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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even. The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have a lot of complex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ource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From the poor rural area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source of income is also different.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is
helpful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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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领域产生了诸多复杂的分化及矛盾。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
异问题产生的矛盾尤为突出。从贵州省贫穷地区农村和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看，差异很大，城镇和农村居
民收入来源的原因也不同。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正确处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矛盾，从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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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和谐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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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不同省份在各方面的发展程度不一，其中贵州地区人们之间的收入近年来差距很大。对城市居
民和农民收入异同的了解是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因此对贵州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收入来源
差异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

2. 贵州贫穷困苦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途径及波动
2.1. 居民收入
首先要明确居民收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中包含不同来源的收入。我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包括
工资收入、家庭自主经营的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1]。由于城乡工资和再分配制度差距大，因此工资
和财产收入成为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顾海兵、王亚红(2008) [2]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到工资收
入和乡村居民经营收入差异大小的影响。对贵州地区城乡居民收入进行了解，可以探索到影响收入来源
差异的因素。随着科技不断飞速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但全国各地发展的同时贵州地
区的经济仍落后于其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普遍低于中部城乡居民的收入。经济发展缓慢，促使贵州
地区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由于城乡、区域经济结构相继发生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
大。贵州地区的城乡在各方面差距愈来愈大，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近年来贵州地区大量农民到镇上的企
业工作或到外务工，城镇的居民也到镇上的企业工作。由此城乡居民收入来源途径不断变广，但这时居
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其消费水平的影响，居民除了交纳所得税后，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相对较小。
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不稳定，经历了较快增长、较慢增长、负增长、稳定增长的发展过程[3]。所以贵
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不断在变化，收入来源收到这四项分收入的影响。

2.2. 贵州贫穷困苦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及波动
2.2.1. 工资性收入
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贵州贫困地区居民工资收入低。东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中部、西部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较大。而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不仅与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差
距很大，且占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 30.3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贵州贫困地区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也有很大的差距[4]。
2.2.2. 家庭经营性收入
2009 年全国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差距不大。但贵州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家庭
经营性收入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最低的一个省份。2009 年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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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78 元，贵州的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 989.21 元，
占了整个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6.06%。就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
但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收入，占了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 60.49%。因此，贵州农村居民家庭经
营性收入较低，最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中农业收入较低[5]。
2.2.3. 转移、财产性收入
2009 年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为 311.63 元，与全国相差 86.33 元，所占比例为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差额 2146.67 元的 40.2%。这不仅低于东部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贵州是全国
最贫困的地区，也是中国南方重要能源基地。贵州农民为国家的能源和生态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因而相对于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付出而言，国家对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转移支持收入相对较少，农民的
财产性也就相对较少，因此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贵州贫困地区居民的财政扶持[6]。
2.2.4. 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变化
如今，随着国家政策的偏移。贵州贫困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不断变化。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可得出我国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中西部城乡居
民家庭经营收入来源潜力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来源所占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小但有所增长[7]。

3. 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的成因
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引起的矛盾产生有其根源，追溯造成这些矛盾差异产生的原因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3.1. 城乡经济因素[8]
由于市场不断地更新，人们利益格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俗话说：“大家努力拼搏想要的东西，都
和自己的利益相关。”我国社会不同的阶级人群，那么他们的利益发生了新的重组和分化，就产生新的
人群。社会新层次人群的出现打乱了社会资料的配置，这一变化会造成社会上的人群分离越来越清楚，
社会的矛盾也会变得越来越来突出。如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居民的收
入来源也发生变化并产生很多矛盾。
再者随着社会格局的变化，经济体制改变涌现出大量的新型企业，社会对科技人员，高素质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大。由于这些企业高素质员工的出现会让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高素质人员的金钱不断增多，
农民手里的金钱很少。这样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低收入人群对此感到不公平，这将会引
发社会的不稳定。贵州贫困地区存在众多的劳资矛盾[9]，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为部分私营企
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企业的可支配的资源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等。这使得劳资矛盾不断
累积甚至变得更尖锐化，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得不到保证，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城乡在初次分配和再
次分配的过程中没有兼顾到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原则，也会造成居民收入来源的差异。

3.2. 城乡政治因素
社会制度的缺失，制度是一种被人类创造出来制约人们行为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统一体[10]。我国的社
会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权利没有制约性，经济不断发展，公共的权利不断扩大。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制
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不仅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阻碍，而且给居民的收入来源造成影响。由于社会制度的缺失，
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层出不穷，城乡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收入没有保障。这样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来源途径
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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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贵州处于我国的贫困省份，经济落后。国家的一些政策在贵州贫困地区不适用，贵州地区农村
人口众多，文化程度不高。国家的政策优惠偏向于东部，所以贵州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家庭的
经营收入，受国家政策影响小。

3.3. 文化教育和区域间的差异
贵州的发展跟不上全国的脚步，农民占人口的比重大。贵州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文化有差异，城
市的人们由于受到更多的教育的启发，比农民在文教育方面有优势。人们的收入与学习的知识和文化多
少相关，这个方面会影响财产性收入。受教育不多的人收入来只能靠家庭自己去获取，农民的收入来源
于在家耕田种地。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
外由于区域的差异，贵州贫困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也会受到影
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工资收
入所占比率小[11]。沿海地区居民的财产收入比内陆地区居民高，内陆地区居民的收入靠家庭的自主经营。

4. 缩小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原则
4.1.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贫困地区社会管理已成为能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志。这就要求
管理社会的管理人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化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其
中突出表现在利益关系上，如果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民生问题就会日渐突出。无论是国家还
是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员在协调社会分配上时应坚持顾全大局、以人为本，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
根本利益。为此要保证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有所缓解。

4.2. 优化社会结构，切实坚持正确政策的原则
稳定的社会、合理的利益表达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石。随着我国的社会结构调整、不同人群的利益
表达日益增长，社会内部分配不公平。这给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带来了威胁。所以在诸多社会矛盾交织的
情况下，不断优化社会结构，调整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必须的，也是帮助协调社会矛盾的原则之一。
贵州贫穷地区在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真实矛盾下要坚持落实国家对中西部贫穷地区实施的方针，尽量减
少城乡人们收入的差距，扩大居民的收入途径。

4.3. 正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区域间差异的原则
贵州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差异问题需要我们重视文化教育，因为人们受的教育越多，工资和财
产就会变得更多。贵州贫困地区由于区域差异问题，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与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
差异需要正确对待区域间的差异问题。

5. 缩小贵州贫困地区居民城乡收入的差距的策略
对贵州地区居民收入来源差异的探讨，为改善贵州居民贫富状况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解决城市和农
村居民收入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有效对策。

5.1. 运用矛盾方法来分析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官员说、做、行之间
的矛盾、学生学习与日常生活的矛盾、国家物质、政治、文化等的矛盾。针对当前贵州贫困地区出现的
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问题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至关重要。运用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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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现有问题很关键。社会的矛盾方法是解释它自身的发展，指出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
根本的要求及发展要满足的条件，为处理这些矛盾提出了关键的办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的基本方法之一，对社会的矛盾具有普遍适应性。运用社会的矛盾研究方法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存在的
复杂问题，平衡和处理巨大问题带来的挑战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中贵州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来源差异反应
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联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
作用[12]，贵州发展缓慢主要的矛盾是生产劳动力的条件不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协调。贵州穷困地区
居民的收入来源受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个条件决定，城乡居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不大。针对贵州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的来源差异的问题，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用矛盾来分析和看待产生
矛盾的原因，并找出正确的解决措施，才能缩小贵州贫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推动贵州经济不断
地发展。

5.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速法治现代化
《发展权利宣言》中指出：在每个人都付出的发展中人的合法权益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恩格说过：
消灭已有的合作方式，其他以前不享受福利的部门都可以享受一切获得的财产[13]。我国改革发展的带来
的福利由全体人民创造也应得到人民共同享有，因此针对贵州贫困地区的需要建立维护公平正义的相关
法规，让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合法化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和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和稳定，现代法治与民主、自由同时在西方上演。并作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
也体现了法治是文明的核心观念，法治化是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的长期有效的机制[14]。我国的法治化发展
进程缓慢不能与市场经济融洽的结合，首先，需要加强政府办事能力和提升办事效率。其次，提高政府
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执法制度。最后，建立廉洁执政的带头队伍。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加速我国法治化
现代化，处理好我国社会出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这样中西部落后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才
能不断缩小，收入来源才会不断丰富化。

5.3. 提高受教育的水平、培养人们积极的心态
贵州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居民的收入方向受到文化素质的影响。同时贵州贫困地区居民在看待与其他
区域收入差异的问题时，要保持积极地心态和正视区域差异的问题。创建一个全面的调节社会的矛盾机
制，面对收入差距问题能快捷地找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才能充分利用调节的作用。面对我国目前出
现的矛盾，这就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帮助调节大众积极的心态。
在贵州贫困地区由不同社会群体组成，他们的利益、文化、思想等呈现多元化。为了协调社会存在
的矛盾，贵州贫困地区的大学生要培养学会适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积极的心态。面对贵州贫困地区城
乡居民收入来源差异，我国要不断提出新对策，及时解决贫困地区居民经济收入问题。这不仅需要贵州当
代研究生献出自己对家乡发展状况的关心，还需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贵州地区发展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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