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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外走”到“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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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相关链接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

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

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

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

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

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

化也就无从实现。

农 村 工 业 应 充 分 利 用 当 地 资 源 ，面 向 国 内 外 市 场 ，

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城市工业

协调发展。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集镇，可以节省能源、

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

和其他服务事业的发展，使集镇逐步建设成为农村区域

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建设集镇要做好规划，节约用地。

1984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

允 许 务 工 、经 商 、办 服 务 业 的 农 民 自 理 口 粮 到 集 镇 落

户。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

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

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

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

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

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

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

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

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

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

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

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

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

域，相对应地，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

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

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2008 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鼓励

农村居民多渠道创业。鼓励农民通过创办专业合作社等

多种形式创业，参与农业产业化分工，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农民到集贸市场或政府指定区域摆摊设点销售自产

农副产品的，免予工商登记。对从事规模种植、养殖的，提

供无偿技术服务。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各级政府要对

返乡农民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对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在登记注册、经营场地、员工招聘等

方面积极提供服务，并给予为期 3 年的扶持，扶持期内参照

就业再就业政策规定实行税费和小额担保贷款优惠。

河南省政府 2016 年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

健全的服务体系和稳固的保障体系，力争每年扶持农民工

返乡创业 100 万人，带动就业 1000 万人左右，促进农村劳动

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并创建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县，重点培育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意见》要求，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格

局，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鼓

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充分开发乡村、乡土、乡韵的潜在价值，

发展现代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推动发展农村电

商，吸纳更多返乡农民工开展“互联网+”创业。

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0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

聚区发展的指导意见》：

集聚区是以若干特色主导产业为支撑、产业集聚特征明

显、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吸纳就业充分、以

经济功能为主的功能区。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项目)集中布局。空间集聚是集聚区的基本

表现形式。通过同类和相关联的企业、项目集中布局、集

聚发展，为发展循环经济、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

造前提条件，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产业集群发展。区内企业关联、产业集群发展是

集聚区与传统工业园区、开发区的根本区别。通过产业链

式发展、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集群协同效应，实现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特色主导产业集群或专业园区。

——资源集约利用。促进节约集约发展、加快发展方

式转变是集聚区的本质要求。按照“节约、集约、循环、生态”

的发展理念，提高土地投资强度，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发展循

环经济，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提供示范。

——功能集合构建。推动产城一体、实现企业生产生活服

务社会化是集聚区的功能特征。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中，

依托城市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实现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完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提高产业支撑和人口

聚集能力，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依托、相互促进。

县域内的集聚区是产业和城市发展的主导区域。省

辖市城市新区内的集聚区必须按照城市新区发展的总体

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对已经形成的专业园区，各地要按照

节约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成的要求促进其规范发展，不

再规划布局新的专业园区。

“民工潮”波澜壮阔

从 133万到 2939万，跨度近 40年，增
长21.1倍，年均增长71.9万。

这是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在 1978—
2017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见证。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农村改革，极
大解放了生产力，在务农之外寻求新的就
业门路，也成为农民的普遍需求；同时，沿
海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迅速掀起的
工业化浪潮，激发了蓬勃的用工需求；此
外，市场化取向的政策日益松动，198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
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打破了
以往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
限制，使地域流动的闸门骤然开启，并在

“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方”的示范效应
下，形成波澜壮阔的“民工潮”。

“民工潮”引致每年逾月不退的“春运
潮”。美国《时代周刊》曾惊呼，发轫于上世
纪80年代后期的首波“民工潮”是“有史以
来最大的人口流动”。其时，每年春节前
后，全国 3000多万农民工南下北上、东奔
西走，浩浩荡荡、车流如水。被誉为“农民
工司令”的张全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火车票很难买，坐大巴是很多打工者的选
择，每年春节后，上蔡县有十几辆发往广东
的卧铺客车整装待发，能承载40人的卧铺
车，最终每辆车拉了160多个人。

当时曾流行一种说法——哪里有劳务
市场，哪里就有河南人。到 2008年，全省
劳务输出人员已增至2155万人，增长15.2
倍，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稳居全国首位，其
中省内转移945万人，省外转移1200多万
人，境外就业9万多人，千万劳务大军遍布
全国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潮起潮涌的“民工潮”，既成就了个人
“走出去”开阔视野、脱贫致富的梦想，也为
国家大剧院、奥运场馆建设等城市发展深
深地打上了“河南民工”的烙印，更成就了
在国际上圈粉无数的“Made in China”
商品，劳务经济也成为不少地方的亮丽名
片。全省人口大县固始县 1992年外出务
工人数已达 17万人左右，到 2003年增至
47.36 万人，2010 年则达 53 万人，劳务收
入约为 66亿元，相当于全县GDP的一半、
财政收入的15倍。

劳务品牌璀璨夺目

发轫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平舆防
水”，通过带动一家乃至带动全村、全镇的
方式快速发展，20年后，全县每年外出务
工人员超过 28万，其中有 15万多人从事
防水防潮业，承揽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防水
防潮工程，成为叫响全国的劳务输出品
牌。2009 年 11 月，平舆县被中国建筑业
协会防水分会授予“中国建设工程防水之
乡”称号。

2009年 3月 2日，全国两会前夕，“河
南农民工风采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 1号
馆开幕，“平舆防水”参展。此次参展的还
有安阳建筑、长垣厨师、林州建筑、汝阳保
健等 40 多个项目。在此前于 2007 年召
开的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上，河南
有少林保安、西华的哥、遂平家政等 35个
劳务品牌被授予“全国优秀劳务品牌”。
各地的劳务品牌更是各具特色，仅南阳就
有唐河保安、南召绣女、邓州护工、镇平玉
雕、社旗渔工、内乡建筑、方城焊工七大劳
务品牌。

其时，在各行各业都闪耀着河南劳务
品牌的光彩。秉承当年红旗渠精神的林州
15万建筑工人，忙碌在全国 300多个城市
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奥运“鸟巢”工地上
80%的工人都是河南人；在全国各地掌勺
的2.3万名河南长垣县专业厨师，以精湛的
厨艺为这个县赢得了“中国厨师之乡”的美
誉；西华从事“的士”行业的出租车司机达
8600多人，人均年收入比普通外出民工高
出8倍，厦门60%的哥、杭州50%的哥都是
河南人，他们年创收额占西华县16万外出
劳务大军总收入的 40%；遂平向全国各地
输出家政服务员 5万多人，其中有 1200多
名家政服务员被当地政府授予荣誉市民、劳
动模范、优秀服务员等称号；禹州电子、民权
画虎、周口技工异军突起，其中周口技工带
动就业10万余人；来自河南涉外劳务第一
县——新县的打工者足迹遍布了韩国、日
本、新加坡、约旦、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新乡海员、栾川渔工也在国际劳务
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劳务品牌的背后，除了“亲戚拉亲
戚、朋友帮朋友”的传统情感纽带及自身吃
苦耐劳外，还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服务密不

可分。如唐河在全县510个行政村建立保
安输出网点，配备专职信息员，并对输出人
员加强培训、实行全程跟踪服务，使得2万

“唐河保安”成为走俏京城的“香饽饽”；固
始县于1992年首次在东莞设立办事处，异
地设立劳动服务站，把“收集用工信息”作
为主要任务，次年，在广西、海南、福建、江
苏、湖北等劳务输入大省也设立了劳务输
出办事处。后来，这些地方经验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人事、劳动、司法等部门派专人
护送劳务人员，做好与用工单位的交接，帮
助他们办理劳动合同、养老保险等手续，并
在务工人员集中的天津、江苏昆山、广东中
山和深圳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开通热线电
话，提供咨询服务和跟踪问效。

劳务品牌的不断涌现，大大提高了河
南劳务的竞争力，使河南省由劳务输出大
省向劳务输出强省转变，也促使千千万万

农民在打工之路上接受市场经济和现代文
明的洗礼，摒弃“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
思想，实现传统农民从心理到身份的蜕变，
成为推动中原崛起的动力之源。

从“候鸟”到“归鸟”

2008年，对全国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年份。受金融危机影响，东部
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外订单锐减，
企业开始开工不足，河南 300万农民工大
军提前返乡。为应对这一变化，河南开始
积极谋划全方位、多层次承接沿海地区和
国际产业转移，强力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
及时出台《关于认真做好农民工回乡创业
工作的通知》《关于推动全民创业的意见》

等文件，着力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农民工回
乡就业创业。

到2010年，全省“大招商”结出累累硕
果，富士康、格力电器、奇瑞汽车等一批项
目落户河南，尤其是富士康30万的用工规
模搅动了河南庞大的劳务输出市场。如果
说两年前的回乡还只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的
被动选择，那么，此时的回乡就已成为很多
农民工的主动选择了。“农闲时在家门口就
可以打工，有不错的收入，下班回家还能照
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成为无数回乡农民
工的心声。常年夫妻分居、无法跟老人孩子
共享天伦、孩子上学、住房等曾经困扰他们
的问题，化解成在家门口或就近就业的突出
优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社
会问题将因此缓解，乡村振兴“人从哪里来”
的难题也将由此找到突破口。

1993年赴深圳打工的张全收，因为在
深圳成立公司将松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形
成“农民工团队”，被称为“农民工司令”，时
隔 20 年后，他将公司总部由深圳迁回郑
州，也折射出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就
业的新动向。

从昔日的“孔雀东南飞”到此时的“群
凤 归 巢 ”，统 计 数 据 反 映 得 更 为 精 准 。
2011年成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
有标志性拐点的年份。这一年，全省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465万人，其中
省内转移 1268万人，同比新增 126万人；
省外输出1197万人；实现省内转移人数首
次超过省外劳务输出人数。此后，全省农
村劳动力继续延续回流态势，意味着全省
农民工的净回流已成常态。

从劳务经济到回归经济

2018年 10月 17日，全国第 5个“扶贫
日”之际，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在京召
开，来自河南的崔海霞和王茜分获奉献奖
和创新奖。前者于 2010年回到家乡平舆
县创办了金升食品厂，吸纳20多位贫困群
众和聋哑人、残疾人、孤寡老人在厂内务
工，月人均工资 1800元以上；后者于 2015
年 8月回到家乡柘城县创业以来，通过村
淘“旺农贷”业务，为贫困群众贷款 200多
万元，自创了创梦手工制品系列和阿胶固
元膏两个品牌，带动 50 余人开展手工编
织，组建了 60余人的留守人员微商团队，
开展网上销售，共带动本地 200多名贫困
人员就业和创业，通过村淘村猎功能，介绍
贫困青年32人成功就业。

作为回乡创业的代表，崔海霞和王茜
是截至 2017年底全省累计 100.95万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缩影。这支回乡创业的百万
大军通过曾经的劳务输出，转化为如今的
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累计带动
就业 594.78万人，实现了“挣了票子，换了
脑子，回到家里办起了厂子，几年带富一个
村子”，推动了从“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务
工效应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创业效应
转变。

与个体的变迁相似，顺应劳动力转移
的新常态，不少区域也着力促进劳务经济
向回归经济的飞跃。固始县从2003年提出

“回归工程”至今，引发了产业回迁、资金回
流、人员回归的热潮，返乡创业人员合计
4.96万人，创办企业2.1万个，带动就业14.8
万人。2005年 3月，固始县遴选出20名回
乡创业者，将其头像陈列在县内最繁华的蓼
北路上，这个新鲜画面还登上了当时的《人
民日报》。鹿邑县实施“凤还巢”工程，“输出
打工者，引回创业者”，形成“把老乡当外商，
由老乡引外商”的雁阵效应，推动羊尾毛产
业由原来的初级加工转型为生产精密毛刷
制品、高端化妆品从而走向国际市场，2017
年 3月，获评“中国化妆刷之乡”。

在省级层面，河南也着力优化创业
环境和营商环境。2010 年，省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指
导意见》，2015 年以来先后出台《关于进
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
意见》《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办法》等支持政策。2017年，全省为
5.88 万名返乡农民工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61.69 亿元，累计发放数额达到 259.48 亿
元，全省开展返乡创业培训和创业辅导
16.28万人。

40 年来，从“往外走”到“归去来”，变
化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也是

“刘易斯拐点”下人口红利的流动方向，更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背景下城乡
二元结构的日渐松动，深刻改变着农民的
生活状态。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大背
景下，扶贫车间、巧媳妇工程等产业扶贫以
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都在激荡着这些
变化的发酵过程。（作者单位：省社科院）

农民可自带口粮落户集镇

□陈明星

河南农民新疆摘棉花

家门口的服装厂就业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

为鸟巢建设作贡献的河南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几乎贯穿了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全程，他们既是40年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也是缔

造40年辉煌的重要参与者。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间

内，河南农村劳动力一直以省外转移为主，直到2011年，省内

转移人数才首次超过省外输出人数，这既标志着全省农村劳

动力流向的根本性转变，也加速了全省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进

程，更有力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