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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研究》 简评
白永秀
近期，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颂吉博士撰写的 《 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研究》

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共分 ７ 章， 约 ２０ 万字， 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该书认为， 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城市偏向制度等因素
的影响， 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均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 基于所构建的分析框架， 该
书全面论证了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的演进逻辑、 发展状态、 深层影响、 关系机理和
转化趋向， 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 通过构建 “ 国家发展战略→相关制度安排 → 城乡关系演进” 的分析框架，

系统研究了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问题。 针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都出现的城
乡二元结构问题， 该书在学术界首次提出 “ 城乡双重二元结构” 这一命题， 较大地
拓宽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视野， 不失为一次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探索。 同时， 通
过这一分析框架， 该书系统研究了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 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时期、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发展演进过程， 论证了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的
关系机理、 深层影响和发展趋向等问题， 既丰富了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视角， 同
时也创新了分析相关问题的解释框架。
第二， 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
转化滞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对于生产要素配置存
在明显的非农偏向， 由此造成的要素错配可能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的重
要原因， 但学术界对此缺乏系统研究。 该书首先通过数理推导， 对城乡生产要素配置
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 进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
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验证了 “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在城乡部门之间
的错误配置， 导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 的理论假说， 这对深入认识中国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第三， 在系统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城乡双重二元结构转化路径。 该书在分析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的发展演
进过程以及全面剖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逻辑、 表现形式、 发展
状态的基础上， 提出了 “ 加快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路径在于通过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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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 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化的路径在于实现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等观点， 对于推动中国城乡双重二元
结构转化的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延续， 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

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 西部地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
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研究” （ 批准号： ０８＆ＺＤ０２７） 的成果之一， 王颂吉博士撰写的
《 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研究》 一书， 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对于加快中国城乡双重二元结构转化具有较大的理
论和应用价值。 期待更多学者加入到研究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的行列之中， 共同推动形
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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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 Ｎｏ １３ （２０１６） 》 （ 下文简称 《 房地产蓝皮书》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正式出版发行。 《 房地产蓝皮书》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党委
书记李春华、 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王业强担任主编， 尚教蔚、 董昕担任副主

编，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 ４３ ７ 万字， 分为总报告、 土地篇、 金融篇、
市场篇、 管理篇、 区域篇、 国际借鉴篇、 热点篇。 总报告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
发展态势进行了全面、 综合的分析， 其余各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房地产次级市场的
发展、 区域市场以及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 房地产蓝皮书》 认为 ２０１５ 年的国际形势依然复杂， 国内经济增速下滑， 房地

产政策坚持促消费、 去库存的总基调， 供需两端宽松政策频出。 在此背景下， ２０１５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成交价格总体上涨， 商品房销售量增幅由负转正； 房地产库存水平

依然较高， 仍处于库存去化期， 但待售面积增速明显下降。 《 房地产蓝皮书》 指出，
一线城市和少量二线城市面临补库存难题， 大多数二三四线城市则需要大力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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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房价过快上涨加大了居民购房压力， 进一步透支城市居民未来消费能力， 不利于
房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 ２０１６ 年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仍将持续上涨， 但随着政
策的不断收紧， 房地产或将重回下滑通道； ２０１５ 年北京二手房成交占比超七成， 未
来趋势仍高涨， 二手房成为解决中高端住宅购房需求主力； 深圳新地铁开通、 大型公
建项目选址带动片区价格上行， 有望助推部分存量豪宅价格补涨。 《 房地产蓝皮书》

对 ２０１５ 年房地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客观的、 深入的分析总结， 也提出了存在的
一些问题， 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同时对 ２０１６ 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２０１６ 年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暨 《 房地产蓝皮书》 发布会” 也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在北京举行。 《 房地产蓝皮书》 主编李春华主持了此次皮书发布会，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参会致辞， 《 房地产蓝皮书》 执行主编王业强作了主题报告。 中国
人民大学土地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
长赵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付广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
境研究所原所长、 《 房地产蓝皮书》 顾问牛凤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 《 房地产蓝皮书》 顾问魏后凯等出席会议并发表精彩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 去库存背景下的中国房地产发展” 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来自新华社、 中央电视
台、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国日报、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网、 证券日报、 第一
财经日报、 香港有线、 香港电台、 香港电讯等众多媒体的记者出席了会议， 并对会议
进行了详细报道。

自 ２００３ 年首次发布以来， 《 房地产蓝皮书》 已连续出版 １３ 年。 课题组紧跟国家

宏观经济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动向， 本着客观、 公正、 科
学的原则， 用现状、 事实和数据做支撑， 组织专家学者研究政策和行业发展中的问
题， 有针对性地对历史、 现状和未来进行深入分析， 合理预测发展趋势， 同时对一些
重要问题提出建议。 《 房地产蓝皮书》 对中国房地业的稳定、 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参考和指导作用， 在社会上也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和一致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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