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形成中的
农村劳动力市场

 

陈　阿　江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调查 ,作者分析研究了形成中的中国农村劳动力

市场 。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形成了对跨地区农村劳

动力的需求 ,但需求存在着结构性偏差;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信息主要由亲缘 、亲

缘关系者提供 ,但包工头也起了一定作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保证了供

给 ,外出就业者身体素质较好 ,文化素质较高 ,但职业培训不足;外出就业者收入可

以 ,但缺乏保障 。因此 ,作者就如何克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

完善和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陈阿江 ,男 ,1963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197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中国社会不仅加速了由传统到

现代的转型 ,同时也进行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农村劳动力市场是伴随

着这一经济社会转型而逐步形成和发育起来的。一方面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由生

产队集体支配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由农民自己自由支配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劳动

生产率提高 ,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更显突出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低速发

展之后开始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对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稀缺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大量的向非

农产业转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开始时较多地以“离土不离乡”型的就地转移为主 ,1992年

以后 ,跨地区①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所谓的“民工潮” 。本文以本课题组的调查② 为基本依

据 ,通过分析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信息获得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供给 ,

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 ,揭示形成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 ,指出目前

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并就如何克服劳动力外出就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育和完善农村

劳动力市场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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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后涉及的本课题组的调查有:(1)安徽 、四川农调队农村住户调查统计资料(94年和 95年), 简称两省住户调查 ,
用Z 表示 ,或分别称安徽调查 ,用 ZA 表示 ,四川住户调查 ,用ZS表示 ,字母后小括内的数字表示年份;(2)2 省 4县
12村 300户个案访谈资料(95年),简称个案访谈 ,用HF 表示 , HF后的字符表示样本编号。

本课题规定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域界限以县为准 ,即流出本县才被界定为研究对象。所谓的跨地区流动即跨越
县 、省市自治区的流动。文中的“异地”具有同一意义。

笔者参加了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持 、受福特基金会支助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者与输出地”课题的
研究 ,并撰写其中的分析研究报告《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看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本文即是在该分研究报
告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课题组的其它成员参加了分报告提纲的讨论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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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从总量上增加了二 、三产业的就业机会 ,

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城乡就业标准的差异为跨地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均衡的就业机

会。

从 1979年至 1994年的 16年中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9.5%,二 、三产业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由 1978年的 71.9%增加到 1994年的 79.0%。二 、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也有

较大幅度的增加 ,由 1978年的 1.2亿人增加到 1994年的 2.8亿 ,净增 1.6亿①。这新增的就

业机会一部分为新增的市镇就业人口所占有 ,一部分为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所填补(离土不

离乡),另一部分则为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据 。

目前 ,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中从业的人数达 1.25亿人左右。概括地讲 ,这

1.25亿人是由“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部分农村劳动力构成的 。另据宋林飞估计② ,

“离土不离乡”的从业人数目前估计为 8000万 。据此 ,可推算出跨地区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

工作的人数约为 0.45亿 。另一部分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则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

调查表明 ,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建筑业。如四川省外出农民中有 41.5%

的人在城镇及近郊从事建筑业(ZS 94)。就建筑行业来看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一部分来

自城市职工的退让 ,大部分则是由于城镇发展和建设需要新近产生并最先为农村劳动力占据

的。然而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自身也在不断地拓宽着就业渠道 。比如 ,从来没有

过的包工头 ,现在的建筑队就离不开这个阶层 。

调查也显示 ,城乡居民不同的择业标准 ,使进城农民有事可做。通常 ,城里人不屑于干重

活 、累活或看上去似乎不体面的活。对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来说 ,他们择业标准的参照系是农

活 ,只要劳动强度不比农活更大 、收益不比农活更差 ,他们还是愿意干的 ,而这样的活在城里有

的是 。例如 ,李氏父子俩到上海后三天找不到工作 ,饿得躺在码头边睡觉。有人过来问他们愿

不愿意去挖下水道 ,每天 4元钱(1985年)。父子一口答应下来 ,心想就是 3元也行 ,甭说是 4

元了(HF ,Y3—106)。

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 ,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提供机会。沿海地区工业化

的推进 ,吸收了大部分当地剩余劳动力 ,使当地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 ,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

动力跨地区流入提供了可能性 。表 1是根据安徽 、四川两省农调队农村住户调查统计资料整

理所得。由表 1可知 ,粤 、闽两省为外出的四川农村劳动力提供近半的就业机会 。江 、浙 、沪三

省(市)则为外出的安徽农村劳动力提供一半左右的就业机会。其中尤以广东和江苏为外来农

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比例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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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 1995》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 83页。



　表 1　 外出劳动力在输入地的分布

省市区

输入
频
数
与
比
例

年
份

输出者 四　　川 安　　徽

1994年 1995 年 1994 年 1995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北京 22 4.6 18 4.1 14 9.9 23 11.6

上海 12 2.5 13 2.9 13 9.2 19 9.5

江苏 - - - - 41 29.1 58 29.1

浙江 13 2.7 8 1.8 14 9.9 23 11.6

安徽 4 0.8 3 0.7 12 8.5 21 10.6

福建 24 5.0 33 7.5 1 0.7 4 2.0

广东 186 39.2 174 39.4 20 14.0 32 16.1

四川 104 21.9 100 22.6 0 0 0 0

其它省(市、区) 110 23.2 73 21.1 26 18.4 19 9.5

合计 475 100.0 442 100.0 141 100.0 199 100.0

　　资料来源:两省住户调查。

中国人多地广 ,不仅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 ,即使在同一区域 、同一省内也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 ,可使劳动在区域内 、省内流动 。如表 1所示 ,四川省外出的劳动力中有五分之一多的人

可以在省内找到工作 ,安徽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在省内找到工作的几率约为十分之一 。

人均资源分布不均也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中国的西北 、东北有较丰富的自然

资源 ,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 。每年正月十五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北上的四川民工去东北伐木 、

去西北从事种植业。驻新疆某部因为缺乏劳动力 ,去四川招工 ,请四川农民去克拉玛依种棉花

(HF ,Q2 —112)即是一例。

总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特殊的城乡 、区域格局 ,为农村劳动力外出

就业提供了可能性 ,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业已形成 。但是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存

在着结构性偏差 ,或者说城市中存在“二重劳动力市场” ①,城市中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进出的是

城里人 ,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 ,提供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从四川住户调查资料

来看 ,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为最 ,达 42.5%,其次是工业占 23.8%,服务业

占 23.2%,三者之和占从业人数总量的 89.5%,邮电通讯 、金融业和技术服务业三者相加才占

总从业人数的 3.6%,而在政府机关 、文化教育机构任职的则没有(ZS 94)。从工种看 ,普通工

占70.7%,个体经营或零工占 13.5%,两者相加共占 84.2%,而技术工和普通管理者仅占

15.7%。如果再结合个案访谈资料来看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首先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

的活 ,以建筑行业来说 ,蓝领建筑工几乎全部来自农村 ,而且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则几乎清一色

为白领。造成目前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的结构性偏差 ,主要原因还在于城乡分割 ,特别是户籍

制度造成的不公平的非公开竞争的就业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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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



二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信息获得

目前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还是靠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牵动的。包工头在兼顾乡土

社会中的亲情 、乡情关系后 ,起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中介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及劳动中介

机构目前在提供就业信息 、组织招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仍有许多潜力可挖。因此 ,农村

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信息目前还是不很充分的 ,信息获得的途径主要还依赖于较传统的手段 。

但如果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是“盲流” ,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 ,并用“差序格局”来表征传统中国的社

会结构。对访谈资料的统计表明 ,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就业的信息主要从家庭成员 、亲戚朋友

和村里人那儿获得 ,或者直接由他们带领着去外地就业 。通过这种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牵动

的达三分之二(表 2)。可见 ,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仍带有很浓的“乡土”特色 。

由家庭成员提供外出就业信息或带着外出就业的 ,最为稳妥可靠 ,流动成本和风险成本达

到最低。李某外出就业就是她姐姐帮的忙。李的姐姐在天津大港油田工作 ,李写信给她说要

到那儿去找活干 。李的姐姐很快在油田联系好工作 ,李到油田后一直在一家蜂王浆制品厂工

作(HF , Y1 —107)。有的是家庭中的一员先外出打工 ,在那儿站稳脚跟后再把家庭成员及亲朋

好友介绍出去。邓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邓家 18岁的大女儿 1990年 5 月独自去湖州打工 ,

入冬把她 16岁的妹妹带走。1993年又介绍她的父亲去湖州当保安(HF ,Q3 —114)。

　表 2　 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信息源

输入地

信息源

渠　县 仁　寿 颍　上 纵　阳 合　计

频数

(人)

比例

(%)

频数

(人)

比例

(%)

频数

(人)

比例

(%)

频数

(人)

比例

(%)

频数

(人)

比例

(%)

亲缘关系 25 46.3 23 50.0 15 31.2 22 43.1 85 42.7

地缘关系 11 20.4 0 0 23 47.9 12 23.5 46 23.1

包工头 7 13.0 5 10.9 1 2.1 8 15.7 21 10.6

正式组织招工 3 5.6 6 13.0 4 8.3 6 11.8 19 9.6

其　它 8 14.7 12 26.1 5 10.5 3 5.9 28 14.1

合　计 54 100.0 46 100.0 48 100.0 51 100.0 199 100.0

　　资料来源:个案访谈。

由于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仍然来自于乡土社会 ,因此 ,信息提供者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保护

人的角色 。初次外出的人在购票 、坐车 、找工作等方面需要别人的帮助。有的人到达目的地后

并不能立即进厂工作 ,从家里带来的钱又非常有限 ,因而在住宿 、吃饭等方面会发生困难 ,这时

同去的亲朋好友或老乡常常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谢某去广东汕尾后 ,就住在同乡那儿 ,饭

费也让同乡先垫起 ,待他捕了鱼挣了钱后再还。这种情形 ,对找工作的人来讲 ,流动成本和风

险成本都降低了 ,但对信息提供者来说往往是只尽义务没有收益 。因此 ,相当一部分受访人表

示他们不愿带别人出去打工 ,太麻烦。

包工头的出现 ,使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信息获得与外出组织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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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雇工大多有地缘关系 ,有的可能会有亲缘关系。但是包工头带人外出 ,不像普通人那样

纯粹是出于义务 ,出于一种亲帮亲 、邻帮邻的传统的道德情感。包工头通常要考虑亲情乡情关

系 ,但他更要考虑他的事业(工程)和他的利益 。当包工队发展壮大之后 ,包工头与雇工的关系

主要是一种职业关系 。包工头吴某这样说:“这些人(指打工的 ———笔者)有同村的 ,也有同乡

外村的……打工讲自愿 ,愿意跟哪个队都可以 ,不一定跟本村的包工队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招

本村的人。”(HF ,Z2 —101)目前由包工头牵动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约占总数的 10%(表 2),而且

主要地集中在建筑行业。

由表 2可以看出 ,当前农村劳动力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及正式组织的招工而输出的 ,约占总

数的 10%。从个案访谈来看 ,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是由外地单位来招工的 。如淮北某煤矿为

补充煤矿工人 ,去颍上县农村招收合同制农民工(HF ,Y2 —117)。另一部分是县及乡镇有关部

门组织当地劳动力外出就业的 。在人多地少 、就业矛盾突出 、乡镇企业发展不快的地区 ,当地

政府通常把农村劳动力输出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 。据调查 ,安徽无为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为劳动力外出就业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几年来共组织输出当地的劳动力 5000余人。

可见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但因此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贬为“盲

流” ,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盲流” ,即盲目流动 ,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 ,劳动力的流动 ,多少会带有一定的盲动性 ,因为劳动力市场有竞争 、有风险 、就业不可能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 ,有市场经济 ,就有劳动力流动的盲动性存在 。然而 ,就

外出的劳动力个体来说 ,他们外出是有很强的目的的 ,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如表 2所显示的那

样 ,绝大部分人是通过亲缘 、地缘或招工而去就业的。在 199个个案中 ,声称无信息来源独自

出去闯的只有 2个个案 ,仅占总数的 1%(HF)。另外 ,农村劳动力外出后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也

比较低 。据庄竹的研究 , 1993年春节期间由四川到外省打工的约有 400万 ,其中约有 20万人

未找到工作而陆续返回家乡①。这就是说 ,外出就业失败的人约占 5%,而同期中国城镇失业

率为 2.6%②。

三 、农村劳动力的供给

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可在数量上保证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外出农村劳动

力身体素质好 ,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但职业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从现代产业的要求来

看 ,职业培训更显不足。

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 ,但究竟农村有多少劳动力 ,其中剩余劳动力占多少 ,现

在的说法很不一致③。

笔者在这里提出估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两个参照系。一是与解放初期的劳均耕地面积做

比较。解放初期 ,中国乡村劳均耕地约为 6亩左右 。40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总人口翻了一番 ,

而由于建设用地增加 ,总耕地面积有所下降。因此 ,若按解放初期的农村劳均耕地 6亩左右的

标准 ,现时仍只需要 50年代初期 2.5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1995年乡村劳动力为 4.47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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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近期的有:《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 ,《农村经济问题》 , 1995年第 9期;《中国农村
的分化与流动》 ,《农业经济问题》 , 1995年第 1期。

《中国统计年鉴 1995》 。中国统计出版社。
转引自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19页。



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达 2亿 。可以说这 2亿农村劳动力是绝对剩余的劳动力 。事实上 ,农业劳

动力的耕作能力由于技术进步而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在存在的农业规模经营(种田大户)是估

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又一参照系。据丁贤 等人对浙江省农田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的调查研

究 ,种田大户的实际耕作规模在 15 亩至 20亩间 。根据他们的计算 ,若要达到乡镇企业人均

3000元的年收入水平 ,每个农业劳动力需耕种 12亩左右 。按每户 1.5个劳动力计 ,户均耕作

约为 18亩左右①。若按劳均耕作 12亩计 ,目前的 14.26亿亩土地实际仅需 1.18亿农业劳动

力 ,剩余劳动力(包括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可达 3.3亿。据此 ,可以认为 ,目前中国农民的农业

剩余劳动力(含已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去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在 2亿以上 ,如果非农产业部门

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农村可在近期内为其提供 3亿甚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②。

住户调查显示 ,外出的劳动力以青年人为多 ,其中 19-25岁年龄组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

一半(表 3)。目前 ,外出者大多从事“卖力”的活 ,如建筑业等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从事重体力

活 ,但由于干活的时间长 ,所以劳动强度也很大。如唐某和他的妻子在福建打工 ,每天要工作

12小时 ,没有休息日(HF ,Q2 —101)。因此外出者大多是年轻力壮的青年 。

　表 3　 四川省不同年龄的外出就业者

年龄组(岁) 年份 ≤18 19-25 26-35 36-45 46-50 ≥51 合计

外出人数(人)
94年 38 236 127 44 11 16 472

95年 38 216 122 44 11 10 441

百分比(%)
94年 8.1 50.0 26.9 9.3 2.3 3.4 100.0

95年 8.6 48.9 27.7 10.0 2.5 2.3 100.0

　　资料来源:四川住户调查。

住户调查还显示 ,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其文化素质相对较好 。如表 4所示。据四川省

住户调查 ,外出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一半以上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强 ,而文盲

半文盲仅占 5%左右。

　表 4　 四川省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状况

文化程度
1994 年 1995 年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文盲半文盲 26 5.6 22 5.0

小　　学 164 35.1 171 38.9

初　　中 251 53.7 223 50.7

高　　中 25 5.4 23 5.2

大专以上 1 0.2 1 0.2

　　资料来源:四川住户调查。

虽然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 ,但外出劳动力就业前的职业培训是比较少的。从个案

访谈来看 ,所受的培训 ,主要还是工匠型的技术训练。这种技术训练 ,通常是以拜师傅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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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据最近的估测 ,中国的实际耕地面积有 20亿亩多。上述比较所用的耕地面积系统计数据。
丁贤 等:《浙江省粮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 1995年第 5期 ,第 26页。



在工作实践中学习一些经验性的技艺 ,正规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则比较少。如以从事建筑行

业的人员来说 ,大部分的技术特长是在农村拜师学艺过程中得来的 ,只有极少部分人拜师之后

有机会专门抽一段时间学习建筑知识(HF ,Q3 —203)。因此 ,在建筑行业 ,能看懂建筑图纸的

人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如“吴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但会看建筑设计图纸 ,很有水平”(HF ,

Z1 —10)。

吴某并不精通服装裁剪缝纫技术 ,但他能在江苏 、安徽成功地举办服装班(HF ,Z2 —115)。

其成功的密诀是他通过关系把毕业的学员介绍到江苏 、福建 、上海等地去打工 。这一事例说

明:(1)农村劳动力就业前缺乏职业培训 ,尤其是那些能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的职业培训非常少;

(2)农村劳动力需要一些投入较少 、培训周期短 、通俗易学的职业教育项目;(3)职业培训与训

后求职联系起来 ,使职业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 ,提高收入 。

此外 ,外出劳动力的心理素质 、社会适应能力 、管理能力等等 ,往往在外出就业过程(流动

过程)中得到了提高。根据对 14位包工头个人经历的(HF)研究发现 ,作为成功者的包工头 ,

他们平均外出的年限长达 13.9年 ,首次外出时间早 ,他们的职业平均变动过 3.6次 ,更换过的

地方平均达 2.8个。他们中的多数人谈到 ,在外出就业过程中 ,逐渐了解行业的情况 ,适应了

异地生活 ,社会交往增多 ,才成为包工头的。

四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

由于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 ,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 ,就业信息

不充分 ,农村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开放的 、公开竞争的市场 ,因此 ,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偏

低 ,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 ,而且保障农民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的外部和条件也有待改善 。

从数字上看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月收入还可以 。如表 5所示 ,1994年四川省农村外出劳

动力的月收入为 427.0元 ,1995年上升到 491.2元 , 1995 年安徽省农村外出劳动力月收入达

到599.4元 。而 1995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 377.9元 。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月收入高于职

工的平均工资。

　表 5　 四川 、安徽两省外出劳动力与全国职工的收入状况比较

不同地区 、类型的劳动力 四川(94 年) 四川(95 年) 安徽(95 年) 全国职工(94 年)全国职工(95 年)

总 收 入(元) 3467.2 4209.6 4315.7 4534.8 5500

月 收 入(元) 427.0 491.2 599.4 377.9 458.3

工作时间(月) 8.12 8.57 7.20 12 12

时 工 资(元) 1.72 1.97 2.41 2.22 2.70

资料来源:两省住户调查;《中国统计年鉴 1995》 ,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摘要 1996》 ,中国统计出版社。

然而 ,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月收入虽高一些 ,而时工资却低于全国职工的时工资。外出农村

劳动力的实际工作时间比较长 ,如表 6所示 ,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日工和时间在八小时或八小时

以下的 ,仅占三分之一 ,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达三分之二。对统计到的 111个个案进行加

权平均 ,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9.57小时 ,远比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日工作

时间八小时长。此外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休息日也很少 ,有的人提到根本没有节假日 ,有的人

说一月只有一两天休息日 ,只有少数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有正常的节假日 。据此 ,若以每周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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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天 、月休息四天计 ,则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时工资四川的分别为 1.72元(1994 年)和 1.97

元(1995年)、安徽的为 2.41元(1995年)。普通职工月平均工作时间只有 21.2天 ,他们的小

时工资 1994年为 2.22元 ,1995年为 2.70元。两相可知 ,全国职工的时工资高于外出的农村

劳动力。其中 ,全国职工的时工资约高四川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时工资 1/3 、安徽的 10%左右 。

事实上 ,工资的收入还只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劳动报酬还包括医疗保险 、带薪假期等实物支

付和退休金等延期支付。因此 ,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的实际劳动动报酬比普通职工低得多 ,因

为他们主要集中在没有社会保障及其它福利的单位工作。

在访谈中 ,多数人谈到他们没有任何劳保用品(HF ,Z1 —104 ,Z 1 —105等),少数人谈到有

少量劳保福利 ,如发给建筑工的安全帽 ,夏天发点茶叶等。医疗方面也没有保障 ,通常是小病

自己买药吃 ,大病只好回家去治。只有少部分能享受部分的公费医疗待遇 。

工伤事故 ,一部分已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解决 。如 ,在梅某(乙方)与 Z 1 村四建筑队(甲

方)的合同中规定:“工伤事故……甲方申请保险 ,由保险公司按规定处理 ,如不属保险范围 ,由

乙方自行负责 ,甲方概不承担一切经济损失(HF ,Z1 —104)”。然而 ,实际上的劳动保险仅限于

重大的工伤事故 ,一般的工伤事故仍需自己负责 。这从个案访谈中出现的 6次工伤事故的处

理结果可以说明 。6次工伤事故中 ,只有李的工伤事故的处理结果李本人是比较满意的(HF ,

Y1 —114),这是因为他是通过关系进煤矿成为正式职工 。其余五位 ,其中有两位受伤后工资

不发 ,医药费自理。另两位受伤后工资不发 ,医疗费报销一半或全部。另一位受伤较重 ,造成

终生残疾 ,老板赔 1.1万元 ,一次了断。

需要强调的是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时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但并不意味他的整个生活缺

乏保障 。农村劳动力外出以后 ,原有的承包田由其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耕种 ,或请亲戚代为耕

作 ,其收获可满足家庭成员最基本的需要。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挣不到钱 ,或身体不好 ,他就可

以回来 ,耕作他的承包田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耕地是农村劳动力的大后方 ,是他们家庭生

活的基本保障 ,也是目前中国“民工潮”潮涨潮落而农村依然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劳动

力既可以进城挣现钱 ,也可以退守农村图温饱 。

五 、培育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

目前 ,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而在形成和发育之中 ,还

很不完善 。具体地讲 ,对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业已形成 ,但存在着需求的结构性偏差;农

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依赖于亲缘 、地缘关系的牵动 ,职业介绍等中介机构所起的作用目前还

比较小;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同时 ,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有待提高;在这样的市场

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报酬被扭曲了 ,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外部环境也不便于农村劳动力外

出就业。因此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管理 ,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完善和培育农村劳

动力市场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建立全国性的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收集 、发布或预告下列信息:(1)

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出台的有关农村劳动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府及规定;(2)全

国各地的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的运行和供求状况;(3)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

数量及结构;(4)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状况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及素质结构状况;(5)

交通运输能力及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 、不同线路的交通运输紧张状况 。

40



2.建立和完善职业介绍中介机构 。首先 ,职业介绍中介机构在为劳动力供求双方见面提

供一定的场所的同时 ,也应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供求信息 。其次 ,职业介绍中介机构应能够为农

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 、职业咨询 、求职登记等服务 。再次 ,职业介绍中介机构在协调劳资双

方的利益 、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正当权益方面应有所作为 。最后 ,利用职业介绍中介信息灵通的

优势 ,提供职业培训服务 。

3.加强和完善外来人员管理机构 。在外来人员人口比较多的地区 ,通常已设立了一些专

门的办事机构 ,如外来人员管理办公室 、临时户口(暂住证)办理处等等。这些办事机构在加强

外来人员的管理和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方面

尚需要进一步努力。因此 ,建立加强和充实外来人员的管理机构 ,以确实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

法权益 。例如 ,当地的管理机构通过吸收一部分外来人员充实管理队伍。利用这些人与外出

劳动力的特殊关系 ,完善管理功能提高办事效率。这样 ,这类办事机构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外来

人员的管理 ,维持地方秩序;同时 ,又为外出农村劳动力提供一条申诉的便利途径 ,为保障他们

的合法权益 、协调外出劳动力与当地社会各方面关系作出贡献。

4.促进城乡融合。以户籍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城乡分割 ,是跨地区农村劳动力需求存在结

构性偏差的根源 ,也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劳动报酬不合理的根源。长期的城乡分割不利于劳动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建议有关部门先开放一些城镇及县级市 。

浙江温州龙港镇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龙港镇在吸收乡村人口为市镇人口的同时 ,将农民分

散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等资源集中起来 ,办工厂 、办商场 。资源的集中与合理配置 ,促进了龙港

镇经济社会的发展①。适度开放城市 ,在城市的新建区 、开发区 ,通过出售商品房的形式 ,使一

部分有稳定职业 、稳定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定居下来 ,并使他们转为市镇人口 。同时 ,收回已定

居城镇的居民在农村的口粮田 、承包田和自留田 ,保留他们的住房及宅基地 。所收回的外迁户

的土地 ,在土地再分配时 ,应考虑适度规模经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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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浩然著:《龙港发展模式: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新探》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年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