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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ISSUES

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本质上是重新塑造城乡关系
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历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教
训，都表明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的时候，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较低；伴随着
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也会加快推进。在经济发展起飞前及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往往从农村汲取
生产要素、获得低成本产品供给，以实现工业化积累。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农村与城市的资源流动
关系是单向而非双向的。由于两者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平等交换，也就没有工业对农业的支持
以及城市对农村的反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稳步发展，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发展战略的方向看，更加注重城乡关系的统筹兼顾；
从政策措施的实践看，更加注重城乡关系的一体化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一方面，以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
化为标志的要素市场发育推动城市化进程不断演进；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变革方兴未艾，对劳动力市
场和城乡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之际，本文将重点分析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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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转变对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影响，以及正
在发生的新技术变革对城乡融合发展形成的机遇
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未来促进城乡关系进
一步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

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的新发展阶段。这
一变化的产生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
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战略持续作用的结果。

首先，城乡融合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

一定阶段、城市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具备相

应的条件。经济发展史表明，虽然各个国家工业
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尽相同，但在城市化初期都或
多或少存在着城市偏向。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
一定阶段，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乡村才成为可能，城乡之间才能够
实现融合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这
一规律。

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有关资料显示，从
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中国人均GDP一直处于

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直到1998年才进入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首次成为中上收入国
家，此后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在中上收入
国家中的排名不断前移。表1列出了不同时期、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以及与中国的对
比，该表的最后一列显示了中国与当时所对应的
收入组城镇化平均水平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
虽然在1990年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低收入国家的
行列，但在1950～1970年间，中国城镇化水平均
高于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70～1980年
间，中国城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接近国家的平均
城镇化水平大致相当。此后，直至2010年中国的
城镇化水平均高于相应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城镇化
水平。

该表还呈现了一个现象，即虽然同属中等收
入组，但是中下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在城镇
化水平上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换言之，从世界范
围看，自1950年以来，中上收入国家的城镇化
逐步加快，与中下收入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差距呈
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50年至2015年的55年时
间里，中下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提升了22
个百分点，而同期中上收入国家提高了44个百分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https://population.un.org/wup/

表1  1950～2015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城镇化水平（%）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上收入国家 中下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中国 差异

1950 58.5 22.1 17.2 9.3 11.8 2.5
1955 61.1 25.1 18.6 10.4 13.9 3.5

1960 63.8 28.4 19.9 11.9 16.2 4.3

1965 66.3 31.3 21.2 13.5 18.1 4.6

1970 68.7 32.2 22.6 15.7 17.1 1.4

1975 70.4 33.6 24.3 17.5 17.4 -0.1

1980 71.8 36.3 26.3 19.1 19.4 0.3

1985 73.1 39.8 28.2 20.9 22.9 2.0

1990 74.4 42.9 30.0 22.8 26.4 3.6

1995 75.7 46.4 31.6 24.3 31.0 6.7

2000 76.8 50.3 33.1 25.7 35.9 2.8

2005 78.6 55.0 35.0 27.2 42.5 7.5

2010 80.0 59.8 37.1 28.9 49.2 -10.6

2015 80.9 64.1 39.2 30.9 54.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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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高收入国家则提高了22.4个百分点。因此，
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往往也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发
展的阶段。

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
均GDP水平为10276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
划分标准，迈入中上收入水平国家，接近高收入
国家的门槛，同期的城镇化水平达到60.6%。因
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化水平看，
我国都已经具备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一直以来，除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一定规
模以外，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
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
2.57，此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
大的趋势，一度达到2010年3.22的峰值。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不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因此，尽管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乡村
发展一度出现凋敝的倾向。近年来，随着城乡一
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和针对乡村中低收入、
困难群体专项计划的实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不断缩小。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已回
落至2.64。农村居民绝对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新
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最后，一系列针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发

展战略的实施，使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可能。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是以经济增长
的趋同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该理论，欠发达地区

（或乡村）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积
累不足，使得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相反，发达地
区（或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较高。根据边际效
用递减规律，人均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新的投
资所带来的边际回报率呈递减趋势，经济增长的
速度较慢。因此，较之发达经济体，欠发达地区
有可能会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旦较快的
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得以维持，欠发

达地区就有望实现与发达地区发展水平的趋同。
然而，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趋同的自发机制，难
以确保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在指定期限内如期完
成。要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辅之以专项的区
域发展战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加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深入实施开放式扶
贫攻坚计划和精准扶贫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施这一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既不是对立
的关系，也并非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是实现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部署。这一战略的实施旨在
避免一些地区单一注重城镇化而忽视乡村发展，
导致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改善滞后于
经济发展的不利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
辅相成。”“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
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这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要义所在。

刘易斯转折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开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指出要“强
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强城乡之间要素
的双向、合理流动。只有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
化，才能确保城乡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劳动力
市场是要素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
的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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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经济时代，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
割状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集聚在农村，劳动生
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城乡融合发
展并不具备客观条件。

中国劳动力市场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既是二元
经济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开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非农产业和城市经济实现了迅速扩张，也产生了
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跨越刘易斯转折
点的重要标志是普通劳动力的稀缺性开始显现，
劳动力不再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
供求关系（而非制度工资）对工资产生了更为明
显的影响（蔡昉，2010）。在劳动力市场跨越刘
易斯转折点后，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迅速上涨。
以农民工的工资为例，2003年至2018年，农民工
实际工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8.8%。在农民
工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其年均增长速度甚至
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
的上涨，外出农民工的工资与农村中农业雇工
的工资逐渐趋同，城乡融合、协同发展的局面也
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标志着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以城带乡的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工工资的快速
上扬，推动了城市到乡村资金流动的加剧，有利
于缓解农村地区由于资金不足带来的投资和消费
不足。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信息和技
术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
不可少的因素。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不仅
是积累收入的过程，也是积累人力资本的过程。
他们在成长为技能人才以后返乡创业，会助推农
村地区就业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成为农村地区人才培养的重要来源。

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是新技术变革的重要诱
因。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在生产要素
的配置过程中，资本、技术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关

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劳动力的稀缺通过工资上涨
不断得到反映，企业则会更倾向于使用劳动节约
型技术。资本化技术对劳动的逐渐替代，也会不
断推进技术的变革。此外，劳动力市场转变带来
的普通劳动力收入的迅速增长，成为促进农村
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从新技术的扩散
看，收入的增长是扩大新技术需求的重要条件，
只有收入持续增长，新的技术（特别是与消费者
相关的技术）才能在农村地区得到普及。

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技术变革不仅成为
引领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新技术在社会经济
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例
如，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
密度大幅增加；互联网技术与第三产业的多个行业
深度融合，推动了现金支付业务、平台经济、现代
物流业等爆发式增长，成为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
和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得益于算法、算
力的大幅提升、大数据的迅速普及以及无线通信技
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与城乡经济
实现深度融合。新技术变革给城乡融合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要根据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属性，使
其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力，并积极应对
新技术应用对城乡融合发展可能带来的挑战。

新一轮技术革命具有较强的劳动替代属性。

从这一轮新技术革命的特点看，其对劳动的替代
性要强于互补性，产生的就业拉动效应不容忽
视。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技术进步的不断演进
是一个连续变量，近年来劳动替代性技术的加速
发展是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不断变
化的结果。在劳动力市场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且增长速度在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
要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然要以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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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型技术替代劳动投入，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经
济效率。以制造业为例，图1展示了使用工业机器
人在部分制造业行业产生的就业效应。该图的横
轴是2013年工业机器人的密度（对数），纵轴是
2013年～2018年就业情况（对数）的变化，图中
的每一点代表了一个行业。如图所示，在初始
阶段使用工业机器人程度更高的行业，随后就
业的下滑也更为显著。由于目前制造业机器人
的密度较之2013年已有了大幅提升，所涉及的
行业也更加普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替
代劳动的模式在未来仍将延续，并在更大程度
上发挥作用。

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新技术创
新在部分行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边际成本急剧
下降，渐趋于零。软件业、互联网平台等都具有
这样的特点：应用软件增加新的用户，以及平台
上增加新的零售企业，对于提供软件或平台的企

业而言其边际成本微乎其微。由于边际成本的低
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先行进入的企业较易
形成自然垄断。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看，其将
触角延伸至乡村的成本较之传统行业也更低，有
利于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新技术变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演进的历史看，技术变革历
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和改变城乡关系的重要动
力。正是由于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Frey, 

2019）。同样，新一轮技术变革也从以下几个方
面拓展了中国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边界。

首先，新技术变革是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
的物质基础来源。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仍
是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随着劳动力市场转型的
逐步完成以及城市化进程进入尾声，城乡劳动力
流动也将逐步放缓。以往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

图1  工业机器人密度与就业变化

资料来源：各行业就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公报》；工业机器人数据来源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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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过程将趋于平稳，随着中国人口年龄
结构的老化，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可能出现缩小趋
势。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以其他方
式加以替代。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前提是城市
经济和非农部门相对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具有明
显的生产率优势。然而，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
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城乡间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趋同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意味着通过劳动力流动
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要保持生产
率的持续增长，只能借助新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
优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新技术变革不仅是
生产率增长的原始动力，也是重塑城乡经济关系
的重要原因（Gordon, 2017）。因此，新技术变
革推动的生产率增长将成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动力。

其次，新技术变革为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
和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新的可能。城乡融合发展
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城乡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实现协
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但农业始终是农村地区稳定发展最
重要的支柱。从产业发展规律看，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升往往非常困难。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
下，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升农业的劳动生
产率将成为一条可行之路。当前，农业产业的数
字化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加速发展，实现城乡融合
的重要手段。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农业的技术融合，可以促进种
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
的发展，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增加值，提
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
产率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同样是新发展阶段农
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技术变革对推动乡村发展和实现城乡
融合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在新一轮技术变革
中，信息技术发挥了主导作用，“信息高速公路”
的建设对于弥合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鸿

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道路、电力等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了基
础性作用的话，那么，“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
于未来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则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政府对农村地区信
息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互联网应用快速发
展，2020年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1.39亿户，比上年末
净增488万户，且保持着同比8%的高速增长。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现代物流业在农村地区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截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
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已超过97%，设有邮政电
商服务站点的建制村达到24.5万个，覆盖率为
44.8%。新技术变革推动了农村地区互联网零售
业的快速发展，201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0.4万亿元，2019年达到1.7万亿元（中央网信办
信息化发展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2020）。新技术变革为落后的乡村地区实现跨越
式发展提供了高速通道和便捷渠道，使乡村真正
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结合。得益于信息
高速公路，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亦能够将农产品
销往全国乃至全球。

积极应对新技术变革对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

挑战。新技术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把
双刃剑，对于城乡融合发展也是如此。要充分利
用新技术变革的积极因素，规避其可能产生的不
利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新技术变革时代城乡
融合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技术变革有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
冲击，农民工群体最有可能受到影响。新一轮技
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在不同群体之间
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劳
动者受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通
常情况下，按照既定设计方案执行的程序化例行
任务，较易被自动化的机器所替代；反之，具有
不确定性、需要即时提出方案或处理决策的非常
规型任务，被替代的可能性则较小。简言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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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人工智能等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首先冲击
的是从事重复、规律性劳动的劳动者。

发达国家相关经验表明，自动化对从事常
规性劳动的替代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这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增长呈现两极化
的态势：提供面对面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岗位
和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岗位在不断增加，但处于
中间收入水平的岗位将不断减少（Autor,  et.al,  

2003）。尽管我国劳动替代技术的广泛应用较之
发达国家有所滞后，但就当前发展趋势推演可
知，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劳动力
市场产生冲击效应集中显现的时期。

当然，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也会
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例如，电商和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推动了快递业务的迅速增长，为众多农民工
提供了就业机会；平台经济催生了网络主播及其
附属的一系列新职业。技术变革时期，新增就业
的主要来源往往是新兴职业，年轻、受教育程度
高且能够迅速适应技术变化的劳动者将成为受益
者，而被新技术所替代的、传统就业岗位的失业
者往往与此无缘。因此，新技术变革期虽并不必
然导致就业岗位总量的减少，却一定会导致结构
性失业的增加。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工群体就业
的岗位特征与机器可替代性的任务有更高的重合
性，很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的利益受
害者，而这一群体就业情况的波动将给城乡融合
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新技术变革有可能造成地区发展差距
的扩大，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如前所述，以数
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往往具有边际成本
骤减的特征，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传统技
术应用有着显著的不同。近年来，区域经济增长
的分流在一些国家又重新开始出现，意味着新技
术革命对于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有别于传统技术

（Moretti, 2012）。发达国家区域经济的分化是
伴随新技术革命的演进出现的，这一现象对于行
将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具有警示意义。同时，

伴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就
业结构极化（Polarization）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如前所述，不断减少的“中间”岗位大多具有较强
的替代性，尤其是在自动化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
下，将很可能被机器所替代。劳动力市场的极化
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产业空心化和“铁锈地
带”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出现，与此不无关联。因
此，我们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
的区域发展分化，尤其是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扩
大；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劳动力市场极化对城乡
经济协同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新形势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技术变革方兴未艾，既是经济发展规律使
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发展阶段，
要充分拥抱新技术革命，规避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策、着力推进。

首先，弥合数字鸿沟，将“新基建”延伸

至农村地区。在信息时代，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巨
大的正外部效应，低廉、便捷、迅速的互联网接
入服务，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跨越数字鸿
沟，分享新技术变革的成果。然而，由于新基建
前期的收益率低、投资规模巨大，难以通过市场
机制解决。因此，在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其
他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的经济体相比处于领先的
水平。但也要看到，当前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
施水平与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英
国所有的农场均有互联网接入；加拿大农村地区
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廉价的宽带网络无线服务；日
本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19
年农村计算机网络化普及率达到91%等。因此，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要持续推进新基建投资向
农村地区延伸，让农村居民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
济，为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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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化和农村
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曾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
要力量，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
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石。在新技术革命来临之
际，无论是农村非农产业，还是农业各部门都要经
历新技术变革的改造。只有将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与
农村的非农产业充分结合，才能使其继续保持竞
争力。其中，农业产业的数字化将是人口老龄化
时代保持农业生产力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

最后，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劳动力市

场城乡一体化。新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具有不确定性，结构性失业者在不同人群之间的
分布可能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促进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减缓就业波动对农村
地区发展带来的影响。相比于农村地区，城市由
于具有产业分布集中、规模效应明显、劳动力市
场信息流动充分的优势，在就业创造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城市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吸引新的产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人口规模增加本身就会
产生岗位、创造效应，因而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
也更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摒弃以往城乡分
割的做法，把农村和农业作为失业劳动力的蓄水
池。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真正实现资金、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博士后张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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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arket Transition,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u Ya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labor market has cross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is 
transition not only brought abou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stimulated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labor-sav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future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nd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rural area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narrow the urban-rural gap.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resulting adverse influence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rural area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ies with new technologies, deepening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ll help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ra of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