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的设立，深入研究和讨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
展、河北省人口流出已经成为理论热点和政策焦点［２－５］。位于华北平原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沿海三大城
市群之一，同时也是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和环渤海区域核心。京津冀地区紧邻东北、中部地区，毗邻渤海，

经济地位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总量也大幅增长。

２０００年区域总人口９　０１０．２３万人，到２０１５年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１．１１亿人，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口
增量为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双核心的京
津二市，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体，２０１５年两市常住非户籍人口数量分别为８２２．６万人和５２０．０５万人。

河北则是流出人口的主体，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流出人口已经超过３５０万人，而根据２０１５年１％人口抽样
调查，河北流出人口超过４２０万人。北京和天津分别是河北省流动人口的第一、第二目的地，近２／３的河
北流动人口流入了京津两地（图２）。在河北全省范围内，只有唐山、秦皇岛、廊坊和石家庄属于人口净流
入地区，其他地市均为净流出地。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廊坊等城市或是由于自身的工业基础雄厚，或是
区位条件优越（临海或毗邻京津），这种优势也使其能吸引更多周边地区的劳动人口。

图２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三地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因素是决定城市圈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７］。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人

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圈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

市圈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８］。北京和天津有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完善的产业结构，而作为农业大省

的河北，与京津二市发展差距明显。这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城市圈内部各个城市之间

没有形成有序的发展梯度。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河北省在政策对接、产业发展和调整方面将迎来更多

的利好消息［９］。但在目前的人口分布和流动格局下，这种失衡的人口发展态势不利于实现京津冀协同发

展。因此，要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局就必须弥补短板，关注人口流出地的发展状态。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指导下，京津冀三地将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解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加快城市一体
化建设，力图打造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二、河北省人口流出的历史演进

（一）河北省流动人口的总量演变
河北省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北京等发达地区较为落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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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口迁移始终以流出人口为主导，流出人口总量大于流入人口。通过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历次人口普
查和１％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省外流入”“流出省外”等角度大致描绘出河北跨省流动人口历年
变化的总量和趋势。图３展示了河北流动人口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河北省人口流动情况（万人）

从总体上看，历次调查都显示出总流量和分流量的上升：无论是从省外流入的人口总量，还是流出省
外的人口，乃至净流出人口的总量，都在大幅上升。这个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
的迅速增长趋势，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总量大幅增加密不可分。

从增长幅度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增幅远远小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增幅，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虽然增幅仅
有２０％，但流动人口总量则创下新高。其中，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流出人口增加了２１万人左右，但省外流
入人口反而减少了５万人左右。因此，净流出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８５万人增长为２００５年的５４．１６万
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增幅则出现了急剧地提升，流到省外的人口总数从１４３万人飙升至３５０万人，增长
了２０７万人左右，增幅接近１４５％；与此同时，省外流入人口也增长了５２万人，达到１４０．４７万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流到省外的人口进一步增长到４２０万人，流入河北省的人口总量也增至１６８万人，净流出人口
超过２５０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跨省流动人口总体而言比例较低。其中，２０００年（常住人口６　６７４万人）跨省流
出人口仅占总人口比重的１．８３％，２００５年（常住人口６　８５１万人）增长为２．０９％，２０１０年（常住人口７　１９４
万人）则增长为４．８７％，２０１５年（常住人口７　４２４．９２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占总人口５．６７％。

（二）河北省流出人口分布情况
从总量上来看，２０１５年河北流出人口总数为４２０．６６万人。从河北流出人口最主要的目的地可以看

出，这些流动人口的分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流动距离短；趋向改善生活水平；流动地区较为集中。具体
体现为：（１）向就近经济发达的京津两市流动，流动距离短。紧邻的天津和北京两地，是河北流出人口最
多的地区。流入北京的人口总数为１８１．８８万人，占河北总外流人数的４３．２４％；天津市有近９０万流入，

占河北外流人口总数的２１．４％，河北流动到天津和北京两地的人口总比重达到了６４．５％，这也意味着河
北有近２／３的流动人口流入了京津二市。（２）华北地区其他周边省份。由于毗邻的关系，这几个省份也
接纳了相当大部分的河北流出人口：内蒙古占有３．６１％，山东省占有３．４７％，山西省为２．４７％，辽宁省为

１．８４％。这些省份总和为１１．３４％。（３）沿海发达地区。其中，江苏、上海、广东三地分别为２．８８％、

２．３１％、２．７４％，加总可得，这些沿海省市流入的人口占河北流出总人口的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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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的主要特征

根据２０１５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可以大致从户籍比重、流动距离、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
程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来刻画河北流动人口的具体特征。总的来看，河北流出人口中农村占比较
高，男性比例较高，且较多为短距离流动。这部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主要是中学程度且以初中居多，以
改善经济条件为流动的主要原因。

（一）流动人口比重呈现“一低两高”特点
整体来看，河北流动人口整体比重较低，短距离流动比重较高，农业户籍比重较高。其中，以县为单

位的流动人口仅占１３．２７％，而以乡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占比１７．９５％。这说明，第一，在河北省范围内，流
动人口比例远低于留守人口的比重，人口流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表明河北流动人口短距离流
动较多，有４．７个百分点的人口只是在县内跨乡流动，这部分人口占到流动人口总数的２６％。也就是
说，１／４的流动人口只是短距离的县内流动人口。第三，流出地数据表明，在户籍结构中占据绝对大多数
的都是农业户籍，比重接近９０％。非农户籍只占到了１０％，比例较小。可以说，农业户籍人口是流动人
口的绝对主力。

（二）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失衡

１．两种口径人口金字塔年龄／性别结构相似。图４中两幅图是分别基于“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
位”两个统计口径绘制而成。数据中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较为相似，均为“两高两低”。区别则在于“以乡
为单位”的口径中，低年龄组人群比重相对更高一些。

图４　流出地两种口径的流动人口年龄金字塔

基于流出地调查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体现出“两高两低”的分布形态：（１）两高：青年和中年流动人口
比重较高。分别来看，２０－３０岁年龄组人群比重最高，４０－５０岁组人群所占比重次高；（２）两低：老年及幼
年流动人口比重较低，其中低年龄组（０－１４岁）比重较低，高龄组（５５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比重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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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值得注意的是，３０－４０岁的人群所占比例反而不高，并处于下降区间；（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
中男性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性的比例，尤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的数量优势更为突出。

２．流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分析。总体而言，流出地中两种统计口径得到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非常相
似：两种统计口径的男性流动人口的总量和比例都要高于女性，性别比也严重失衡。以县为单位和以乡
为单位的两种视角下的男性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６４．９８％和６１．５３％，性别比分别为１８５．５５和１５９．９４，

跨县流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更加明显（图５）。

图５　基于不同口径的流动人口性别比例和性别比

进一步通过对比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数量结构，可以发现二者有明显的共性和差异。

从共性看，男女两个组别中，低龄组（０－１４岁）和高龄组（６０岁及以上）人群比重较低，其比重和变化
趋势也近似。低龄组中每个年龄别人口所占比重基本相同，而高龄组中每个年龄别人口所占比重则逐渐
下降。相应地，在２０－５９岁的劳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占各自总体比重都比较大。劳动力占流动人口的
大部分比重，表明外出务工是决定河北流动人口外出的重要因素。不同点则在于，２０－３０岁女性青壮年
劳动人口比例最高，其他年龄段（３０－６０岁）的女性劳动者比例接近；相比较而言，男性在２０－３０岁组人
口比重最高，４０－５０岁组人口比重属于次高峰，在这两者之间，３０－４０岁组人群比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下降。

而从性别结构来看，在１５－５９岁劳动力年龄段，尽管男性比例出现些许波动，但几乎所有年龄组的
男性数量都超过女性数量，每个年龄别都体现出性别失衡的态势。这进一步强化了男女流动人口总体性
别失衡的状态。

３．分年龄组比较：“两低一高”，青壮年劳动力倾向远距离流出。从分年龄组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更
加直观地看出不同统计口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别（图６）。首先，与人口金字塔的结构类似，“以县为
单位”和“以乡为单位”两个统计口径展现出相似的“两低一高”的人口结构，都是低龄组（０－１４岁）和高
龄组（６０岁及以上）所占比例较低，而青壮年劳动力人群比重较高。这也说明，在数据中体现更多的是外
出务工人员的数据，因而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重高。２０－２４岁组人群所占比重最高，其中“以县为单位”

的口径中，这个年龄组人群占比为１９．９５％，而“以乡为单位”的口径中，占比为１７．２６％。中老年人比重
较低，５５－５９岁人群比例较上一个群体有显著的下降，并随着年龄增长，各个年龄组所占比重也迅速降
低。其次，从各个年龄组的占比来看，“以县为单位”的统计数据中劳动力人口（２０－５９岁各组）比重几乎
都超过（或持平）了“以乡为单位”的数字。相比之下，低龄组人口和高龄组人口则是“以乡为单位”的口径
中占比更大。这同样也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更倾向于较长距离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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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两种口径的流动人口年龄组别比较（％）

（三）受教育程度：中学教育为主，高等教育比例升高
总体来看，受过中学教育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图７）。其中，仅初中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就

达到５０％，而接受过高中程度教育的流动人口比重也达到１３％～１５％。加总来看，接受过中学教育水平
的流动人口比重超过六成，可以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以中学教育为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口比例也相对较高，流出地数据“以乡为单位”和“以县为单位”的流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均处于２２％～２５％区间。高等教育比例较高，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占有了更大的比例。

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的重心正在不断向更高的程度移动。但是在流出地数据的两种
口径中，统计数字的比例差异较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同质性较高。

图７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四）婚姻结构：流出地已婚比例优势明显，流入地已婚比例优势较小
从婚姻结构来看，已婚（初婚）群体与未婚群体差距不大。在“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位”的两个口

径中，已婚群体都仅有４８％左右的人口，未婚群体也占到了４８％左右。此外，其他三个群体“再婚”“离
婚”“丧偶”群体比重较低，其总和不超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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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北流出人口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

１．务工经商是最主要的流动原因，属于生存发展型流动模式。在流出地数据中，同样占比最多的务
工经商人群，分担了超过六成的流动人口；而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人口比重，则达到了２０．９％，所占比
例也居于第二位。这也说明，流动人口流动的动机更多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属于生
存发展型流动。

２．流动人口在外时间普遍低于１０年。从总体上来看，超过九成的流动人口在外时间低于１０年。而
居住时长小于９年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几个时间段：（１）流动１－２年的流动人口占比为２８．４２％，所占
比例也在各个时间段中居首；（２）流动时间小于１年的，所占比例为２６．３７％，在各个时间段中居第二位；
（３）３－４年的流动时长，所占比例为２２．３９％，在各个时间段中居第三位；（４）５－９年流动时长，占比

１２．６４％。因此，小于１０年的流动人口比重超过了９０％。

３．接近六成流动人口家庭总人口≥４人，一孩和二孩的流动人口家庭比例超过八成。流出人口中，

三口之家所占比例仅有２１．６２％，加上双人户和单人户的比重，也仅有４０％左右的独生子女为主的核心
家庭。相比较来看，扩展家庭的比重则更高。四人家庭比重超过２０％，五口人家庭也有１７．０１％的比重，

六口人及以上的家庭比重甚至接近２１．５５％，这三类家庭总比例达到６０％左右。这也说明，扩展家庭所
占比例更高，家中总人口越多，越有可能有做出外出流动的决策。

从子女数量来看，一到两个子女的比例最高，两者比例之和超过八成。其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最
高，约为４２％～５６％；二孩生育比例也较高，约占３３％～４１％。不过，多孩的家庭比例相对较少，如三孩
及以上多孩家庭比例为３％～１１％之间，暂无子女家庭比例也较低，仅为６％～８％。

４．家庭月平均收支水平。从家庭收入的十分位数来看，月均总收入为４　０００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总
的占比达到３０％左右，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元月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同样为５０％左右，而剩下的高收入人群
占比为２０％左右。可以得到收入的中位数约为６　０００元，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的家庭月均收入相对较高。

从每月支出的十分位数来看，家庭月均总支出２　５００元以下的几组人群总的占比达到３０％左右，

２　５００～５　０００元月收入的中等支出群体比例为４０％左右，亦即大多数人的月均支出相对较少，在５　０００
元以下。而剩下的高支出人群占比为２０％左右。流动人口的家庭月均支出相对较低，考虑到相对较高
的家庭月收入，每月经济盈余会相对较多，这也进一步说明物质激励对于外出务工经商的决策制定也有
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京津冀人口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定律亟待破解
目前，河北省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发面仍与京津地区存在巨大差距，更多的

就业机会、更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生活质量等因素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吸引京津冀地
区的人口不断流向京津地区。通过“虹吸效应”［１０］，京津地区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资
金、科学技术等，这不仅造成了河北发展的乏力，也使得京津冀区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如果国
家不从宏观层面对此加以调控，京津地区与河北的发展差距将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

人力资本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前提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人口和劳动力群体的适度聚
集。因此，在局部地区过度的人口聚集反而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１１］。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差
异是导致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
人口流动面临的突出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破解京津冀人口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定律，合理分配人力资本提
高河北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减少河北省在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时的阻力。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就地就便吸纳就业模式尚未形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河北地区中小城市建成区人口占全部城市建成区人口的比重由１４．５％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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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平均人口由１９．４０万人下降到１８．６３万人，下降了４％。在产业功能方面，中小城市非农产业增
加值占全部城市的比重由１６．８％下降到１４％，平均非农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低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在吸纳就业能力方面，中小城市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城市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９．４％下降
到７．６％，平均就业人员年均增速低于同期超大城市的年均增长速度。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区
域内的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对人口的吸引力较
弱，吸纳就业功能不足，城市功能落后［１２］。这就使得河北省的人口更倾向于向京津地区流动，寻找更好
的就业机会。因而，如何提高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使这类人群能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是河北省面
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对于缓解京津地区的人口压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区域间公共基础设施落差明显格局亟待改变
交通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跨区域交通建设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的

人口流动、经济有效融合、激发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活力具有关键作用。但交通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京津冀三地的交通发展水平与规模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建设施工不同步、标准不统一，在河北与京津
对接的许多地方，目前仍然存在着“断头路”和“瓶颈路”，许多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没有直接可达的交通通
道，满足不了交通需求，并形成交通“瓶颈”［１３］。最重要的一点，实现交通一体化需要京津冀三地政府巨
大的财政投入，而河北省的地方财力难以支撑。２０１４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负债规模已超过３　０００亿
元，财政压力巨大。除了交通资源，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资源在京
津冀地区间的分布也非常不均。河北省在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方面同样与京津地区存在着巨
大的差距，这使得生产要素加速向京津地区聚集，三地的发展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

（四）人口外流的负面效应亟待消解
人口外流给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何消解这些负面效应，是河北省面临

的重大挑战。京津地区以其更高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社会政治优势对河
北省人口产生了巨大的拉力，而河北省因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社会公共服务落
后等因素不能留住本地的劳动力，劳动力的缺乏又反过来使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口外流
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才外流，高素质人才在河北省缺乏合适的发展空间，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这使
得人才分布在京津冀地区也非常不均。人才外流、高素质人才缺乏使河北省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发展速
度缓慢，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京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弱，“就业效应”微弱［１４］。人口流出也将对
地方财政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将不利于河北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福利水
平的提高，这不利于河北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人口的吸引力将进一步被削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
景下，如何留住劳动力、帮助缓解京津地区的人口压力，是河北省面临的重大挑战［１５］。

（五）留守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亟待关注
河北省流出人口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

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河北省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河北省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留守儿童
的监护以及教育问题关系到河北省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水平，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帮助这部分儿童更好
地接受教育、健康成长。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外出务工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步遭到
瓦解，留守老人的养老状况不容乐观。河北省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社会保
障体系，提高留守人群的生活质量。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的政策建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首先应该做到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和优
势互补，以人为本，通过政府统筹协调、引导和市场主导，实现河北省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出，需要在科学规划、产业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户

３０１陆杰华，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的主要特征、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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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改革促进城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做足文章。
（一）制定好协同发展规划蓝图，促进“三规合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还存在区域功能配置不当，城市、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等布局失衡，以及区
域发展落差持续扩大等问题［１６－１７］。因此需要做到“三规合一”，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空间规划与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有机融合，兼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确保区域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相互衔接，协调发展。

河北省人口的有序流动建立在京津冀区域内清晰的功能定位基础之上。北京要强化城市战略定位，

划定城市边界和生态红线，严格管控中心城区的开发强度，在更大腹地内进行城市功能的分散化布局，着
力加快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在北京周边区域规划建设若干特色“微中心”。还要利用雄安新区设立的
良好契机，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格局，打造京津冀区域性城市群，促进本地区协同发展。

（二）优化资源配置，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弥补河北省经济短板
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利益的获取，因此人口流动大都是由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

达地区，从不成熟的市场流向成熟市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是资本、技
术、产权更是人口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河北省人口的有序流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区域内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产业布局是否合理、城镇建设是否到位的共同影响。因此
人口的有序流动必须与区域协同相配套，通过区域的共同发展来实现人口的优化配置。京津冀协同发展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分工合作，使教育、信息、资本和社会服务等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促进河北省产业
升级，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为留住人才吸引落户创造有利条件［１８－１９］。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建设

影响城镇建设的各项制度中以户籍制度尤为显著［２０］，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严重影响了人口

的合理布局［２１］。因此，要优化京津冀人口分布，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在政策上需弱化户籍制度造
成的福利差异。通过京津冀三地在户籍政策上的协同，逐步弱化户籍与福利的关联度，用公共服务均等
化来缩小地区制度差异所带来空间异质性对人口流向的影响程度。

不仅如此，城镇体系是区域一体化的骨架和支撑。京津冀城市圈城镇体系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河北
省的大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京津两市。因此京津冀城镇体系中的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范围较
小，对其外围城市的辐射作用则更弱，整个城市群经济扩散效应缓慢。由于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一方面
使得京津与其周围城市区位差距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发展不足，难以承接中心城市所形成的
产业集聚，对京津的经济支撑力不足。因此，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需要通过
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搭乘雄安新区设立的东风，加快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大发挥城镇化对人口流
动的引导作用，减轻北京人口压力，实现人口合理分布［２２］。

（四）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由于河北省与京津在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方面存在较大落差，对留住京津两地转移过来的人才

造成了压力和挑战。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加强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修补周边区域
公共服务短板，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差距；另一方面，要结合教育、医疗等非首都功能疏解，提高周边河北
省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水平，增强承接地的吸引力。

社会保障是流动人口的保护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均衡发展教育、科技等公共事业，可
以实现京津冀城市间公共服务制度对接、资源共享、福利均等、流转顺畅。对于河北省来说，落实社会保
障，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提升京津冀经济实力的重要举措。

［参　考　文　献］

［１］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Ｊ］．市场与人口分析，２００４（５）：２３－２６．
［２］王瑜，武继磊．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北京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综述分析［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５（５）：３４－４６．

４０１

ChaoXing



［３］程必定．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设立［Ｊ］．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７（５）：２６－２９．
［４］郝寿义．作为国家级新区的雄安新区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Ｊ］．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７（５）：２９－３１．
［５］陈耀．雄安新区：新常态下优化中国空间结构的战略棋局［Ｊ］．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７（５）：３２－３４．
［６］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Ｊ］．人民论坛，２０１３（１１）：６－９．
［７］张耀军．京津冀城市圈人口有序流动及合理分布［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５（２）：３３－３８．
［８］封志明，刘晓娜．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Ｊ］．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３（２）：３－１１．
［９］陈建奇．设立雄安新区的影响及战略价值［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１７（９）：６８－７１．
［１０］程恩富，王新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演进、现状与对策［Ｊ］．管理学刊，２０１５（１）：１－９．
［１１］陆杰华，卢镱逢．首都经济圈推进中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对策［Ｃ］．学术前沿论丛，２０１３：１８４－１９３．
［１２］闫程莉，安树伟．中国首都圈中小城市功能的测度与分类研究［Ｊ］．改革与战略，２０１４（４）：８８－９５．
［１３］庞世辉．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现状与面临的主要问题［Ｊ］．城市管理与科技，２０１５（６）：１２－１５．
［１４］姜鹏飞，翟瑞瑞，唐少清．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京津冀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Ｊ］．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１５，３７

（７）：７５－７９．
［１５］徐永利，赵炎．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产业逆梯度推移策略［Ｊ］．河北学刊，２０１４（４）：２１４－２１７．
［１６］周毕文，陈庆平．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转移［Ｊ］．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６（３）：９－１２．
［１７］陈耀，陈梓，侯小菲．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产业格局重塑［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６．
［１８］叶振宇．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关系及合作途径［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８９－９３．
［１９］徐永利．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６９－７３．
［２０］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Ｊ］．人口学刊，２０１１（５）：３－１５．
［２１］李一花，李静，张芳洁．公共品供给与城乡人口流动———基于２８５个城市的计量检验［Ｊ］．财贸研究，２０１７（５）：

５５－６６．
［２２］魏丽华．雄安新区：比较、借鉴与启示［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６１－６７．

【责任编辑　郭　玲】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ｆｌｏｗ：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ＬＵ　Ｊｉｅ－ｈｕａ，ＧＵＯ　Ｒ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ｏｕｔｆ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ｒ　ｆａｓ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ｌｏｗ．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ｎ－
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ｆｌｏｗ，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ａｒｅａ；ｏｕｔｆ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５０１陆杰华，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的主要特征、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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