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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1世纪的中国，农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群体，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呈
现出供大于求的情形，一部分人没有工作，造成劳动力剩余。于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
中去寻求就业机会，这能够实际地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更直接地帮助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并有
助于缓解西部民族地区农民贫困问题。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竞争
力度加大，影响了城市就业市场的稳定并形成了其与城市就业之间的矛盾问题。所以，做到使农村剩余
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转移将会是促进农村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方法。本文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通过
查阅资料分析劳动力的现状，阐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
说明其对城市就业的影响，进而提出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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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farmers are a large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the supply of rural labor is oversupply,
and some people are out of work, resulting in a labor surplus. As a result, this part of the surplus
labor force has moved to the cities to seek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can actually increase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and more directly hel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it will help alleviate the poverty problem of farmers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However, the transfer of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nd urban labor force, which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urban employment
market and create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 and urban employment. Therefore, achieving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will be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the countryside. This article takes Hohhot City,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labor force by consulting data, clarifi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western ethnic regions and urban employment, and further explains its impact on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n propose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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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是中国人口职业分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走向小康社会和实
现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各民族地区频繁出现高素质人才用工短缺、技术人才招录困难
以及民工潮等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到城市就业引起其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进而激发就
业矛盾。西部民族地区如何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转移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唯有处理好
这一问题才能够更有效地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发展，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提高西部民族
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含义及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生活在农村的劳动力既没做任何农业生产类的相关工作也没做其他生产
或服务类工作，而是向第二、三产业转移[1]。剩余劳动力的过剩导致一部分人在农村家中没有事情可做，
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消费以前年度的收入，这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来说并非长久之计，所
以这部分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获得更多的收入纷纷向工作机会较多的城市转移[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别为：一是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较差，二是裙性较强，三是
兼业性较明显，四是职业性转移占主要位置、多数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五是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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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和浩特市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呼和浩特市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地级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2018 年呼和浩特市政府人口统
计结果显示，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 312.64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4 万人，增长率为 3.92%。其中，城镇总
人口和农村总人口分别为 218.32 万人和 94.32 万人。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的地方，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较大，2018 年占比为 29.32%。近
些年来农村劳动力不满足于农业种植所带来的微薄的收入，纷纷向城市转移以求有机会找到收入较理想
的工作。据统计 2015 年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总值约为 7.9 万人，2016 年约为 7.6 万人，2017 年约为 7.4 万
人，2018 年约 7.1 万人。柱状图如图 1，随着呼和浩特市各地方经济、社会、技术、教育等多方面的发
展，农村转移就业的人口虽然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总人数相差不大，依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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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ata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2015 to 2018
图 1. 2015 年至 2018 年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数据

3.1. 呼和浩特市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农村人口中有大量的劳动力放弃农业种植，选择外出务工。对这部分人来说，从事农业种植所获得
的收入不稳定，不如外出务工更轻松踏实。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等都比较低，留
守老年人相对青壮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整体素质更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受教育程度及素
质相对较高的留守青壮劳动力大量减少，农村知识型人才大量流失。现在的青壮年大多是 80、90 后，这
一代人受到其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多数的新生劳动力宁愿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也不愿意留在农
村种田，将农田交给父母或亲人耕种，使得老弱病残之人成为农村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现如今，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所从事的岗位主要以依靠体力而对教育程度要求较低的工业为主，非农业劳动所得的收
入已逐渐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收入。

3.2. 呼和浩特市劳动力的流入
近年来，随着呼和浩特市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以及企业的不断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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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变得愈加艰难，很多城镇在职工人被迫下岗，全市普遍形成了劳动力的供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竞
争越来越激烈，加之每年还有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中寻找工作，使得呼和浩特市城镇新增就
业人口总数不断增加。2015 年增长人口 2.9 万，2016 年约为 3.4 万，2017 年约为 4.2 万，2018 年约 4.3
万。柱状图如图 2，这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地聚集的情形更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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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ata on newly-increased employment population in cities from 2015 to 2018
图 2. 2015 年至 2018 年城市新增就业人口数据

4.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4.1.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的矛盾
根据呼和浩特市政府发布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可知，近几年来每年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大概都
在 3.5 万人左右，而每年进行转移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都在大约 7 万人左右，除去转移到省外的
人口，向省内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依然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很难找到工作。除此之外，在各企
业的企业形式改革和设备的不断改进过程中，企业对从事纯体力劳动的低级劳动力的需求比改革前更少
了，导致许多人被解雇失业，且再次寻找到工作比较难。低级劳动力供大于求，带来了劳动力与就业的
矛盾，而改革后，新的企业形式需要职业技术能力较高的员工，这又造成了高级劳动力供不应求。这一
劳动力供求上的差异和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技术水平与城市就业岗位不匹配的情形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与城市就业的矛盾更加剧烈。二者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在：第一，由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而导致的城市
就业容量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所从事的主要是像服务行业这一类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
因为服务行业对工作人员的职业技术能力和学历文凭要求不高，对于农民工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职业，
而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一情况阻碍了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和就业容量受限。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很难满足城市部分就业岗位的要求。城市里很多
岗位对员工的职业文化素质有一定要求，伴随着各地方经济、技术、教育、社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各
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引进了很多机械化、自动化才能够完成的作业，企业的设备和技术
也在不断革新，这就需要一些高技术、高素质的人才来操作这些设备，而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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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很难满足这些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待遇和
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村劳动者被强行要求加班，超时工作以及克扣、拖欠工资是常见现象。另
外，很多企业为城市就业员工购买各项保险，而不为农村进城就业的员工购买，将这一部分费用交给员
工自己缴纳，增加企业资本的同时更给农村劳动力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4.2. 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根据以上对呼和浩特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其转移的分析，总结出呼和浩特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3]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就业市场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对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也大大的限制
并挤压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农村教育水平比较低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也比较低，所以对工
资的要求就相对较低，并且解除劳动关系时无需给予补偿，对于一些对技术能力以及学历要求不高的职
业，城市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雇佣农村劳动力来代替城市劳动力，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甚至很多服
务行业的领导者公开明确表示招聘农村人口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一态势的结果是：在技术要求
不高、无需很高的文化水平且劳动力较为密集的行业中，城市劳动力大批的被农村劳动力“驱逐”出服
务业就业市场。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就业环境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到城市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使得城市的就业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城市是
一个地区汇聚财富的主要地方，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就必须保证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最大程度上实
现充分就业。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到城市使得许多企业和部门的就业压力增大，劳动力供给的
增加给了企业多重选择，企业在衡量企业利润的同时为了降低成本，裁剪低级岗位富余人员，以农村劳
动力代替城市劳动力。另外，企业利用不同层次劳动力的就业心理进行讨价还价，部分城市劳动力要找
到合适的工作就必须降低要求，使劳动力在整体上变得较以往更廉价，造成就业市场的扭曲，加大了城
市就业环境的压力。
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政府就业管理职能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增加收入，给劳动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给城市政府的管理增加了难
度。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向城市转移在城市务工导致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给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
并且给社会的安全带来很多未知性的问题。人口的增加必然关系到住房问题，由农村而来的城市新增就
业人口没有固定的住所，人口不断流动，不利于人口的管理与统计。而且，人口增加会带来人与人之间
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治安有一定的威胁。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
动力间社会保障上的差异，使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更加困难。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和就业单位
上的变动比较明显，所处的不同职位或不同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一定的差异，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度。

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矛盾的解决途径
根据呼和浩特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的矛盾以及其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提出以下解决途
径：

5.1. 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进步对城市的整体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城市经济
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促进城市各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加快城市化以使其与工业化共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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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断扩大就业空间，挖掘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以便容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会是未来使农
村劳动力合理、理性转移的重要方式，也将对统筹呼和浩特市城乡发展发挥很关键的作用。在促进农村
城市化发展减小城乡之间距离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各大中小城市，以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中小
城市和城镇的发展，最大限度的促进农村城市化建设[4]。

5.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
现在呼和浩特市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很多缺点，城市中各行各业对农村劳动力还有许多不同程度上的
歧视，致使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有效的保护。拖欠工资，剥夺员工社会福利的现象不计其
数，城市很多企业、行业给予城市劳动力优厚的待遇，而苛待农村劳动力，把从农村劳动力身上搜刮来
的资金福利分散给其他成员，这种对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差别对待的情况对农村劳动力极度不公平。故而，
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民族地区的城乡劳动力享受同样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并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5.3. 积极探索灵活就业方式，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城市各企业和劳动力本身不应该拘泥于单一的就业方式，城乡劳动力各自的就业侧重方向及就业方
式也有一定的差异，企业应试图探寻更多元化的就业方式供劳动力进行自主选择，以提高劳动力的就业
兴趣和欲望并进一步提高就业率。鼓励劳动者进行多渠道就业，以多个方向作为切入点寻找更多的就业
渠道，以发放职位津贴、给予保险补偿等方式支持劳动者自行寻找工作或进行自主创业。大力发展像服
务业这类能容纳较多劳动力，对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多的职位供农村及城市劳动
力进行选择[5]。

5.4. 大力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
对呼和浩特市的农村劳动力来讲，提高其文化素质对实现其就业起关键性作用[6]。政府应当以农民
的需求和利益为主，支持并增加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投资，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让城市与农村人站在
教育的同一个起点。同时应该对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与岗位相应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
技能，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就业几率，使农村劳动力在面对工作岗位时可以有更多选择。所以，
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建设并对劳动力进行相应的就业上岗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工作技术能力，将会
更好的帮助呼和浩特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转移。

6. 结语
呼和浩特市的发展需要城市和农村共同进步，增加农民收入，让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是使
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经之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是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的主要方式。呼和浩特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由于其转移的
不合理性，也给城市就业市场和就业环境带来了诸多的困扰和问题。因此，处理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与城市就业间的矛盾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理性的转移是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一环。解决城乡
劳动力就业问题，以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二者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并最终推动西部地区城
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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