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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乡“二元”流通结构是制约农村消费、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构建城乡

一体化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是中国发展转型与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目标。在总结相关研究

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描述了转型时期中国城乡流通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并分析了其成因; 最后，本文

提出了城乡流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策略。
关键词:城乡; 流通; 一体化

流通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与城市流通体系相比，

农村流通体系发展相当落后，这不仅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更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进

而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如何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流通体系，逐步消除

城乡差异，是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重大战略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城

乡流通一体化，构建新型农村现代商品流通体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和现代文明。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是中国发展转型与改革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内在目标。实施城乡流通一体化战略，有利于发展农村现代流通经济，构建起便捷、安全、
公平的农村流通网络体系，维护农民利益，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利益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

有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确保中国迈向消费型大国经济的转型; 有利于促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农村与

农业聚集，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一、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政府部门、产业界、国内学术界都相当关注转型时期我国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从国内学术界来

看，最近五年来已有部分学者陆续对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展开了研究。如:

宋则( 2006) 在《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产业链中的带动与反哺作用》中就明确提出“构建城乡一

体化交换体系和现代流通服务体系是重中之重”的鲜明观点; 他认为，“将农村市场作为建立畅销体系

和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的重要启动点，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工业品滞销积压，而且可同时缓解农产品的滞

销积压，从而全局走活”; 因此，“政策的要点是，建立城乡一体化、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现代流通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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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城乡产品购销重新活跃起来”。
而马龙龙则在《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市场体系建设》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实施重点: 流通体系

再造弥补市场短板”的重要观点，认为城乡流通体系在市场客体( 商品) 、市场主体( 经营主体与经营

方式) 、载体( 流通渠道) 、秩序、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并提出了从四个方面进行市

场流通体系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建议: 即要全面加强市场一体化的战略规划、建立双向互动的城乡流通

体系; 要积极培育有效的农村流通主体，特别是推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要大力发展新型流通方

式，加快农村流通现代化; 要依托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跨越式地有优化流通体系。
朱智、赵海德( 2010) 则在《我国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研究》中就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的

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发展思路、策略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我国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

化的具体政策建议。
洪涛 ( 2010) 在《我国城乡流通业协调发展初探》中则认为，建立城乡流通产业一体化格局是理论

和认识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我国旧的城乡关系向新型城乡关系的转变。在对我国城乡流通关系的回

顾与总结的基础上，他研究了城乡流通体系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基本设想和基本

原则，并提出了推进城乡流通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周爱华、王艳( 2008) 在《流通带动型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则认为，我国城乡之间在流通体系

建设、物流设施、商业网点及业态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流通滞后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

发展的新瓶颈; 流通带动型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即是以现代商贸服务业为启动点，从城乡一体化角度

考虑城乡资源配置，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商贸流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

发展。
夏春玉、张闯等( 2009) 在《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 互动机制与建立路径》中则通过对沈阳蒲

公英和南京苏果两家企业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概念模型，并重点研究了

系统中城乡互动机制和可能的建立路径。他们研究发现: 有效降低流通成本是建立城乡互动的双向

流通系统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消费品从城市向农村流通与农产品从农村向城市流通过程中对物流

设施、店铺网络、人力等流通要素的共享是降低流通成本的有效途径; 流通企业还必须解决好农村流

通网络的规划与建设及其与城市流通网络的整合、采取合适方式实现“农商对接”等关健问题。
林素娟( 2008)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南地区城乡流通一体化体系构建》中则提出将西南地区

流通一体化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之中，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坚持以专业市场建设为核心、以
城乡物流配送为关键、重视农产品加工增值服务、探索一网多用的城乡流通一体化体系之路。

迟乃封、张杰非( 2008) 则对烟台市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大流通体系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而李东( 2008) 则以重庆为例，从城乡统筹视角对农村流通市场体系建设问题进行

研究，认为“实现城市流通市场和农村流通市场的有效对接，进而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实现市场化红

利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对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都有重要意义。”
刘建凤( 2008) 则对流通现代化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流通现代化具体形式依托于

现代化的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以及连锁经营，必须合理运用流通现代化来促进城乡之间商品、农产品

的快速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
总之，国内关于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的

理论共识。但总体上，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城乡

流通一体化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见一部关于城乡流通一体化问题研究的

专著面世，这无疑是国内流通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空白。

二、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二元结构”表现及其成因

所谓城乡“二元”流通结构是指流通体系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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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通经济环境的城乡差异。流通经济环境的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差距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城

乡差距显著。据统计，2005—2009 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0493. 0 元、11759. 5
元、13785. 8 元、15780. 8 元、17174. 7 元; 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地仅为: 3254. 9 元、
3587. 0 元、4140. 4 元、4760. 6 元、5153. 2 元; 期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分别为: 7238. 1
元、8172. 5 元、9645. 4 元、11020. 2 元、12021. 5 元。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巨大

差距，2005—2009 年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 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分别为: 3. 7、
3. 7、3. 7、3. 6、3. 7。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消费结构的巨大差异。以 2009 年居民家庭平

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为例，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 96. 01 台、电冰箱 95. 35 台、彩电 135. 65
台、空调 106. 84 台、家用电脑 65. 74 台; 而同期农村居民仅拥有洗衣机 53. 14 台、电冰箱 37. 11 台、彩
电 108. 94 台、空调 12. 23 台、家用电脑 7. 46 台①。显而易见，城乡经济差距是制约着城乡流通一体化

进程的主要因素。
2． 流通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在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长期形成了“城市优先”的发展战

略，城市都取得了大量的优质资源的投入，无论在交通工具、道路设施、物流中心、市场建设以及其他

流通基础设施方面都存在城乡差距。城市流通基础设施众多、现代化水平高，功能完善; 而农村流通

基础设施薄弱，专门的商业设施缺乏，多以粗放式的农村集贸市场为主，经营设施因陋就简，“脏、乱、
差”现象严重，现代化程度低。

3． 流通管理体制的城乡差异。在流通管理体制方面，城市形成了较为完善和严格的管理体系，涉

及的行政部门众多，如工商、税务、质检、物价、卫生等政府部门共同承担起城市商品流通的管理职责，

构建起较为安全的商品流通体系。相对城市而言，广大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过程则监管乏力，主要体

现在相关职责部门服务农村流通市场的基层人员配置不足，业务素质较差，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对

农村集贸市场的管理流于形式，简单地将管理职责理解成收取摊贩的市场管理费。
4． 流通渠道的城乡差异。所谓流通渠道是指商品从生产到达消费领域的全过程，而流通渠道是

由流通环节连接起来，流通环节越多流通渠道越长。根据不同的产品生产与消费特性，应该建立不同

的产品流通渠道。但总体上，无论从流通渠道的深度与宽度来看，农村商品流通渠道都远远落后于城

市商品流通渠道。相对于城市便利的流通渠道而言，工业品下乡渠道不畅，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价，

造成农村市场上各类消费品价格高于城市同类商品价格。而从农产品进城的角度而言，由于农产品

销售渠道过于狭窄，或市场供求信息不灵，或缺乏必要的物流设施，如冷链运输与储藏设施匮乏，导致

农产品经常出现“卖难”的局面，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
5． 流通组织的城乡差异。流通组织的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流通中介组织不

发达，许多农村的农产品流通只依赖少数经纪人的贩卖活动，使得农民在价格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恶意压价现象严重; 二是服务于农村的批发、零售以及物流企业少，规模小，流通产业组织不发达。在

农村里，零售组织多为小卖部、夫妻店、流动商贩、集市摊贩，缺乏超市、大卖场以及连锁化的现代商业

零售店，原有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业已名存实亡。与城市中丰富的流通业态、以及大规模的现代流通企

业相比，农村的流通产业组织明显落后，服务能力以及服务水平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生活需求，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
6． 流通秩序的城乡差异。流通领域“假冒伪劣”横行是中国转型时期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突出现

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这个共同的市场顽疾。但就假冒伪劣泛滥的程度而言，农村流通市场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城市流通体系拥有较为严格的各类监管力量，而且作为城市流通主体的各

类超市与大卖场等商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律行为，因此城市商品流通秩序较为规范、安全。而不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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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厂家把农村作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主要市场，不仅在农村市场上出售各种伪劣的工业消费品如

洗发水、鞋帽、服装，迎合部分低收入农村居民的非理性消费需求; 而且还出售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

等伪劣农资产品，坑农骗农，给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讲，城乡流通体系的差异是不可消弭的，即使在欧美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

种差异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城乡之间有着天然的功能区分和产业区分，城乡分化是社会分工

的结果，城市成为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集区; 而农村只作为城市经济的补充，承担为城市输

送原材料、食品以及为城市工业品提供部分市场。因此，城乡经济中对流通体系的承载能力有着不同

的要求。
但中国转型时期的城乡流通“二元”结构的形成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流通体系的城乡差异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加大，这主要是由于制度性因素以及技术性因素所导致的。从制度

层面来看，由于城乡流通市场制度性分割以及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导致城乡流通差异的主要成因。
由于中国长期推行“城市优先”、“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成农村大量资金、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的

流失，生产要素的匮乏导致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村商品流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流通现代化水平

不高、流通效率低下、流通成本高。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虽然给农村流通产业带来了重要的发展

机遇，但由于底子薄、农民自身素质低以及优质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流通领域的动力不足，造成农村流

通体系落后的问题依然突出。从技术层面看，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人均收入低，市场消费水平低，

一方面造成农村流通主体经营中的现实困难，使其缺乏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动力，无

法引入新型业态和现代物流技术，无法提升农村流通现代化程度; 另一方面，城市流通企业由于投资

回报率低、经营成本高等原因不愿意进入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商品流通组织化、集约化、市场化程度

低。因此，推进城乡流通一体化战略，必须考虑到路径依赖问题，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支持以及流通

主体的创新动力，才能保证城乡流通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所谓城乡流通一体化就是指“以城带乡、以贸促农、依托产业、双向流通、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

格局( 夏春玉、张闯，2009) 。城乡流通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城乡流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流通组

织一体化、城乡流通管理体制一体化、城乡流通业态一体化、城乡流通信息一体化、城乡流通规划布局

一体化; 等等。城乡流通一体化不等于城乡流通完全一致化，而是在承认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城乡之

间实现互通互融，充分发挥城乡各自优势，理顺资源交流途径的双向演进过程。城乡流通体系一体化

的短板在于农村流通体系的落后，因此城乡流通一体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农村流通体系的现代化改造，

实现城乡经济的有效衔接与融合。推进城乡流通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也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首先，城乡流通一体化有利于发挥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的发展

速度和发展水平取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而农业产业化取决于现代流通能否发挥先导性作用，即

取决于流通对农业生产的带动，引导农业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产业化经营。而推进城乡流通一体化的

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发展一体化组织，即龙头企业。所谓龙头企业一般是指那些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

中，实力比较雄厚、辐射面广、带动力强，以市场为导向，按照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原

则，实施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从事农产品经营的加工企业、流通企业或新型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不仅具有开拓市场、引领市场、加工增值以及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而且具有

内连千家万户农业生产者、外连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因此，龙头企业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有效地整合

分散性的农业生产与流通活动，引导农业走产业化经营道路。
其次，城乡流通一体化有利于发挥商业集聚与辐射效应，推进新农村建设。城乡的发达与繁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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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取决于流通及其商业发展所迸发的内聚力和辐射力，流通产业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商业集聚。
城乡流通一体化必然要求农村流通体系现代化，这将有力地促进中心村镇和特色乡村的商业聚集效

应。商业集聚不只是一个具备商业功能和设施的有形场的概念，商业集聚表现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

的集商( 商人、商业) 、集货( 商品) 和集客( 消费者) 等集结资源的能力。商业集聚不仅对内产生凝聚

力，而且对外产生辐射力: 一方面，商业的集聚、增加以及集中化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构建了农村居民

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商家的集中进驻形成了集聚的规模经济性和互补性，极大地便利了

农村居民的生活。商业集聚区内商家之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配套性，使得商品

的广度和深度较大，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村居民对商品种类、数量、价格及服务等各种层次的、现实和潜

在的消费需求。
最后，城乡流通一体化有利于解决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农民收入。我国改革开放的诸多实践也证

明，只有流通顺畅、商贸繁荣以及市场广阔，农民才能够增产又增收，才能够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

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加快农村现代流通发展，通过流通激活农村经济，使农村经济不仅从封闭型自然

经济转向开放的生产决定型经济，而且把生产决定型经济转向流通先导型经济。以现代流通业为纽

带，建立合理的城乡商品畅销体系及物流运作系统，在城乡规划系统范围内，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

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科学配置要素，合理布局，形成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城市与农村一体化的流通

网络，使城市与乡村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实现城带乡、乡促城的空间上资源、市场

的互为流动以及生态上相互协调与融合，真正实现现代流通带动型的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

四、转型时期我国城乡流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城乡流通一体化既是长远目标，又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按照下列原则持之以恒地推进: 改革创

新、规划先行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原则; 统筹兼顾、重点推进原则; 企业主体、合作共赢原则; 技术

先进、效益优先原则( 洪涛，2010) 。城乡流通一体化的路径必须考虑中国当前农村人口众多、地区发

展不平衡，以及流通领域对外开放等现实因素，从组织、制度、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形成人才、资本、
技术等优势资源在农村流通领域的聚集，创造出城乡流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在推进城乡

流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中，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构建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我们认为，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是城

乡利益关系的再塑造，需要构建和完善城乡流通主体之间利益均衡和激励相容的机制，关键在于让农

民取得一个公平获取生产要素的机会和机制，取消限制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获取先进生产要素的体制

障碍和政策障碍。因此，必须以城乡利益关系为分析对象，以创新为动力，依靠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

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上推进城乡流通的一体化。构建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动力与平衡机制，必须协

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政府驱动是一种外在的城乡流通一体化动力; 而市场驱动是一

种在利益诱导下的内在的城乡流通一体化动力，必须保证流通主体的自由决策权，必须打破身份歧

视，彻底消除城乡制度差异。而这些恰恰又需要政府驱动，共同推动城乡流通的一体化。从转型时期

的特殊性来看，制度性因素无疑是阻碍城乡流通一体化中更为突出的因素，这说明在推进城乡流通一

体化的过程中政府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的能动性非常关键。因此，在推进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初期阶段，

政府驱动是其主要动力。但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市场化的力量才是驱动中国城乡流通一体化的持久

动力。
二是，要积极培育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微观基础。从宏观层面讲，转型时期城乡流通一体化的障碍

主要是历史原因与制度原因; 从微观层面讲，根本原因在于主体缺失。在整体上，农村流通经济没有

形成良好的微观基础，农民在整体上依然处于组织程度最低的散乱状态。城乡流通一体化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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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在于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以及缺乏一体化组织载体。因此，培育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微观基础

具有重大意义。要培育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微观基础，一方面可以通过“农超对接”或“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形式建立城乡流通一体化组织载体; 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提供条件允

许农民组织起来，政策取向上应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尊重农民的创造，总结农民的经验，制定政策、程
序和办法，鼓励农民创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合作组织。

三是，要建立城乡双向互动的低成本流通路径。推动城乡流通一体化，就要以城市为基础进而向

城郊及农村地区覆盖，建立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和相关路径。大型流通企

业是建立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载体，承担了消费品从城市向农村流通与农产品从

农村向城市流通的双重任务。在城乡双向流通中，流通企业能否实现对物流设施、店铺网络、人力等

流通要素的共享，是其降低流通成本的关键所在。因此，流通企业要解决好农村流通网络的规划、建
设及其与城市流通网络的整合，通过“流通企业 + 农产品加工企业”，“流通企业 + 农产品流通合作组

织”，“流通企业 + 农户”等多种农商对接模式，建立城乡双向低成本流通路径。流通企业必须根据自

己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农村市场的特点、农产品的类型等因素，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城

乡双向流通渠道的整合。如苏果超市集团采取“直营店 + 加盟店”，“点配合一”等战略，成功地建立

了低成本的城乡双向流通渠道。
五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城乡流通一体化的公共政策。在具体的公共政策选择上，必须抓住信息

化、网络化、标准化、连锁化、国际化的流通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制定城乡一体化的流通产业发展战略;

要注重对农村流通服务体系的公共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构建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

发展连锁商业，建立农村商品流通信息网络; 要健全流通法律体系，严厉打击村市场假冒伪劣现象，维

护农村流通秩序; 要加大对城乡一体化流通组织的扶持力度，培育一批服务城乡的大型一体化流通组

织，在税收、土地、以及信贷方面予以支持; 要支持那些服务城乡的大型流通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

带动农产品出口; 等等。
六是，要着力推进城乡流通一体化的项目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流通体系包括两大流通平台( 即城

乡流通信息平台和城乡物流配送平台) 和五大网络( 即农村日用品与农资连锁销售网络、农产品购销

供应网络、农用工业品代理配送网络、农民生活服务网络、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网络) 。2005 年 2 月以

来，商务部在全国组织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双百”市场工程以及“信福”工程。这些旨在促

进农村流通现代化的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城乡流通一体化的步伐，完善了农村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

发挥了现代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促进了“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良性发展格局的

形成。因此，项目建设是建立城乡一体化流通体系的主要着力点。要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大力发展连锁商业，实施“农超对接”; 进一步深化“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惠民活动，

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真正实现让利于民，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实现城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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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nder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urban-rural integrativ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is an indispensable ob-
ject for Chines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pertinent lit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p-
pearance and gives an analysis for the cause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Chinese circulation in transition period． At last，
this paper set forth its strategy for urban-rural circul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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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mainly investigate China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na-
lytical framework of incentive theor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investigation，we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enterprising local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We answer three coherent questions about the enterprising local government's screen-
ing，helping，and sharecropping，and explain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creening and sharecropping． The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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