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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中国农村妇女与城镇化发展

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肖

文，汤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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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地农村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所处的不利社会地位，导致她们在

生存和就业上比失地男性农民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而其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也显得更为急迫。解
决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障问题的直接途径是参与社会保险，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多方面限制，我国失地
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解决失地农
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从广义的社会保障含义出发，通过建立适合失地农村妇女现状的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素质、加强政府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和就业困境的职能建设等途
径来切实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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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保障是指一国中一系列保障国民基本生存和提高国
民生活水平的制度体系，它涵盖了多种经济与政治制度安排。狭义的社会保障是指以国家和政府
为主体，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
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这里所指的社会保障是广义的社会保障，即不仅包括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
专门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包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提出的一个保障失地妇女① 基本生活和就
业的制度体系。

一、失地妇女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
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也在直线上升。土地是农民生存之命脉，
保障之根本，
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失去
了其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
往往会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的又一主要组成部分。其中，
失地农村妇女受其经
［1］
②。
济、
政治、
法律、
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的制约，
往往会成为这一弱势群体中的
“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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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上海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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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学和国际保险学等方面的研究；2 . 汤相萍（1982 - ），女，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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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妇女失地的原因有多种，在这里“失地妇女”沿用了“失地农民”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土地被征用以后的妇女，以区别于
因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或婚姻的关系而失去土地的农村妇女。
② 以下有关浙江省农村妇女地位的具体数据指标来源于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01 年度重点课题《浙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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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经济地位而言，无论是在整个农村经济还是在单个家庭中，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都低于
农村男性。
从整个农村经济来看，农村妇女虽然在农村经济中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长期受农
村性别观念的束缚和农村妇女自身素质的局限，她们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依然不及农村男性，无论
是从就业还是从收入水平来看，农村的两性差异依然显著。就目前的就业而言，农村妇女的在业率
低于农村男性的在业率。同时，从职业分布的结构上来看，农村妇女的就业分布较为集中，除去农
业之外，大多分布于服务业和轻工业，而农村男性就业的行业分布则较为广泛，在商业、运输业等行
业都有一定的分布，因此，农村男性的就业选择的空间更大，可及性更高，从业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
也更高。在业率和职业分布直接导致了农村妇女的经济收入大大低于农村男性。就浙江省而言，
农村从业妇女的人年均收入只有农村男性的 51 . 6%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农村妇女在家庭中普遍
不具有经济决策权。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01 年的调查，农村家庭在生产方式的选择、投
资及购买高档商品、大型农机具以及孩子的升学、就业问题上，
“丈夫决定”的比例远远高于“妻子决
定”的比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家庭中女性依然以传统的角色而存在，其家庭地位依然不及男性。
（二）从政治地位来看，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较少，对于各项制度的制定，尤其是与
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的制定，缺乏发言权。
农村妇女从政的比例大大低于农村男性，也大大低于城市妇女。在农村基层的政治结构中，农
村妇女干部所占的比重很小。大多数农村的村长和村支书都由男性担任，妇女从事的往往是计划
生育、出纳会计或是宣传一类的职务，她们在农村基层政治事务上的决定权较少，影响力也较小。
高层政治组织中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省市一级的单位中，女性负责人所占的比重大大低于男性，
在这些女性负责人中，由农村妇女提拔而来的可谓是凤毛麟角。与政治的“远离”导致农村妇女的
政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也远远低于男性。农村妇女自身政治参与
和社会参与的意识不强，而政治与社会也并未向她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参与途径，两相作用下，农村
妇女的政治发言权和社会事务发言权就弱化了，她们发出的声音也就很难引起重视。
（三）从法律地位来看，虽然我国有专门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妇女的权益保障作了明确的
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农村妇女对自身权益不明晰，很多农村妇女对自己有哪些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
要采取何种措施加以保护一无所知。其次，即使在知晓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当权利和习俗发生冲突
时，农村妇女更多地服从于习俗。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前农村妇女的权益无法得到有
效保障，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现象屡禁不止，农村家庭暴力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更为糟糕的
是，很多农村妇女自己都认为这种侵害是“理所当然”的。法律给予农村妇女的权利保障在这种情
况下往往会成为“空文”。
（四）从文化地位来看，传统的“重男轻女”、
“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农村妇女的思
想和生活依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首先，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农村男性。以浙江省为例，抽样调查显示，浙江省农村女
性中的文盲率为 22 . 9% ，大大高于农村男性的 11 . 6% ；同时，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农村女性也比
男性少 0 . 5 年。其次，农村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较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农村妇女而言依然十
分“重要”。当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福时，农村妇女也很少选择离婚，重新追求自身幸福。第三，在自
身主体意识的认识上，农村妇女对自身能力和地位的认可程度都较低，很多农村妇女信奉“男主外、
女主内”的观点，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自己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幸福完全依附在所嫁的男人
身上，缺乏自立意识，也没有追求事业的信心。大多数农村妇女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屈服于传统的
农村性别观念，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家庭内部，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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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农村妇女地位低下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单一，社交活动范围狭窄，高层次
的休闲活动（如旅游、看书、看报）较少，社会活动的参与率较低等。
如果把看书、看报、旅游看作是一种学习或是档次较高的休闲活动，那么，农村妇女的学习机会
和休闲水准都不如农村男性。这导致了农村妇女接触新思想、新观念的机会大大降低，由此造成较
多农 村 妇 女 目 光 短 浅、思 想 禁 锢，所 谓“ 头 发 长、见 识 短 ”的 俗 语，在 农 村 也 有 其 可 悲 的 适
（ p. 156）
用性［2］
。

农村妇女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其就业生存能力的弱化，因此，一旦失去土地后，农村妇女的
就业生存可能较同样失去土地的农村男性更为困难。土地作为一种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对农村
妇女的意义更为重大。土地被征收迫使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农民逐渐非农化，农村妇
女也在转移的劳动力之内。然而，转移就业对于农村妇女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从农村
妇女现有的经济、文化基础，还是从其参与就业竞争过程中可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言，农村
妇女在转移就业过程中都处于劣势。这一点可以通过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妇联就余杭区范围内对
（ pp. 156 - 160）
失地农村妇女所作的调查加以证实［3］
。这一调查由余杭区妇联所组织，调查范围为塘

栖、余杭、瓶窑、南苑街道的 8 个村中的 8 个组，被抽样调查的妇女共有 172 名。根据调查结果显
示，失地农村妇女未来的生存和就业存在严重的隐忧。笔者将调查的数据整理如下：
表1

余杭区失地农村妇女经济收入水平分布情况

收入水平

人数

5 000 元以下
5 000—10 000 元

24

13 . 87%

109

63 . 01%

40

23 . 12%

10 000 元以上
表2

比例

余杭区失地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情况

受教育程度

人数

比例

小学文化

74

43 . 02%

初中文化

75

43 . 60%

高中文化

23

13 . 37%

表3

余杭区失地农村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情况

所从事的职业情况
企业打工

人数

比例

111

64 . 16%

经商

22

12 . 72%

种养殖

11

6 . 36%

失业在家

25

14 . 45%

手工业

2

1 . 16%

在校学习

2

1 . 16%

从以上三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前失地农村妇女在经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层次
上都处于较为低下的地位。该调查表明，造成这种现状既有失地农村妇女自身的原因，也有外界环
境因素的制约。从自身而言，失地农村妇女观念陈旧、思想落后、整体素质低下，对于当前的生存状
态盲目乐观，缺乏危机感，也缺乏进取精神，这种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利于其参加市场竞争；从外界环
境因素来看，当前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渠道和择业面十分狭窄，在就业过程中，其合法权益也无法
得到有效保障，政府和社会并未为她们提供一个公平、有利的就业环境。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
了目前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和就业保障的困境。因此，建立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障体系已是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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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4］。

二、失地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的总体分析
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障问题，最基本、最为直接的途径即是参与社会保险。然而，当前失
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险的参与率较低，如文章第一部分的调查显示，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妇女只占总
数的 20% ，其他几大保险基本无人参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其中客观原因
是导致失地农村妇女较少参与社会保险的根本原因。
（一）从主观上看，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意识淡薄。
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是农民的通病，农村妇女表现得尤为明显。养儿防老依然是广大农村妇女
对于未来保障的首选途径。对于国家开展的几大基本保险，农村妇女的知晓率不高，参与热情也不
高。对于这些保险的作用，农村妇女的信任程度也偏低。对于商业保险，农村妇女更加不感兴趣。
同时，农村妇女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其就业期望值高，偏好稳定，厌恶风险，缺乏通过提高自身素
质来增加其未来受益及为自身提供保障的意识，因此，失去土地后的农村妇女对于自身的保障主要
依赖于家庭，很少考虑其他途径。
（二）客观上讲，失地农村妇女缺乏进入社会保险的渠道，这是导致她们较少参与社会保险的根
本原因。
在当前的社会保险体制下，失地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通过农村
社会保险体制进入社会保险的统筹体系；另一种则是通过城镇保险体制进入社会保险统筹体系，后
者主要是针对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妇女而言。就现阶段来看，这两条途径都存在着较大的障碍：
1. 从第一条途径来看，由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和不平衡，因此，并未被纳入各类
社会保险的统筹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已开展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试点工作，并试图在全国加
以推广，但现阶段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难以保障农村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均呈现出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的特点［5］。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缺失直接影响
到失地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失地农村妇女试图通过农村社会保险制度进入社会保险的
可能性大为降低。
2. 从第二条途径来看，由于受本身教育水平与综合素质的限制，当前失地农村妇女在转移就
业过程中，其就业大多分布于民营企业与个体私营企业，在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
非常小。我国社会保障虽然原则上涵盖了城镇全体劳动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覆盖面还远未达到
这个标准。除政府、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基本能确保全员参保以外，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与个私企业
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为保护本地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往往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对于民营企业采取“指标化”的办法，从而造成我国民营企业与个私企业的参保率普遍
偏低。
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数量庞大，而政府的财政能力却有限。从当前来看，我国仅在城镇
养老保险一块就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政府应付这一项已经颇具压力，对于农村社会保险也只能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从短期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将始终是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村的社会保险在很长时期内都将依赖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在这种背
景下，依赖政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来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不现实的。要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从广义的社会保障的含义出发，通过提高农村妇女自身素质、创建有利于失
地农村妇女再就业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从失地农村妇女自身和外界社会环境双重角度入手，通
过失地农村妇女本人及政府、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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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失地妇女的社会保障建设
加快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建设，必须从广义的社会保障含义出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
量，
依靠政府、社会和失地农村妇女三方共同的努力，通过建立适合失地农村妇女现状的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的素质、加强政府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和就业困境的职能建
设等途径，来切实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保障问题［6］。
（一）加快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
障问题的直接途径。
根据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现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笔者认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较好选择。所谓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指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
为主，各种商业性的补充保险和个人的储蓄保障为辅，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共同的资金支持，
形成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
面的问题：
1. 在政府职能的设定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当明确划分各自的职能，权责明确、各司其
职。中央政府的职责在于负责为失地农民建立国家基本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指各类基本社会保
险。在当前情况下，中央政府首先要将重点放在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上，在确保这一基本社会
保险得以落实的前提下，再逐步发展失地农民的医疗和失业保险。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为失
地农民建立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应当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设置适合本地经济特征和失地农
民收入水平的各种补充性社会保险，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性保障
作用。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在某些有条件的征地地区建立社区保障。
2. 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保障基金的来源、保障基金的筹资方
式、管理模式和监管形式等问题。笔者认为，征地中土地补偿安置费以及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应该是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失地农民基本社会保障基金按照部分基金制原则筹集，由国
家、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个人共同负担并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基金。补充社会保障宜采取社会统筹
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形式，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财政能力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决定筹资比例。
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可采取分层管理模式：对国家基本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指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采取严格的集中管理模式，强调以基金的安全运营和实现既定社会政策目标为第一选择的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的制度构架；对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则可以通过较为灵活、适度分散竞争和注重
基金投资运营的补充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以实现较高投资收益和资本市场良性互动的。
（二）应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素质，增强她们在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这是解决农村妇女社会保障
问题的根本途径。
1. 更新妇女观念，培养失地农村妇女与时俱进的职业观和家庭观，鼓励就业。提高失地农村
妇女素质，首先必须更新她们的观念，培养她们积极的主体意识，使她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弱势，努
力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潜力，并积极鼓励她们参与市场竞争，提升自身的职业档次，增加收入；其次，
要帮助失地农村妇女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鼓励职业创新，对于失地农村妇女的各种“自谋出路”的做
法予以积极肯定，鼓励失地农村妇女职业形式的多样化；此外，还应当转变农村传统的性别观念和
家庭观念，提高农村妇女在农村的性别地位和家庭地位，以此来增强失地农村妇女对家庭的责任感
和对自身的要求与信心。
2. 普及社会保障意识，使失地农村妇女充分意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鼓励失地妇女以各种
形式参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宣传力度，在农村普及社会保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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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失地农村妇女对基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了解程度和重视程度。政府不仅要在农村宣传基
本社会保险，以制度等多种形式保证失地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还应当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引导失
地农村妇女参与商业保险，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失地农村妇女中的保障作用。
3. 加大对失地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的学历和技能水平，增强她们在
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失地农村妇女在短时间内提高自身素质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参加
各类教育培训，然而，当前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课程与农村妇女实际情况相匹配的较少，费用也过
高。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可以通过现有的妇女机构妇联来有计划地开
展失地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工作。妇联在开展失地农村妇女教育培训工作过程中，应当与教育、农
业、
科技、
劳动、
法律等部门密切配合，
共享教育资源，
从而保障失地农村妇女获得较多的受教育机会。
（三）要加强政府在保障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就业过程中的职能建设，完善与失地农村妇女生存、
就业相关的各种制度体系。
1. 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对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的权益保障，确保失地农村妇女再就业过程中的
平等就业权与劳动保护权的实现。虽然我国《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劳动权益做了
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就业的性别歧视和权益侵害现象依然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失地
农村妇女集中就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各类服务业。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劳动法》和《妇女权
益保障法》的执法力度，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就业的原则，保证失地农村妇女在再就业进入渠道上
以及在再就业过程中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要规范各类企业尤其是各类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服
务行业的用工行为，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于市场经济中各类歧视女性和侵害女性权益的行为要及
时予以纠正并予以一定的惩戒，为失地农村妇女重新参与就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7］。
2. 完善农村妇女就业的中介服务体系，扩大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门路，增加失地农村妇女的
就业机会。就业的中介服务是失地农村妇女再就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的职业介绍所大
多设置在城镇，失地农村妇女无法及时有效地从职业介绍所获得就业信息。就业信息不对称是妨
碍失地农村妇女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有必要为失地农村妇女或是所有的失地农民
建立专门的就业中介机构，为她们提供就业信息和其他各类咨询服务。同时，政府还应当通过规范
家政等服务市场、协调征地企业和失地农民的关系，确保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失地农民、采取必
要的财政政策扶持及资助妇女创业等手段，来扩大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门路，增加失地农村妇女的
就业机会。
失地农村妇女由于所处不利的社会地位而导致其生存和就业的基本保障都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
这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村妇女收入水平较低、观念落后、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低下等多个方面。
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实力，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从广
义的社会保障的内涵出发，通过失地农村妇女本人、政府、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失地农村
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建立失地农民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障问题的
直接途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为主和补充保险为辅的原则。但要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素质，增强其再就业过程
中的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政府的职能建设，完善与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就业相关的各种
制度体系，努力为失地农村妇女的生存和就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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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andless Rural Women’s Social Security
XIAO Wen，TANG Xiang-ping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China ）
Abstract：Disadvantageous status in economic，political，legal，cultural and many other aspects，which have
been caused by rural women’s being landless，will give rise to a tougher challenge in their survival and
employment，compared with landless rural men . Therefore，it is more imperative to solve their social security
problems . The direct way to do so is their carrying social insurance，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landless
women in the Yuhang District of Hangzhou City，Zhejiang Province undertaken by the district’s Women’s
Federation . However，it is not so optimistic currently to enable them to get the insurance，owing to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limitations . Subjectively landless women have weak insurance awareness，while objectively they
are not provided with much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which is the root cause that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them have insurance .
In the current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there are two ways for these women to gain the insurance . One is
to put them into the overall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directly via the rural social insurance system；and the other
is to do the same job via the urban social insurance system，which is geared towards those working in the urban
area .
At present，however，there are serious obstacles in the way to the goal . Give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much limited capa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joint efforts of
landless women，governments and society are necessary to reach the goal . To construct a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landless women is the direct way to solve their problem. This multi-level system should be
institu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basic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le being
complemented by social insurance . Nevertheless，the fundamental way out is to upgrade these women’s overall
quality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for re-employment . And during this process，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 and perfect the systems related to these women’s survival and employment，so as to
provid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m.
Key words：landless rural women；social security；social insu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