定的现代部门的工作。这两个阶段的过程容许我们探究出一
些基本的重要问题。”后来，这种思想被吸收进《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例如，吉利斯等
人写道，“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由 3 个联系密切的就业层次结构来表示，这一
结构由城市的正规部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和农村的就业部门组成。”
（吉利斯等，1996，第
214 页）关于中国的这种就业层次结构，杨云彦和陈金永（2000）、张俊森和孟昕（2002）
等人曾进行过实证和计量研究 ② 。
张俊森和孟昕使用来源于上海市的两个调查数据──《上海市 1995 年流动人口调查》
（FP）以及《上海市 1995 年居民和流动人口调查》
（RFP） ③ ，分析上海城镇居民与农村移
民的职业分割与工资差距，进而探讨中国城镇的双层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居民相比，上海农
村移民在职业分布、工作小时数和收入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⑴如果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和办事人员都称做白领，那么上海农村移民只有不到 4%的人是白领，而在城镇居民中
有超过 35%的人是白领。⑵农村移民的工作不仅地位低，而且在同一工作中，他们要工作
更长的时间，赚的钱则更少。平均来说，农村移民要比城镇居民每星期多工作 14 个小时。
他们的月均收入却仅有城镇居民的 61%。如果考虑到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在工作时间上的
不同，工资差距就更大。农村移民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48%（张俊森、
孟昕，2002）
。尽管职业分割的程度和工资差距的大小在城市之间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分析
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全国则具有普遍性。
据调查，2001 年深圳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是 588 元（转引自陆学艺，2003）。它与深圳
①

转引自魏礼群，2006，
《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
（代序言），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
民工调研报告》，第 2 页。
②
杨云彦、陈金永（2000）在《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和竞争——结合武汉的实证分析》中提出，在低技
能、低进入门槛的城市开放性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常住人口的收入决定存在制度性分层，户
口登记状况及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③
这两个调查是分别在 1995 年末和 1996 年初由上海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组织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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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村企业从业人员 2001 年的年平均工资 7122 元基本吻合（《深圳统计年鉴—2002》
，第
232 页），再考虑到农民工的行业、职业结构分布，大体上可以认定，588 元月平均工资这一
数据是可信的。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抽样调查样本和统计口径的差异，譬如有的调查认为，
深圳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在 800 元左右（周正平，2003），但 10 余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基
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稍有下滑已基本上成为共识，深圳市官方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① 。
而自 1992 年到 2002 年，深圳市职工平均工资（该统计口径往往只针对本地劳动力）从 494
元上升到 2352 元，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从 245 元上涨到 595 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② 。
如果按深圳农民工月工资平均 588 元、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工作 11 小时计算，小时工
资则为 2.06[=588÷（26×11）]元。即使以月工资平均 800 元、每月工作 25 天、每天工作 10
小时计算，小时工资也仅为 3.20 元 ③ 。我们从本课题附件一《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的第
4 章第 1 节可以知道，1995 年上海农民工的拐点工资率大约在小时工资对数的 1.25，也就是
小时工资 3.49 元。显而易见，即使不考虑物价水平上升因素也可以认为，农民工的小时工
资在拐点工资率以下 ④ 。此外，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入往往还要刨去以下一些硬性支出：往
返的探亲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办证费、城管费、年检费；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管理费等；
如果租房子则还要扣除房租。这样扣除后农民工的收入只能维持农民工个人在城市的基本生
①

周正平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使用的这一数据与深圳市官方公布的 2004 年调查数据相吻合。深圳市
统计局（2004）在《深圳市企业用工情况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中指出，“由于土地、水、电等资源的制约，
企业经营的成本较高，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要节约成本，不得不维持低工资水平，造
成我市多年来外来劳务工工资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据有关部门测算，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劳务工实际收
入是下降的。全市普工的月工资水平一直在 800—1000 元左右。特区外工资水平更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大部分工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拿到月薪 500—600 元，靠加班加点才能拿到 800 元以上，超过 1200 元
的很少。在内地，劳务工普遍也能拿到月薪 500—600 元，深圳与内地的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从最低工
资标准来看，我市目前特区内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610 元，而招工难现象最为突出的宝安、龙岗两区仅为 480
元，几乎低于长江三角洲的所有地带，如上海为 635 元，南京 630 元，苏州 620 元。目前在现有工资水平
下，难于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来深就业。”将深圳市特区内与特区外的农民工工资加以平均并考虑到本课
题考察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判断，处于深圳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平均工资
应该不会高于 800 元。
②
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刘开明对主要由农民工构成的深圳劳工调查表明，在深圳工作的外来农民工与深圳本
地正式工相比，1998 年深圳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21641 元，而外来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仅 6885 元，
不及前者的 1/3。虽然深圳早就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但是，付给外来农民工的工薪低于
最低工资规定的现象却普遍存在。1997 年深圳劳动行政部门对 685 家企业的检查发现，其中 182 家企业工
人的工资低于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占 26.6%（刘开明，2003，第 152–158 页）。
③
由总理温家宝出题，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劳动保障部、农业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 17 个相关部委以
及湖南、广东等 8 个农民工输出或输入大省参与的庞大且高规格的课题组，在 2005 年历经 10 个多月，在
深入调研、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起草形成 43 万字的官方权威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农民工”这个
约两亿人的特殊群体集体进行了“画像”。尽管距 1995 年（本课题计量所用的数据库）已经过了十年，社
会的物价水平和在城市的生活费用早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经历了 2003 年、2004 年的“民工荒”后农民
工工资普遍有所上涨的情况下，根据“画像”，这个特殊群体的典型代表在 2005 年“是一位 28 岁左右的年
轻人，初中毕业，基本没受过技术培训，他流动于城乡之间，按月领取着不高于 800 元的工资。他的辛勤
劳动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同时也经常被拖欠工资，遭遇用工歧视并缺少保险。
”（参见马昌博、苏
永通，2006：《总理批示调研“中国农民工”》，《南方周末》2006 年 4 月 20 日。）
④
作为一个旁证，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美
国贝茨学院合作进行的企业及其职工调查，选取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武汉和西安六个城市，所调
查的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均值为 2.79 元（参见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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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开支。可是，即使是如此微薄的收入，大多数农民工还把自己的生活消费压低到所能紧缩
的极限，除食宿、交通和必不可少的日常开支外，能余下的收入尽可能寄回或带回家 ① ，这
本身就是农民工未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要求的一种反应。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按理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应以所在城市的生活水准作为参照系。而
如果依照城市的生活水准来衡量，那么，农民工把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费用压缩至极限，已可
以算作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了（吴忠民，2003） ② 。况且，农民工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子女入托上学等诸多方面都无法获得城市“本地人”那样的待遇，这实际上又增加农民工在
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支出。然而，就连这点用劳动和血汗换来的微薄的劳动报酬还经常遭克扣
和拖欠，比如用计件工资制来规避最低工资标准等等。总之，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打工的
农民工的生活是逼仄的，他们打工挣钱尚处于追求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阶段，他们的劳动供
给行为也势必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可由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来
刻画。

1.4.2 农民工的劳动力供求
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过估计。例如，陈吉元 1989 年认为，就
按边际生产力为零的标准，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要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 1/3，有些地方
占 40%以上（陈吉元，1991）。王红玲（1998）测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 1.17 亿人，约
占乡村劳动力数量的 23.7%。卡特等人写道：“原农业部部长刘江也指出，4.38 亿农村劳动
力中有 1/3 是剩余劳动力。……1995 年《经济绿皮书》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 1.2 亿。”
（卡
特，1999，第 69 页） 杜鹰（1997、2000）估计当时农业劳动力剩余数量为 1.5 亿人，约占
乡村劳动力数量的 30%。由杜鹰、韩俊等组成的农业部课题组认为，1998 年中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为 1.52 亿人，到“十五”期末（2005 年）将增加到 1.8 亿人（农业部课题组，2000）。
蔡昉等学者在 2002 年从城乡劳动参与率变化中间接得出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非常严

①

冯桂林和李淋（1996）对农民工消费的调查证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是非常节俭的。92.6%的城市农
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上越俭越好，能省就省，多存少花”。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里的消
费往往是最低限度的。杜鹰依托实地调查和抽样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资料，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的基本特征及其宏观经济背景进行了实证分析，所概括出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社会群体特征中的第一个基
本特征就是，
“以增加收入为目的，来自低收入地区，但又不是最低收入户”
（杜鹰，2006）。此外，赵耀辉
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家庭将来自于流动的收入看作是暂时性的收入，这意味着，农民对在城镇工作的收入
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赵耀辉，2006）。
②
本课题在此再附上一个城市贫困户受补助的例子。在杭州市和睦社区 2005 年初的一次困难家庭评议活动
中，列席此次活动的拱墅区民政局帮扶中心的一位同志给困难家庭的收入算了笔账：如果一个三人户的低
保户，每个月可以享受补贴 840 元、水电补贴 25 元、一年物价上涨补贴 840 元，年底春风行动救助 2800
元，那算下来一年的收入就有 13980 元，还不包括与社区共建单位的结对、冷饮费、有线电视免费、公交
卡优惠等措施所带来的收入。如果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生，那就有 2000 元助学补助；如果是一个轻
度残疾人，每个月可以另外补助 50 元；重度残疾人则补助每月 100 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低保户的
生活应该还过得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为群众带来的利益（杨丽、孙连兴、王肖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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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结论（蔡昉等，2002，第 170 页），到 2006 年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仍
然巨大并且继续扩大的趋势，还是农业劳动力比重畸高，农村劳动力的 1/3 以上仍然处于剩
余状况的现实，都表明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还处在劳动力剩余的发展阶
段上。”
（蔡昉等，2006，第 117 页）当然，也有个别研究者估算出来数量较少的情况，比如
据王检贵等（2005）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 4600 万左右。
尽管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估计存在着差异，估计的数量在 4600 万至 2 亿之间，但
中国现阶段存在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成为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共识。中央政研室、农业部
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的调查指出，由于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和部分进城就业农民
的回流，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存在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隐性失业队伍，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我
国农村隐蔽性失业人数为 1.3 亿人。
作为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的韩长赋，在《关于农民工问题调研后的几
点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据专家测算，综合考虑我
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和平均价格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
力仍有 1.2 ∼ 1.3 亿。在没有其他更好的转移渠道的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还将会以农民工
的形式转移出来。如果按最近 5 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 600 ∼ 800 万人计算，还需 20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这个时间大体与我国人口峰值 2030 年相吻合，与劳动力峰值也大
体吻合。据测算，我国劳动力数量将在 2020 年之前达到峰值，并将保持约 10 年时间。而要
使如此大规模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真正实现稳定就业，将需要更长的时间。” ①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还收录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调研组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从供给看，
目前我国尚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1.5 亿 ∼ 1.8 亿（学术界多采用 1.5 亿的数据，2004 年农村劳
动力约 4.8 亿，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 3.5 亿，在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从业的约 1.2 亿，
而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为 1.7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约为 1.8 亿）。目前，每年新增加农
村劳动力约 600 万。这些劳动力绝大部分需要通过流动就业方式实现向城镇的转移 ② 。尽管
韩长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都是在论证我国的农民工现象将长期存在、农民工流动就
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时得出的这些结论，但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仍将是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
劳动部（1997）认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和加快城市化，是吸收

①
②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64–64 页。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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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的三个主要领域，其中，城市化是今后增加农村就业的主要通道（转引自白南生
和何宇鹏，2003）。汹涌的“民工潮”是我国农民跨区域流动、向城市转移的一种特有方式。
关于欠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Rakshit（1982、1988）作出过有影响的分析。
对于一个业已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劳动剩余经济，为什么会产生需求约束，王检贵从消费需
求梗阻、投资需求梗阻和出口需求梗阻角度进行了梳理；他还在介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之争 ① 的过程中，既列举了许多我国经济的现实数据，又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归
结为“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问题 ② 。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她与发达
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因此，我国的问题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
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个特征是当前的西方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所无法概括的。”
（王
检贵，2002，第 57–92、214–227、224 页）李强也指出，就农民工而言，“我国农民工劳
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据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约 2 亿人，
而城市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这样，就造成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
大于求的境地。”（李强，2004，第 80 页）
对农民工供求的官方调查也得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民工仍然供过于求”的结论。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在《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对农民工发展趋势做出了
如下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一方面，目前农村有
1.5 亿富余劳动力，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总
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的需求，
对农民外出务工产生巨大拉力；我国耕地资源少，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随着农业技术进步
和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现代
文明的呼唤，也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巨大引力。这表明，无论是劳动力供给状况，还是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预示着农民工的规模将继续扩大。” 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作出如下判断：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处于次级劳动
①

这是指如何给世纪之交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定位的争论：到底是买方市场？还是过剩经济？抑或是通
货紧缩？
②
实际上，王检贵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一书的“绪论”中就指出：
“本书的资本过剩与
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所说的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实质上就是指在劳动力过剩的
经济中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本书的资本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一样，都表示劳动与资本等生产
要素没有达到充分利用的状态，以致实际产出水平小于潜在的产出水平。”（王检贵，2002，第 10–11 页）
③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9 页。当然，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紧
接着还指出，“但也要看到，我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已开始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九五”期间，农村劳动力年
均增加 584 万人，年均增长 1.3%；
“十五”前 4 年（2000 ∼ 2004 年），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 433 万人，年均
增长 0.9%，与“九五”相比年均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约 150 万人，年均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分析，2004 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了 3.8%，增幅下降 5 个百分点；平均年龄 28.6 岁，比上年
增加了 0.4 岁。”这表明，
“农民工规模仍会继续扩大，但增速将走向平稳”。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载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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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具有典型的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曲线的
相互关系呈现出组合Ⅰ的状态 ① 。由此产生的结果在现实中表现为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也
就是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锁定于农民工的保留工资。

1.4.3 农民工工资逐底现象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当今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的现状来看，外部环境的挤压也加速了农民工工
资的竞相逐底。一般而论，企业的竞争优势，既可以表现技术和经营管理上，也可体现在低
成本之中。可是，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和经营管理是弱项，企业多为
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是这些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竞争更多地只能表现为低
成本竞争，主要是竭力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而那些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低的资源诸如
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更是首当其冲。在中国，对于普通工人尤其是那些许多权利已经遭到漠
视的农民工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更是对他们雪上加霜。中国各地加快
发展的冲动（这既是各地民众的愿望，更是考核官员政绩指标之逼迫），逼迫地方政府以各
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招商引资，把关心的重点放在企业和企业家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基本听任
企业对工人工资的打压、克扣和拖欠，放纵企业对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的漠视，放任企业对
自然环境的损害。而且，在经济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现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
地方经济不仅来自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更严重的是，愈来愈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
自由化的挤压；不仅如此，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还打算进一步发挥劳动力要素的比
较优势，努力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所以，企业逐利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对
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压迫”，造成工人的工资特别是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的工
资竞相逐底，陷于他们的保留工资。
既然“农民工的工资竞相逐底”是一种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并且农民工数量又有 1 亿多
之巨，广泛地分布在城里人多半不愿涉足的苦、脏、累、险且收入微薄的职业中，那么，有
关农民工工资之低廉、生活之艰辛、环境之恶劣的报道和调查无疑会比比皆是。这种状况自
然也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程度反映在纪实的或文艺的作品之中。
各种官方半官方的调查和报告也在正视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譬如，新华社记者 2004
年在粤、闽、浙等地对外来工群体进行调研时发现，外来工仍然在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保
障权而抗争，越发突出的劳资矛盾的背后是民生问题。记者写道：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调查
①

赵晓（2004）曾指出，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每年平均 6%左右的幅度增
长，而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这“雷打不动”的名义工资的背后，其实对应着“实际工
资”的持续下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于长期的负增长表明了中国劳动力的确是“无限供
给”的格局。本课题则进一步认为，在农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于负增长背后，实质上是次级
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劳动力供求呈现了出组合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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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 25%。然而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工
的工资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东莞兴昂鞋厂一名打工者告诉记者，和他 7 年前进厂时相
比，每月基本工资只增加了 100 元。这还算是好的。当地劳动部门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12 年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加了 68 元，而东莞市的GDP每年则以超过 20%
的速度增长。而此期间，大米和猪肉的价钱增长了 3 倍，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 5 倍以上（吴
亮、赵东辉、李国龙，2004a；吴亮、赵东辉，2004b）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每
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然而，外来工群体的收入却一直徘徊不前。据 2004 年初国家劳
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全国 24 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 660
元，而这一数字比十几年前并没有多少增长。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告诉我们，2004
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539 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1335 元 ① 。
记者发现，一些打工者的实际收入在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线上下浮动 ② ，一些企业
干脆将“最低工资”作为工人的基本工资。仍以东莞兴昂鞋厂为例，这家企业实行 60 小时
工件制，每周 6 天，每天 10 小时，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 450 元，这是劳动法规定的每
周 40 小时的报酬，也恰好是东莞市的最低工资。除去每月 150 元伙食费和 48 元食宿费，仅
剩 252 元。要想拿到更多的钱必须加班，而超时劳动则是工资“负增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服装企业众多的浙江省杭嘉湖地区，劳动时间的安排有以下几种：“硬三班”，即每班 8
小时，每天 3 班，每个工人每天必须上一班。第二种是每次工作 12 小时，休息 24 小时后再
工作 12 小时，每月都没有休息日。第三种是“一班制”，每天白天上班 8 小时，晚上再加班
到 22 时。杭嘉湖一带服装企业的工人工资从 600 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从数值来看普遍高于
浙江其他地区，但若按实际劳动时间计算、以劳动法有关 8 小时以外劳动报酬的相关规定来
衡量，其收入连最低工资标准都未达到。可以说，农民工工资呈“负增长”
（赵东辉、吴亮，
2004）。
与节节上涨的生活成本相对照，外来工赚的钱越来越不够用。浙江省劳动部门统计，2003
年杭州市的平均生活支出已增至 700 元。可是，10 年前就从重庆来到浙江打工的吴英华告
诉记者，她拿过的最高月工资只有 800 元。来自安徽淮北的王启传由于无力支付房租，半个
多月来一直睡在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旁一幢大楼的走廊里。记者看到，一些私营企业里的外

①

《农民工：不应被忽视的贡献者》，《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 年 11 月 10 日。
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恩庭认为，如果外来工在第一次社会分配中得到的报酬过低，将无法保证他们正
常的生活，更别提让他们支付学习和培训等提高自身素质的费用。如果以去年（指 2003 年──引者注）浙
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 520 元计算，扣除职工自缴的各种保险费用 179.46 元（最低基数），实际收入只
有 340.54 元，如按 1.5 的赡养系数计算（340.54 ÷1.5 ≈ 227.03 元），该家庭已低于宁波市 260 元的最低生活
保障线（转引自吴亮、赵东辉、李国龙，2004）。另外，赵东辉和吴亮（2004）中也引用过这个例子。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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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为了节省生活支出，也带着水桶、脸盆住在那里。在沿海一些企业，还出现了职工要
求加班或者因为没有加班而闹事的“怪事情”。一位长期研究外来工问题的社会学家指出，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外来工群体比较“低位”的存在状况，他们不得已对自身
的健康和时间进行透支（赵东辉、吴亮，2004）
。本课题以为，如果用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
线解释，这其实是农民工在极低工资率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而不得不增加劳动供
给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仅记者调查是如此，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在《中国农民工总量研究总报告》
中，将农民工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分别归纳为：
⑴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劳动环境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资水平普遍低下，欠薪现象依然存
在。这已成为我国分配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
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水
平与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湖南、四川和河
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 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
职工平均工资的 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 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
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 10 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农民工不
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拖欠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的
抽样调查，仍有 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 7 个月。克扣或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也
十分突出。二是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农民工拿着最低的工
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全国
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 70 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
每年因事故死亡 6000 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是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所作的
典型调查，农民工日工作时间 11 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 26 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
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四
是农民工不能平等地获得就业权利和公共就业服务。
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
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是工伤保险参保率
低，伤残医治赔偿困难。二是医疗、养老保险空缺，后顾之忧难以解决。
⑶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二是居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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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比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处于“孤
岛化”状态，他们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商品、吃最廉价的食物、住最廉价的房子，
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单调。三是未能完全纳入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
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 ① 。
本课题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摘录总报告的内容，原因有三：其一是力求在
较少篇幅内最大限度地保持总报告内容的原汁原味和原意。其二，正如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在调研报告的《后记》所指出的那样：“这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
的权威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②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权威的官方调研报
告。而这个报告对农民工的描述和分析，恰恰可以用来印证本课题所提出的中国农民工低工
资现象，即“农民工的工资竞相逐底”。其三，从经济学角度考察，
“拖欠、克扣或变相克扣
农民工工资现象十分突出”直接就是在压榨农民工的工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超
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且很多农民工并没有加班工资”等，都是得不到补偿性工资
的表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
服务”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了按理应该有的福利收入。农民工的所有这些遭遇，都可以看
作是目前农民工工资跌入保留工资陷阱的一些外在表征。
此外，与刘易斯模型中只有“最低工资”或“生存工资”不同，本课题还区分并强调了
保留工资与最低必需工资的差异。本课题作这样的区分，固然是理论分析的逻辑要求所致，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的现实问题使然。尽管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所获得的
工资常常低于最低必需工资而趋向于保留工资，但即便如此，作为一种自主选择，农民工进
城往往仍是改善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状况的一次尝试。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
地资源匮乏和农地平均分配，导致人多地少和小规模经营，相对较高的农资价格和很低的农
产品价格，使得许多地区的农民种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一言概之，在农村远非是田园牧歌
般的生活状态。是故，孙立平（2003，第 99 页）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
的流动，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这就是说，由
于“种田不挣钱”，不但属于“剩余”的劳动力要向外流动，不属于“剩余”的劳动力也有
强烈的流出动机，就目前而言，涌向城市是主要流向；而持续不断地涌向城市，又加快了农

①
②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11－14 页。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 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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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资趋向保留工资 ① 。农民工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保留工资，既与他们在农村的
收入有关，又与受制于地理、制度和政策因素的流动成本相关。这也是本课题理解的中国农
民工保留工资的特质涵义。实际上，本课题第二部分的分析将表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保
留工资，与倘若他们在农村务农时可以获得的收入密切相关。农民工工资跌入极低的“保留
工资陷阱”，从另一个侧面也凸显了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在组合Ⅰ中，市场工资率降至最低必需工资率w0 时已是临界点。当市场工资率低于它
时，劳动收入难以维持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阻碍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还
会造成劳资对立和冲突，威胁着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作为弱生产要素的农民长期
徘徊在生存线附近，生存的本能还使得他们必然要转向对更弱生产要素的损害和压力传递，
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 ②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劳动力供求继续
向右下方发散，努力使劳动力供求的相对位置处于组合Ⅳ的状态。

本课题的逻辑推论是，命题 2 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对前述若干著名工资决定模型或理
论的概括和提炼。众所周知。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是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某种状况的描
述，刘易斯模型、纳克斯─尼尔森模型则是以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为分析背景的。以此
而论，它们都可统一理解为组合Ⅰ状态或者说命题 2 在不同经济环境中所呈现的不同表现形
式。不同理论的邂逅与同源，反映了经济现实及其机理在不同学者思想轨迹中的殊途同归。
我们统一理解这些著名模型，可加强各模型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深化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问题的分析路径往往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改善低收入者的境况，通过对命题 2
的论证，首先可以引申出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用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劳动时
间和最低社会保障等手段遏止工资趋向于保留工资。其次，综合和借鉴马尔萨斯、李嘉图、
刘易斯等学术的观点，以命题 2 作为理论依据，可以考虑从增加劳动力需求和减少劳动力供
给两方面入手，尽力将劳动者的劳动供求状态从组合Ⅰ推向组合Ⅳ状态，使劳动者最大限度
地摆脱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当然，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分析只是为这方面的
研究触发了一些思想火花。

①

其实，城市自身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也很大。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预测，2004 年预计城镇新增劳动力 1000
万人，另有 600 万下岗工人和 800 万失业者，共计需就业的劳动力有 2400 万人。而 2004 年我国预计新增
就业岗位只有 900 万个，缺口多达 1500 万个。这种形势无疑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难度。
②
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往往是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他们长期陷于“贫困―生态恶化―
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关于贫困―环境恶化的关系，一些学者（Duraiappah，1998；López，1998；
Mäler，1998）已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Démurger 和 Fournier（2005）则以中国北方一个村镇为典型案例，
说明贫困的家庭比不贫困的家庭更依赖于环境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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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
本课题基于中国现阶段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并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实际，构建了一个耦合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在农村务农的双重工资决定模式，并把该模式划分成四种不同类型，认
为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只是近似地代表这四种类型
中的三种，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并存”的第四种类型，则至今没有被专门考察。
围绕这种被忽视类型所呈现的城乡工资互动格局，本课题概括并证明了“农民工城乡双锁定”
的工资决定模型，由此解析出了一种在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也会形成的城乡二元新结构，这
种二元结构是仅靠市场化所无法有效消除的；同时，该模型还为诠释“为何 2004 年以前十
多年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不动甚至实际工资略有下降”以及 2004 年出现的
所谓“民工荒”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2.1 引论
现有的关于乡―城人口流动（rural-urban migration）的经典理论或模型，尚未深究农村
劳动力剩余与城市失业并存时城乡工资决定的关联问题。刘易斯（Lewis, 1954）承继古典学
派的“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假说，以二元经济为背景探讨
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的经济发展（刘易斯模型）。嗣后，经济理论呈现三岔演进：
⑴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 1961；Fei and Ranis, 1964）的拓展。他们从工业扩张角度强调
了农业发展的工具价值，以此将刘易斯模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考虑到拉尼斯和费与刘易斯
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界往往把他们的分析合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Lewis-Rains- Fei model，或称 Lewis-Fei-Rains model）。该模型的分析重心是“农村存在
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⑵乔根森模型。乔根森（Jorgenson，1961，1967）反对刘
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尤其是刘易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假说和固定工资观点，同时引入
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的假设，建立了考察“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不存在失业”的乔
根森模型。⑶托达罗模型。针对许多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入
城市与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现实，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 和 Todaro，1970）提出了
与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截然相反的分析情形，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而
城市部门却有大量的失业。就工资决定而论，我们可以将这三个模型统称为城乡人口流动的
传统工资决定模型。在中国，李实（1997）曾论及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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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分析主旨的差异，该模型与传统工资决定模型一样，并没有着重关注和专门考察“农村
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并存”时的工资决定问题。倒是 Khandker 和 Rashid（1995）曾探讨
过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公开失业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着眼点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津贴
政策问题。
中国现实经济态势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的并存。倘若直接套用上述
模型解读中国问题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水土不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方式上，
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总体上是从
“乡”向“城”的单向迁移，在职业变动的同时通常也伴随着身份由农民向工人转换；而在
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却多半是在乡与城之间往返流
动（“双栖式”流动或“候鸟式”流动），职业变动与身份转换往往是分离的，家庭（“户”）
在农民工流动决策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比“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参见 Stark 和 Bloom，1985；Stark，1991）所论及的更大，这就造成了中
国农民工城乡流动问题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阶段，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固然可以通过考入大专院校实现身份转换，或者经过
努力成为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员而进入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
，但是，
对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跻身于那些工资低廉、
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
由乡入城的阶段性或层次性问题，托达罗等学者已有过一定的思考和分析 ① ；托达罗还讨论
过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对就业造成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深究城市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次级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资决定问题，更没有在此基础上考察农民工分别在城市或乡村就业
时工资决定的互动机理。本课题负责人郭继强（2005a）在以前的研究中已探讨过第一个问
题，这里重点聚焦于第二个问题。
本部分的研究思路可以归纳为二个步骤：第一步是将第一部分提出的“基于向右下方倾
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决定模型”，分别应用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在农村务农时的工资或

①

托达罗（1969）认为，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更加真实的图画应该是把迁移看作两个阶段的现象。第一
阶段是没有技术的乡村工人移居城市并开始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担任一定时期的工作。第二阶段是终
于获得一个较为固定的现代部门的工作。这两个阶段的过程容许我们探究出一些基本的重要问题。”这种思
想随后为许多《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所吸收。例如，吉利斯等人写道，
“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由 3 个联系密切的就业层次结构来表示，这一结构由城市的正规部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和农村的就业部
门组成。”（吉利斯等，1996，第 214 页）关于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分层问题，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视
角的考察（杨云彦和陈金永，2000；张俊森和孟昕，2002）。对中国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分层除了发展中国
家普遍具有的原因外，还存在特殊的制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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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定，进而把这两种情况耦合成农民工城乡双重工资决定模式 ① ，以此考察农民工在城
乡流动和就业过程中的工资或收入的互动格局。第二步则是结合中国实际重点对城乡双重工
资决定模式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并存”类型展开分析。本课题将这种类型所呈
现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农村务农的工资或收入决定之间的关联性，概括为农民工工资决定
的城乡双锁定模型。对该模型的考察，就理论层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既有的经典乡―
城劳动力流动模型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对实际工作来说，在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工资变
动趋势以及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
城乡关联和城乡统筹的认识，提醒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避免城乡孤立分治，以促进城乡
社会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2.2 农民工城乡工资耦合中双锁定工资的理论解析
在探讨农民工城乡工资耦合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作出一些与本课题相
关的说明，以考察农民工分别在进城打工或农村务农时可能出现的工资决定问题。郭继强
（2005a）已指出，探讨劳动供给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须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
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最低必需支出是指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生存条件而必须支付的刚性
支出，包括劳动者作为社会人获得最基本“体面和尊严”的支出 ② 。从分析的简便和直观考
α

虑，本课题假定劳动者满足如下效用函数 ③ ： U (Y , R ) = Y R

1− α

， 0 < α < 1 。经修正及变

换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表述成 ④ ：

①

实际上，农民工还可能离土不离乡地在乡镇企业就业，但本课题为简化分析，暂不考虑这种情形，而仅
以农民在乡务农或进城打工这两种情况为考察对象。如此处理并不会改变问题分析的一般结论。
②
假如把劳动者的支出划分为自发性支出（不随劳动者收入变化而变化的支出）和引致性支出（随收入变
化而变化的支出），那么，最低必需支出相当于自发性支出。尽管最低必需支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但它
与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些消费会逐渐进入必
需支出范围，从而，最低必需支出将形成间断性跳跃。
③
引入 Cobb-Douglass 函数后，在很高工资时可能出现的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段将无法显示。不过，
对于农民工特别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农民工而言，舍弃掉这段曲线是可以接受的。
④
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后，修正的劳动供给模型可以用以下条件极值来表达：

max U (Y , R ) = Y α R 1−α ； s.t. Y + wR ≤ M + wT ， Y ≥ YE1 。其中， Y 、 R 、 w 、 M 、 T 、
YE1 依次表示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这是一个常
数）、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记 L 为劳动时间，则 R = T − L ，将此式代入上述修正后的劳动供给模型
并运用库恩―塔克条件（the Kuhn-Tucker conditions），便可解出劳动供给曲线。为了将此劳动供给曲线应
用于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我们还需要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变换成劳动力（总）供给曲线，即先将作为
考察对象的某个经济体的劳动者供给曲线水平加总，再在作为横轴单位的劳动时间上除以该经济体劳动者
的平均劳动时间，横轴的单位就可变换为劳动力供给量。在横轴从劳动时间 L 向劳动量 NS 的变换中，T 的
经济含义也在相应的发生转换，它不再是个人总时间，而宜理解为经济体的总劳动力人数。由于一个经济
体的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在以劳动力供给量为横轴、市场工资率为
纵轴的二维坐标图中，劳动力供给曲线仍然类似于[2.1]-[2.4]式所描述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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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α ) M
⎧
⎪αT −
w
⎪
⎪ YE 1 − M
Ns = ⎨
⎪ w
⎪T
⎪0
⎩

( w > wF )

[2.1]

( w0 ≤ w ≤ wF )

[2.2]

( wr < w < w0 )

[2.3]

( w ≤ wr )

[2.4]

其中，Ns是劳动力供给量；wF、w0、wr分别表示拐点工资率、最低必需工资率和保留工
资率 ① 。显而易见，当w<wF后，最低必需支出就将对其劳动供给行为构成刚性制约；并且，
在w0≤ w ≤ wF阶段，也就是[2.2]式所刻画的是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我们再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为： N d = a − bw ， a, b > 0 ，从而，根据劳动力供求曲线
的相对位置，我们至少可以将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下两种组合状态 ② ：
组合Ⅰ：需求曲线位于供给曲线的左边，亦即 N d < N s 。劳动力的供求缺口始终对市
场工资率形成向下的压力，使工资水平正反馈向右下方发散振荡，结果是工资锁定于保留工
资率 wr ，就业量 N = min{N s , N d } = a − bwr ，由此产生 (T − a + bwr ) 数量的失业。
组合Ⅳ：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 N s = αT − [(1 − α) M / w] 段相交。在此状态下，
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获得稳定的均衡，均衡工资是方程

a − bw = αT − [(1 − α ) M / w] 的解。这就是以往主流经济学所着重考察的情形。
组合Ⅰ和Ⅳ合起来构成基于向右下方倾斜劳动供给曲线之工资决定模型的主体。该模型
表征的组合状态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可能出现 ③ 。以本课题的分析主旨而论，我们更关心
的是农民工城乡工资决定的耦合（coupling），即农民工作为工人在城市打工的工资决定与作
为农民在农村务农的工资或收入决定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关系。将农民工城乡工资的
这种关联现象界定为耦合，一是出于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种事实的考虑，二是为研究农民工

①

拐点工资率 wF

= (YE1 − αM ) αT 是劳动供给出现拐点（意指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变换的转折点）

时 市 场 工 资 率 ， 它 在 数 值 上 就 是 联 立 [2.1] 式 与 [2.2] 式 所 得 出 的 工 资 率 。 最 低 必 需 工 资 率

w0 = (YE1 − M ) T

则是劳动者全部时间 T 都用于劳动所挣得的收入也仅能够支付最低必需支出时的

工资率。
关于劳动力供求组合，更一般地说，在组合Ⅰ和组合Ⅳ之间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状态。限于主题，本课
题的这部分暂将对其他状态的分析略去。。
③
就城市来说，农民工由乡入城的流动会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为 N1，
希望在城市获得的工资下限为 w1，能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总量为 N0，由于当 w ≤ w1 时，N1=0；当 w→∞
②

时，N1=N0，从而，流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用 N 1

= N 0 − N 0e

w − w1
β

(β < 0) 来描述。将其与[2.1]-[2.4]

式劳动力供给曲线迭加，就可以得到城市尤其是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证明，迭
加后仍可以出现组合Ⅰ和组合Ⅱ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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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双重工资决定模式提供分析工具。
农民工城乡工资决定的耦合是在农民工由乡入城打工以及在城乡间来回流动过程中形
成的。首先，农民工进城打工与在乡务农之间存在着既替代又互补关系。就单个农民工而言，
要么进城打工，要么在乡务农，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不过，从农民工的家庭角度考
察，如果人多地少，务农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低，务农收入少，那么，家庭安排若干成员进城
打工，对全家的总收入来说则是互补的，而且对家庭降低经营风险以及应付各种必需支出有
积极的作用。其次，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或者在农村务农时，城乡工资以及就业之间存在着关
联和互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在乡务农的收入越低，来自农村的向外流动的
“推力”越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就业机会越多、工资越高，来自城市的“拉力”就越大。
反之亦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影响着城市工资特别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以及城
市就业；而城市的需求状况和工资水平反过来又制约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数量。农民工城
乡工资的这种关联与互动，要求我们在分析农民工工资时必须把他们在农村和城市时的工资
决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这就是本课题所说的农民工城乡双重工资决定模式的基本内涵。
如果我们把在城市出现的组合Ⅰ和组合Ⅳ状态分别记为Ⅰu 和Ⅳu，在农村呈现的相应状
态记为Ⅰr 和Ⅳr，那么，农民工城乡双重工资决定模式至少可以划分成以下相对稳定的四种
不同类型，见表 2.1：
表 2.1：农民工城乡双重工资决定模式与若干模型的近似对应关系
农村务农

进
城
打
工

组合Ⅰr

组合Ⅳr

组合Ⅰu

（Ⅰu,Ⅰr）
城乡双锁定模型

（Ⅰu,Ⅳr）
托达罗模型

组合Ⅳu

（Ⅳu,Ⅰr）
刘易斯―拉尼
斯―费模型

（Ⅳu,Ⅳr）
乔根森模型

类型 1：（Ⅳu,Ⅰr），即农民工在城市处于组合Ⅳ状态而在农村处于组合Ⅰ状态的耦合。
组合Ⅳ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劳动力供求状态，相应的工资和就业量由向右上方倾斜的劳
动力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所组成的均衡点表征。Ⅳu 与Ⅰr 相比，对一直受到
主流经济学熏陶的人们来说，注意力自然关注于Ⅰr，从这一角度上可以说，刘易斯―拉尼
斯―费模型与类型 1 近似对应。
类型 2：（Ⅳu,Ⅳr），即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均处于组合Ⅳ状态的耦合。以城乡均衡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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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都由“标准”劳动力供求状态决定而论，乔根森模型可视为与类型 2 近似对应关系。
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乔根森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对城乡两个部门工资决定的
重要作用，而在类型 2 中，任何使劳动力供求曲线发生变动的因素都可能对工资率的决定造
成影响，这就扩大了我们的分析视野；而且，与我们即将着重探讨的类型 4 相比，类型 2
表征了农民工超越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后的情形 ① 。
类型 3：（Ⅰu,Ⅳr），即农民工在城市处于组合Ⅰ状态而在农村处于组合Ⅳ状态的耦合。
就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存在失业的分析情形而言，托达罗模型与类型 3 相似，但托
达罗却将造成城市失业的原因归咎为城市最低工资的刚性，认为是城市政府的工资政策以及
工会垄断等因素使得城市劳动力的工资被人为地固定在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水平上所致。显
而易见，他并没有考察“即使不存在外界强制的最低工资时也可能出现失业”的情况，而这
恰恰是Ⅰu 所要揭示的结果之一。
类型 4：（Ⅰu,Ⅰr），即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均处于组合Ⅰ状态的耦合。本课题将这种类
型所呈现的农民工城乡工资互动格局概括为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模型。本文所说的
“双锁定”，是双重锁定的简称，一重锁定是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工资锁定于城市次级劳
动力市场上的保留工资 wru，而在农村务农时收入锁定于务农保留工资 wrr；另一重锁定则是
指 wru 和 wrr 之间又形成一种稳定的互动和依赖关系，其显著标志就是存在如下关系式：

wru = δwrr

[2.5]

其中，δ是一个表征农民工城乡保留工资差异的系数（δ>1），它与城乡之间的交通成
本、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搜寻成本、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接受程度（包
括户籍、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管理规费）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个双锁定
模型的逻辑基点是wrr：农民工在农村务农时的收入将对他到城市打工的工资形成“棘轮效
应”② ；另一方面，农民工家庭的农业收入对他在城市打工工资又具有支撑效应。对农民工
来说，农民的身份可以使他在农村获得承包田、口粮田和宅基地，家庭自己种植的农作物有
很大一部分可以自给自足，这就降低了他的养家糊口成本，为他在城市打工时接受较低的工
资提供了可能。从直观上看，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取决于城市的劳动力供求，但在类型
4 的情况下，wru实质上却是一个以wrr为基础的相对稳定值。
①

值得一提的是，乔根森模型关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的假设（即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
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与现实不符（Hayami and Ruttan，1985）。
②
亦即 wru 相对于 wrr 只涨不跌的状况。一般说来，wru 与 wrr 之间的差额至少能够补偿：⑴农民工由于到城
市打工而必须比生活在农村额外付出的衣食住行成本；⑵农民工打工期间比在农村劳作时付出更大的劳动
强度、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往往是忍受更恶劣的工作环境而须获得的补偿性工资；⑶农民工离乡背井到城
市打工以及在城市遭受歧视的心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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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模型暗含的是城市部门充分就业的假定，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却表明，城市实际上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失业，这便是托达罗模型产生的基本历
史背景 ① 。其实，无论是刘易斯、费、拉尼斯“在城市充分就业的暗含假定下得出城市工业
部门能够以某一不变工资获得任意所需的劳动力”，还是托达罗认为“在农村不存在失业或
过剩人口的条件下农村可以以不变的制度工资获得任意所需的劳动力”，尽管对城乡工资决
定及其差距都有某种程度的现实直觉和理论敏感 ② ，但由于这些学者并未划分城乡工资耦合
的类型，没有也无法明晰地聚焦于类型 4。实际上，即使把农民工的城乡工资关联划分成四
种不同类型，也惟有类型 4 表征为双锁定的特性。在其他类型中，农民工在城市或农村至少
有一方处于组合Ⅳ状态，工资或收入并没有锁定于相应的保留工资，从而，城乡工资呈现出
不同于双锁定的质的规定性。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城乡工资变动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
性。
结合现实来看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的经济、人口、社会文化、所处的时代，势必
会产生对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的“需求”。就像中国现阶段，由于城乡均处于组合Ⅰ状态
并进而耦合成类型 4，无论是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还是用托达罗模型，都难以有力地
揭示中国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及其工资决定，所以，有必要对以往的经典模型作出符合本国实
际的修正。

2.3 农民工城乡双锁定工资的现实分析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进行过许多
研究和探索。譬如，在黄宗智看来，“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是今日中国农
“离土
村和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黄宗智，2006a） ③ 。在中国农村，5 亿乡村从业人员中，
离乡”的农民工约 1 亿人，“离土不离乡”地就业于乡镇企业的约 1 亿人，从事非农产业的
①

托达罗模型用预期城乡收入差异解释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并把农业发展从拉尼斯和费那里的工具价值提
升到目标价值，从而将城乡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托达罗一方面认可农业部门存在
一个不变的制度工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农村不存在失业或过剩人口，至于这两种观点如何协调和整合，
托达罗则语焉不详。笔者以为，对于生产方式较为原始、劳动生产率低、劳动收益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部
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刘易斯论及的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设
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即便考虑到农业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也是处于本文提出的
组合Ⅰ状态。因此，托达罗有意无意地将两种相冲突的观点捏合在一起是值得商榷的。
②
刘易斯先前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工资取决于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这一事实”，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额通
常是 30%左右（Lewis, 1954）
，后来，他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实际扩大的趋势，将两者之间的差额由 30%
提高到了 50%（Lewis, 1967）
。费和拉尼斯（1964，1997）也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会略有提高，
但只要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持续，工农业两个部门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就非常有限，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也会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比例。
③
英文“involution”通常被译为“内卷”或“内卷化”，不过，黄宗智本人则交替使用“内卷化”和“过密
化”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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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即这两者之和）约占乡村从业人员的 40%左右。总体而言，全国相当大部分农村已
是“半工半耕”的村庄。在现有的农地制度安排（即平均分配耕地的使用权且不允许耕地买
卖）下，现今的家庭农场（即以家庭为承包单位的“户”）差不多都是很小规模的农场。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3 年人均分配土地是 2.4（播种）亩，户均 9.2 亩，劳均（实际务
农劳动力）7.3 亩 ① 。在这样的农场上“就业”的劳动力一般每年平均只投入相当于 130 天
的全天劳动 ② ，可以说，农业中存在着庞大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
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一般很低。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03 年务农的每个劳动力在种植
业和饲养业上投入的劳动，其日平均“用工作价”是 11 元/日。以此计算，一个这样半就业
的劳动力在自家的家庭农场上一般每年可以净挣约 1430 元，也就是说约 120 元/月。一个常
住农村从业人员的非农工资收入基本相同，2003 年是 1344 元/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
第 289 页）。这样的收入水平乃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外流到城市打工的最基本动因。
黄宗智认为，长期的人口压力是今日的低报酬、半就业型种植业的主要原因，在几次的
历史性大转变中都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在 1950 到 1970 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
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农业机械、科学选种、化肥等）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
化。尽管农业总产出最终提高了三倍，但是同一时期的劳动总投入却提高了四倍，结果是劳
动报酬的停滞不前，亦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 ③ 。其后，80 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
化，截至 1989 年吸收了将近 1 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90 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
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 1 亿（离土离乡的）农
民工，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丰富，而其时的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以至改
革以来将近三十年之中所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业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
数量 ④ 。在现今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仍然具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相当于今日务农
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黄宗智看来，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
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
①

这当然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忽略了各地区间的差异。出来打工人数较多的湘、鄂、皖、川等省的数字是：
湖南 2.1 亩/人、湖北 2.7 亩/人、安徽 2.7 亩/人、四川 2.0 亩/人（参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第 31–
33、135–139 页）。
②
其中 80 天种植（11 天/亩，
“三种粮食平均”），另加 50 天种蔬菜、养猪和养鸡（种蔬菜 0.6 亩 35 日、养
猪 1 头 12 日，养鸡 15 只 3 日）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第 148、261、276-77、278 页）。这些劳动力
的投入，尽管实际上不是像城市上班那样集中于 130 天内，而是分散于更多的日数，但是在家只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可以说一般不是全“就业”的，而是“半就业”的。而且，如果在家的农业劳动力不止一人，
而户均只有 9 个播种亩，那么一个劳动力种植的面积就更少了，其就业比例相应也就更低。
③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 1952 年的 1.73 亿增加到 1980 年的 2.91 亿（《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 120 页），
增加了将近 70%。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提高，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严重影
响了中国农业的实际绩效。
④
“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仍然从 1980 年的 2.98 亿增加 2003 年的 3.13 亿（《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4，第 473-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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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
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由于这个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与制度安排紧密相连，黄宗智又称
之为“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黄宗智，2006a，2006b）。
“农业内卷化”（即农业过密化）或许可以作为传统农业部门特别是小农经济为何“将
农民的平均产品作为劳动力的最低工资”的一种运行机理，在某种程度上为刘易斯模型提供
支撑。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或译为吉尔茨、盖尔茨）采用“农业内卷化”这个概念所
描述的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农业部门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部
门在外部扩张（包括农业的外延性扩展）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只能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
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的过程
（Geertz，1963，第 80 页）
。概而言之，农业内卷化是对劳动力填充型农业模式的一种描述，
是农业内部在吸纳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同时却又不至于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一个自我战胜的
过程”。虽然黄宗智的关于内卷化的概念值得商榷，但如果我们把内卷化理解为“对小农经
济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制的一种概括”，就能够整合黄宗智用内卷化概念所考察和揭示的
问题 ① 。
黄宗智认为，在小农经济（传统的小家庭农场）中，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
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采用内卷化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家庭总产出，这是因为尽管平均
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但就整个家庭劳动而言却可以有更多的“就
业”和收入。黄宗智称这种情形为没有“发展”
（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
（就总产出
而言）。在我们看来，内卷化很可能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机制，并由此形成内在的
人口高生育“激励”，导致家庭收入只能维持全家的基本生计 ② 。因此，如果说刘易斯模型
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城市工业部门的视角触及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工资水
平），那么，内卷化则聚焦于农业内部，以厘清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何总是处于仅能维
持基本生计的水平。
农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务农收入及其实际购买力的逐年变化情况，我们还可以参见表
2.2。从该表可以看出，尽管改革以来农民的务农收入和务农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总体上均有
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到了 90 年代中期后，收入增长明显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他较为权
①

详见郭继强（2007）。
黄宗智（2002）还指出，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
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 20 年计划
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
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本课题提出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的视角下，这种“去内卷化”实际
上就是从组合Ⅰ状态向劳动力供求的其它组合状态转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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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统计或调查结果也得出了与此相一致的结论。例如。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3，第 5 页）指出，1998－2000 年，农民人均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连续三年绝对下
降，分别比上年下降了 28、53 和 48 元，农业收入不稳直接导致了当年纯收入增长速度的下
降。2001 年和 2002 年农民的农业收入虽然没有减少，但也没有明显增加。中央政研室、农
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的调查也显示，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年的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分别是 6676.30、6911.29、6955.99、6713.16、6394.28、6380.9 元 ① 。
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匮乏和农地的平均分配，导致土地零碎化经营，
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 ② ；相对较高的农资价格和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农民务农收入增
长缓慢乃至无利可图。至于 2004 年农民的务农收入上翘，可能得益于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
涨、许多省（市）减免农业税赋以及对种粮补贴等因素 ③ 。
表 2.2 农民的务农收入及其实际购买力
农民务农 农村居民消 务农收入的

年份

收入(元/人/ 费价格指数 实际购买力

年份

年)

(1978=100)

(元/人/年)

1978

113.47

100.00

113.47

1992

1979

/

102.00

/

1980

149.62

106.49

1981

170.58

1982

农民务农收
入(元/人/年)

农村居民消 务农收入的
费价格指数 实际购买力
(1978=100)

(元/人/年)

543.74

219.25

248.00

1993

589.57

249.28

236.51

140.50

1994

780.91

307.62

253.89

108.72

156.89

1995

996.51

361.45

275.70

203.65

110.57

184.18

1996

1192.61

390.00

305.79

1983

221.77

111.90

198.19

1997

1267.69

399.75

317.12

1984

250.36

115.26

217.22

1998

1237.44

395.76

312.68

1985

263.81

124.02

212.72

1999

1180.02

389.82

302.71

1986

278.98

131.58

212.02

2000

1125.34

389.43

288.97

1987

300.79

139.74

215.25

2001

1165.17

392.55

296.82

1988

345.64

164.19

210.51

2002

1134.99

390.98

290.30

1989

371.65

195.88

189.73

2003

1195.58

397.23

300.98

1990

456.04

204.70

222.79

2004

1398.05

416.30

335.83

1991

460.55

209.41

219.9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数据计算。
由于连续出版的年鉴中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的“农民务农收入”在 2001 年前用“农业生产收入”
（农民从事农林牧渔副五业得到的纯收入）数据，2002 年后用“家庭经营收入”中的农林牧渔收入数据；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 1984 年前用相近的“农村零售物价指数”数据代替，1985 年有了“农村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后就直接引用该数据。
①

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
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的剩余。
②
1990 年以来，全国乡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 543 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到 1999 年底，乡村净增加劳动力
4887 万人，使劳动力总数达到 46896.5 万人。与此相对应，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一再减少，由 1990 年
的 0.53 公顷减少到 2000 年的 0.49 公顷。2000 年，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仍多达 5.86 块，其中耕地
面积不足 0.07 公顷的有 4.16 块，占总耕地块数的 71 %（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
③
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将对农产品价
格的上扬产生“封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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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及消费行为特征的研究中，李宝库（2005）曾将中国农村居
民的消费模式划分为层次递进的 3 类：机能需求模式、核心需求模式和外延需求模式 ① 。他
根据聚类计算得出，处于这 3 类消费模式的农村居民比例分别为 56.7∶24.3∶20.0，这就是
说，半数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低层的消费模式。他还发现，机能需求模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分别为 1617.02 元、1647.75 元和 1713.20 元。显然，单纯依靠务
农收入，农民尚处于生活必需品消费阶段，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还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农
民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由[2.1]－[2.4]式刻画 ② 。
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的调查还指出，由于人均可耕地面
积较少和部分进城就业农民的回流，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存在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隐性失业队
伍，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我国农村隐蔽性失业人数为 1.3 亿人。实际上，尽管对农村剩余
劳动力规模的估计存在着差异，估计的数量在 4600 万至 2 亿之间（陈吉元，1991；杜鹰，
1997、2000；王红玲，1998；卡特，1999；Bhattacharyya 和 Parker，1999；蔡昉等，2002，
2003；章铮，2005；王检贵等，2005），但中国现阶段存在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成为理论
界与实际部门的共识。概括地说，在由[2.1]－[2.4]式刻画的农民劳动力供给曲线背景下，庞
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给远大于需求，将在农村形成Ⅰr 状态。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流动，并非仅仅是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这种状
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孙立平，
2003），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数量。目前中国已有 9800 万农村劳动力在
城市就业，每年还有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在继续涌向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数、严峻的人地
关系以及“三农”问题共同推动着中国农民工队伍的快速膨胀，而农民工囿于现行的制度安
排以及自身能力，绝大多数只能跻身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压力也在增加，城市有限的吸纳能力使得农民工在
城市尤其是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形成Ⅰu 状态。关于这个问题，郭继强（2005a）已进行
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从理论上说，农民工涌向城市会减少务农劳动力的供给，但中国农

①

对物件的需求而言，机能需求模式（FNM，Functional Needs Mode）以基本功能的满足为目的，是温饱
性消费；核心需求模式（CNM，Core Needs Mode）不仅仅以基本机能的满足为目的，品质质量成为消费的
首要投诉点；外延需求模式（ENM，Extensive Needs Mode）则是对前两种模式的提升，产品资产（Product
Equity）的“含量”成为该消费模式的农村居民的主要诉求。（参见，李宝库，2005）
②
其实，从消费层次性角度看，农民即便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将进入耐用消费品消费阶段，此时由于耐用
消费品既是农民温饱后的消费诉求，是小康生活的物质基础，还是他们在农村相对经济地位的重要体现，
从而，无论从自身直接消费还是从显示相对经济地位的角度，基本耐用消费品将逐步进入他们的最低必需
支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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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成百上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并没有改变农村务农
劳动力供远大于求的态势。概言之，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都面临着处于组合Ⅰ状态的境况。
以农民工的城乡工资耦合而论，他们的农村家庭是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关于家庭在其
成员迁移中的作用，Lucas 和 Stark（1985，1988）
、蔡昉等（2003）认为，某个农村家庭成
员的迁移往往是家庭为了应付收入的不稳定性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而且即使迁移后，他仍参
与家庭的共同决策（当然，决策也会影响到他本人），分享家庭的资源和收入；同时，他也
要从城市汇款回家，保持与其家庭的紧密联系。在中国，由于经济收入水平和现行制度安排
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制约，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家庭和财务预算仍然在家乡，而且，中国农
村家庭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原因是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以家庭（“农
户”）为单位，各种税费也是以户为单位征收。农民工家庭在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后所呈现
的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和老年化倾向、以及大多农民工将小孩留在老家抚养，都反映了家庭
是一个联合决策、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可以说，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往往是以农村家庭为中心
的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是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人口迁移。正是由于农民工这种
候鸟式的往返互动，形成了农民工城乡工资或收入的关联和一般均衡，并在现阶段将农民工
在城市打工时工资锁定于 wru 和在农村务农时收入锁定于 wrr 耦合成双锁定态势。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使用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采集的《上
海市 1995 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比较 1995 年农民工在上海打工时的工资收入及他们来上
海前的务农收入，见表 2.3 ① ：
表 2.3

1995 年农民工在上海打工的工资收入及他们来沪前的务农收入
变量（元/月）

均值（标准差）

样本容量

来沪前的务农收入

126.07（136.56）

1317

来沪后的打工收入

580.46（285.07）

2506

从表 2.3 可知，农民工务农时的现金收入非常少，平均每月只有 126.07 元。在中国，如
果只依靠相当有限的承包田务农的话，农民将处于Ⅰr 状态，这 126.07 元可大体视为农民工
务农时的保留工资，亦即 wrr =126.07。在 1995 年的上海，wru 大约为 580.46。从[2.5]式可得，
δ≈4.60。
总的说来，尽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农业收入对他到城市打工的工资存在支撑效应，但打
①

该项调查的样本分布及抽样方法是：市中心抽取南市区；边缘区抽取徐汇区、闸北区、杨浦区；城郊结
合部抽取宝山区、浦东新区。每个区抽取二个街道。在每个街道抽取二个居委，调查居委辖区内的所有流
动人口。假如某些居委中的流动人口数不足原先预定的目标数（每个居委调查 250 人），再抽附近的居委，
要求居委辖区内的流动人口都要调查；如果人数仍旧不足，再继续抽附近的居委，直至抽取人数满足要求
为止；受调查的流动人口共有 6609 人。但就本文的分析要求而言，例如要求农业户口、来沪后的主要经济
活动形式是“受雇”亦即通常所说的打工等，有效样本的数量就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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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资的下降也是有限度的，其下限就是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 wru。否则，农民工宁愿在家
务农。就农民在农村务农来说，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使农村处于Ⅰr 状态。另一方面，
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向城市寻找工作的同时，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也不断将大量冗员从城
市企业中剥离出来，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农民
工在城市打工时处于Ⅰu 状态。如果说在城乡隔离条件下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均衡分别是局部
均衡，那么，劳动力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城乡新均衡，则是城乡耦合中的一般
均衡。在中国现阶段，随着妨碍劳动力流动的樊篱的逐渐拆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越
来越便利，城乡的耦合强度在不断提高，wrr 与 wru 之间逐渐形成稳定的一般均衡，本课题称
之为双锁定。在我们看来，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
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城乡工资“双锁定态势”的另
一种形象表述。
农民工城乡工资的双锁定模型揭示了：⑴城乡之间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中国的实践也
已表明，“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和“城市单兵独进”的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城市自身发展
的羁绊。例如，倘若城市政府仅从城市居民角度出发制定高于wru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
行，就会有大量农民工涌入该城市寻找工作，最终只能经由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减少来调节，
但如此一来，却加剧了城市运转的负担。又譬如，补贴“三农”显然可以增加农民务农时的
保留收入wrr，在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回流的同时，还会相应地抬升城市保留工资wru。所以，
我们必须具备整体性视野，从社会经济整体出发统筹城乡发展。⑵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并非一
定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还可能形成新的二元结构。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流动
有助于缩小城乡工资差距。对此，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蔡昉，2005a），本课题提出的双锁
定模型则可以看作是为何中国未能缩小城乡工资差距的机理之一。事实上，只要城乡劳动力
供求分别处于Ⅰu和Ⅰr状态，即便让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仍会呈现出某种新的二
元结构刚性。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离政策的一种结果性
现象，那么，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模型则突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城乡二元新
结构，这就是在劳动力趋向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农民工保留工资的城乡双
锁定只是其中的一种外化形式。当然，作为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农民工的流动仍是他们改
进自身境况的一次机会。显然，亟需改变的是形成（Ⅰu,Ⅰr）类型的社会经济条件。⑶农民
工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均处于“低水平均衡”，一方面造成了产业的区域粘性 ① ，另一方面，

①

这是指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造成沿海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实际上工资
增长缓慢，进而导致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迟滞（参见，罗浩，2003）。
48

扩大了收入分配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弱化了消费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利
于经济可持续增长 ① 。
农民工城乡工资的双锁定模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2004 年以前十多年间农民工在城市
打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不动甚至实际工资略有下降”的问题。尽管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距主要
农民工输出地远近从而往返交通成本的高低各不相同，但假如我们扣除这些差异后，农民工
工资的变化趋势几乎是一致的：2004 年前的近十多年来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名
义工资变化不大或略有上涨，但实际工资则是下降的 ② 。对于这种状况，既有的分析大多是
从农民工权益受损的角度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但从本文提出的城乡双锁定模型来看，
wru的低位却与wrr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密切相关。从表 3.2 可知，1996 年至 2003 年农民务农收
入一直在低位波动甚至略有下降；在δ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③ ，[2.5]式告诉我们，农民工在
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亦即保留工资wru此时也应在低位徘徊甚至略有下降。当然，
鉴于名义工资一般具有向下刚性或粘性，工资略有下调的要求往往会以被克扣、被拖欠的工
资问题增加、经常性超时加班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wru长期低位徘徊也从另一个侧面凸
显了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双锁定模型还能够为 2004 年出现的所谓“民工荒”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如果
说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的民工潮，一直给沿海和内地城镇的工业化以“无限的”
劳动供给，由此造成民工工资趋向并锁定保留工资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2003 年、2004
年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媒体惊呼为“民工荒”
）是否意味着在打破对保留工资的锁定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对民工是否短缺、短缺的范围、短缺的程度、短缺的成因进
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这方面具有权威性的调查报告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2004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报告》的调查结论是，民工短
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主要是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尤

①

结合宏观经济运行来考察，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模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纳克斯（Nurkse,，
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和尼尔森（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理论（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在城乡层面上的微观基础，也可以作为缪尔达尔（Myradal，
1944）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在城乡层面上的累积结果。从这种意义上，城
乡工资双锁定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②
其实，广东农民工联合课题组早在 1995 年就曾指出，10 年来农民工实际工资不仅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增
加，反而稳中有降。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大量涌向城镇打工，使得城镇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逐步
趋向组合Ⅰu 状态所致。至于 2004 年以前 10 多年的农民工工资变动，2004 年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调查显
示，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 年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地区 12 年来月平均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这增加的 68 元只是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反
而是下降的。这个时间段农民工打工的工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双锁定模型来诠释。
③
城市对农民工的态度有一个从排斥到逐渐接纳的过程，相应地，城市对农民工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对农
民工进城征收的相关管理费用也在缩减，不过，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费用也是稳中略有上升，两者相抵，
可以认为δ值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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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月工资
700 元以下招工困难。《报告》特别指出，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 700
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1000 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
可保证；1000 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① 。
关于民工短缺的成因，《报告》认为，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用工短缺，是当地劳动力市
场供给、需求和工资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并非政策性障碍所致。⑴工资缺
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 12 年来月工资
只提高了 68 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 10 年前就已达到 600－1000 元，但现在还是
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
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 160 多元；珠三角地区的
最低工资标准，广州为 510 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 520 元的标准，东莞为 450 元，深圳特
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 388 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 350
元。而不少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常常以最低工资作为员工的底
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企业工资和农业比较收益有所提
高，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提高，对劳动条件、
工资待遇更为敏感。如到福建晋江求职的几位贵州务工青年反映，他们的心理底线是每天工
作 10 小时，月薪 600 元，但市场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每天工作 12 小时，月薪 500 元。四川自
贡劳务输出公司每年收到的招工信息中，80%的岗位月收入在 400－700 元左右，月收入 1000
元以上的岗位极少，形成了低薪岗位没人愿去，高薪岗位僧多粥少的局面。⑵用工不规范、
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
中，发现欠薪企业 653 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 40%多，涉及员工 10 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
1 亿多元。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
工的高流失率。如东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约为 10%，而毛织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
高达 20－30%。
对于趋势判断，《报告》提出：从目前趋势分析，民工短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
旺，企业一时又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因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会
持续。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问题会扩展为全
①

这个调查结论得到许多其他相关调查的支持。例如，深圳市统计局（2004）在《深圳市企业用工情况抽
样调查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在工资结构方面，月薪 800 元以下的企业或岗位，招工难的现象比较突出，
而工资水平越过 1000 元，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基本上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又譬如，广东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2004 上半年省级劳动力市场供求暨企业缺工问题分析评估会”得出的结论是，在劳务市场上，
月薪 1000 元，随招随有；月薪 700－1000 元，基本能招满；月薪 700 元以下，招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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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本课题认为，从微观上看，民工荒是民工对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升 ① 、城市生活成本不
断攀升，而打工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减少、打工的比较利益下降的直观反应；从宏观上看，
民工荒是城镇经济快速扩张派生出对民工需求的增长幅度大于民工当期供给的增长幅度、而
民工工资在原来的保留工资陷阱中调整滞后所造成的在局部劳动力市场中呈现的一种暂时
性现象。我们从[2.5]式也可以推断，如果因农村税费减免、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升等因素使
wrr提高，或者由于城市生活费用上涨而造成δ增加，那么，wru也要随之联动提升。否则，
“民工荒”则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② 。
wru与wrr之间的不均衡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民工荒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严峻的“三农”问题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从现阶
段中国次级劳动力的供求基本面来看，供大于求的态势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性扭转，双锁定模
型所揭示的景象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以及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资的
主要决定形式。从基本面来说，未来十余年中民工供大于求依然是我国的总体态势。从供给
角度看，近年农产品价格的恢复性上升，增加了农民种田的比较利益，提高民工进城打工的
保留工资，在理论上还会减少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或者增加民工回流的人数，但实际上，农
村劳动力的输出数量这些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比如，晋江市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就透
露，近年来晋江市每年的新增流入人口大约在 3 万－5 万人，从 2004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流入量并没有出现萎缩。而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更加权威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外出务
工农民达到 9800 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 5%的增幅稳步增长，2004 年也仍然在稳步增
长，没有出现明显回落。事实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
的 26 个城市 2600 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 年企业雇用工人人数比 2003 年增长 13%，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民工流入在整体数量上有着明显的增长。而且，就全国而言，尽管目
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已达到创记录的 9800 万人，但是留在农村需要流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仍
然高达 3 亿，根据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今后 10 年中大约就有 1.5 亿的农民要进城。显然，
已转移的劳动力只是少数，需要转移的劳动力仍然是多数，而且急需转移的劳动力在未来几
年更是高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态势可以说在未来十余年的时间内仍然无法根本改观。
从需求角度看，对民工需求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当前宏观经济过热所致。在供给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6.8 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 年上半年农民现
金收入人均 134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1%，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 10.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 8.4 个百分点。
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2004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
观存在，并且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 700 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
700－1000 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 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可以说，该调
查报告从实证角度佐证了本课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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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平稳而需求增长劲升、并且民工工资陷于保留工资陷阱、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局部地区完全可能暂时性地出现农民工短缺。但是，目前的民工荒并没有改变现阶段农民工
工资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的态势，只是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保留工资的底部 ① 。保留工资抬
高的程度取决于农民倘若在农村务农可以获得的收入、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上涨的幅度、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可以相信，随着宏观过热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民工工
资的抬升，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会逐渐缓解乃至消除。
这一研究结论，不仅与《报告》的调查结果、而且与一些观察家的直觉和分析也是一致
的。譬如，鲁宁（2004）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从 2004 年起同时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
国内外媒体对其成因作了多角度分析，但真正的主因恐怕还是工资价格与劳动时间两大因
素。他以典型调查的方式得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 2004 年 5 月，尽管浙江省某市纺
织厂普通挡车工的月薪（含加班和各种补贴，且满负荷工作，也就是一般每月只休息一天）
从 900 元至 1000 元增加到 1000 元至 1100 元，但考虑到 10 年间物价指数的变化和体制内劳
动群体工资的巨大增幅，挡车工的工资不光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则处于负增长状态。至于
劳动时间，10 年间未有大的变化。超时劳动也反映出另一种形式的工资负增长。因而，沿
海部分地区所谓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现行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上的民
工不足”。赵晓（2004）指出，当前这一轮“民工荒”是暂时的，一是农民工实际工资长期
停滞乃至负增长在当前总需求升温时的总爆发，二是在当前物价尤其是粮价上升太快时工资
调整粘性惹的祸 ② ，因而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正常反应。从这个意义上，周勇民（2004）更愿
意将其视为“招工难”，而不是“民工荒”。邓聿文（2004）也认为，在未来 10 至 20 年内，
全局性的“民工荒”不会持续出现 ③ 。
总之，本课题的模型研究和现实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 wru 逐步调整到位，所谓
的“民工荒”问题将随之消解。

2.4 分析性小结
基于城乡耦合的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模型，描述了农民工城乡工资决定的互动
①

由于民工短缺现象的出现，许多用工紧缺企业在近几年中除了实质性的加工资行为以外，还想方设法推
出各种缓解措施，例如改善用工条件、出资包车送员工回家过年、企业主与员工同吃年夜饭；政府也开始
着力改善用工环境、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抬高保留工资底部的
表现形式。
②
在本课题看来，民工工资之所以存在相当强的“粘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工工资跌入保留工资陷阱
所致。
③
当然，如果时间更长，可以预计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将逐渐下降，从而会产生一种新的均势。这种变化可
能类似于日本走过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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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锁定关系，这是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尚未深究过的新课题。从理论分析和实际运作
的对应来考察，这种双锁定模式刻画了现阶段中国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在农村务农的工资或
收入变动的基本图景。本课题的分析可视为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
理论的一种补充性理解。
刘易斯、拉尼斯、费、乔根森和托达罗等学者之所以忽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
业并存”的这种类型，或许是由于类型 4 的现实背景在其他国家不明显，而中国现阶段的实
际状况则为我们研究这种类型提供了真实世界的典型。不待而言，我们必须根据各国经济发
展的实际现状，选择性地借鉴和运用有关的理论模型，并注意城乡各种组合状态是分析结果
还是假设前提。
对农民工工资“城乡耦合、双重锁定”的阐释，首先突出了城乡之间的依存关系和统筹
要求。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联
使得城乡社会经济的耦合强度在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协调、统筹、融合和良性互动将越来
越成为城乡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次，市场化固然可以在总体上提高劳动力资源
配置的效率，但仅靠市场化却无法有效消除本课题所提出的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课题看
来，亟需改变的是形成（Ⅰu,Ⅰr）类型的社会经济条件。
改善农民工境况的思路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增加非劳动收入 M 和降低最低
必需支出 YE1，尽力使农民工超越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比如，减免农业税赋；降低农民工
获得一个城市就业机会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诸如降低农民工办理各种证照费用和管理费
用；为农民工和农民构筑养老、医疗等社会防护网；削减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费用；
切实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等等，都是可供考虑的思路。二是改变农民工分别在城市
和农村形成组合Ⅰ状态的条件，将它们推向组合Ⅳ状态。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职
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的投入，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自我发
展能力；积极创造条件使农民工的职业变换与身份转换同步推进，并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
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相应地减少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尽力使需求
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段 N s = αT − [(1 − α) M / w] 相交。三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之
间的良性互动，优化包括城乡在内的全社会资源配置，并努力使农民工从所处的（Ⅰu,Ⅰr）
类型转变为（Ⅳu,Ⅳr）类型。譬如，在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宜于与农村对农民的保障同
步推进，否则，现阶段的城市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减少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以与δwrr 相适
应。同样，发展农业、大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务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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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高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工资、减少城市失业的不可或缺
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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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资决定的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证计量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影响工资决定的因素划分为劳动
力的需求性因素、供给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那么，影响中国当前工资决定的因素更多的是
来自于需求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就劳动力的需求性因素而言，国际贸易、技术进步、非劳
动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投入量的变化等因素在造成经济结构变化、调整和升级的同时，也
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工资结构的变动。以制度性因素而论，行业垄断尤
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是造成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

本课题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决定问题，本部分则以中国城镇职工为考
察对象，分析影响他们工资决定的因素。

3.1 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的基本思路
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是指经由劳动力相对供求变动来表征相对工资变化。工资作为劳动
力的市场价格，通常是由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意味着
不同组别的劳动力供求变动，会引起不同组别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同程度的相对变动。诚然，
从理论上说，劳动力供求框架（即劳动力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均衡的理论框架）可以直接
分析工资结构变化，不同组别的劳动力供求变动可以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对工资差
异的影响，但从实证角度看，不同组别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曲线及其变动的实证计量相当复杂，
因而，有必要简化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动的计量。相对供求分析就是一种劳动力供求分析
在实证计量上的简化处理方法，它从不同劳动力之间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变动的视角出发，
研究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在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中，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是三个基础概念。
相对工资表示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水平之比，相对工资变化可以反映不同组群劳动力
之间工资差异的相对水平变化。相对供给是指不同劳动力组群之间的供给之比，它反映劳动
力构成。譬如，在研究大学毕业劳动力和高中毕业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变化时，相对供给就
是这两类劳动力的供给之比。相对供给的另一种界定方式是每一组劳动力供给与总体平均供
给水平之比，因为不同组别劳动力供给相对于总体平均水平的相对供给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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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别之间相对供给 ① 。对相对需求的定义类似于对相对供给的界定，只不过它表征的是劳
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实质上就是用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变化来反映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利用劳动力的相对供求分析，我们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区分引起不同
组群之间相对工资变动的因素到底是相对供给的变动，还是相对需求的变动；甚至我们还可
以考察其他制度性因素对相对工资的影响。
相对供求分析的逻辑基础是由Katz 和 Murphy（1992）奠定的，他们在考察美国 1963
至 1987 年间工资结构变化时，用相对供求实证分析了工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不过，
Katz 和 Murphy的相对供求分析只考虑了决定劳动力相对需求变动的因素，并没有具体涉
及影响相对供给变动的因素，从而，他们要求“观察到的价格和数量必须在需求曲线上”② 。
在本课题看来，这其实暗含了两个假定：一是短期供给曲线无弹性，即相对供给变动外生；
二是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在这两个假定前提下，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变化分别表示相对供
给曲线和相对需求曲线移动，相对工资就是由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曲线共同作用的结果，参
见图 3.1。
Katz 和 Murphy 假定，总生产函数有 K 种类型劳动投入要素，相关的要素需求函数为：

X t = D(Wt , Z t )

[3.1]

其中， X t 是一个 K × 1 阶向量，表示第 t 期在市场上被雇佣的劳动力投入量；Wt 是一个 K × 1
阶向量，指第 t 期 K 种劳动力投入要素的市场价格； Z t 是一个 m× 1 阶向量，指第 t 期的需
求变动，反映科技进步、产品需求和其他非劳动投入要素变动对劳动投入需求的影响。在实
证中， X t 是一个相对供给向量， Wt 则是一个相对工资向量。
假如总生产函数是凹的，那么，由向量 D 对工资 W 求导后所得到的这个 K × K 阶交叉
弹性矩阵 DW 是一个半负定矩阵。对方程 X t = D (Wt , Z t ) 进行差分后可得：

dX t = DW dWt + DZ dZ t

[3.2]

对式[3.2]做适当变形，就得到式[3.3]。

dWt = [ DW ]−1 ( dX t − Dz dZ t )

[3.3]

根据式[3.3]，我们就可以推出相对工资变动（ dWt ）取决于相对供给变动（ dX t ）和
①

例如，Freeman（1975）在研究大学教育投资是否过度问题时，就用大学毕业劳动力供给和总体平均供给
水平之比来衡量大学毕业劳动力相对供给水平。
②
Autor 和 Katz（1999）在介绍 Katz 和 Murphy 的相对供求分析的理论基础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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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需求变动（ Dz dZ t ） ① 。由于 DW 是一个半负定矩阵，因而，相对供给增加会降低相对
工资水平，而相对需求增加则将提高相对工资水平。

图 3.1 相对供求和相对工资

图 3.1 中纵轴表示 i 和 j 两类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对数，横轴表示这两类劳动力相对供
给对数。相对工资由 w0 变动到 w1 是由相对需求曲线的变动（D0 到 D1）和相对供给曲线
的变动（S0 到 S1）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从点 A 到点 B 表示，在相对工资不变的条件下
相对供给的变动（ dX t ）；由点 A 至点 C 则表示，相对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相对需求的变动
（ Dz dZ t ）。从图 3.1 可以看出，相对需求增加程度大于相对供给增加程度，从而相对工资
上升，但其上升大小与这两类劳动力之间替代弹性（ [ DW ]−1 ）有关。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具体考察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相对供求变化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我
们还需要假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用相对供求分析实证劳动力市场力量变化（劳动力市场
结构变化）对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变化的影响，要求对劳动力分组，并计算相对工
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三个指标，需要了解具体计算方法的读者，可参见 Katz 和 Murphy

①

若假定劳动力供给曲线短期无弹性，则相对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

St = X t

；相对需求函数为

Dt = D(Wt , Z t ) 。 对 相 对 供 给 函 数 和 相 对 需 求 函 数 分 别 求 差 分 后 得 ： dSt = dX t ，
dDt = DW dWt + DZ dZ t 。由此可得，在相对工资不变假定下，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变动分别为 dX t 和
DZ dZ t 。
（ Dz dZt − dX t ）也可以看作是净相对需求变动。事实上，本课题组成员韩军等人就是用该指标衡量劳
动力市场结构变化，考察不同出生组群劳动力之间组群规模和组群市场适应能力变化对不同出生组群之间
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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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Autor 和 Katz（1999）等文献。
国外的相关研究证明，需求和供给变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不同组群之间工资差异及
其变化的影响因素（Katz 和 Murphy，1992；Murphy 和 Welch，1992；Chinhui Juhn，1999）
。
此外，有的学者为了更全面的诠释工资差异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在结合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
考察供给和需求变动对工资差异的影响（Bound 和 Johnson，1992；Autor、Katz 和 Kearney，
2005）。也就是说，除了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外，他们还考虑到制度性因素对工资
决定的影响，这就是SDI分析框架的来由。SDI（Supply-Demand-Institution）框架是一个较
为全面地分析工资结构变化的模型，它包含了引起工资结构变化的两类因素：供求因素和制
度性因素。Bound和Johnson（1992）、Freeman 和 Katz（1994） ① 对SDI作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
SDI框架基本思想是：个体真实工资可以分解为潜在的竞争性工资 ② 和偏离竞争性部分，
真实工资之所以会偏离竞争性工资是因为制度性因素（工会、最低工资等）的作用。因此，
个体 i 的真实工资 Wi 可以被定义为竞争性工资 Wic 和相对租金 ③ μi （relative rent）的乘积：

Wi = Wic μi 。如果工资只受到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那么所有的 μi 都为 1，但大量研究证
实， μi ≠ 1 。该模型为检验组间相对工资变化和组内工资不平等变化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
框架。
对于制度性因素，我们可以把将其细分成两个亚类：一类是那些直接影响工资决定的制
度性因素，譬如最低工资制度、工会集体谈判决定的行业或企业工资支付机制、以及政府控
制的工资制定体系等。另一个亚类是那些不是直接影响工资决定，而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
而间接地影响工资决定的因素。在本课题看来，那些影响工资决定的直接性的体制因素，才
能成为 SDI 分析框架中的制度性因素。虽然供给和需求不能解释工资结构变动全部，但众
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美国工资结构变动的研究结果表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可以对
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工资结构变动作出合理地解释（Murphy 和 Welch，1993；Juhn、
Murphy 和 Pierce，1993）
。
结合中国现实来看问题，正处于改革和开放之中的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因素以及制度性
因素都影响着工资的决定。
①

参见 David H. Autor, Lawrence F．Katz．Changes in the Wage Struct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Vol. 3A: 1463-1555。
②
③

竞争性工资只受供给和需求因素影响。
相对租金是指产业支付的额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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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的中国实证
既有的关于中国工资决定的实证分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利用微观个体
数据分析影响工资水平的人口学特征（个体的教育水平、年龄/经验、性别等）及其他个体
特征，如个体所处的行业、企业特征、地区等因素。另一类是分析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工资
差异的影响因素，从而间接地考察影响工资决定的因素。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迄今为止是国
外研究工资差异及其变化的一个基本分析方法。令人欣慰的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
尝试使用劳动力相对供求分析来研究中国的现实情况。据本课题掌握的资料，刘学军、Park
和赵耀辉（Liu, Park and Zhao, 2007）有过一篇工作论文，本课题组成员韩军也在本课题的
研究过程中形成一篇相关的工作论文（参见本课题附件二）
。

3.2.1 刘学军等人的工作
刘学军等人（2007）利用中国 1990-2001 年的中国城镇家计调查数据（UHS），在描述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工资结构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引起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工资差
异及其变化的因素。他们按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经验（0-9、10-19、
20-29 和 30 年以上）和性别（男性和女性）把劳动力分成 24 组，运用Bound 和 Johnson（1992）
建立的模型，把影响不同组群之间工资差异变化（用相对工资变化衡量）的因素分解为：直
接影响工资决定的制度性因素 ① [用行业工资租金（industrial wage rent）来衡量] ② 、供给性
因素、需求性因素[分为产品需求因素（引起行业间产品需求变化的因素）和相对技术效率
（relative technical efficiency）因素 ③ ]和不可解释的部分。
撇开不可解释的部分，刘学军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1991-2001 年间，需求变动是影响
不同组群 ④ 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变化的主导因素，而供给和行业工资租金
的变动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段有不同的表现。
1991-1996 年间，对于高中教育和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组之间的工资差异来说，需求变动可
以解释相对工资变化的 138%，其次是供给变动，为-26%，最后是行业工资租金变动，为 13%，
其余为不可解释部分；对大学教育及以上和高中教育水平组之间的工资差异来说，需求变动、
供给变动和行业工资租金变动对其解释比重分别为 85%、-15%和 4%。1996-2001 年间，影
①

根据我们前面对于制度性因素的分类，刘学军、Park 和赵耀辉（2007）提到的影响不同组群劳动力之间
的相对工资变化的制度性因素，是指对工资决定有直接影响的制度性因素。
②
行业工资租金是指行业给予不同组群的劳动力的额外补偿。由于制度性因素(最低工资、工会和政府决定
的工资制定体制等)造成不同行业给予不同劳动组群的额外补偿有差异。
③
技能偏向的科技变化引起相对技术效率变化。
④
指按年龄和性别划分为年长组和年轻组以及女性组和男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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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中教育和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组之间工资差异变化的重要性的因素排序仍然是需求变
动、供给变动和行业工资租金变动，比重分别为 96%、-9%和 5%；对大学教育及以上和高
中教育水平组之间的工资差异来说，需求变动仍然占据第一位，为 108%，但此时，行业工
资租金变动对工资差异影响超过供给变动的影响，分别为 34%和-15%。
表 3.1 提供了刘学军等人计算的行业工资租金。从表中可以看出：垄断性行业，诸如金
融保险业、交通运输、邮政和电信业，拥有更高的行业工资租金，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劳动力
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额外补偿。而那些分散的竞争性的行业，如制造业、零售业和餐饮业，
其行业工资租金小于零，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额外补偿将低于平均水平。此
外，政府机关和半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也享有相当可观的工资租金，且在 90 年代期间，这
些部门工资租金处于增长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受到了更多政府保
护。

表 3.1 不同行业的工资租金 ①
工资租金
行业

1991

1996

2001

制造业

-0.027

-0.068

-0.121

建筑业

0.035

0.046

0.057

交通运输、邮政及电信业

0.125

0.217

0.189

商业、餐饮及材料供应和仓储业

-0.012

-0.068

-0.040

住房和公共品管理及居民和咨询
服务业

0.017

0.130

0.000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036

0.078

0.205

教育、文化和艺术，广播和电视，
科学研究及工艺服务业

0.000

0.040

0.193

金融和保险业

0.238

0.309

0.274

政府机构、党派机构和民间组织

0.023

0.036

0.098

农业、地质勘察业及其他行业

-0.168

-0.065

-0.257

资料来源：Liu, Park and Zhao, 2007。

①

表格中工资租金 rj 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①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方程：

wij = c + ∑ ai * groupi + ∑ b j * ind j + ηij ，其中，权重是每一组劳动力人数占总劳动人数的比重；
i

wij

表示产业

j

j 第 i 类劳动力的平均年收入预测值；groupi 是一个表示劳动力分类的虚拟变量，其系数 ai

表示组间工资差异； ind j 表示 10 个行业的虚拟变量，其系数 b j 表示产业工资差异。②求 b j 的加权平均
值。 b

= ∑ φ j b j ，其中， φ j 是在 j 产业工作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③求 rj 。 rj = b j - b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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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从需求性因素、供给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出发，刘学军等人的实证结
果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发现：①需求性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中国 90 年代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
工资差异变化的因素。其中，技术变化是推动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增长的主要
动力；而由于产品需求结构变化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动，缓和了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
间工资差距扩大的压力，但其作用远没有技术变化明显。②供给性因素是缩小高低教育水平
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③制度性因素是扩大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扩
大的第二个因素，主要表现在行业工资租金差异上，垄断性行业的工资租金要远高于竞争性
行业的工资租金。
对于造成这些因素变化的原因，刘学军等人作了如下分析：
⑴产品需求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①中国进入世界产品市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一直处于稳步上升趋势。由于中国拥有丰裕的低技能劳动力，因而，在国际贸易中，
为了追求比较优势，以出口非技能密集型的产品和进口技能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这种贸易方
式提高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缩小了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再者，西方
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国家，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生产技术存在较大
差异。有些产品的生产在这些国家可能只需要低教育水平劳动力，而在中国生产这些产品却
需要较高水平的劳动力。因此，当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时，可能会提高对高教育水
平劳动力需求，进而又扩大了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②中国自身的结构转型。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合理配置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奠定了体制保障，因此，间接
影响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又改变了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需求构成。
⑵技能偏向的科技变化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业专用技术变化（industry-specific technical
change）；二是通用技术变化(general technical change)。两者对增加高低技能劳动力 ① 之间相
对需求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前者发生在一些特殊的行业，并影响一些特殊技能劳动力组群
的相对需求或技术效率；后者对所有行业的某类特殊劳动力组群的相对需求有影响。20 世
纪 90 年代，偏向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的技术变化在所有行业普遍发生，这不仅增加对高
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提高了这个组群的劳动生产率。
⑶行业间工资租金变化来自两个方面。①垄断行业的工资租金更多地受到政府的保护。
相比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拥有更高的工资租金。②90 年代的国有企业工资制定体制改
革以及非国有企业兴起，引起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的工资制定计划逐步分权，于是原本扁
①

他们主要按教育水平高低来区分技能水平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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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工资结构开始向工资与绩效挂钩的支付体制转化，因此，利润高的行业就拥有更高的工
资租金。由于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更有可能进入垄断性行业或高利润行业，并受到更多的政府
保护，因此，他们享有的工资租金一般要高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
⑷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变化。刘学军等人对此没有做详细说明，但他们提到由于所采用
的数据没有包括农村迁移劳动力，所以，他们估计的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供给增加
的程度很可能是偏高的。

3.2.2 本课题组韩军等人的工作
本课题组的韩军等人利用 1988-2002 年中国城镇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年份出生的组
群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组
和高中教育水平组，相比早期出生组群，后出生组群经验回报率高很多，并且经验回报率增
长率也更大。但在低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的男性组中，先期出生组群与后期出生组群劳
动力之间经验回报率及其增长率差异不显著；在女性组中，后出生组群组群优势不存在，即
后出生组群经验回报率低于先出生组群。与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后 ① 发现中国的出
生组群形式有些特殊。对此，韩军提出了两种解释，并用实证方法进行验证。第一种解释是，
组群规模和组群市场适应能力的差异及其变化是影响不同出生组群之间工资差异及其变化
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种解释是，劳动力市场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中央集权管
理的工资制定体制向分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工资制定体制（wage setting system）的转换上，
影响不同出生组群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的变化。在实证研究中，组群规模差异变化用后期出
生组群和先期出生组群 ② 之间相对供给变化表示；组群市场适应能力的差异变化用相对需求
变化衡量；劳动力市场集权力量削弱用工资结构变化表征 ③ 。具体回归方程为：

ΔRWt = β 0 + β1ΔNDt + β 2 ΔSDw + β3 ΔSDr + β 4 DYEAR + ε
其中， ΔRWt 是后出生组群与先出生组群之间相对工资变化； ΔNDt 表示净需求变化，
等于相对需求变化减去相对供给变化； ΔSDw 和 ΔSDr 分别表示观察到的不平等和残差不平
等的变化，用来衡量由于工资制定体制变化而引起的工资结构变化，对其具体说明可参阅
Blau 和 Kahn(1996a) 、Blau 和 Kahn（1996b）、Blau 和 Kahn（2003）等文献； DYEAR 用来
表示年效应变量。
①

美国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后出生组群比先出生组群工资只稍微高一点（Pencavel，
1998）；在加拿大，后出生组群工资甚至更低（Beaudry 和 Green，2000）。
②
先期出生组群是指在 1950-1959 年间出生的劳动力；后期出生组群包括 1960-1969 年间出生的工人。
③
此处工资结构变化是指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工人个体特征价格水平变化，例如教育、经验回报率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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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显示，净需求变化对后出生组群与先出生组群之间相对工资变化的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189；而用来表示劳动力市场中央集权力量变化的其中一个变量 ①
对相对工资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879。由此可以得出，相比劳动力供求性
因素，工资制定体制变化是影响不同出生年份组群之间相对工资变化更为显著且更为重要的
因素。
韩军等人认为，相比先出生组群，由于后出生组群接受了最新的知识，掌握最新的技术，
所以 90 年代迅猛发展的科技导致他们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即市场对他们的相对需求更
大，于是后出生组群和先出生组群之间相对工资增加。另外，工资制定体制变化也有利于后
出生组群。90 年代是工资制定体制快速改革期，而这个时期刚好是后出生组群工资快速增
长时期，换句话说，后出生组群在他们工作生涯的关键时期遇到了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机会。
但是，先出生组群在这个时期已经过了他们工资快速增长的年龄段，并且在他们的工作生涯
中经历了一个微弱或甚至更加慢的增长期。
对于影响不同出生年份组群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供求变动的因素来说，无论是他们的生活
环境、教育环境还是工作环境都发生着重大变化。早期出生的组群可能在他们的中年时期经
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生组群可能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他们的学习生涯。近期
出生组群在一个更为自由的经济和教育环境中学习和工作，因此，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具
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于是对他们的需求也更大。再者，我国人口政策在 20 世纪中期发
生根本性变化。50 年代倡导“人多力量大”，导致 50 年代出生的组群规模非常庞大。70 年
代后期开始实施控制人口出生政策，出生率开始下降，后期出生组群规模开始缩小。总的说
来，相对供求分析的结果有利于后出生组群。相比先出生组群，后出生组群的相对需求更大，
而相对供给更小。

3.3 分析结论及启示
如果我们把影响工资决定的因素分为需求性因素、供给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那么，从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看，影响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工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来自需求性因素和制
度性因素。两者都显著提高教育回报率，尤其是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回报率，它们是高低教育
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增长的主要来源。就劳动力的需求性因素而言，国际贸易、技术进
步、非劳动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投入量的变化等因素在造成经济结构变化、调整和升级的

①

该变量是指 ΔSDr ，表示残差不平等的变化，用来刻画不能观察到的劳动者的能力回报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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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工资结构的变动。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由
国际贸易引起的产品需求变化，导致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需求下降，从而降低两者
间相对工资；技术进步是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相对需求增长的关键，特别是对那些掌握
最新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力有很强的需求，进而提高他们之间相对工资。以制度性因素而论，
刘学军等人以及和本课题组的经验分析表明，行业工资租金差异的变化和工资制定体制的变
革分别是影响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和不同出生组群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变化的因素。其中，
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工资租金差异和变化是行业工资租金差异及其变化的主要来
源；以压缩高低技能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为特征的扁平型的工资结构向以体现劳动力技
能水平为主的工资结构转化是制度性因素变化的重要表现。在现阶段的中国，行业垄断在很
大程度上表现为行业的行政垄断，因此，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是造成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
素。供给性因素对工资决定的影响程度不及需求性因素来得强烈，但它也促使高低教育水平
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下降。
就需求性因素而言，主要可能还存在以下一些影响因素：①国内特殊的消费结构。随着
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对低挡消费品需求量有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收入差距的
扩大，中国富有群体的规模及其富有程度也在上升，他们对高档产品的需求更多的转向国外
进口产品，降低了对国内生产的高档产品需求。因此，特殊的消费结构也可能是引起高低技
能劳动力相对需求下降的因素。②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悬殊的技术差距 ① 。劳动分工国际化
后，那些对发达国家来说只需要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
之间显著的技术水平差距，这些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后却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生产，于
是提高了对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相对供给。另外，当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采用外包形
式，把一些非核心业务转移给中国时，也有可能增加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需求。③技术
进步；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FDI的飞速发展可能是引起我国技能偏向的科技变化的一个重要
因素。另一方面，90 年代初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以及后期倡导的科教兴国
战略极大地推动中国科技发展，进而加大了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与此同时，促进中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高校的基础科研工作提高了企业研发能力和技术革新速度，换句话说，高教育
水平劳动力相对供给增加对相对需求的引致作用在增强。
对供给性因素来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劳动力市场输送大量高教育水平劳动力，
它是高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相对供给增长的首要因素。
以制度性因素而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以保护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行业工会力
①

主要指中国贸易伙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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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最低工资制度对行业工资支付体制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垄断行业，尤其是那些行政性垄
断行业包括那些不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的垄断行业，其工资租金要远高于一般行业。另一方面，
实施国企改革后，尽管其工资制定体制的中央集权力量在逐步削弱，但却出现了较为严重内
部人控制现象，从而，国有企业的工资租金可能要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比低
教育水平劳动力，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更有可能进入垄断行业或国有企业，因此，高教育水平
劳动力工资租金更高。此外，垄断行业与国有企业的高工资吸引更多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为
了能够进入垄断行业，许多大学毕业劳动力愿意从事原本由大专、甚至中专或高中毕业劳动
力从事的职位，这阻碍了低教育水平劳动力获得更高的工资租金。
由此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切实提升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
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既是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考察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在继承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等先哲的思想遗产基础上，森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
心的新发展观，即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扩展“实质（substantive）自由”，使人更有
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这里所说的实质自由包括人们免受困苦，诸
如饥饿、营养不良等，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以及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
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森，1999）。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展自
由，也就是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能够健康而长寿地活着、获
得教育以及体面的生活的能力。
提升劳动者的可行能力，一靠制度保障，二靠提高劳动者自身的能力，二者相辅相成。
制度保障的重要性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里不再赘述。此处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形成了
良好的保障，也只是保障了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劳动者利用规则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差异仍
然会严重地羁绊他们可能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可能能力的重要举措。
对低收入者和贫困者而言，更需要投资于他们的基本健康和教育，这不仅可以提高他们
的就业能力和挣得能力，从而缓解及至摆脱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而且是从根本上获得社会
经济的进步，即促进人类发展。在论及农村贫困人口时，朱玲（2005）曾指出：“市场经济
下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首先在于，创造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维护公平竞
争的劳动市场，设置激励机制，刺激法律、金融、信息、中介和培训机构为劳动者创业和就
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其次，制定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政策。”
“然而对于正值劳动年龄的乡
村贫困人口，仅有这些外在条件还不足以帮助他们改善就业状况。原因在于，贫困人口中的
劳动者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健康和营养状况差、缺少劳动力流动所必需的费用，难以利用这
些服务来获得高于原有收入水平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劳动市场的竞争中，贫困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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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可能与其他劳动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直接援
助。”
“其实，获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对于全体国民并不仅仅具有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
义，而是人类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一个前提，是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决策过程的一个前提，
有着超出个人投资回报的社会效益。因此，它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来
看，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本质上属于公益事业。”诚然，朱玲的这席话针对农村贫困人
口讲的，但对本课题所界定的低收入者来说也是如此，有着同样的教益。
相对于教育投资来说，人们对健康和卫生投资更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对于一个发展中
国家而言，健康投资不仅是改善人民福祉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通
过对 1965－1990 年期间 100 多个国家资料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健康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效果尤为明显（Bhargava, et al., 2001）。
就低收入者和贫困人群而论，十分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不足以维
持必要的营养和健康投资，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营养和健康状况（蔡昉等，2005b，第 153
页）。在这种意义上，朱玲认为，对贫困人口中现有劳动者就业能力的援助，只是一种补救
措施。若要缩短乃至消除贫困人群与其他群体在市场竞争中起跑点上的差距，就需要在影响
人口体质和智力水平的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 ① ，集中采取公共干预行动（朱玲，2005）。
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人们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舒尔茨（Schultz，
1975）曾经列举了五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
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的能力、创造能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其中，应付非均衡的能力尤为重
要，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中，需要我们具有对经济条件或制度
结构的变化作出反应、发现潜在机会，果断抓住机会，决定资源投放方向和投资组合，以获
得更多经济成果的能力。有些学者将这样的能力概括为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陈凌和姚
先国，1997；王开国和宗兆昌，1999；郭继强，2005c）。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理性
的有限性之间的不对称，当个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低廉地作出理性
判断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过其理性边界时，人们还可以借助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
道德规范等来走“捷径”或抄近路（孔泾源，1992）。历史和现实还表明，观念是人的对象
化能力，包括人们认识、反映和利用世界的能力，理解和调整人类自身的能力，而建立与现
代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以此推而广之，并进一

①

朱玲进一步提出，决定人口素质的关键时刻在儿童体格发育时期，关键环节是直接影响儿童发育的母亲
和婴幼儿营养素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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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针对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局限于教育 ① 、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
而对其他投资形式关注不足的现实，笔者提出，适应于现代经济生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和道德规范，需要相关投入才会形成，这些投入也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可或缺的形式，并将其
概括为教化投资（郭继强，2006b）。经济转型过程凸显了教化投资的重要性。教化投资增强
了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扩大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同时，还提升了社会经济价值，增
加了社会资本。

①

其中的教育又常常囿于狭义的范畴，即正规的教育，并且主要是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传播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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