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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改革与户籍制度的
三个 10 年变迁
王摇 瑜摇 张俊娜摇 温铁军
[ 摘摇 要] 摇 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历经 60 年的演变,形成了具有福利粘附作用的体制。 文章以财税体制
与户籍制度的关系为切入点,指出财税体制约束及其福利分配安排对户籍制度是否成为问题具有根源
性影响。 一是揭示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 1958 年正式建立的重要背景是 1950 年代接受外部战略援助
形成的军重工业内生资本增密及其预算硬约束对中央财税经济的沉重压力,这个硬约束导致二元户籍
制度延续到 1980 年代初的财税体制改革。 二是论述了 1985 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调整与户籍制度
同步变化的三个 10 年变迁。 三是讨论了近十几年农民转户意愿明显低落的原因,即 2004 年农业税费
改革以来国家财税金支持三农政策已经部分消解了城乡差距,农村户口实际的和预期的福利均大大提
升。 四十年改革中,粘附了福利的二元户籍制度难以单独突破的原因,在于其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
段变化存在较强相关性。 新时代的户籍改革研究也需要创新,从关注过去城乡二元户籍矛盾转向生产
过剩压力下城市间产业升级竞争,后者导致吸引精英、排斥低端的户籍歧视。 相应地,只有建立财税金
统一的制度体系才能减少城市间福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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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 1958 年正式建立以来,户籍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不仅是人口登记与户
籍管理的依据,也是社会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的重要基础。 户籍制度对城乡不平等和经济社会差
异产生的影响 [1 - 4] ,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分割 [5 - 6] 、同工不同酬 [7 - 8] 、社会保险缺位 [9 - 10] 等一直是研
究的焦点。 与户籍相挂钩的机会、待遇、福利等的不平等问题一度十分突出,导致了户籍制度本身
成为矛头所指,并形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元化取向。 例如,由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
差别,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而这也是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实践
的主要方向。 目前,全国 30 个省份已经出台了正式文件取消农村户口、实行统一登记。 但是,户口
一元化登记改变的只是登记制度本身,若没有福利制度安排的改变,并不能缓解实际的城乡差异和
地区差异,亦未引起原农民群体的积极响应。 因此,有学者发出进一步的呼吁,通过社会政策协同
机制来保障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利益分配机会,以最终改变城乡居民
的身份差别 [11] 。
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取向,实际上却反映出了明显的悖论:福利分配如果能
够实现均等化,农民何以需要先被称为“ 居民冶 之后,才能有条件去享受这种福利? 统一户口登记
如果是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政策,这种改革能奏效吗? 由此引起关乎根本性问题的反思,
即户籍制度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基本上以户籍制度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公平的“ 问题冶 为预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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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批判,既鲜见对近十几年来不少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口这一现象的原因分析,更缺乏对户籍制
度建立及演变背后宏观变革的客观追溯与深层分析。 本文从户籍制度问题之表征出发,通过回溯
户籍制度建立的财税体制原因,归纳分析财税体制三个 10 年的三次变迁格局下户籍制度问题性状
的变化,深入探究实际的福利分配安排及其背后的财税体制对户籍制度问题表征的根源性影响,从
而揭示户籍制度改革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
下文第一部分讨论起因,认为户籍制度是当时预算硬约束条件下国家工业化需求而建立的。
第二部分归纳经验,认为农村大包干改革之后的财政分级包干与乡镇企业带动非农就业和城镇化
增加的第一个 10 年(1985—1994 年) 中,农村工业化与户籍制度( 维护城市基本运转与人员福利)
之间并不明显冲突。 第三部分分析问题,指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减收向农民转嫁制度成本的
第二个 10 年(1994—2003 年) 中,乡镇企业衰败造成农民工离土离乡进城务工与原有城市福利分
配体系的冲突使得户籍制度问题的凸显。 第四部分论述新时代城乡统筹战略和农村免税以来的第
三个 10 年(2004 年至今) 来,农村持续推进减负惠农政策,制度内供给,地区内的城乡户籍差异缩
小,客观上部分地消解了户籍制度问题,也弱化了农民的转户需求。 第五部分是结论及相关的政策
启示。

一、户籍制度建立的财税体制原因
本文遵循“ 前后两个 30 年不能互相否定冶 淤 的指导思想,不引述各种主观因素的讨论,而尝试

对户籍制度建立的体制背景做合乎逻辑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 年朝鲜战争导致中央财政
承载外部战略援助,是我国在城市形成“ 资本增密冶 为内在机制的军重工业体系的硬约束条件;同
理,1957 年唯一投资国中辍战略援助条件下对财税经济构成巨大压力致使二五计划碍难执行,也
是 1958 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外部条件。 1958 年前后发生“ 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
机冶 的财税比重的根本性变化,则印证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财税经济压力背景于。 从此,在
财政紧缺和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户籍制度作为基础性的城市福利分配平台,辅之以农产品统购统
销价格交换原则和强制性配套措施,维持了直至 1980 年代财税改革前产业资本聚集的城市的基本
运转。
( 一) 财政资源紧缺与预算硬约束:户籍制度建立的财税体制背景
我国 1950 年代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其主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极度紧

缺,国家收入来源少且难以集中,而刚接管的大城市的运转和由财政预算负担的军政公教人员开支
压力很大。 在此背景下,1950 年 3 月中央做出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是财物金的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 包括公粮) 、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以此方
式实现国家财力物力的集中使用,避免分散和浪费 [12] 。 此后,直到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提
出以后,自上而下的财政税收金融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体系才演变为三家分设。 第二,从财政开支
的分配顺序和预决算原则来看,拨付原则是先中央后地方,先军费后政费,先前方后后方;在预决算
方面,一切财政收支纳入国家预算,无预算不拨款,无计算不审核预算 [12] 。 在高度统一的财政体制
下,地方政府财权很小。 县政府可以随同国家公粮征收不超过 15% 的地方附加,城市仅可开征作
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
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两个不能否定冶 的重要论述,《 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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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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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星开支的城市附加政教事业费。 第三,在支出项目的分配内容方面,主要为不可缩减的硬约束
支出项目。 例如,在 1952—1958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平均 20% 左右的支出为各项事业费( 包括
工、交、商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学与卫生事业费) 和行政管理费淤,
属于用以保障基本运转的不可减的支出项;国防支出平均在 60 亿上下,也属于不可减的支出项;此
外,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等投资的财政支出占比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同时,与下文改革后的
时期相比,1952—1981 年期间的财政安排没有预算外支出。
此后,每当财政高度紧缺之时,为实现收支平衡而首先被削减的就是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投
资。 例如,在 1960 年代“ 三年经济困难冶 时期,减少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基本建设拨款,从 1960 年的
354 亿元分别减少到 1961 年的 110 亿元和 1962 年的 56 亿元于。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则进一步压减
工资和福利支出。 最后压减的是维持基本运转的开支,例如政府运转和国防开支等。
在财政资源高度紧缺的背景下发生的朝鲜战争和 1950 年代苏联对华战略援助军重工业所形
成的高额负债,使得中央政府在 1950 年代后半期的财政压力十分沉重。 1950 年中苏双方签订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提供军事、经济等方面战略性援助;其附加条件是,中方向苏联提供苏
方紧缺的战略物资和农产品。 由此,一方面形成的国家负债主要由中央财政统支;另一方面,中央
政府直接投资的“ 军重工业冶 具有“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冶 的内生机制,且因不能像消费品工业那样
形成市场回报而无法实现资本的可持续投入,致使中央财政高度紧张。 1953 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
济建设以后,在当时资金和技术水平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以苏联
援助的“156 项冶 为核心的 694 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完成,由此将国营企业的利润、财政收入和有关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主要物资的配置权力都主要集中在中央,是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
“ 一五冶 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盂。
由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七成以上的军重工业必须维持国家资本长期投入,对于当时的国家财
政而言属于预算硬约束,因而不是科尔奈( Kornai) 所描述的“ 预算软约束冶 [13] ,在此背景下,若以全
国作为单位,中央政府的选择总是在硬预算约束下做出的 [14] ,这也正是 1950 年代末户籍制度建立
的重要背景。
( 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与“ 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冶 直接相关
1950 年代进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时期,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户籍登记的条例、法
案和规定,而 195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的颁布,第一次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
“ 农业户口冶 和“ 非农业户口冶 两种不同户籍。 此后,政府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管制。 同时,
1958 年人民公社的建立也支撑了户籍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实际上反映了财
政硬约束条件下维持城市基本运转的资源分配管制目标,而之所以户籍制度在 1958 年的时点建
立,则深受该时点财税关系变动的影响。 1958 年户籍制度的建立,与财政支出在 1957—1958 年、
财政收入在 1958—1959 年发生的“ 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冶 这一中央与地方之间财税
关系的重大变化具有直接相关性。 该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何是在 1958 年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
限制迁移,以及为何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
1957 年开始,因中央政府承接的按照“ 五年计划冶 方式的苏联援华投资于 1957 年突然中断榆,
淤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盂

参见武力:陈云与 1957 年前后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1 期。

于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榆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的“ 秘密报告冶 及随后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暴露
了当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苏中关系也因中国坚持主权独立和适合中国发展的路线而开始出现恶化的
端倪。 因中方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苏联不得不按照中苏条约规定于 1956 年交回中长铁路和“ 大连特
区冶 、撤走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苏联按照“ 五年计划冶 方式的援华投资于 1957 年突然中断。 参见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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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发生急剧短缺。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财政收支统计淤,从 1953 年到 1956 年,中央财政收
入年均增加 15郾 0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年均增加 16郾 0 亿元,而从 1956 年到 1957 年,全国财政收入
的增加主要来自地方财政空前增加的 22 个亿,中央财政收入仅增加 0郾 8 亿元,同时中央财政支出
几乎没有增加( 仅为 0郾 01 亿元) ,表明中央财政的增长从 1956 年开始急剧下滑并在 1957 年发生严
重短缺,这也导致了全国财政支出在经历了 1953—1956 年年均增加 20 亿的情况下,在 1957 年发
生了负增长( 比 1956 年减少 2郾 6 亿元) ,致使整个“ 一五时期冶 主要依靠外部投资拉动的、以重工业
为主的、中央层次的“ 政府公司主义冶 经济难以为继,从而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调动地方政府积极
性于和提取农业剩余来维系原本由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
在 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 二五计划冶 的建议中就提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
许多建设事业将要更多地由地方负责兴办或者要依靠地方的努力配合来完成,因此,需要改进国家
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冶 盂。 因此,亦有了 1957 年前后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
极性冶 的探索和对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 文件还指出,“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
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冶 榆。 1957 年 11 月,国务
院发布了从 1958 年起实施改进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文件虞,以使得财政、工业、商业体制改革相
互配套,工商企业权、责、利相结合,适当扩大地方企业的财政权限。 这次改革在中央和地方的财税
关系上的直接表现是,在财政支出上,地方财政支出额从 1957 年的 85郾 9 亿元上升至 1958 年的

223郾 1 亿元,提高为 1957 年的 2郾 6 倍,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1957 的 29郾 0% 骤然
上升至 1958 年的 55郾 7% ;在财政收入上,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 1958 年的 80郾 4% 下降到 1959 年的
24郾 4% ,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则由 19郾 6% 上升为 75郾 6% 。 由此形成了“ 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
坐飞机冶 的财政收支比重的骤然变化。
综上,1958 年开始实行基于户籍制度的人口管控,是在发展军重工业导致财政硬约束条件背
景下、中央财政收支在 1956—1957 年增长几乎为零的高度紧缺条件下,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以发动
更多资源弥补中央财政不足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制度配套。
出现以上财政收支结构变化的主要背景,是正值外部冷战压力下资本密集型军重工业需要中
央政府增加投入之际,中国遭遇了苏中交恶引发的对中央财政投资能力的巨大负面影响。 需要补
充说明的是,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财政支出(1957—1958 年) 先于财政收入(1958—1959 年)
发生了骤然的比重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国家工业化背景下财政支出刚性的集中体现。 在财政预
算上,1957 年苏联战略性援助中辍,但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具有长期性,中央在 1957 年全国的财政
支出上发生负增长后,紧接着就通过发动地方政府和提取农业剩余来维持工业化投入,并通过
1958 年的户籍制度和配套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是完成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军重工业积累所需,在预
算收入上则( 滞后性地) 体现在 1958—1959 年的收入比重变动上。 此外,在苏联 1957 年停止战略

淤
于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事实上,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 论十大关系》 的讲
话中就提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问题,提出“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 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
还要靠地方协助。 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 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盂
榆
虞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冶 。

新华社,1956: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http:椅www. gov. cn / test / 2008

06 / 04 /

新华社,1956: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http:椅www. gov. cn / test / 2008

06 / 04 /

content_1005129. htm。
content_1005129. htm。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 》 《 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 草
案) 》 《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 》 和《 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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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1953—1983 年)

摇 摇 注:1953—1983 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2011 年) 。

摇

图 2摇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及比重(1953—1983 年)

摇 摇 注:1953—1983 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2011 年) 。

摇

性援助后,中国政府财政赤字随即大规模增加,1958—1960 年连续三年财政赤字累积约 150 亿淤
( 当时的财政收入总规模不到 600 个亿) 。 高额赤字导致中央政府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第二个
五年计划碍难执行,此次赤字危机亦印证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初形成时的预算硬约束背景。

国家实施一五计划之前城镇与工矿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就已经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自发流迁

进城,全国市镇人口从 1949 年的 5 765 万增加到了 1952 年的 7 163 万 [15] 。 实际上,人口流动逐步
经由户籍管理于和统购统销政策盂 被纳入到国家的计划当中来,是从 1953 年开始的。 朝鲜战争以
来苏联的“156 项冶 战略性援助和国内数百个配套项目由中央政府计划执行,也都计入中央财政,使
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于

1953 年 4 月 17 日《 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农民进城已经有相当规

盂

1953 年 11 月 23 日《 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规定,“ 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

模,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态度逐步发生改变。

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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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拥有空前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 具体看,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拨款从 1952 年的
47 亿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124 亿元淤。 所以在一五计划期间无需限制农民进城,反而需要动员农民
进城支持工业建设。 而除去新中国建立后因调整建制产生的新城镇人口以及城市中的自然增长人
口外,城镇的新增人口主要是国家支持的计划招工流入和农民自行流入 [16] 。
与苏联停止援助同时期发生的两个情况也与户籍制度长期化有关。 其一,1957 年对“ 反冒进冶
的批评和 1958 年提出各地工业产值 5 ~ 10 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任务 [17] ,致使 1958 年“ 大跃进冶 恶
化了已经伴随资本积聚而形成在城市的风险累积。 其二,在赤字危机的压力下,政府建立了人民公
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并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金融机构,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维持聚集
在城市中的国家工业化,遂使户籍制度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的
工具。
( 三) 预算硬约束与户籍制度延续:1958—1980 年代初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占比关系在 1958 年前后出现骤然变动后,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且越是遭遇经济危机,地方占比越高,甚至达到 80% 以上。 同时,城市无法解决年轻人
就业的困局自 1960 年开始一直延续了 25 年,成为财税制度改革之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存在
的主要原因。 自 1950 年代国家资本借助外部援助发展军重工业开始,没有财政新增扩大再生产投
资就没有新增就业,而中国在“ 一五冶 时期所建立的军重工业具有“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冶 的内生机
制,亦即,发展军重工业必然导致就业相对下降。 在没有投资能力用于发展民生工业吸纳就业的条
件下,客观趋势是城市不能解决自身的新增就业压力,因此,不得不向乡村排斥城市新增劳动力。
从赤字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 1960 年秋开始精减城镇人口和职工。 到 1963 年 7 月,据劳动部门统
计约有 2 600 万人从城市流回农村于。 这种宏观变化,既印证了 1958 年推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
背景,也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化的原因。
自户籍制度确立到 1980 年代初,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国防支出和职工工资支出等基本
运转,在基本建设上的财政支出能力十分有限,直到 1977 年(301 亿元) 都未超过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的水平(1959 年 302 亿元,1960 年 355 亿元) ,而在 1979 年发生了改革前 30 年最高额的 170
多亿元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支出产生的盂。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赤字的主要
应对措施也就是紧缩基本建设投资。 基于此,1981 年的基本建设预算总规模由上年的 539 亿元紧
缩到当年的 380 亿元,大致与被称为“ 三年困难冶 时期的 1961 年水平相当。
这些事实表明,在财政紧缺和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一旦发生赤字,首先压缩的是基本建设支
出,而要保的则是基本运转和人员工资。 因此,在缺乏基本建设支出带动新增就业的情况下,一方
面要看到户籍制度确实配合了财税体制维护的城市就业与福利,起到限制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也需了解,户籍制度主要是作为基础性的福利分配平台,而真正有效控制人口流动的
是农产品统购统销价格交换原则和强制性配套措施,例如“ 粮票制度冶 为标志的生活必需品分配制
度和控制城市就业的“ 招工制度冶 等附加的控制制度。
据此看改革 40 年的初期,在户籍制度没有任何改变的条件下,当提价带动增产和大包干造成
农民劳动力解放而使得农产品购销制度松动之后,确实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农村工业化与城
镇化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市的历史经验。 此后,财税体制与户籍制度的后续演变,则更
是可圈可点。

淤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盂

参见《 关于 1980 年国家决算和 1981 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http:椅www. npc. gov. cn / wxzl / gongbao / 2000

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6 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2 / 26 / content_532840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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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个 10 年:财政分灶吃饭与乡镇企业带动的非农就业(1985—1994 年)
改革以来,在 1984 年推进财政分级包干和全面贯彻农村大包干同步发生以来的这第一个 10
年,一方面,农民福利与农村的公共开支负担向土地转移;另一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乡镇企业带动城
镇化蓬勃发展。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就业于乡镇企业获取非农收入,但此时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并不
与当时以维护城市福利为目标的户籍限制相冲突,因而在这第一个 10 年期间并未形成突出的户籍
矛盾,关于该阶段户籍问题的导向性明显的学术发表也很少。
( 一) 财政分级包干、农村“ 大包干冶 与公共品负担向土地转移

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全国先后出现过 3 次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 [18] ,但直到 1983 年中
央“ 一号文件冶 下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下文简称为家庭承包制) 的作用和地位才得到肯定
和支持淤,并于 1984 年开始在全国自上而下推行。 与此同时,在财政体制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1984 年提出的所谓“ 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冶 。 由于这种财税分级承包体制在运行 10 年之后演变为中
央地方的“ 分税制冶 ,因此,本文把 1985—1994 年的财税体制与农村发展归纳为第一个 10 年变化。
通过 1980 年“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冶 财政体制于 的实施和 1983 年盂、1984 年榆 两步“ 利改税冶 的
推进,中央、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 1985 年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一律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冶 的财税管理体制虞。
本文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实际上实行了两层大包干。 第一个大包干是家庭承包制,实际上顺
应了当时中央财政难以再承担农村开支的困境,也客观上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大包干就
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 分级包干冶 ,虽然这也是针对当时的财政赤字困境而实行的,但造成地方政
府追求工业化的积极性。
在财政分级包干和农村“ 大包干冶 实行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比较
高。 1958—1980 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达到 11郾 7% 愚,而到
1979 年,该比例平均达到 13郾 7% 。 这些支出在“ 分级包干冶 改革之前,主要是由中央统筹支出,因
此可以推算,在农村“ 大包干冶 之前的 1979 年,农业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大致为 27% ( 当年
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为 51郾 1% ) 。 然而,从 1980 年开始,除了中央级的农林水利事业费之外,地方的
支援农业支出、农林水利事业费支出全部由地方财政承担。 这在当年被称为财政“ 甩包袱冶 ,客观
上也是中央积极推进农村改革而部分地方却相对消极的原因之一。
在相应的财政税收体制背景下,家庭承包制被地方称为“ 大包干冶 的实质,在于推行包干到户
的同时也将乡村公共品的负担和责任一并转嫁给了土地。 因此,从家庭承包制全面推行开始,土地
便被赋予了多重功能:第一是生产功能,但在人均土地面积低于“ 生存保障线冶 的有些农村,其生产
要素的功能聊胜于无;第二主要是农民的福利功能,即土地承载了农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
品的支出来源;第三是随两个大包干而被动承担的财政功能,即土地担负了县以下( 尤其是乡和村
两级) 公共开支的财政支出。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掖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业 的通知》 ,中国知网法律法规
数据库,1983。

参见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冶 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1 号,1980。

参见国务院《 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11 号,1983。

参见国务院《 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23 号,1984。

参见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冶 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 第 10 号,1985。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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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家庭承包制赋予的多重功能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条件差异,解释了 1980 年代的区域
差距,尤其是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扩大 [19] 。 在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下,主要满足民生需求的
乡镇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其税收及其他提取都归于地方财政或预算外收入,这也大大刺激地
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 并且,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农村能够自建幼儿
园、学校、敬老院甚至公园等公共设施,这相当于福利功能和财政功能从土地上转交给了乡镇企业。
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乡镇企业难以发展,土地所能提供的福利功能和财政功能也十分有限,就普
遍出现教师、地方干部拿不到工资等现象。
( 二) 乡镇企业发展、非农就业与户籍制度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之初(1978 年) ,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有 2 800 余万人淤,相对于 5 亿农村劳动力总
量而言占比还很低。 1985 年粮食减产被认为是家庭承包制改革在农业领域的生产力效应基本释
放完毕的信号,因此,通过农业增产来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缩小。 但在同期,大包干也导致了
剩余劳动力的释放。 此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起步,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1985
年,中央取消了 30 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于,原本配合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流动的控制手
段迫于分户经营而被放弃了,这很大程度地消除了农民自主流动的体制障碍,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迅
速增长,至第一个 10 年之末的 1994 年就达到了 1郾 2 亿人盂。 与当时的城市工业相比,1980 年代初
兴起的乡镇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因为,在乡镇企业非农就业的农民,其生存福利依然由土地承
担,故此,乡镇企业并不承担农民工的一般福利开支,而只是把收益上交给集体,由集体来平衡农民
在种养业与工副业不同就业的福利分配。 乡镇企业对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寥寥无几,更不必
像城市工业那样需要财政来负担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因此竞争力就强于城市工业。 在这样的机
制下,劳动和土地“ 替代资本投入冶 成了乡镇企业积累的主要来源 [20] 。
东部地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在 1980 年代使得本地农民能够以农民的户籍身份实现转
移就业,而且,所形成的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还吸纳外地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就业,却并不需要拿城
镇的财政来覆盖在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民的福利开支。 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与户籍制度的限制目的( 确保有限的城市财政用于城市的基本运转与人员福利) 并不冲突。
本文指出,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限制下,对于择业而言,农民的户籍身份与市民相
比是相对更自由的,即农民可以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外地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就业,户籍制度对这种
在农村内部的流动或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流动没有限制。 而城市之间的市民流动则受到粮票、招
工制度等附加措施的严格限制。
在城乡人口流动方面,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也逐步放松对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 特别
是 1984 年中央“ 一号文件冶 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榆。 这标志着中国实
行了近 30 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体制开始松动。 随后,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劳
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虞,将大力组织劳务输出作为贫困地区劳动力
资源开发的重点愚等措施。
由此可见,在 1985 年以来这第一个 10 年改革时期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
“ 异军突起冶 带动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市。 一方面,土地包产到户和财政的分级包干依然以户籍制
度为划分基础,农民自主经营承包地,并且在户籍地的农村上缴农业税费;另一方面,以乡镇企业为
淤

农业部:《 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盂

农业部:《 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于
榆
虞
愚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9 号,1985。
参见国务院《 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http:椅cpc. people. com. cn / GB / 64162 / 135439 / 8134254. html。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9 号,1985。

参见劳动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通知》 ,中国知网
法律法规数据库,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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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农民非农就业并不与当时以维护城市内部公共开支为目标的户籍制度限制相冲突,因此也就
没有形成像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代初期那样突出的户籍制度问题。

三、第二个 10 年:分税制改革与三农负担加重背景下的城市
农民工问题(1994—2003 年)
摇 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至 2004 年提出农业税减免的第二个 10 年改革期间,出现了三农问题
严峻的趋势。 一是随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地方财政减收负担直接向农民和土地转嫁,造成农民负担
加重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二是乡镇企业竞争环境劣化之际,原来“ 包税制冶 和社区合作金融等
优惠政策被取消,导致上千万企业停产倒闭。 三是加快“ 城市化冶 战略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城市偏
好、市场化趋势下教育和医疗改革形成的收费走高等,都造成农民现金刚性开支显著增加,成为外
出务工“ 推力冶 。 于是,在城市建设和沿海劳动力密集产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的“ 拉力冶 作用下,
形成了 1990 年代以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 但是,分税制强化了各地几乎完全以本地城市户籍作
为城市公共品覆盖的依据,这就派生了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居住、教育等领域一系列以户籍为依据
的福利排斥,也才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代表性问题。
( 一) 分税制: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变动
1994 年,中央政府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从中央地方分级承包制改为实行分税制淤。
此前(1959—1993 年) 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占比约为 1颐 3,中央占 26% ,地方占
于
74% 。 1990 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中国再度遭遇西方对中国制裁,在发展领域的国外投资全部撤
出。 此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如 1993 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达到 350 多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
收入规模的 37% 盂。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推行新的财税体制,在“ 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
化税制、合理分权冶 的原则下,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中
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

图 3摇 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及占比情况(1978—2014)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央与地方预算收入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1979—2015 年,历年;国家统计
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比例数据经以上数据计算得到。

摇

这次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实力不断加强,而地方政府却失去了超过 20% 的财政份额。
淤

参见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30 号,1993。

盂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4》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于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5》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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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方和中央的收入份额约各占一半( 见图 3) 。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
尤其是除了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区之外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依赖度显著提高。
( 二) 地方财政减收负担向农民转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户籍制度问题显化
由于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致使地方财政减少了 20% 以上的财政收入份额,地方政府将财政
减收后的支出负担向三农转嫁,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方面,与分税制相伴生的是乡镇企业税收
和贷款优惠取消,但其所承担的福利和预算外财政等功能却难以取消,继而引发了乡镇企业的破产
倒闭、乡村基层债务暴露,派生出基层组织普遍弱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农民非农收入下降,转
而由土地承担几乎全部社会开支,遂使农民负担大幅增加,农村群体性事件和农地弃耕撂荒陡然
增加。
尽管农业的定量税从 1958 年核定后维持数十年未变,并且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
高,农业税负担 的 实 际 水 平 在 不 断 下 降,1958 年 颁 发 的 农 业 税 条 理 所 规 定 的 全 国 平 均 税 率 为
15郾 5% ,而到 1996—1998 年全国农业税占实产量仅为 2郾 3% 淤。 但是,农民的税外负担却愈加沉
重。 随着乡镇和村两级人员的膨胀和开支的扩大,通过“ 五统筹冶 于 “ 三提留冶 盂 向农民摊派的比例
也不断扩大,导致农民负担日益加重。
虽然因“ 财权上收冶 形成的大量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已经由向下的转移支付所弥补,但是分税制
改革却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使其逐步将财政收入的重点由预算内转到预算外、由预算外转
到非预算,即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从依靠企业转到依靠农民负担和土地征收,从侧重“ 工业化冶 转
到侧重“ 城市化冶 [21] 。
在对农业和农村的支出方面,从 1990 年代开始到 2003 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例持续
下降,从 1990 年代初的 10% 以上持续下降到 2003 年的 7郾 1% 榆。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加之社
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需要完全用现金支付不断上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费用。 农民对公共
服务支出的增加和税外负担的加重凸显了财政对公共品保障的城乡差别,而这也是 1990 年代中期
开始的农村衰败、农民弃耕以及每年新增几千万农民进城打工的直接推力因素。
为响应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情形,1992 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亦
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控制盲目流动逐渐走向鼓励、规范和在宏观调控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有序流动虞。 但在这个时期,与上一个 10 年期间农民大部分在乡镇企业的非农就业不同,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面临能否在务工地城市享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而这类问题则与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的福利分配限制目的相冲突。
因而,1994 年以后户籍制度之所以演变成几乎街谈巷议的重大“ 问题冶 ,与分税制内含的利益
调节作用有关———在强化中央财税能力的同时也固化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利益
关系,致使这项重大改革也难以避免地发生制度成本再次向下转嫁;由此伴生的是农民大规模进城
打工而形成的对务工地包括就业、医疗、居住、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公共品需求,直接遭遇由城市财政
完全以本地城市户籍为公共品覆盖依据的福利排斥。
总之,在 1994—2004 年的第二个 10 年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趋于恶化;这既成为户籍制
度改革的内在约束,又使得户籍制度演化成广为诟病的“ 户籍制度问题冶 。 诚然,当年关于户籍制
淤

数据来源于楼继伟主编的《 新中国 50 年财政统计》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盂

“ 三提留冶 是指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于
榆
虞

“ 五统筹冶 是指农村教育费附加、民兵预备役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费和乡村道路建设费。
数据来源于张淑英主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4》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其中,1998 年的比例有所上涨,因
为从 1998 年开始,“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冶 开始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

参见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第 28 号,

1993。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王摇 瑜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改革与户籍制度的三个 10 年变迁

· 15·

度改革的讨论也涉及到公共资源分配及福利粘滞,也认为需要在加强城乡统筹的国家战略实行之
中逐步缓解。

四、第三个 10 年:减负惠农背景下的户籍制度矛盾消解(2004 年至今)
2004 年以来的第三个 10 年,农业税费改革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冶 作为国家战略,户籍制度
也随之发生变化。 若从宏观角度看,则是因“ 三农冶 问题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支农惠农
的投入安排得以在体制上实现了财税金的统一。 针对分税制所固化了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
之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国家在实行农业“ 免税冶 改革的同时,把三农开支由原本的县级财政负担改
为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责,中央财政直接对农民实行多种补贴,逐步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
事业发展的各项投入。 在此背景下,农村户口可以保障农民得到稳定的财产和福利,这使很多地
方的户籍制度改革———省内的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中小城镇放开户籍等,对农民转户并不具有
吸引力。
在这第三个 10 年里,尽管财税金融统一的三农投入政策的初衷并非是要解决户籍制度问
题,但却在实际效果上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其一,占统计人口比重已经低于一半的农民群
体得到国家财政超过一半的支出份额;其二,城市本地财政承担市民的公共品责任,而国家财政
则承担农村公共品责任,从而使农民得到了“ 国民待遇冶 。 本文认为,这些宏观变化不仅起到了
消解城乡户籍矛盾的作用,也为国家推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 乡村振兴冶 ,实现城乡融合,奠定了
制度基础。
( 一) 减负惠农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
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对三农的汲取,加上分税制改革以来第二个 10 年地方财政减收向三
农的转嫁,是“ 三农冶 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 据测算,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
化提供的积累达 17郾 3 万亿元,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
方式为城镇经济积累资金达 11郾 6 万亿元 [22] 。 1990 年代农民实际负担的愈发繁重,以及由此引发
的延续 10 多年的干群摩擦和纠纷,使得加剧“ 不平衡冶 矛盾的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向“ 三农冶 方向
转变势在必行。 21 世纪中国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就是三农问题在 2002—2003 年被提升为全党全
国的“ 重中之重冶 。 从 2004 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 15 年发布以“ 三农冶 为主题的中央“ 一号文件冶 ,
持续强化对“ 三农冶 领域的支持。 2004—2006 年,中国完成了历史性的农业“ 免税冶 改革,改由中央
和省级财政直接承担“ 三农冶 责任,逐步增加农村公共品开支,由此开启了第三个财税制度 10 年变
迁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演化。
在减免农业税费之前,此类税收隶属地方固定收入,相应地,农村的公共开支责任也主要由县
以下财政承担,实质上即由土地承担。 而免除农业税费既然是县以下减少收入,则只能由中央财政
安排转移支付才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开始执行农业免税改革的 2005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662
亿元,从 2006 年开始每年安排转移支付资金 782 亿元的同时地方财政也安排相应支出淤。 这个财
税体制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免税政策取消了地方各部门及乡村组织搭车收费之后,中
央财政只补足县级以下部门的合法收入;二是,2005 年以后三农开支转由中央和省两级负责,是农
民得到“ 国民待遇冶 的根本性措施。
自 2005 年“ 新农村建设冶 被列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央财政完善了“ 三农冶 投入稳定增长的保障

淤

参见财政部《 关于 200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0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http:椅www. gov.
cn / ztzl / 2006鄄03 / 17 / content_22956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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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从图 4 显示的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数据淤可以看出,2003—2012 年的 10 年间,中央财政“ 三
农冶 支出累计超过 6 万亿元,在规模上,从 2003 年的 2 144郾 2 亿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12 387郾 6 亿元,
翻了两番多;在速度上,年均增长 21郾 5% ,是同期中央财政预算支出年均增长率(10郾 9% ) 的两倍;
在支出比重上,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占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28郾 9% 上升到 2012
年的 66郾 0% 。

图 4摇 2003—2012 年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总额、结构与占比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总额来源于财政部发布的“ 财政支持‘ 三农爷 情况冶 的系
列报告。 其中,由于统计口径一致,2007—2012 数据与 2014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 国
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的数据一致。 其他三农支出数据通过从总额支出中减去年鉴中列
示的“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冶 “ 粮食、农资、良种、农机具四项补贴冶 和“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冶

计算得出。 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占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根据中央财政“ 三农冶 支出总
额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中的中央财政支出数据计算得到。
摇

与此同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来源也越来越上移到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口径

于 2007 年发生了调整,但依然可以参考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的变动趋势( 见图 4) 。 根据调整前
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方面的数据( 窄口径的)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主要被统计在涵盖农村
救济费等内容的“ 其他支出冶 中。 除了 1998 年因抗洪而大额增加了“ 其他支出冶 外,农村税费改革
之前( 从 1994—2002 年) ,该项支出每年都不超过 50 亿元,占中央财政的比例平均在 5% 以下。 由
于“ 其他支出冶 还包括了中央拨给村的行政费用,因此实际上中央财政中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淤

财政部发布的“ 财政支持‘ 三农爷 情况冶 的系列报告。 “ 三农冶 支出是指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投入的总和,涉农
的各方面支出项目综合反映在“ 三农冶 支出中,因此与教育、医疗卫生等相关支出会有所交叉。 为了保持统计
口径一致,这里没有直接使用 2014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的数据。 因为,从

2007 年起,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数据的统计因报表制度调整,口径与往年不同。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 年度
的统计报表中对过去年份都使用了宽口径的统计分类,但应当注意,该表中的支出总额在 2006 年及以前年份
实际上是与《 中国财政年鉴》 中“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总额一致的“ 窄口径冶 支农支出;而 2007 年及以后
的数据是与财政部发布的“ 财政支持‘ 三农爷 情况冶 的系列报告中总额一致的“ 宽口径冶 支农数据。 《 中国财政
年鉴》 中“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冶 在 2006 年及以前年份是“ 窄口径冶 的支农支出,支出内容主要包括支援农
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支出
( 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补助村民委员会支出) 等方面;2007 年及以后年份的《 中国财政年鉴》 不再发布“ 窄
口径冶 的支农支出。 财政部发布“ 财政支持‘ 三农爷 情况冶 的数据中“ 三农冶 支出是宽口径的支农支出数据,包括
了从 2003 年开始的支出总额数据,其支出分类主要包括:a.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b. 对农民的四项补贴( 粮食直

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支出;c. 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d. 农产品储备费
用和利息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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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低的。 然而,从 2003 年三农问题成为“ 重中之重冶 以后该项支出大幅增长,从 2003 年的 80 亿
元增长到 2006 年完成农业免税时的 486 亿元。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中央财政在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上的支出从 1 415郾 8 亿元增加到 5 339郾 1 亿元,在“ 三农冶 支出中的比重从 32郾 8% 上升到 43郾 1% 。
本文认为,国家重大战略转型之下的这次宏观改革,类似于让农村享受“ 计划单列冶 的特殊待
遇,相当于让农民得到“ 国民待遇冶 。 由此,则户籍制度作为“ 问题冶 ,也显得等而下之了。
( 二) 城乡户籍差异的变化与农民转户需求的减弱
从 2004 年农业免税起,不仅此前由县级财政应对三农开支的体制改变为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直
接负责,而且同期,中央上收中国农业银行法人权利的同时明确下达“ 服务三农是唯一职责冶 的定
位。 由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宏观调控手段实现了财政税收金融的统一。 亦即,中央不仅对农民实行
多种直接补贴,并且国债与信贷两手并用加大对农村各项投入。 这些措施,是国家长期信用通过宏
观体制上的“ 财税金统一冶 而在乡村振兴领域全面体现。
财税体制从第二个 10 年向第三个 10 年的变迁,客观上改变了城乡户籍的相对福利格局,并随
之带来农村户口相对价值变化。 农村户口既可以保障农民无偿占有土地和宅基地,同时还可以获
得稳定的福利预期。
在第三个 10 年期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短缺演化。 从 2004 年开始,以“ 用工
难冶 “ 招工难冶 为表现的“ 民工荒冶 现象开始出现。 此前的第二个 10 年里,因三农负担沉重,农民外
出打工不仅在村内转让土地接受“ 零地租冶 甚至“ 倒贴冶 ,而且接受了在城市被压低的工资和社会福
利待遇的缺失。 但在 2004 年之后,随着农村社会福利的相对提升和农业补贴带来的农业相对收益
上涨,城市的低工资和差待遇自然就失去了对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 在实际的政策应对上,公
共政策乃至政府职能重点转而走向更加充分和均等的社会保护 [23] ,包括劳动立法、劳动力市场制
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包容性等方面。 农民工在就业生活方面因户籍制度受到的直接阻碍正在
逐步减少。
在此情形下,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单向研究有所淡化。 但在城市方面,大城市的落户障碍强
化,而小城市的落户吸引力弱化。 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普遍设置面向精英群体倾斜的城市落户障
碍 [24] ,越是人口大量流入地的地方政府设置的落户门槛越高,而一般人口流出的中小城镇虽然落
户门槛很低却缺乏新引力,因为转户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像 1990 年代之前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
障。 而在农村方面,在第三个 10 年变迁中,中央在县级财政设立专户用于农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
品支出,使得农村人口逐步获得来自公共财政的、稳定的公共福利,不少地区农村户口的“ 含金量冶
甚至超过城镇;与此同时,农村户口非但不再成为非农就业的约束,还将在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服务
均等化等国家战略下逐步享有各类基本权利保障,农村户口的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正在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离土离乡,因此,省内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以及在一些非人口集中流入地的
中小城镇放开户籍等改革,并未获得农民群体的积极响应,部分原先放弃农村户口的城里人要求恢
复农民身份,甚至成为新的上访事由。 这些现象意味着,在上一个 10 年加剧的城乡不平衡矛盾已
经得到极大缓解。
第三个 10 年期间发生的财税体制安排的方向性转变,农民转户意愿之所以弱化,是由于第二
个 10 年中被热议的户籍问题,其根源并非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财政制度对福利的安排。 也正因
如此,中央财税金融统一全面体现国家长期信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入,以及
由此形成的农村人口所面对的城乡福利格局变动,改变了人们对户籍的态度。 因此,尽管减负免税
惠农等三农政策的初衷并非是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却在实际上起到了消解二元户籍矛盾的作用,
也为今后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提供了启发。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论证了户籍制度饱受诟病在于福利粘附而并非户口本身,其成为问题的根源是对福利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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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财政税收体制。 本文支撑该观点的论述是 1985 年财税改革对户籍制度相关
作用的三个 10 年变迁,客观描述了不同阶段性财税体制与预算约束的变化决定了户籍制度的功能
结构及变化。 基于此,户籍制度改革也是“ 功夫在诗外冶 ———户籍制度建立的财税制度背景及其改
革以来的三个 10 年变迁,首先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硬功夫在户籍制度的背后。 其次,近年提出城
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安排对农民而言之所以失去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以国家长期信用为后盾的财税
金统一对三农领域的大量投入,已经部分消解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当前户籍改革实际上的困境,在于传统产业全面过剩压力下的地方政府追求产业升级,政府之
间的 GDP 竞争,导致新的“ 户籍歧视冶 ———越是城市资本溢出效应大、吸引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地的
地方政府,越是设置更向精英群体倾斜、极力缩小“ 低端人口冶 的城市落户政策。 据此看,户籍制度
改革研究也需要积极创新———从以往关注城乡二元结构转为关注不同地区城市间的福利粘滞。 有
鉴于此,必须加强中央财税金统一的制度优势,从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入手,这很大程度上仍
然取决于宏观体制的改革。
从财税体制入手破解户籍制度的区域差别,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从税收以及其他公
共性收入形成的角度入手。 由于放开户口准入所面临的公共服务等各项成本分担主要落在地方政
府身上,因此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完全放开户口准入与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相冲突。 对此,一方面要
让户口准入成为地方政府改革动力,应通过消费税来调节,因为消费税直接与常住人口的消费挂
钩。 另一方面是改革土地出售管理和农村土地转让制度。 当前土地增值收益越高的地区也是流动
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地区差距可以从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土地出售价格反映出来。 由于土地出售
等非预算的收入来源是造成地区财力悬殊和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重要来源,因此将土地等非预算
收入强制性纳入中央财税体制进行规范化管理,是再分配的重要基础。 而对于土地增值潜力较小
的欠发达的流出地,需要重视农村人口在放弃土地时得到合理生计补偿的问题。
第二,从财政的转移支付等财政税收分配的角度入手。 要坚持中央财政保证全体国民基本公
共品供给的公平性,致力于缩小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在发展水平上的严重失衡。 一方面是通
过转移支付和专项建设推进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差距,也就增强了农业转移人口
向中小城市定居的激励,从而也能进一步推动地区间平衡发展,减小人口集中流入地的落户压力。
另一方面是在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一般社会福利方面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责任共担与
协调机制。 在当前条件下,越是发达地区户籍准入限制门槛也越高,而且会在由地区统筹医疗、教
育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被强化。 对此,应通过省级上缴一定比例的社保资金到中央,再由中央协调
返回到地方,通过一提一降来限制社会保障水平在地区差距间的扩大。 同时,要在解决财权与事权
的匹配问题的条件下,探索中央财政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转移支付与城乡人口直接挂钩,为人口
流入地放宽户口准入提供适当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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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蒺s Reform
since 1949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ree Ten鄄Year Periods
WANG Yu摇 ZHANG Junna摇 WEN Tiejun
Abstract摇 Undergoing sixty years' shif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 HRS) has formed a system of welfare distribu鄄

tion beyo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Adopting the le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 FTS) and the H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HRS. Firstly, the binary rural鄄urban HRS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against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that there was hard
budget constraint and heavy burden of fiscal and taxation economy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continued till the early

1980s when the tax鄄sharing reform began. Secondly, with periodic adjustments since the tax鄄sharing reform in 1985, views
on whether the HRS is problematic and its changing statu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wave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ten鄄year

periods. Thirdly, since the agricultural tax reform which began in 2004, the unified fiscal, taxation and financial policies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es has partially narrowed the rural鄄urban gap and reduced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鄄

ties. This led to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actual and expected value of permanently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rural areas,
which explains the significantly lowered willingnes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o change their registered residence type from ru鄄

ral ro urban. It is thus clear that the difficulty of breaking the binary rural鄄urban HRS lies in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RS and the TFS reform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view of the above,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HRS reform is necessary,
with shifted attention from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the binary urban鄄rural system to inter鄄city industrial upgrading
competi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overproduction. The latter will cause Hukou discrimination with the aim of attracting the

elite and rejecting the low鄄end. Accordingly, only by enh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unified fiscal, taxation and
financial policies can the inter鄄city welfare gaps be narr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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