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的两难矛盾及其解决的基本思路
—论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下的农业农场化经营方式的创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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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老“三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新“三农”问题又以“两难”的矛盾
现象表现出来。解决当前
“三农”
两难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
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野下，
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二是在农
村形成农场化生产方式的问题；
三是新村建设问题；
四是建立保障城乡资源合理对流的一系列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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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农业税的取消，使“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老“三农”问
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层次的提升，新“三农”问题又以“两难”的矛盾现象
表现出来。
一、当前“三农”的两难问题
当前“三农”的两难问题是在解决老“三农”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解决新“三农”问题，从形式上看，
好像与解决老“三农”问题的办法有些相悖，
给人有
“两难”的感觉。
（一）农民工的增多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矛盾
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是各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
（
Lewis，1954）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
资源。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数人认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还需大批量转移。但情况并非
如此，
目前我们已经走到拐点上了。
农村已经缺少与发展现代农业相匹配的劳动力。就在我们动员更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再
1、
回头看看农村，我们就会发现，
从事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已是人们称之为“386199 部队”的妇女、儿童和老
人了（中、青年妇女也不多了）。农村已缺少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了。蔡 （2007）在《中国就业增
长与结构变化》的研究报告中说，目前 40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 5212 万，剩余比例
仅为 10.7%，这与通常认为农村有近三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力差距很大。国务院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也
说，3/4 的村庄已无青壮劳动力向外转移，(1) 并且转移的势头仍在加强，2006 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
劳动力人数增加 530 万人，
比上年增长 5.3%；
其中，
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占 84.5%。(2)
节约、
高效、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386199 部队”用家里外出的青壮劳动力打工
2、
挣的钱购买机械服务，弥补体力和时间的不足，来进行耕种和收获。机械化程度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
劳动者科学种田技能、提高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积极创收的主动性却大大下降了。
提高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目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少投入资源获得同样的产出或同样资源的投
入获得更高的产出。只有这样，节约的、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才能建立起来。这要求农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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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
具有一定文化技能素质。现在即使是青壮年农民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更不用说
“386499 部队”了。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吸收新型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业领域的话，农业真的很难有节
约、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二）耕地的保障作用与规模化经营的矛盾
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承包地的使用权与经营权，体现的是农民的一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可
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自己耕种的收益、转让的租金、卖地的补偿金、入股的收益等。除自己耕种的收益
外，其他各种收益方式，只有其收益大于或等于自己耕种的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指的是农民耕种土地所
产生的实物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收益）才可能较多地出现。目前，其他的收益方式还没有普遍出现，农村
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大量的青壮劳动力需要外出打工，留守的“386199 部队”需要看家糊口等，在
这种情况下，耕地则被打工的和留守的农民当作为一种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保障手段。也正是因为这
样，土地难以大规模流转，规模化经营方式难以普遍形成；如果没有效益更高的制度创新出现的话，家
庭分散经营的形式虽然低效率，但仍将长期存在。
以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实现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阻碍能够提高务农收入的规模化经营方式的
1、
产生和扩展。
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的动力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制约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形成和务农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弊端，
便逐渐显现。
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约 1.4 亩，户均 7 亩左右。全国 2.38 亿个农户，就是这么多的农业生产单
位。这 2 亿多个生产单位，使用着大体相当的生产资料，重复着同样的生产过程，各自花费各自的成本。
即使一家一户算起来可能是节约的，但加总起来的成本却大得惊人，这便是我国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
上没有竞争力的根源。以大豆为例，
2006 年的进口大豆价格使豆农减少收入 34 亿多元，近 120 万农民
因此入不敷出。外资已控制我国 40%的大豆加工能力，垄断了 80%的进口大豆货源。这正像马克思说的
“一起捉住，
一起绞死”。(3)
每个家庭都种地，即使每亩地纯收入 1000 元，全家一年种地的收入也不足万元。这点收入，只够养
家户口，哪能小康。
如果经营单位减少到 1000 万个，那么每个经营单位每年将获得纯收入 20 万元。这在目前看来，也
算得上高收入了。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我们目前是很难形成这种“1000 万个经营单位”的。
农民工城镇就业的不稳定，使其把承包地视为最后的保障。
2、
由于我国农村没有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主要靠土地、子女、和自我的积累为自己提供保障。
土地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具有多元性，是集最低生活标准保障、就业保
障、养老保障、疾病保障等多种保障形式于一体的保障模式。拥有了土地，不仅意味着农民获得了就业
的机会，拥有了基本生活资料来源，而且意味着农民在遇到意外风险时有了可以规避风险的基本条件。
农民保留了承包地的使用权（有的虽然转包出去了，也保留了收回的权利），农民工则不惧怕城镇
工作的不稳和“摩擦性”失业；因为即使他们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回农村种地。另外，即使在城市找到了
工作，由于城市的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成本过高或制度性障碍，使得多数农民工在当前
的制度条件下很难在城镇长期立住脚，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因此，由于土地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就业和社
会保障的功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根源是利益悠关，表现是制度制约。
流动作业的机械化经营机制，为农民不愿流转耕地创造了条件。
3、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2001 年至 2006 年，我国农机总动力从 5.50 亿千瓦增长至 7.26 亿千瓦，
2006 年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 167.6 万台，比上年增长 20%；联合收割机保有量 55.6 万台，比上年增
长 17%；水稻插秧机保有量 11.2 万台，比上年增长 40%。2006 年，我国机械化耕地、播种和收获总面积
水稻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播和机
23.4 亿亩，作业水平分别为 52.1%、32.4%和 25.2%。在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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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水平均超过 80%，基本实现了生产全程机械化，水稻机械化栽植和收获水平分别为 10%和 40%，玉米
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达到 58%和 5%(4)。由于无需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和资金，跨区作业的流动性机械化
经营机制使得“386199 部队”务农成为可能。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完全可以不需要多高的种地积极性和
创新性，就能维持种植业的延续。这种条件，产生了两种消极的效果：一是实质上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质
量；二是由于
“386199 部队”能够经营土地，所以也限制了土地的流转规模，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发
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性与选择突破口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文件指出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很有道理。一是因为，二元经济一元化的
过程中，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与建设等，都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即
涉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部内容；二是因为从具体实施上看，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在兼顾
全面性的同时要选择正确的突破口。如果没有较高的主人翁精神和工作艺术性，很难做到这点。目前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现的一些情况，
正表明了这点。
在照顾全面性和寻找突破口的矛盾选择上，不少基层干部为了不犯错误和稳妥起见，选择了全面
性。农村调查中发现，不少基础干部和农民不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哪里下手。一些基层干部说，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农村的全面工作，我们一直在抓，但是就感
觉不到具体从哪里下手；有人说，发展经济是基础，要抓生产，但现在是农民自主经营，不好干预太多；
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像韩国那样搞好新村建设，但后来又有人指责说这是搞“大拆大建”。现在不少
基层干部说他们也不知道抓什么为好。
二、两难问题出现的基本背景
目前出现的“三农”两难问题，用发展眼光看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这是：
（一）我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表现
2006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 2000 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中级阶
段。这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阶段。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属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阶段，即图 1 的 OM 到 S 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业基本上
处于糊口农业阶段。第二阶段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的阶段，即 S
到 LT 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得农业生产率大有提高，产出大幅度增长，农业剩余的出现使得农
村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相伴而生，而由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现阶段是混合型的多种农
业阶段，农村人口仍占 60%以上，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时期。当农业的全部剩余劳动力
被非农业部门吸纳后，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三阶段，即 LT 到 OA 阶段，农业部门完
全商业化了，决定农民收入的不再是制度和习俗，而是农业的边际生产力，此时二元经济开始步入现代
一元经济，同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目前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从流通来看，农民的农用生产资料、
生产的主要
产品以及主要工业消费品，都卷入了市场交换
MPLA
洪流中；但农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仍是一家一户
的分散经营方式。这在生产产品的质量上、数量 Ws
T
上、成本上、市场信息上等方面，都不断地产生
着与市场需要的矛盾，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业生产方式面临着一个变革的必然性。在向
OM
OA
第三阶段的过渡中，这些本质性的经济结构变
LT
S
化不可能同时突然发生，与转折点相联系的各
图 1 由发展中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的转折点
种现象也需要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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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因此，在这个由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两难问题不足为奇。
（二）农业的生产方式正经历着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场化生产方式的转变
农业生产方式从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场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必然伴随物。对
这种转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
1978 年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要求，解放了农业
生产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占全球近 1/4 人口吃饭的问题，从此中国人民不再为生存问题发
愁了。生存层次问题解决后，我们便很快进入了发展层次，1980 年代出现的卖粮难就是进入这一发展层
次的信号。发展就不仅包括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还包含社会经济结构的改进与优化，
经济运行质量效
率的改善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的提高等。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农业部门的相对缩小，农业经
(5)
营方式的升级 （辛格 1964）。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小生产方式面临着向现代农场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既要坚持家庭承包制不变，又要在其基础上发展规模经营，出现
一些两难矛盾相互交织的现象，是正常的。
—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视野下的农场化经营模式的创建
三、破解两难问题基本思路——
（一）两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农业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务农的比较效益低、成本
高，种田不能致富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分散经营方式，虽然调动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但却形成了规模的不经济
和经营方式的不经济，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低效率状态下发挥功能，农民务农只能获得较其他行业
更低的报酬，而支付更高的成本。
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入不能增加，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很普遍。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05 年粮食市场价格比上年下降 0.9%，而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 8.3%。2005 年粮
食亩平均收益 243 元，比上年减少 27 元，下降 10%，当年中央给农民“三补贴”政策的好处人均 18 元，还
弥补不了市场带来的损失。2006 年中国农民卖粮价格为每公斤 1.56 元，
比上年增加 2%。按此计算，
每斤
粮食价格仅仅上涨 1.6 分左右。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计算，
粮食价格每上涨 1 分钱/市斤，农民收入增加
约 10 元，因此去年农民由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人均收益仅约为 16 元，
对农民致富的意义并不大。
目前农户户均 7 亩耕地，即使每年都风调雨顺，按每亩纯收入 1000 元计算，才 7000 元的收入；
再加
上搞庭院经济的收入，按 3000 元计算，年纯收入 1 万元左右。如果家庭有一个上大学的子女，则就入不
敷出了。
因此，在当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下，
农民靠种田很难过上小康生活。
（二）解决“三农”两难问题的基本思路：城乡统筹，统一规划，综合发展，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力度，
推广农场化经营方式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减少农民的运动就由农民自己以“民工潮”的形式进行着。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
“目前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 2 亿”(6)如果加上随同的亲属，则更多。农村
中的劳动力已经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了。假定目前农村劳动力还有 2 亿人。18 亿亩耕地，除以 2 亿人，人
均约 9 亩，户均 50 亩左右。按每亩 1000 元的纯收入计算，户均经营耕地的纯收入应该为 5 万元左右。
从收入上看，可以达到小康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户均耕地也没达到 50 亩，纯收入也没有 5 万元，生
产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
经营耕地的人主要还是“386199 部队”
。
农民工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经营耕地的规模并没有相应地扩大。直接原因是：
（1）进城务工经
商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变成脱离农村的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朝一日还要回到农村；
（2）不直接种地
的农民工，并没有把耕地转让给那些没进城的劳动力或其他农场耕种，而是留给了家里的“386199 部
队”种了；
（3）
“386199 部队”种地，不可能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建立起现
代农业生产方式（农场化经营）所需要的相关的生产关系和制度。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是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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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制度变革的结果，
不单单取决于“18 亿亩/x”中的“x”的减少。
要想形成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我们就必须创造条件使：
（1）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留下来；
（2）承包
地大规模地流向农场化经营的经营者手中；
（3）新村建设好，实现“村容整洁”，创造新村的生产、生活、
消费、公共服务、社区活动等综合功能，形成可以使农村居民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基础条件，从而让
“386199 部队”各得其所，让想到农村种地的人（包括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工商资本所有者）可以来种
地了，
在农村也能享受类城市的小康生活；
（4）形成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
（三）实现思路的基本措施
要创造上述条件，现在单靠城镇或农村某一个方面，都是困难的，必须二者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
规划和实施措施下，才能达到。
政府和城镇工商业要创造就业条件，让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留下来。要在农村普遍形成农场化
1、
经营方式，减少“18 亿亩/x”中的“x”是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让进城的大多数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留下
来。怎样才能使他们留下来？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1）改掉城乡分设的二元化户籍制度，让符合留城条件的农民工有留下来的合法条件。这个改革有
些地方已经在做。比如，有的城市规定农民工有固定住房、稳定的职业等，
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要使农
民工具备这些条件，除了农民工自己努力外，城镇政府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如入户手续从简，一视同
仁地纳入居委会，
形成平等交往的关系等。
（2）让农民工有经常性的就业岗位。要想让农民工在城镇留下来，就必须使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岗位
和收入。让农民工有就业岗位，首先城镇必须创造出就业岗位来，以吸收农民工；其次，要创造制度环
境，引导农民工可以在城镇自主创业；第三，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使之适应城镇就业和创业的需要。
（3）让农民工能买得起住房。农民工在城镇住下来，并不是在工棚里住下来，应当有一套与小康水
平大体相当的住房。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做法，月均收入 800 多元的农民工是买不起 80耀100 平
方的房子的。重庆市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重庆市的部分区县出台了农民工用宅基地换
房的政策，既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买房的困难，又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
政府、
工商资本和农民要创造加快承包地流转的条件，推动农场化经营方式的发展。所谓农场化
2、
经营，
我们的理解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具
有一定经营规模的现代农业经营单位的经济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现代生产手段、市场供求关系、
一定规模。前两者大家易形成共识，就是“一定规模”，不好捉摸。我们想这“一定规模”也应有中国特色：
（1）家庭农场，其最低规模应是其经营的耕地面积所创造的收入，可使其过上当时中等水平的生活；
（2）
工商资本办起的农场，其最低规模应是其经营的耕地面积所创造的收入，大体等于当时社会的等量资
本所获得的平均收入。(7)所以，规模是个变数。假定现在条件下，以经营耕地为例，家庭农场最低规模为
雇佣 30 个农业工人，工人年均工资 1 万元，
50 亩，其他农场在此之上。(8)如每个农场能经营 500 亩以上，
则农场主的纯收入可达 20 万元。这样经营土地也就能致富了。
（1）耕地的相对集中使用是农场化经营的必要条件。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怎样实现耕
地的相对集中？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建立承包地流转基金制度。第一，筹集一笔基金。基金的筹集可采
用“混合经济”形式进行，政府可投入部分财政资金，作为“催化剂”引导农民、工商资本等投入；除财政
资金外，其他投资，政府可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使其的正常经营收入略高于当时的平均利润。这笔资
金，由投资各方按现代企业制度组成的公司进行运作。第二，对耕地的产出进行评估，比如每年每亩纯
收入为 1000 元。可按 1000 元或略高于 1000 元的水平，
给予流转耕地的农户（相当于农户用承包地入股
的收益），让他们感觉到流转出去也划算；流转户如愿意随地入农场做农业工人，优先录用。第三，政府
引导农户、工商资本兴办农场。第四，制定保障耕地流转和农场化经营方式正常运行的一系列制度，比
如经营的诚信制度、保障公司和农民利益的制度等。当然，也可以有简化的形式，比如，
农村的大户可以
通过农户间的协商而进行；工商资本可以通过“公司垣农户”、
“公司垣基地垣合作社垣农户”等形式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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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论哪种形式，政府的引导和制度的约束都是必要的。现在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过程中，
部分区县创造了“承包地换社保”的做法（给农民的承包地每亩每年折价 700 斤左右稻谷的办法），引导
农民承包地的流转，实现了农场化经营，很有启发意义。
（2）引导农民、
农场向农业的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进军。
只要在农业领域形成了农场化的集约经营方式，农业深层次的分工分业必然会发展起来。这时所
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将更多，会吸引一些工商企业家、进城的农民工等去搞农业经营。
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数量型向质量型、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农业的
增长方式也应该与之同步转变。科尔内认为，要素增加是粗放方式增长，
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为集约方式
的增长。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利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
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把农业改变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资本、技术
和人力密集型的农场化农业。（这里说的是农业经营的主体形式，在这个主体形式的旁边，当然也允许
存在一些分散的家庭经营形式）这样，农业不仅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民，而且还会吸引城镇工商资本和居
民来农村创业和就业，促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
3、把新村建设当作城乡统筹和促进农村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全面形成和发展的平
台。
新村建设，形式上表现为并村或大拆大建，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并村或大拆大建。新村建
设的真正意义是以新村建设为契机，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宽余，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在新村建设过程中，应该统筹考虑城乡居民点的合理分布，
综合设计新村功能，田、林、路、
庄相互照应，生产、生活、消费、治理污染、公共品提供、二、三产业等合理配置，协调发展，把新村建设当
作促进农村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全面形成和发展重要举措抓好。
新村建设要达到如下四个目的：
（1）促进农业农场化经营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据党国英估计，全国 300 多万个自然村，多数村庄拥
有闲置土地，形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全国村庄占地面积在 15 万平方公里以上，
通过合理调整村庄结构，
(9)
撤并一些村庄，让农民适当集中居住，有可能节约出 50豫以上的土地。 多出来的土地，村里可以通过招
标等形式，进行农场化经营，起到促进农场化经营方式发展的示范作用。
（2）形成“村容整洁”的村民点。多数“空心村”通过所谓“穿靴带帽”的整治，并不能真正改变其“脏
乱差”
的基础，只是又增加了一些“且顾眼前”成本支出。
“空心村”只有通过科学规划，
合理撤并，重新建
设，才能“脱胎换骨”。新村建设的钱哪里来？村民如何动员？钱，通过“四方聚合”的办法来解决：即国家
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并村多余出来的土地开发资金、迁入住户的资金和开发商的资本聚合起来使
用。村民如何动员？很显然，
只能是自愿迁入，
不可强拆强迁。这只要设计好利益引导机制和制度，村民
迁入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难。如安徽省合肥市的肥东县和肥西县，均有这种做法的成功范例。他们主要
是对迁入新址建房的村民，给予一定数量的“国家支持资金”和“土地开发资金”的支持，以及享受新村
的公共设施服务的制度引导。
（3）防治村庄污染。农村污染已是农村生态和村民身心健康的大敌了。
“脏乱差”
的“空心村”
，很难
每个村都进行治理。因为它很难统一规划，
而且成本大得难以负担。适当并村，
并在新村建设开始前，就
按照循环经济的思路设计好村庄污染物的科学治理和利用实施方案，这才能使变废为宝、科学治理成
为现实。
（4）促成农村小康生活的出现。良好的社区环境和公共服务也是要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这
在的“脏乱差”的“空心村”里是难以形成的。首先是基础不具备，主要是已经成型的“空心村”里难以规
划和实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其次是规模不经济。因为在现在的
“空心村”
（自然村）里设计和建设敬老院、
学校、
医疗所、文化娱乐活动中心、物业管理中心、消费中心等，既没有足够的人气支撑、资金支撑，资源
配置也不科学。只有适当地并村，人员适当地集中，统一规划和建设，上述体现社区环境和公共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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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才能建设好，建成以后才能发挥效用。在新村建设中形成了这些物质条件，再加上适当的管理和
运用，
“乡风文明”
的农村的小康社会才可能出现。
城乡统筹，利用混合经济形式，让人、财、物也能够流入农业、农村，让农业经营者也能够创大业、
4、
赚大钱。
城乡统筹，应当包括发展的总体规划、资金的运用、产业的布局与联系、城乡居民点的布局和建设、
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对流、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的统筹。不仅从发展阶段上看，
而且从发展
的矛盾上看，现在确实到了该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时候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流动性过剩、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城镇就业难度加大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相对集中于城市，对于农村却是完全相
反：普遍缺乏资金、项目和人才。因此，应该大胆地进行试验和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培育农村的资金、土
地、劳动力、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把城乡统筹落在实处，利用混合经济形式引导城市中过剩资
源转移到农村。
总体上看可以通过两条可逆的途径抓好统筹城乡发展的落实。一条是抓好农村资源流向城镇，即
农村的人力资源（农民工等）和物力资源（农副产品等）流入城镇。这要求城镇要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
业岗位，并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另一条是城镇资源流入农村。这里具体又有两种流向：第一是通
过制度创新引导城镇资源流入农村的农业生产领域，比如办各类农场；第二是引导城镇资源流入农村
中的非农产业，比如在新村建设中发展房产业和工商服务业等。
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5、
和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素质的基本手段是大力发展教育。
第一，城乡相比，乡村的教育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一是抓好职业
教育。为提高农民工和务农农民的职业素质，要采取措施从人、财、物各方面来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育；强化“一技一训”、
“一业一训”、农闲系统培训、农忙急用培训，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还要
加强对乡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人员进行现代农科教和管理知识的培训，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乡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人员。二是抓好农村基础教育。配合新村建设，强化和有效配
置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物质力量和管理力量，让能上学的青少年都能上
学，为培养各类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城镇应举办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教育已经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知识基础和技术
素质，
使之与城镇就业的要求相适应。
(1)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动向[N].中国经济时报，2007-5-18.
——
—人口
(2)盛来运、彭丽荃.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M]//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6.
(4)引自农业部农机化司刘恒新副司长在 2007 魅力中国农机市场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http://equip.aweb.com.cn/news/
2007/4/27/11312439.shtml.
(5)H·W·Sing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chang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淤 A
(General),Vol.127,No.1(1964),p.144-146.

(6)国研室负责人就《若干意见》答记者问[EB/OL].新华网，2006原03原28.
(7)这里只是假定他们只经营大田种植。其实一旦他们办起农场，就可能不会是单一的农业种植，相应的养殖、农副产
品加工、营销等将会随之发生.
(8)按上面的举例，经营 50 亩，获纯收入 5 万元。农村中等偏上的生活消费按 300 元/月（因家庭经营有许多自给自足
的食物无需购买），家庭按 5 口人计算，生活消费 1.8 万元；两个子女教育费用 1.2 万元，生产追加 0.5 万元，保障和
风险存款 1.5 万元，大体小康水平.
(9)重庆试点的估计也大约如此。记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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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和利益保障机制。从出资者角度看，股东也需要一种能够将管理者个人发展和
股东利益紧密关联的机制，而管理者持股恰好符合这一需要。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普遍监督激励不足，监
督成本极高的情况下，管理者持股增加了自我监督的激励，降低了监督成本。因此，管理者持股能够做
到产权结构的帕累托改进。问题在于股权奖励的标准和持股比例的确定，管理者持股决不能滥用，股权
要给予那些真正为国有资产带来增值的高能力经营者，持股比例要基本符合管理者对企业的贡献。只
有这样，股权激励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
四、结束语
本文从郎咸平先生的观点入手，对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受争议的产权改革进行了探讨。通过模型分
析，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监管者因不承担资产责任而导致国有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
存在缺陷，从而使国有企业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难以形成有效的均衡状态。运用模型的结论，本文对
当前国有企业治理问题尤其是郎咸平先生指出的产权改革问题及其根源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国有
企业改革目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导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改革本身，恰恰在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
缺陷，因而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不是阻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来解
决。只要我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相信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中国企业改革的成功之路。
参考书目：
[1] 黄群慧.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和现实解释意义[J].《经济研究》，2000 第 1 期
[2] 周绍朋. 新世纪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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