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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助力广东共同富裕
余欣

2021 年广东同全国一道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

作重点从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共同富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

起点上，但广东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本研究归纳总结广东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结合全国情况作对比，对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基本判断和

原因分析，提出缩小广东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措施，对进一步以点带面、见

微知著为全国缓解贫富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亦提供前瞻性思考，并有利于全国收入

分配调整的趋利避害，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体系，扎实有效推进共

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实现居民收入增

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对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历

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为我国持续推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 年广

东同全国一道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重点从脱贫攻坚

历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共同

富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广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践与成效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地处祖

国的南大门，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港澳，在现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专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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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城乡收入比与全国走势大致相同，

但收入差距小于全国收入差距

与中国城乡收入比曲线对比，广东城乡

收入比曲线走势与全国大致相同（见图 1）。

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1990 年。中国城乡

收入比曲线与广东城乡收入比曲线呈现交互

前行的趋势，从 1978 年至 1982 年，广东城

乡收入比一直小于全国城乡收入比。自 1983

年广东城乡收入比超越全国后，1986 年全国

城乡收入比又反超广东。第二阶段从 1990 年

至 1997 年，广东与全国城乡收入比基本重叠

阶段。第三阶段从 1997 年至 2020 年，广东

城乡收入比曲线一直位于全国城乡收入比曲

线下方。

图 1   1978-2021 年中国与广东城乡收入比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广东统计年鉴 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代化建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充分发挥了“试

验田”、“窗口”等示范作用，且广东经济转

型比较早，1978 年广东经济总量为 185.58 亿

元人民币，2021 年增长到 124369.67 亿元人

民币，40 多年间增长了 670.2 倍，因此广东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全国较早出现，政策措施

走在全国前列。

（一）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降低

近年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迎来重

大“拐点”，连续两年在 2.5 ∶ 1 以内，这意

味着广东城乡发展失衡局面有所改观，城乡融

合发展趋势向好。

1.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乡收入比呈现“缩

小—扩大—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图 1 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乡

收入比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至 1982 年，广东城乡收入比逐渐下降。1978

年广东城乡收入比为 2.13，之后逐渐下降到

1982年的1.65。第二阶段从1983年至2007年，

呈现波段爬升。2006 和 2007 年达到顶峰 3.15。

第三阶段从 2008 年至 2021 年缓慢下降。从

2007 年 3.15 一直缩小至 2021 年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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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广东城乡收入比在改革开放初

期小于全国水平，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收入分

配差距逐渐扩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0

世纪末，广东城乡收入比和全国持平。从 20

世纪末开始，广东收入分配调整政策卓见成

效，城乡收入比缩小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可

见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上，广东走在了全国前

列，对全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起到示范与带动

作用，但总体来说，无论广东还是全国，城乡

收入差距都在逐步扩大。

（二）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

东各级党委政府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

断缩小。

如 图 2 所 示，1978 年 至 2021 年， 广

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3.25 元增

长 至 22306 元， 增 长 114.4 倍， 年 均 增 长

11.68%；其中 2013 年至 2021 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1067.79 元增长至 22306

元，增长 1.02 倍，年均增长 9.16%。2021 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31 元，比

上年增长 10.5%；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22306 元，同比增长 10.7%，广东农民

收入的绝对数和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图 2   1978-2021 年广东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21》、《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2012 年以前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3 年及以后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比较稳定

从收入来源看（如表 1），近些年（2015-

2020 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不大，工资

性收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大概占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且呈小幅上升趋势；经

营净收入呈下降趋势，说明农业生产等经营的

效益有待提高；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在

2%-3%的区间缓慢上升；转移净收入比较稳定，

维持在 20% 左右。



/  November  2022 09广东经济

（四）广东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自改革开放至今，广东城镇居民恩格尔系

数的下降幅度比广东农村大，经历了以下四个

阶段（如图 3 所示）：

第一阶段，1978 年 -1984 年，广东城镇

的恩格尔系数比广东农村高。广东城镇恩格

尔 系 数 从 1978 年 的 66.6% 下 降 到 1984 年

的 63.6%；广东农村恩格尔系数从 1978 年的

61.7% 下降到 1984 年的 59.3%。

第二阶段，1985 年 -1990 年，广东城镇

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基本持平。在短短 5 年间，

广东城镇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有三年几乎是重

合的，包括 1986 年（广东城镇 58.6%，广东

农 村 58.8%）、1987 年（ 广 东 城 镇 56.7%，

广 东 农 村 57.3%） 和 1990 年（ 广 东 城 镇

57.2%，广东农村 57.7%）。

第三阶段，自 1990 年后，广东城镇的恩

格尔系数降到农村恩格尔系数之下，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两者差距在逐步扩大，直至 2012

年后，两条曲线差距才有所缩小。广东农村

恩格尔系数在 2002-2010 年这段时间，基本

维持一条平稳的直线，从 2002 的 47.6% 到

2010 的 47.7%，变化不大；广东城镇恩格尔

系数中间也有徘徊上升的阶段，但在 2012 年

亦开始下降，与广东农村恩格尔系数趋势保持

一致。

第四阶段，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广

东城镇恩格尔系数在 2019 年略微下降后在

2020 年反弹回 32.2，广东农村恩格尔系数更

是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连续上升，分别

上升到 37.1 和 40.8。可见疫情还是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因为疫情的持续，

人们减少外出而增加居家的时间，食品等消耗

和储备增多，导致恩格尔系数出现近期以来少

有的上升。

表 1   2015-2020 年广东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情况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工资性收入          6724.01
（50.00%）

7255.30
（50.00%）

7854.63
（50.00%）

8510.68
（50.00%）

9698.75
（52.00%）

10613.46
（52.69%）

经营净收入          3590.14
（26.87%）

3883.59
（26.76%）

4118.65
（26.00%）

4432.67
（26.00%）

4446.89
（24.00%）

4584.94
（22.76%）

财产净收入          337.01
（2.52%）

365.76
（2.52%）

414.81
（3.00%）

448.93
（3.00%）

541.04
（3.00%）

616.11
（3.06%）

转移净收入          2709.27
（20.00%）

3007.50
（21.00%）

3391.65
（21.00%）

3775.47
（21.00%）

4131.74
（22.00%）

4328.92
（21.49%）

合计 13360.44
（100%）

14512.15
（100%）

15779.74
（100%）

17167.74
（100%）

18818.42
（100%）

20143.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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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广东城镇、广

东农村恩格尔系数基本呈反向递增关系。广东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品支出在

总支出中所占比例无论广东城镇还是农村都在

持续下降，但从 2019 年开始，因为受到全球

新冠疫情的影响，恩格尔系数出现少有的向上

回升。

广东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挑战

尽管广东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党中央对共同

富裕的要求相比，与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

大省的地位相比，广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面

临的挑战和压力依然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

仍旧是制约广东实现总定位总目标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瓶颈。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虽然近年来广东城乡收入比持续下降，但

城乡收入比仍然大于全国许多（23 个）省份，

排名居全国第 24 位，属于城乡差距较大的省

份之一。如图 4 所示，2021 年，全国城乡收

图 3   1978-2020 年广东城镇及农村恩格尔系数对比

资料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

图 4   2021 年广东与全国其他地区城乡收入比值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及各省统计公报、全国各年统计年鉴整理

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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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较小的省份是天津（1.84）、黑龙江

（1.88）和浙江（1.94），均在 2 倍以内，其

中天津（27955 元）和浙江（35247 元）不仅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且保持了

相对较低的城乡收入比；甘肃和贵州的城乡收

入比数值最大，分别为 3.17 和 3.05，是仅有

两个超过 3 倍的省份。

值得注意的是，财产净收入差距已成为影

响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净财产收入的绝对值是农村

居民的 12.1 倍；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 3.1%，比城镇居民

财产性收入比重（14.8%）低 11.7 个百分点，

比城乡居民总体的财产性收入比重（13%）也

要低近 10 个百分点（图 5）。中国财产净收

入差距主要是房产价值上涨引起，以房产为主

的财产积累更多地向富有群体倾斜，尤其在城

镇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财产差距影响更为显

著，成为推动居民财产升值和财产差距扩大的

重要原因。

图 5   2015-2020 年广东省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收入情况

（二）农民收入水平仍需提高，城乡收入

差距依然较大

1. 农村居民收入全国排名仍有待提高

如表 2 和图 6 数据所示，2021 年，全国

分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六位分别

为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福建，

其中上海、浙江和北京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已经超越 3 万元，分别为 38521 元、35247

元和 33303 元，广东排名第七位，为 22306 元。

农民收入水平与广东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不

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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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全  国 10489 11422 12363 13432 14617 16021 17132 18931

北  京 18867 20569 22310 24241 26490 28928 30126 33303

天  津 17014 18482 20076 21754 23065 24804 25691 27955

河  北 10186 11051 11919 12881 14031 15373 16467 18179

山  西 8809 9454 10083 10788 11750 12902 13878 15308

内蒙古 9976 10776 11609 12584 13803 15283 16567 18337

辽  宁 11192 12057 12881 13747 14656 16108 17450 19217

吉  林 10780 11326 12123 12950 13748 14936 16067 17642

黑龙江 10453 11095 11832 12665 13804 14982 16168 17889

上  海 21192 23205 25520 27825 30375 33195 34911 38521

江  苏 14958 16257 17606 19158 20845 22675 24199 26791

浙  江 19373 21125 22866 24956 27302 29876 31931 35247

安  徽 9916 10821 11721 12758 13996 15416 16620 18368

福  建 12650 13793 14999 16335 17821 19568 20880 23229

江  西 10117 11139 12138 13242 14460 15796 16981 18684

山  东 11882 12930 13954 15118 16297 17776 18753 20794

河  南 9966 10853 11697 12719 13831 15164 16108 17533

湖  北 10849 11844 12725 13812 14978 16391 16306 18259

湖  南 10060 10993 11930 12936 14093 15395 16585 18295

广  东 12246 13360 14512 15780 17168 18818 20143 22306

广  西 8683 9467 10360 11326 12435 13676 14815 16363

海  南 9913 10858 11843 12902 13989 15113 16279 18076

重  庆 9490 10505 11549 12638 13781 15133 16361 18100

四  川 9348 10247 11203 12227 13331 14670 15929 17575

贵  州 6671 7387 8090 8869 9716 10756 11642 12856

云  南 7456 8242 9020 9862 10768 11902 12842 14197

西  藏 7359 8244 9094 10330 11450 12951 14598 16935

陕  西 7932 8689 9396 10265 11213 12326 13317 14745

甘  肃 6277 6936 7457 8076 8804 9629 10344 11433

青  海 7283 7933 8664 9462 10393 11499 12343 13604

宁  夏 8410 9119 9852 10738 11708 12858 13889 15337

新  疆 8724 9425 10183 11045 11975 13122 14056 15575

表 2   全国各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及各省统计公报、全国各年统计年鉴全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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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差距交织在一起

广东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这

种地区间的不平衡也体现在不同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如图 7 所示，珠三角各

地市（深圳没有农村除外）的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全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粤东西北

14 个地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部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

（四）地区及行业人均报酬差距大

广东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薪酬差距较大，并

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高薪和高报酬集中在

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地区。

一是不同地区人均报酬差距大，其中广深

珠平均工资名列前三。根据 2021 年广东统计

年鉴数据显示，广深珠三市在岗职工年均工

资过 10 万，名列前三，在岗职工年均工资过

9 万的地市有 6 个，而工资低于 9 万的地市有

图 6   全国分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地区比较

图 7   2021 年广东省 21 个地市城乡收入比值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 21 个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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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全省 21 个地市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排名

方面，最高的是深圳市，平均每人年工资数额

为 139436 元；第二为广州市，平均每人年工

资数额为 135138 元；第三为珠海市，平均每

人年工资数额为 107284 元。深圳、广州和珠

海三市是全市 21 个地级市中在岗职工年人均

工资超过 10 万元的城市。

二是不同行业薪酬差距也在扩大。从中

国南方人才市场发布的《2020-2021 年广东

地区薪酬趋势》数据显示，广东不同行业薪

酬差距也在扩大，从行业来看，医疗设备、

器械制造业的平均薪酬同比增幅最大，达到

13.13%；其次是医药和生物工程制造业，为

12.86%。其中，“金融业”以 17333 元 / 月

的平均薪酬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是全省平均

薪酬水平的 2.23 倍。 第二的是“互联网、软

件、IT 服务和信息传输业”，为 12685 元 / 月。

薪酬水平排名第三的是“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为 10334 元 / 月。平均薪

酬水平最低的三个行业则分别是“纺织服装和

服饰制造业”（5577 元 / 月），“居民服务业”

（5478 元 / 月）和“住宿和餐饮业”（4854

元 / 月），三个行业分别低于全省平均薪酬

28.21%、29.49%、37.51%。

导致广东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原因分析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

迅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广东基

尼系数 1997 年已达到 0.407，突破国际 0.4

的警戒线，更从 2003 年开始突破 0.45，达到

0.461，反映全省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

几年来，广东收入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性的

改变，主要原因包括：

（一）区位资源禀赋差异大，地区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

广东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省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一，自 1989 年起，广东国

内生产总值在中国 30 个省市中连续占据第一

位，随着我国 GDP 接近 100 万亿人民币，广

东 GDP 也突破 12 万亿人民币，已达到中上等

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广东也是全国经济发展最

不平衡的省份，广东珠三角与东西两翼、粤北

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

港澳，对外贸易优势明显，同时也是全国较大

的侨乡之一，港澳台与海外侨胞多达 1000 多

万人，有利于招商引资。此外珠三角地区人力

资源丰富，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内地大量的廉

价劳动力及技术人才，经济辐射作用强，互补

优势较大。而其他三个区域远离广东经济发展

的中心，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西部和粤北山

区资源较为贫乏，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人民生

活水平难以与珠江三角洲相比。从经济发展区

域来看，近年来珠三角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发展区域，粤北山区

则相对发展较为缓慢。

（二）二元经济导致城乡差异显著

广东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广东城镇和农

村之间的差距，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

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广东的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

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贫困农村以典型

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

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

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等。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城

镇在容纳农村剩余人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广东的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6.3% 上升到

2020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4.15％，

进入城镇化发展成熟期，成为除直辖市以外

首个城镇化率突破 70% 的省份，超过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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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2021 年末 64.72%）约 10 个百分点。

分区域来看，珠三角核心区与京沪津三大直

辖市相当，而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仍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差距相当明显。

可见，原有的户籍等制度所形成的二元分离

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城市和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享受的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利益相差较远。

（三）产业、行业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行业

产品的竞争力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和产

品以及产品附加值低的行业和产品。从历年的

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农业所涉及的各个行业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和其他行业相比较少，而且

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这些行业产品的附加

值比较低，社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相对较低，形成了典

型的低收入阶层。而当前的金融和信息产业，

由于产品的附加值高，属于当前的朝阳产业，

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量大，这些行业的从业人

员收入就相对较高，成为典型的富裕阶层。这

一点在广东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广东一直通

过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推动传统产业的技

术升级，高新技术人才在深圳及广州的集聚也

导致了广东收入分配两端分化，收入差距进一

步扩大。

（四）税收逆向调节，有效分配能力不足

保护合法税收，调节过高收入和取缔非

法收入，对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具有重大

意义。目前，广东仍然存在税收逆调节现象，

包括高收入者逃脱了应有税负的承担，工薪

阶层成了税负的主体。广东对经营性收入与财

产性收入的征税并不理想，个人所得税并没有

对真正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进行适当的调节。

部分税收流失严重，高收入者利用转移支付避

税，例如企业出资为企业主个人购买相关消费

品并计入企业成本；企业主为自己支付极低的

工资，并将个人消费列入企业开支当中，如购

买房屋、汽车等不动产，购买家具等大宗消费

品；子女教育甚至旅游度假列入公司账目，通

过各种途径把民营企业的利润做掉部分以逃避

税收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个人收入数据的不真

实、不全面和不透明。

因此广东税收制度不健全，税制不尽合理，

造成了低收入者纳税压力较大的同时对高收入

群体也缺乏合理和必要的“限高”，导致社会

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能力不足，广东贫富差距进

一步扩大。

广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有

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缩小收入差距特

别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农村持续

增收，形成正向、合理及长远发展的机制。二

是在重视公平的前提下，分好蛋糕，有助于双

循环及扩大内需，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

人人享受的合理分配格局。三是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向中等收入

行列，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加

强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在

先富带动后富帮后富的同时，补齐社会低收入

群里的短板，在增加社会总体财富和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的框架内实现共同富裕。广东随着国

家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调

节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广东居民收入差

距，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刻不容

缓。我们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鼓励

充分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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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广东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利用珠三角

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优势，带动经济内生

动力协调发展，在构建良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前

提下，带动充分就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构

建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充分发

挥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对吸纳就业的作用。

一是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制定出台广东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支持金融机构为创业者

提供融资、信托保险等金融服务，取消对就业

困难群体创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反担保要

求。在广东全面推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推进

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

落实大学生培训创业帮扶政策。二是实施更加

公平的就业扶持政策。在改善劳动关系、工资

支付制度以及就业与社会保障联动机制的基础

上，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灵活就业。规范各项

就业扶持制度，使就业扶持政策能够更公平公

正地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三是加大职业技能培

训力度，构建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制订城乡

劳动者技能培训制度，完善企业内部培训制度，

推进农民继续教育工程。

（二）健全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规范最

低工资保障制度

深化广东省薪酬制度改革，完善全省统一

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健全反映劳动

市场供求关系及企业效益的工资增长机制，规

范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一

是健全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完善对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制定广东省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条例，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分配

政策。二是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合理

平衡省内区域间工资收入差距。建立工资托底

保障机制，提高欠发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津贴

补贴水平。建立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

企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完善与当地经济发

展、物价水平、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相适应的公

务员工资增长机制。三是全面落实工资支付保

障机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保证

金和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依法惩治非法劳务

派遣。

（三）推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

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广东省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当务之急

和重中之重。目前，广东正加大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带动乡村经济建设发展。广东

省财政计划 10 年总投入 1600 亿元以加快改

变农村面貌。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以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厕所革

命等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

综合整治问题方面，重点围绕广东农业转移人

口融入城市难、城镇土地利用粗放低效、城镇

化资金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展开综合试点，破

解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选择具有成效的重大政

策及重大工程，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

鉴。广东还应在大力提升粤东粤西粤北产业发

展水平的同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重

点增加民生领域在贫困地区、边远山区、民族

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投入。进一步提升广东省

全省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比重，确保民生保障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逐步拓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全省财政投入

相应资金保障。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指向性补贴

项目，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发放到个人。

（四）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重点向边

远贫困山区配置教育资源

广东应争取在珠三角地区和广东其他地区

中等城市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广东全省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进一步缩小

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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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合作国际化。建立起结

构优化、协调发展、具有广东特色、充满生机

活力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逐

步建立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阶段

教育学生资助标准机制。广东高等教育综合实

力进一步加强，建立全省统一制度，统一地区

标准，统一预算拨付，统一监管的公共教育体

系。建立满足教育发展的良性投入机制，均衡

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促进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

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科技

创新。目前，广东在教育领域的重点在于促进

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改善欠发达地区师资队

伍建设和办学条件，巩固和提高发达地区的教

育水平和质量，不断增加教育优质学位，缩小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

（五）建立高均等化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并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全面衔接和全省统一

广东应逐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提高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和优抚对象保障标准，形成城

乡统筹生活保障体系。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缩小城乡与地区差别，建立适合广东省情、覆

盖城乡全体居民，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具有

相当高均等化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及巩固

广东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

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调整机制。进一

步缩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不合理的待遇差

距，实施广东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实行省级调剂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省

级统筹模式，增强广东省级调剂能力，均衡地

区负担。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力争广东省底线民生保障水平

达到全国前列，提高五保供养对象和城市“三

无人员”的保障标准，农村五保对象不低于当

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广东省建立省级区域救

灾物资储备仓库，储备充足的生活类救灾应急

物资，并使救灾资金与当地财政收入和人均生

活状况相衔接。三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推动

社会福利服务向普惠型转变，从以服务老年人、

残疾人、孤儿为主，扩大到服务社会人群。积

极推行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和政府购买服务的

社会福利服务改革。

（六）加大广东“强农惠农富农”力度，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虽然广东利用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使农

民收入率先在全国快速增长，但目前广东农民

持续增收仍存在不少问题，与广东经济快速发

展及和谐社会建设不相适应。一是增加农民家

庭经营性收入。针对广东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逐

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软肋，应加大措施，增

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

业生产效益。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实施科技下乡、科技兴农工作，因地制

宜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在农业功能拓展

中获得更多收益。二是加大农村扶贫力度，重

点帮助贫困农村地区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增强贫困地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完善

对口扶贫开发机制，明确行业部门扶贫责任，

项目资金优先安排到贫困地区、重点帮扶村等，

集中解决贫困区发展瓶颈问题。完善金融扶贫

机制，落实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开展扶贫小额

贷款业务，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机制。

三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完善补贴发放机制及

发放方法，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中粮大户倾

斜办法，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森林保险项目

品种，扩大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建立激励性补

助机制，细化农村金融奖补政策，健全农业巨

灾风险事故损失救助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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