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 6 期
第 33 卷

(总 150 期)

No．6 2018
Vol． 33

General No． 150
南 方 人 口

SOUTH CHINA POPULATION

影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验证

陈怡蓁 陆杰华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流动人口一直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研究议题。随着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尤以省际流动人口

的比例更是持续增长，其中经济因素为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主因，因此他们在流入地面临的失业问题

不容忽视。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探讨

省际流动人口受其个人特征、区域特征及流动特征等方面对其失业产生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型态以结构性失业表现居多，其成因与个人能力及区域发展背景密切相关，为此提

出缓解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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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2.91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占达 2.44 亿人，虽然自 2015 年起流动人口减少了约 900 万人，呈现出小幅度的下降，但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仍然增加了约 2300 万人，长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

2016)，因此流动人口规模正随着时间稳定增长。再从流动人口内部来看，跨省流动的比例相比

于其他短距离流动，呈现上升的变化 (段成荣等，2013)，显示出长距离流动作为流动人口流动类

型发展趋势的可能性。然而，省际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并不均衡，由西向东作为该群体的主要流

向，并以流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沿海省市为多数，表现出由经济欠发达地区移至发达地

区的鲜明特点，并且从该群体流动原因的统计中，发现经济因素是其迁移的主要因素 (马红旗

等，2012)，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更指出，除了工资水平外，流入地的市场规模、就业机会等因素

也渐被流动人口纳入考虑范围 (余运江等，2018)，那么在流动后是否能顺利就业或得到更好的就

业机会，对流动人口来说就格外重要。

以往流动人口在进入流入地后，其就业的选择性不高，以从事廉价劳力工作居多 (刘耀，

1996)。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后，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并朝

着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发展 (张侠等，2006)，使得原本能吸纳低端劳动力的行业纷纷转型，造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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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被释放后无处可去而产生结构性失业 (成学贞等，2005)。在这些失业人口中，包括为数不少

的流动人口。此外，由于多数流动人口本身就业能力受限，过度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且替代性较强

的工作上，造成该群体的就业环境恶化，进而更容易产生失业的情形 (黄婵，2012)。

此外，2017 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并提出民生的最

大根本即为就业。然而，如何使就业在未来能够持续增长，除了主动拟定就业政策来扩大就业规

模之外，提升就业质量对于稳定就业并有效处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

今，省际流动人口作为整体流动人口中比例持续增加的群体，其失业问题对于整体流动人口，甚

至全国失业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更对于我国促进就业发展的进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

用，因此对其失业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尝试筛选影响该群体失业的主要因素，

有利于缓解其失业的情形，进一步为有效降低我国失业水平以及扶持就业做出贡献。

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以往与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相关的文献中，部分研究从宏观的经济、产业层面来分析流动人口

的就业问题。沈琴琴、张艳华 (2010) 将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进行比较，发

现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就业能力受限，与产业结构所需的人才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许

多研究也指出，随着发达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大

批农民工因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而产生失业的情形 (李群等，2014；钟在

明等，2011；成必成，2013)。

另一部分的研究则是从流动人口的微观特征对其就业问题展开讨论。首先，性别是影响流动

人口就业的因素之一，由于社会上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使得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上存在相对弱势

的地位 (罗俊峰等，2015；王俊秋，2009)。其次，家庭化流动模式的类型对流动人口就业也会产

生显著的性别差异，但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大一致。张丽琼等 (2017) 指出，家庭化流动对流

动男性的就业率无显著影响，但对其就业的稳定性存在促进效果；而完整式的家庭流动则对流动

女性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无论男性或女性都会受到家庭流动带来不

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张航空等，2012)。再次，有些研究从民族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流动人口的就业

问题，由于语言、习俗、信仰、文化素质等个人问题以及外部的体制性问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的就业产生了制约 (刘璐璐，2011；文久富等，2007)。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流动人口的

就业特征进行分析，綦松玲等 (2014)、王胜今等 (2013) 以吉林省流动人口为例，指出该省流动

人口主要的职业类型及结构特征受到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态、流入原因

等因素的影响。

综观前述研究，多数是以个案性质的讨论为主，研究对象局限于区域性、小范围的特定流动

人口，这可能导致在处理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时欠缺一个统领性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由于已

存在大量从流动人口就业视角进行的研究，由失业角度出发的研究则相对欠缺，未能全面地对流

动人口的失业特征进行详尽的分析。本研究基于有关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尚未完整的情况

下，侧重以当今人数逐渐增加的省际流动人口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影响长距离流动人口失业的主

要因素，并做出一些政策性的讨论。

影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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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结果。调查

方式及范围按随机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

抽取样本点，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象选择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 (县、市) 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调查内容包含个人的家庭、经济及就业、公共卫生及计划生育情况等

部分。调查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具代表性。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依据以往文献对劳动人口及失业人口的讨论 (易成栋等，2015；周长洪，2003)，本文将失业

人口定义为男性 16-59 岁、女性 16-54 岁，有劳动能力但无业，且对就业有需求者。再参照本文

的数据来源，选择“五一”节前一周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的问题对是否无业进行划

分，再以 4 月份是否找过工作作为是否有就业需求的测量，若两道题回答无业且有工作需求者才

被界定为失业人口。此外，根据本文研究内容仅将跨省流动人口纳入研究范围中。

3.2.2 自变量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的选取，除了参考以往相关文献所使用的变量，包含个人特征，

如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如流动原因、流动时间、居住意

愿以外，考虑我国区域间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使得各地失业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刘志，2006；李

若建，1998)，加入户口所在地及流入地作为欲考察因素，主要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

来探讨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受区域发展的可能影响。表 1 为所有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样本分布情形。

3.3 分析方法

首先采用描述性分析，对省际流动人口在不同特征下所形成的失业分布作出基本描述。随后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不同特征的变量逐步纳入模型中，共建立四个模型来分析多类因

素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模型 (1) 是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模型 (2) 是在

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区域变量，模型 (3) 则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流动特征变量，最后

模型 (4) 是将所有变量纳入，全面地分析各因素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以下是各影响因素

与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之间关系：

Logit p = In ( p /(1-p)) = Σbixi

其中 p 为因变量，表示失业所占比例。xi 为自变量，bi 为回归系数。

4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特征基本描述

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总计 193125 人。排除非跨省流动人口及

非经济活动人口后，省际流动人口就业人数为 80099 人，其中失业人数为 2039 人，计算出省际

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约为 2.48%。表 2 是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变量与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及

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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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方面，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年龄方面，20 岁以下的省际流动人口面临失业的问题最为

严重，随着年龄增长，失业

率逐渐下降，直到 30－39 岁

时 失 业 率 降 至 最 低 ， 但 40

岁开始失业率又略为上升，

整体呈现先降后升的分布情

形。不同教育程度也体现出

失业率的差异，随着教育程

度提升，失业率逐渐下降。

婚姻状况中，已婚者失业率

仅未婚者的一半左右。农民

身份者的失业率则稍高于非

农民身份者。

户口所在地的失业率为

由东向西递增，相比于户口

在东部者，中西部的失业率

更高。流入地区方面，失业

率也是呈现由东至西依次增

加的情形。

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失业

率为 2.02%，与社会因素流

动者相比，失业率减少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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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短 期 流 动 者 ， 相 比 于 中 长 期 流 动 者 ， 失 业 率 更 高。居 住 意 愿 中 ， 选 择 留 下 的 失 业 率

(2.03%) 低于选择离开及尚未决定者 (2.85%、3.26%)。

5 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的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区域特征及流动特征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皆呈现出显著性

影响。模型 (1) 纳入了个人特征变量，除了户口类型以外，其余变量皆呈现显著性影响。就性别

而言，女性失业机率比男性高，原因一方面可能和中国传统家庭分工中固有的性别角色有关，由

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得男性多数从事经济活动，作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女性主

要的职责是操持家务，必须将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从事无报酬的劳动上，因此降低了女性在外就

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可能和社会上普遍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有关，由于大多数的就业单位即使

在男性与女性其个体客观条件相当的情况之下，对于女性依然存在着主观性的偏见，最终导致了

女性在就业上的弱势地位及其困难 (罗俊峰等，2015；戴霞，2005)。

年龄对失业存在负向影响，但其作用程度又呈现倒 U 字型变化，说明了年纪较轻者可能因工

作经验不足而造成失业的情形，但在阅历随着年龄而增加后，失业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年龄增

长将有利于就业的稳定 (张丽琼等，2017；綦松玲等，2014)；然而，当达到一定的年龄后，作用

程度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以体力型劳动为主，在体能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出现降低时 (陈国斌等，2011；周长洪，2003)，可能增强其高龄失业的风险。

教育程度与失业之间呈现负向变动，表示教育程度较高，失业的可能性较低；反之，教育程度

较低，则提高失业的可能性。该结果再次印证诸多研究中教育对于流动人口在抑制失业及促进就业

上存在的正面效果 (张丽琼等，2017；徐玮等，2016；綦松玲等，2014；胡鞍钢等，2010；戴霞，

2005)，更显示出当今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问题，由于我国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渐增，但目前整

体劳动力人口中，依然存在大量劳动力素质偏低的失业人口，而教育作为衡量个人就业能力的重要

指标之一，教育程度的提升必然对于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已婚者失业机率比未婚者低，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 (杜鑫，2009)，显示出婚姻使得已婚

者对于所建立的家庭拥有更多抚养及照顾的责任下，将增强其就业动机，因而减缓其失业情形；反

之，尽管未婚者仍可能和已婚者一样，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照顾家庭成员的职责，但在其尚未由于

婚姻而组建新生家庭的情况下，目前只需要抚养原生家庭的成员，再加上未婚者的父母更有可能处

于尚未退休、仍在就业的阶段，此时未婚者的抚养责任也就更轻，甚至未婚者本身可能仍处于需要

父母进行经济支持的状态，这相较于已婚者可能多出抚养自身儿女、配偶及配偶之父母的责任下，

其抚养压力相对小许多，因此在就业动机上也会相对薄弱，从而造成较高失业的情形。

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下，纳入了区域特征变量。其中，户口所在地区与流入地区皆

呈现显著性影响。首先，从户口所在地区来看，中、西部的失业率高于东部，导致该结果的原因

可以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来进行解释，由于中西部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导致人口素质

偏低的情况下，当该地区的人口流入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时，受到人口素质普遍低于本

地人口的影响，在就业竞争上无法形成优势，因而容易面临失业 (张明，2010)。目前由于西部地

区仍处于低城镇化水平，并以农村的居住型态为主，使得该区的各项发展相对落后，进一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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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当人口

流 出 至 其 他 城 市 或 地 区 时 ，

他们在流入地只能从事劳力

型工作或长期处于无业的状

态，因此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对人口素质的高低产生影响，

并进而导致流动人口工作能

力的受限及在引发失业的问

题上存在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 流 入 地 区 的 比

较中，流入中西部的省际流

动人口，其失业可能性明显

高于东部，并且再根据中部

及西部两个比较组分别地与

东部进行比较所形成的回归

系数来看，西部作为比较组

时的作用程度高于中部，因

此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可能

性将会随着流入地区越朝向

西部的方向而有所提升。不

同流入地区导致失业可能性

存在差异的原因也可能和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程 度 有 关 (熊 思

敏等，2008)，与前述户口所

在地区不同的地方是，流入

地区所表达的是该地区的劳

动力需求，由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能提

供的就业机会一般少于整体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较 高 的 东 部 ，

因而造成较高的失业率。东

部地区作为经济增长以及技

术进步迅速发展的首要区域，

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使得流动人口能够被流入地所容纳，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可

能会导致部分劳动力引发结构性失业，但这可被视为短期性的问题，若以长远的角度来看，技术

进步实则能够创造更多生产部门并细化分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达到降低失业的可能，因

表 3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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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域发展的进步对于就业拥有正面且积极的效应及关联性。

模型 (3)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下，纳入了流动特征变量，结果显示流动原因、流动时间与居

住意愿皆呈现显著性影响。首先，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失业机率明显低于社会因素流动者，其原因

可能和经济因素流动者的就业动机更为强烈有关。由于经济因素流动者在本质上便是需要以就业

作为手段来达成其经济目的，因此就业动机较强烈，失业率也较低，再加上过去的研究将多数流

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归结为流出地的劳动力剩余以及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刘娟，2007)，因此当流

动人口以经济因素做为目的而进行流动时，能否顺利就业必将备受重视，所产生的失业率自然也

较低。此外，綦松玲等 (2014) 的研究结果也得出由于随迁、婚嫁等社会因素作为流动原因的流

动人口，其最初的流动目的本与经济因素无关，就业动机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使得就业的稳定性

较低，因此能够提供不同流动原因会导致失业可能性发生差异的观点上获得更多方面的论证。

居住意愿的程度也会影响失业发生的机会，与拥有强烈居住本地意愿者相比，留在本地倾向

不明或选择离开的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较高，表示居住意愿越低，将表现出越高的失业风险。

由于居住意愿低的人群仅将流入地视为短暂停留地，仍考虑回流家乡或再流动到别地，因而较不

重视在本次流入地是否能顺利就业以及本次流入不会对其带来长远的影响下，可能造成其失业率

的提高。诸如部分农民工前往城市就业属于季节性移动，多于非农忙季节外出务工，流动性较强

而造成其就业存在强烈的不稳定性；又或是目前的流动人口逐渐注重其就业权益，对于工作岗位

的福利及保障有一定的要求下，出现了频繁流动的状态，多次的流动可能仅作为最终就业的尝试

及比较，因而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再者，居住意愿的低落可能会影响其社会融入及社会参与，

进而导致更高的失业风险，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对于就业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像是流动人

口可透过社区活动来结识更多当地朋友，藉以获得就业信息或是工作推介。另一方面，考虑到本

地工作单位一般不偏向雇用短期员工，因为长期居住稳定性低的雇员存在较高经常离职的风险，

这将造成人事异动及训练新员工的成本增加，因此当省际流动人口在居住本地意愿上表达出较为

低落的意愿时，则容易提升其失业的可能性。然而，居住意愿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

系，表示失业虽然会受到居住意愿的影响，但居住意愿也可能受到失业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两者

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作为本文不足之处，后续仍须为两者的相互作用做出进一步的理清及说明。

最后，在流动时间的变量中发现，长期流动者的失业机率较短期流动人口者低，这可能是由于长

期流动者在本地找工作的时间长，自然更容易找到工作，失业风险也随之降低；相反地，短期流动者

因为刚来到流入地不久，短期内仍在求职及适应环境而暂时无业的情况下，才造成了较高的失业率，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获得了相互的验证 (张丽琼等，2017；郭琳等，2011)，显示出随着流动时间的增

长，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源及适应能力逐步得到积累与加强，这将有助其达到缓解失业并实

现就业的情形。此外，对于省际流动人口来说，距离较长的流动使得流出地与流入地存在更多方面的

差异，因此流动时间的增长对其适应本次流入地的生活并降低失业可能有更加显著的效果。

模型 (4) 将本研究考察的所有变量一并纳入，作了全模型分析。与前述模型相比之下，所有

变量的作用方向不变，但部分变量的作用程度有所下降。首先，从个人特征的方面来看，性别变

量的回归系数发生了明显的下降，此部分的变化和模型 (3) 加入了流动特征变量后，亦导致了性

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产生下降的情形大致吻合，因此能够推测性别的影响力受到了流动因素的影

16

C M Y K



响，其中女性可能偏向社会因素型流动，男性则偏向经济因素型流动。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有

幅度不小的下滑迹象，根据和前面各个模型的比较与观察中，可以发现当流动特征被纳入后，造

成了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降低，部分结果甚至不再有显著性的影响，这可能和年龄在 20 岁以下

的省际流动人口，他们更多是和父母随迁或是来到流入地求学有关。另一方面，考虑到某部分

50 岁以上的省际流动人口也可能是同子女随迁的情况下，与 20 岁以下的年龄组同属社会因素型

流动，从而使得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年龄上的差距，但结果却未呈现显著影响，因此年龄因素和流

动原因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婚姻状况的解释力也受到了流动特征的影响，由于部分已婚

人士会带着家庭成员随迁的情况下，将涉及子女就学以及长期看照父母的问题，因此相较于未婚

者而言，他们更可能选择稳定地居住在流入地，使得婚姻状况的影响力部分被居住意愿所解释。

教育程度方面，其回归系数的降低可能与区域特征变量有关，相较于东部地区，户口所在地为西

部地区者，其普遍教育程度偏低，这也和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进而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庞大人

口素质差距的现实情形相符，因此教育程度的作用可能部分受到了户口所在地的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失业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由省际流动人口个人条件所引发

的失业；二是受到外在环境影响所导致的失业。

首先，从省际流动人口本身的条件来看，教育程度偏低导致其就业选择受限，当部分工作对

专业知识和技术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时，省际流动人口存在与工作条件不匹配的问题。再者，依照

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劳力密集型产业很大比例会逐渐被知识密集型所取代，这将使得省际流动

人口成为结构性失业的高度风险人群，而其中教育程度不足正是造成该群体就业时的最大阻碍。

然而，教育程度偏低的问题与外在环境因素所导致省际流动人口的失业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基础教育直至专业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分配不均，中西部所获

得的教育资源因区域发展失衡而严重不足，所能培育出的高知识及技术性人才受限，当中西部人

口流入东部与本地人口相互竞争时，常因劳动力素质劣势而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此外，中西部

发展落后使得此地区本身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仅产生人口大量外流，也导致流入该地区

的人口更容易面临失业，因此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对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存在重大影响。

针对省际流动人口因前述的两大因素所导致失业的问题，我们尝试做如下两个方面的政策讨

论：一是短期可通过开设职业教育训练，提升所需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来帮助现下失业者顺利就

业，在长期则须对人力资本提升采取高度重视，藉由教育体制的改善，全面提高教育年限使人民

获得更高阶的知识，才能有助于低阶劳动者向高技术工作转型，提高收入水平并降低工作被替代

而失业的风险。二是通过政府及企业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投入及建设，促成中西部经济

社会发展的进步，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数量来有效减缓失业，也能促使教育资源获得提升，对人

口素质产生正面的影响，增加就业竞争力来降低失业风险。

总体来说，失业不仅是个人所导致的结果，其中亦伴随着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失业问题是由微观性质的个人问题与宏观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两者所交互形成的，解决方式不

仅需要省际流动人口努力地充实个人能力，国家及社会也有义务来协助其改变现况，才能达到有

影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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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降低失业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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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s Unemploy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s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5

CHEN Yi-Chen, LU Jie-Hu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scal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over time especiall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rising year

by year.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ter -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and their

unemployment is an increasing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Migrants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5,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the three factors effective on the

unemploymen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e.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regional and mig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onstitutes the majority of unemployment of the inter -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causes of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losely correlate to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and the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or the unemployment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accordingly.
Key words: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Unemployment, Logit model

影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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