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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县域 1991 年、2000 年、2010 年 3 期截面数据，利用定量和 GIS 空间分析法，研究
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和时空格局。结果表明：
①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总体呈减少趋势且减少幅度逐渐增加，1991-2000 年、
2000-2010 年分别减少 4.91%和 15.50%；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呈“东减西增”
的空间演变特征。② 1991-2010 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总量增长 140.13%，但区
域差异明显；农业产值占区域 GDP 的比重逐渐减小，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③ 产劳弹
性系数的耦合类型主要以农业经济、农业劳动力“同增”的增长型和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劳动力
减少的集约型为主，分别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部地区；耦合类型为“滞后型”
“ 衰落型”和
“衰退型”的区域与中国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域较为吻合，1991-2010 年各耦合类型整体呈良性发
展态势。最后根据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
乡村经济振兴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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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343.4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3361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2363 元，但仍面临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由于流动性、
贫困、政策偏向和土地管理不善等原因，农村正在被遗弃；村庄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经
济衰退和乡村发展主体弱化等问题[1-2]。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3]。如何提高乡村地区活
力、重构乡村经济、扭转乡村发展落后的局面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4]。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仍承载着中国广大农民群体的就业与发展，农业发
展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发生率、缩小城乡差距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5-6]。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彻底转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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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方式和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7-8]。当前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
展的实证研究较多，主要包含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潜力及趋势[9]，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乡
村发展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0]，还有学者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8, 11-12]，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济耦合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13]，且
理论和实证层面的分析均较为匮乏。当前研究区域多以省市为单元，缺少基于全国县域
尺度的相关研究，而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14]。基于以上认
识，本文选取全国县域 1991 年、2000 年和 2010 年 3 期截面数据，深入分析全国范围内不
同地域类型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耦合格局，剖
析中国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时空演变规律，为协调人地关系、促
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乡村经济振兴提供借鉴。

2 农业劳动力变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本文通过构建农业劳动力变化和农业经济发展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探讨中国县
域农业劳动力变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征及耦合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以达到优化产
业和就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目的 （图 1）。

图 1 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Fig. 1 The 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1）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抑制作用。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的
转移，有利于农民接受更先进的理念和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农
民增收；富裕的农民又将增加对教育和其他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由
此带来的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10]。此外，农业劳动力转移还有利于促进农
村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促
进农村社会稳定[15]，从而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多为素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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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人口，弱质性劳动力留守农村，带来乡村人力资源短缺、资本外流、农技推广困
难、人口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阻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替代，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低效利用甚至撂荒，从而会抑制农业经济发展[16]。
（2） 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和挤出作用。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
“西移”、乡村产业及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农业、农村内部分工更加明确，促进就
业岗位的增加，从而吸纳农业劳动力就近转移[17]；此外，在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的
改善和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乡村发展的潜力巨大，部分能人主动返乡就业、创业，
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经济重构。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此外，
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工业部门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作用，工农产品的“剪刀
差”一直存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10]；还有部分农民在经济条件达到一定水
平后，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选择向城市转移。
（3）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除受到二者的相互影响外，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
响。如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科技发展、产业
结构调整和主体功能区划等自然、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对二者及其间的相互作用均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通常，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较好的区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
展，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往往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重将抑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经济发展。随着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就业机会增多，会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而与城镇化
进程相伴随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又将有效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和主体功
能区划对不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存在差异，以生态保护为主的限制开发
区或禁止开发区将会抑制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点开发区将促
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农业经济的提质增效 [18]。综上所述，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下，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文中涉及的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1991 年、
2000 年、2010 年分县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然资源数据中心 （http://www.data.ac.cn） 和
《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数
量。数据分析过程中利用相应年份全国分省统计年鉴对部分县域的缺失值进行了插补，
最终获得 2024 个有效统计单元。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反映农村经济的实际
发展程度，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给分析带来的影响，文中经济数据折算为 1990 年可比价
（可比价数据=现价数据/价格指数）。
3.2 研究方法
3.2.1 产劳弹性系数 经济学中的弹性是指一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相应于另一变量变动的
百分比来反应变量之间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的大小可用弹性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劳
耕弹性系数[19]，建立乡村产劳弹性系数来反映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敏
感程度，其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农业经济变化率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率的比值。弹性系
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二者间的敏感程度越高；反之弹性系数的绝对值越小，表明二者
间的敏感程度越低。产劳弹性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12 期

马 历 等：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ELEC mn =

ECR mn (E mn - E m0) E m0
=
LCR mn (L mn - L m0) L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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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ELECmn 为某一县域乡村产劳弹性系数；ECRmn 和 LCRmn 分别表示 m 区域 n 年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 （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刻画） 变化率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率；Emn 和 Lmn 分别
表示 m 区域 n 年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力数量；Em0 和 Lm0 分别为 m 区基期年的农业
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力数量。
3.2.2 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模式 本文通过分析 ELECmn 的变化，
将农业劳动力与变化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分为增长型、粗放型、集约型、滞后型、
衰落型和衰退型 6 类 （表 1），并总结提炼二者的耦合关系模式。具体表现如下：① 若
ECRmn > 0，LCRmn > 0，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
用。当 ELECmn > 1 时，表明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增加，属于增长型；当 0 <
ELECmn < 1 时，表明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慢于劳动力增加，属于粗放型。② 若 ECRmn > 0，
LCRmn < 0，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同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农业劳动力数量
减少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属于集约型。③ 若 ECRmn < 0，LCRmn > 0，
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同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下降，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对农业
经济发展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属于滞后型。④ 若 ECRmn < 0，LCRmn < 0，说明农业劳
动数量减少的同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当 ELECmn > 1 时，表明农业经济发展水
平下降速度快于劳动力数量减少，属于衰落型；当 0 < ELECmn<1 时，表明农业经济下降
速度慢于劳动力数量减少，属于衰退型。
表1

乡村产劳弹性系数分类及特征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LEC
类型

ECRmn

LCRmn

ELECmn

乡村产劳弹性特征

增长型

ECRmn > 0

LCRmn > 0

ELECmn > 1

农业经济发展增速快于劳动力

粗放型

ECRmn > 0

LCRmn > 0

0< ELECmn < 1

农业经济发展增速慢于劳动力

集约型

ECRmn > 0

LCRmn < 0

ELECmn < 0

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力减少

滞后型

ECRmn < 0

LCRmn > 0

ELECmn < 0

农业经济发展减少，劳动力增加

衰落型

ECRmn < 0

LCRmn < 0

ELECmn > 1

农业经济发展减速快于劳动力

衰退型

ECRmn < 0

LCRmn < 0

0 < ELECmn < 1

农业经济发展减速慢于劳动力

目前，中国更倾向采取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集约型耦
合关系模式，持续非农转移有利于改善人地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从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同增”的增长型和粗放
型耦合模式，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将小于集约型耦合模式。而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农业
经济发展水平降低的滞后型耦合关系模式将抑制乡村发展，剩余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
村会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传统农业的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20-21]。农业劳动力和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同减”的衰落型和衰退型耦合模式，则应引起重视，避免由于高素
质劳动力转移、资本外流而引起的农村“空心化”[22]、土地撂荒[23]和乡村缺乏活力等问
题[24]。

4 结果分析
4.1 农业劳动力的时空变化
1991-2010 年，总的来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具体分析各县域发现农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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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数量增加和减少并存，但空间差异明显 （图 2）。
1991-2000 年全国 52.57%县域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到 2000-2010 年，减少速度
更为明显，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县域占全国县域的 64.97%，新增 251 个农业劳动力减
少的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东减西增”的特点。1991-2010 年，64.72%的县域农
业劳动力数量呈减少趋势，35.28%的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有所增加，且地域差异明显。
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黄淮海地区、长三角、珠三
角、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地区
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及东北部，包括黄土高原区、内蒙古自治区、甘新区、青藏区和东
北地区，其中青藏区和甘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明显，增长 1 倍以上的县域有 33 个，
主要位于青海、新疆 2 个省份的部分县域。

图2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格局

Fig. 2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10

4.2 农业经济发展的时空变化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呈持续上升趋势，部分县域农业经济有所下滑，
空间差异明显 （图 3）。
1991-2000 年，全国共有 1841 个县域农业经济呈增长态势占 90.96%，9.04%的县域农
业经济有小幅下降，下降幅度在 0~30%的县域共有 147 个，占所有下降县域的 80.33%。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降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西藏南部和东北地区；增加的区域
较为广泛，包括中国大部分区域，其中福建、河南、河北等 7 个省的大部分县域农业经
济增长速度在 60%以上，增速明显。呈现出中国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较快，
而西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空间特征。2000-2010 年，全国共有 1947 个县域农

图3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时空格局

Fig. 3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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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呈增长态势，占 96.20%，新增 106 个农业经济增长的县域，农业经济下降的县域
仅占 3.80%，分析发现快速增长区域有向西移趋势，“胡焕庸线”两侧及甘新地区成为县
域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热点区。农业经济减少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藏地区，而其他区域
发展水平则呈上升趋势，但增长的空间差异明显，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速
度与东南沿海相比更加迅速。总的来说，1991-2010 年，中国 98.57%的县域农业经济呈
增长态势，其中农业经济增加 90%以上的县域占 75.44%；仅有 1.43%的区域农业经济发
展水平有所下降，位于西藏西南部，地处中国边界。
4.3 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
4.3.1 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耦合类型的时空分异特征 利用上述公式及分类，
得到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系数变动情况 （表 2），按照农业经济增加区和减少
区两种类型，进一步分析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 （图 4、
图 5 和图 6）。
表 2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Tab. 2 The change of ELEC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10
ECR
ECR > 0

ECR < 0

耦合特征

LCR

ELEC

1991-2000 年

2000-2010 年

1991-2010 年

增长型

LCR > 0

ELEC > 1

701(34.63%)

607(29.99%)

669(33.05%)

粗放型

LCR > 0

0 < ELEC < 1

160(7.91%)

83(4.1%)

34(1.68%)

集约型

LCR < 0

ELEC < 0

980(48.42%)

1257(62.1%)

1292(63.83%)

滞后型

LCR > 0

ELEC < 0

99(4.89%)

18(0.89%)

9(0.44%)

衰落型

LCR < 0

ELEC > 1

23(1.14%)

22(1.09%)

8(0.4%)

衰退型

LCR < 0

0 < ELEC < 1

61(3.01%)

37(1.83%)

12(0.59%)

注：括号内数据为此种耦合类型县域占研究县域的比例。

图4

1991-200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的时空格局

Fig. 4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00

（1） 1991-2000 年，根据乡村产劳弹性系数的特征及分类情况可知，农业劳动力数量
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增”“同减”的县域比重分别为 42.54%和 4.15%，二者逆向变
化的县域比重为 53.31%，其中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农业经济减少的县域占 9.18%，农
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农业经济增加的县域占 90.82%，整体呈良性发展趋势。
根据图 4 可知，①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的县域中，701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
长速度快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LCR > 0，ELEC > 1），属于增长型县域，主要分布在云
南、新疆、青海、内蒙古的大部县域；160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慢于劳动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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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73 卷

2000-201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的时空格局

Fig. 5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00-2010

图6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的时空格局

Fig. 6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10

量的增加 （LCR > 0，0 < ELEC < 1），属于粗放型县域，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青
海、西藏、江西、河南、黑龙江省及新疆南部的部分县域；980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
长而农业劳动力数量在减少 （LCR < 0，ELEC < 0），属于集约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胡
焕庸线”东南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南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及黄淮海平原。②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的县域中，99 个县 （市） 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农业经济下降
（LCR > 0，ELEC < 0），属于滞后型县域，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新疆、青
海、山西、河北、辽宁和黑龙江的部分县域；23 个县 （市） 农业经济下降的速度快于农
业劳动力减少的速度 （LCR < 0，ELEC > 1），属于衰落型县域，此类区域相对较少，主
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61 个县 （市） 农业经济下降的速度慢于农业劳动力减少的
速度 （LCR < 0，0 < ELEC < 1），属于衰退型县域，主要分布在湖北、重庆的部分县域。
研究发现，各耦合发展类型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在中国东南部表现为农业经济发
展变化率上升、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率下降；而在中国西北部则表现为农业经济发展变
化率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率同增，但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率增速更快。耦合类型为“滞
后型”、“衰落型”和“衰退型”的区域与中国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域较为吻合[25]，主要因
为此类型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农业科技发展程度低、农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等因素影响了其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如四川西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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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简称三州） 耦合类型为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农业经济
下降的滞后型县域，主要是因为三州地区主要为少数民族集聚地，农民素质普遍偏低，
且该区域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自然资源禀赋较为薄弱，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此
外，三州地区为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因病 （地方病、慢性病）、因学、因残、缺技术、
缺劳力等原因致贫的农户较多，限制了其自身发展和非农转移。因此该区域表现为劳动
力数量增加而农业经济下降的耦合特征。
（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2000-2010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在持续减少，
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在此阶段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呈“同
增”“同减”的县域比重分别为 34.09%和 2.92%，二者逆向变化的县域比重为 62.09%。
与 1991-2000 年相比，农业经济与农业劳动力同增的县域减少了 171 个，农业经济增长而
农业劳动力减小的县域增加了 277 个，呈良性发展趋势。
根据图 5 可知，①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的县域中，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业
劳动力增加 （LCR > 0，ELEC > 1） 的增长型县域有 607 个，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青
藏区、甘新区、内蒙区和东北区的部分县域。83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长慢于农业劳动
力增加速度 （LCR > 0，0 < ELEC < 1），属于粗放型县域，分散分布在青藏、甘新地区
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257 个县 （市） 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农业经济增长 （LCR < 0，
ELEC < 0），属于集约型县域，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下
游、川渝、内蒙古和黄土高原部分区域；②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的县域中，18 个县
（市） 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农业经济下降 （LCR > 0，ELEC < 0），属于滞后型县域，
分散分布在西藏、新疆及东南沿海地区；37 个县 （市） 农业经济下降的速度慢于农业劳
动力减少 （LCR < 0 且 0 < ELEC < 1），属于衰落型县域，分散分布在西藏、内蒙等区
域；22 个县 （市） 农业经济下降的速度快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 （LCR < 0 且 ELEC > 1），
属于衰退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西藏。
（3） 总的来说，1991-2010 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业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
显。在这一阶段“增长型”和“集约型”耦合发展模式占全国县域的 96.88%，“衰退”
“衰落”型耦合模式从 1991-2000 年的 84 个减少到 1991-2010 年的 20 个，呈良性发展态
势。① 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的县域中，669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业
劳动力增加 （LCR > 0，ELEC > 1），属于增长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的
四川西部、青藏区、甘新区、内蒙区的大部和东北区；34 个县 （市） 农业经济增长的速
度慢于农业劳动力增加 （LCR > 0，0 < ELEC < 1），属于粗放型县域，集中分布在四川
西部、青藏、新疆和黑龙江的部分县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1292 个县 （市）
农业劳动力减少而农业经济增长 （LCR < 0，ELEC < 0），属于集约型县域，集中分布在
“胡焕庸线”以东的黄淮海、长三角、长江中下游地区、川渝和黄土高原部分区域；②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的县域在这一阶段较少仅有 29 个，其中滞后型 （LCR > 0，
ELEC < 0）、衰落型 （LCR < 0，ELEC > 1） 和衰退型 （LCR < 0，0 < ELEC < 1） 3 种
耦合类型的县域分别有 9 个、8 个和 12 个，集中分布在西藏地区。
4.3.2 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耦合类型的转换特征 根据图 4、图 5 和图 6 还可
看出，各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相互发生了转变 （表 3） [26-27]，总体来说，从 1991-2000 年到
2000-2010 年产劳弹性类型为集约型的县域净增加 13.69%，其他类型县域均净减少，耦
合类型为增长型、粗放型、滞后型、衰退型和衰落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县域占比分别为
19.12%、5.58%、2.96%、0.94%和 2.27%，也有 12.25%的县域从 1991-2000 年的集约型转
变为 2000-2010 年的增长型，其他少部分县域耦合类型相互发生了转变。其中耦合类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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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3 卷

1991-2010 年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类型转移矩阵(%)

Tab. 3 The transfer matrix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1991-2010 (%)
2000-2010 年(T2)

P1

减少量

34.63

21.05

增长型

粗放型

集约型

滞后型

衰落型

衰退型

13.59

0.64

19.12

0.25

0.40

0.64

粗放型

1.88

0.20

5.58

0.05

0.10

0.10

7.91

7.71

集约型

12.15

3.01

31.23

0.44

0.54

1.04

48.42

17.19

滞后型

1.63

0.10

2.96

0.1

0.00

0.05

4.89

4.74

衰落型

0.15

0.05

0.94

0.00

0.00

0.00

1.14

1.14

衰退型

0.59

0.10

2.27

0.00

0.05

0.00

3.01

3.01

P2

29.99

4.10

62.10

0.89

1.09

1.83

100

新增量

16.40

3.90

30.88

0.74

1.09

1.83

1991-2000 年(T1)
增长型

注：行表示 2000-2010 年 （T2） 产劳弹性类型，列表示 1991-2000 年 （T1） 产劳弹性类型；转移矩阵表示 T1-T2 时段某
种类型县域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县域个数占研究县域总量的百分比；P1 表示 T1 时段各类型县域数量占研究县域总量的
百分比，P2 表示 T2 时段各类型县域数量占研究县域总量的百分比；“新增量”表示 T2 时段各类型县域数量占研究县域
总量的百分比与 T1-T2 时段该类型县域不变量占研究县域总量的百分比之差，“减少量”表示 T1 时段各类型县域数量
占研究县域总量的百分比与 T1-T2 时段该类型县域不变量占研究县域总量的百分比之差。

增长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县域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耦合类
型由集约型转变为增长型的县域相对较为分散，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甘新区、东北区以
及其他各省的少部分县域；1991-2010 年，耦合类型始终保持为集约型的县域主要分布在
黄淮海平原、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下游、川渝和黄土高原部分区域。
在内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各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相互发生转变且总体有变好的趋
势。一方面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政策支持、城镇化进程加快和非农就业岗位
增加，多数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另一方面农
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土地规模经
营，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又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如内蒙古大部分县域产劳弹性类型由 1991-2000
年的增长型转变为 2000-2010 年的集约型，主要原因为：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创新及推广
应用、农业相关政策的扶持，内蒙古农业经济呈持续上升趋势。前一阶段，由于农
（牧） 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不高、非农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对于劳动力非农转移作用不太明
显，因此这一阶段为农业经济增速快于劳动力的增长型耦合类型；在后一阶段，随着草
原乳业的发展和知名度不断提高，带动了农 （牧） 业现代化进程，延长了农业产业链，
新增就业岗位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另外 2000 年以后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了建筑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较大的吸纳作用[28]，这一阶段表现为农业经
济增长而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集约型耦合类型。

5 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特征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根据 1991-2010 年产劳弹性系数变化的耦合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提出通过乡村人
口、产业与经济优化重构实现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表 4）。
（1） 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农业劳动力增加的增长型县域，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
青藏区、甘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和东北区。其特点是地处中国西北部，自然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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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特征及乡村振兴路径

Tab. 4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 of ELEC and rural rejuvenation path
发展类型区 耦合类型
经济增长区

经济下降区

地域分布

基本特征

振兴路径

增长型

主 要 分 布 在 四 川 西 部 、 自然及地理区位条件相对落后；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青藏区、甘新区、内蒙 产业调整无实质性进展；
适度引导土地规模经营；
古自治区的大部和东北区 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粗放型

集 中 分 布 在 四 川 西 部 、 自然及地理区位条件相对落后； 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
青藏、新疆和黑龙江的 贫困程度深；
明确功能定位突出比较优势；
部分县域
产业发展定位不明确。
积极培育农村新业态，支持和
鼓励农民就业创业。

集约型

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
原、长三角、珠三角、
长江中下游、川渝和黄
土高原部分区域

滞后型

集中分布在西藏自治区 自然和地理区位条件恶劣、
的边缘地带
土壤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
贫困程度深；
思想观念落后、劳动力素质低
和劳动技能差。

衰落型
衰退型

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水平高；
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和人口高密
度区。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开展特色小镇建设；
促进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
加强基层治理和制度创新。
增强帮扶力度；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重视乡村教育,吸引人才返乡。

理区位条件相对比较落后，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和农业政策支持，农业经济增
长较为明显，但由于产业调整无实质性进展且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29]，加之城镇化发
展水平较低，对岗位的需求量相对较少。此外，该区域多为少数民族集聚地，农民自身
素质较低，外出难以胜任需较高技术含量的岗位，因此这类区域虽农业经济有所增长，
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却不明显，属于农业经济增长快于农业劳动力增加的增长型耦合
类型。此类型区域的乡村振兴应加快该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适度引导土地规模经营，积
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如开展农民自主创业、就业专业技
能培训，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农业劳动力就地非农转移。
（2）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慢于农业劳动力增加的粗放型县域，集中分布在四川西部、
青藏区、新疆和黑龙江的部分县域。其分布区域和特点与增长型县域较为相似，此类县
域数量相对较少，位于各省 （自治区） 的边缘地带，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条件较差，贫
困程度深，产业发展定位不明确，因此其农业经济发展速度与增长型县域相比更为缓
慢。此类型区域的乡村振兴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明确区域功
能定位、突出比较优势；适度引进工商资本下乡，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激活乡村
发展要素，积极培育农村新业态，鼓励农民实施多种经营方式的现代农业发展，将小农
经营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3） 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集约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三
角、珠三角、长江中下游、川渝和黄土高原部分区域。这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
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和人口高密度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人口
和产业结构变化较大[30]，给农业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类型区域的
乡村振兴应继续借助城镇化、工业化的有利外部条件，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特色小镇建设 [31]，打造田园综合体，继承和弘扬乡村传统文
化；激发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注重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和环境治理；加强基层治理和制度创新，为其他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提供可供
借鉴的典型经验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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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经济下降而农业劳动力增加的滞后型县域、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同
减”的衰落型、衰退型县域，这 3 种类型县域相对较少，集中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边缘
地带。其特点是位于高原区、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不利于农业生产，且该区域贫困
发生率高，因病、因残、缺土地、缺资金和缺技术等致贫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思想观
念落后、劳动力素质低和劳动技能差等原因，西藏自治区部分县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效果不太理想，因此存在滞后型县域。其乡村振兴应加强贫困落后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资金投入力度，注重贫困人口扶志、扶智，从而减少贫困发生率；积极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和开展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引导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3]，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视乡村教育，吸引人才返乡[32]，避免土地撂荒和乡村衰败
等问题的出现[33]，促进乡村振兴。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 农业劳动力数量总体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991-2000 年、2000-2010 年、19912010 年 3 个时段农业劳动变化率分别减少 4.91%、15.50%、19.65%，农业劳动力数量呈
“东减西增”的空间演变格局。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缓解人地压力，促进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繁荣农业经济。
（2） 1991-2010 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总量增长 140.13%。1991-2000、
2000-2010 年两个时段农业经济变化率分别增长 43.06%和 67.85%，前一时段东部地区农
业经济增长率快于中西部地区，后一时段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率则快于东部地区，
区域差异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域农业产值占该区
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减小，由 1991 年的 24.53%下降到 2010 年的 10.1%，且呈现出
“东低西高”的规律特征。
（3） 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模式多样，区域差异明显，主要以
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同增”的增长型和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经济增长的集约型为
主，分别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部地区。1991-2000 年耦合模式为增长型和集约型的县
域分别有 701 个和 980 个，到 2000-2010 年增长型的县域下降到 607 个而集约型的县域上
升到 1257 个，呈良性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粗放型县域也有所减少，由分散分布在全国
各县域到集中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的部分县域。耦合类型为“滞后型”“衰落型”和
“衰退型”的区域与中国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域较为吻合，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帮扶的区域，
1991-2000 年这一阶段最为明显，而后发展趋势逐渐变好。
（4） 在内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各县域产劳弹性类型发生转变且总体呈良性发展
趋势。根据农业劳动力变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引进工商资本、激活乡村发展要素、培育新型经营业态、加快产业结构转
型和加强政策支持、重视人才和教育等措施，激发乡村的内生发展潜力，促进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
6.2 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选取 1991 年、
2000 年、2010 年 3 期分县统计数据，探讨了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模式及时空格局，以期为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人地关系协调提供借鉴。与前人研究相
比，本文构建了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作用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界定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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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劳弹性系数耦合类型的内涵和外延，进而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了中国县域农业劳
动力变化和农业经济的耦合格局和时空分异特征，有助于丰富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论研
究，有利于各区域因地制宜的选取产业发展模式，发挥比较优势、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潜
力，促进乡村经济振兴。
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促使人地关系和谐发展，但受限于城乡二元户籍、土地制度、教
育医疗等体制机制[2]，更多农民选择兼业化的生产方式[34]，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
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如何保障非农转移农民的权益、制定和完善符
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营制度，促进区域人地关系协调和经济发展将是未来所需努力的
方向。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域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多样。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
业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地域差异，且随转移阶段和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变化，既包括自然资
源、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也包括农民的个人偏好、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
不同的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模式构成了中国县域产劳弹性系数的类型
组合，应正视各类耦合模式的存在，客观分析其优点与不足，寻求乡村振兴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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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MA Li1, 2, LONG Hualou1, ZHANG Yingnan1, 2, TU Shuangshuang1, 3, GE Dazhu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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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1991, 2000 and 2010 panel data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1991- 2010, China's
agricultural labor at county level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down 4.91% and 15.50% ,
respectively, from 1991 to 2000 and 2000 to 201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decreasing eastward and increasing westward". (2) During 1991- 2010,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t county level showed a sustained growth trend, with a total increase of 140.13% ,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obvious.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in the regional
GDP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reas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ncreas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3) The coupling types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coefficient
are mainly the increasing type and intensive type, representing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labor, respectively;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were observed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of China, respectively. The
coupling types of "retarded", "fading" and "declining" region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high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China; from 1991 to 2010, the coupling types presented a positive
trend. Finally, based on the coupling ty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labor elasticity
coeffici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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