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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 难彻底、 欠稳定， “隐性户籍墙” 是其深

层次原因。 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

据， 对 “隐性户籍墙” 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中国路径” 中出现

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提出当前形势下， 推进中西部中

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 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

微观个体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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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与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农民工群体出现代际分化， “８０ 后” 农民工逐渐成主体。 他们在成

长环境、 个人特征、 就业情况、 与家乡的联系、 城市适应性、 流动模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大相

径庭。 微观个体改变的同时， 宏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复杂严峻形势， 国

家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重点也转向中小城市和城镇。 后国际金融

危机时期，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 成为一个需要联系国家新一轮城镇化战略，

站在全局高度考虑解决的重大问题。

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中国路径” （即 “农民—农民工—市民” ）， 沿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

的主流研究 （Ｂｏｇｕ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Ｊ ， １９６９； Ｌｅｗ ｉｓ， Ｗ Ａｒｔｈｕｒ， １９５４； Ｔｏｄａｒ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 １９６９； Ｌｅｅ，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Ｓ ， １９６６） 不可能对其做出充分可信的解释， 然而在移民研究的大主题下， 它们仍提供了大

量借鉴。 国内许多学者对 “中国路径” 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主题下关注农民工群体分化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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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 如李培林 （１９９６） 从职业、 就业的所有制、 收入研究了流动民工的内部分层结构， 唐灿

和冯小双 （２０００） 以 “河南村” 个案为例， 描述分析了流动农民在向市场转型和城乡户籍身份制度

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二次分化。 近年来，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但应将其划分

为几代、 划分标准是什么， 争论一度较大。 王春光 （２００１）、 刘传江 （２００５） 等相继提出 “新生代

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 概念，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则使 “新生代农民工” 成为官方提法。 迄今

为止， 对 “中国路径” 中出现代际分化的农民工， 学术界在其个人特征、 行为决策、 社会影响以及

相关政策建议方面的成果已有不少， 对其个人特征的研究已较为系统， 对社会影响的描述也较为全面。

然而， 在行为决策分析方面， 当前成果不乏泛泛而谈之作。 政策建议方面， “现状—问题—对

策” 的三段论式文章也层出不穷。 进一步说， 目前， 学术界对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

的根本出路， 少有能结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出长期战略思路的成果。 此外， 在我国区域经济不

平衡加剧、 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 农民工 “流向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辜胜阻、 李华、

易善策， ２０１０）， 人们已认识到严重性， 但大多止步于提出农民工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流动

“今后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社科院 “农民工返乡机制研究” 课题组， ２００９） 阶段。 有理由相信， 在

热议 “民工荒”、 “民工返乡” 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伴随经济转型、 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战略调

整， 大量从中西部出来的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是回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就业。 下

文利用调查数据， 对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中国路径” 中出现代际分化的农民工的流动打算进行实

证研究， 从制度方面探寻其影响因素， 并结合国家在新时期的城镇化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这将有利

于制定符合人口流动规律与经济发展趋势要求的政策体系， 更有效地促进农民工的彻底转移， 并有

助于积极稳妥地促进城镇化建设， 保持地区协调发展。

二、 调查描述

结合 “代”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前出生、 绝大多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从

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加入打工者行列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后期开始外出务工经商的人称为第二代农民工。 此界定与官方提法以及王春光 （２００１） 关于 “新生

代农民工” 群体的界定并无实质不同， 但该提法基于社会学、 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 从农民工群体

自身出发， 将其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 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也基本吻

合。 对应这种划分， 本文实证研究采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年武汉市农民

工调查的数据， １６～ ２９ 岁的调查对象属于第二代， ３０ 岁及其以上属于第一代。 该调查样本总量为

１１００人， 抽样框采用分块和分类 （行业和城区） 的方法确定， 样本抽选采用行业和城区配额、 样本

点和调查样本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样本行业配额的依据是武汉市第二次农业普查 （２００６ 年） 外

出劳动力结构， 抽样框 （样本点） 来自武汉三镇 ６个中心城区 （洪山区、 武昌区、 汉阳区、 硚口区、

江汉区、 江岸区） 里外来农民工密集的用工单位和街道。 调查结束后， 经数据校验以及详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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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问卷有效率达 ９９ ８％。 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 ８３９ ７６ ４

女性 ２５９ ２３ ６
— —

年龄
１６～２９岁 ３８５ ３５ １

３０岁及以上 ７１３ ６４ ９
３４ ７ １０ ９

文化程度

从未上过学 ３３ ３ ０

扫盲班 ７ ０ ６

小学 ２１１ １９ ２

初中 ５７８ ５２ ６

高中 １９１ １７ ４

中专 ／职高 ／技校 ５４ ４ ９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７ ０ ６

— —

婚姻状况

未婚 ２６６ ２４ ２

已婚 ／同居 ８０９ ７３ ７

离异 ９ ０ ８

丧偶 １４ １ ３

— —

大量研究显示， 第二代农民工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市民， 尽管身份没有彻底改变， 但比第一代

农民工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 是市民化意愿更强烈也更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 第二代农民工

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 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门槛， 容易产生 “问题农民工” 进而引发严重

社会问题。 基于这些考虑， 探讨第二代农民工的流动打算尤为重要。 前述调查中， 与第一代受访者

相比， 第二代受访者更期待留在城市而不是回老家， 与此同时， 也有更多的第二代受访者比第一代

受访者更倾向于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① （见表 ２）。 统计检验显示， 代际差异显著 （卡方值为

１０ ３７０， Ｐ 值为 ０ ００６）。 这也许意味着， 尽管第二代农民工更希望市民化， 但面对许多现实困难。

这些困难可能牵涉户籍， 可能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 生活成本的节节攀升等有关。

表 ２　 两代农民工的流动打算

留在城市 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第一代 （％） ５３ ４ ２１ １ ２５ ４

第二代 （％） ５７ ９ １３ ２ ２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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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量模型与估计结果

“显性户籍墙” 是指致使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 “隐性户籍墙” 作为其衍生， 在制度抑

止功能上延伸与拓展， 具有韧性身份证属性， 本质上是一种 “社会屏蔽” 制度， 是相较于计划经济

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 难彻底、 欠稳

定的深层次原因 （刘传江、 程建林， ２００９； 李强， ２００４）。

调查中， １０ ４％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８９ ６％的人认为不是。 在认为自己不是城里

人的第一代农民工中， “户口问题”、 “在城里很难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和 “城里房价过高”

是受访者认为自身没有成为城里人的首要原因， 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５ ８％、 ２１ ９％、 １９ ９％。 第二代

农民工中， １４ ３％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８５ ７％的人认为不是。 在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的第二代农

民工中， “户口问题”、 “在城里很难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和 “城里房价过高” 同样是受访者

认为自身没有成为城里人的首要原因， 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９ ９％、 ２５ ５％、 １７ ２％ （见表 ３）。

表 ３　 两代农民工认为自身没有成为城里人的首要原因

原因 第一代 （％） 第二代 （％）

户口问题 ３５ ８ ３９ ９

在城里很难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２１ ９ ２５ ５

城里房价过高 １９ ９ １７ ２

自己在城里缺少养老保障 ４ ７ ４ ３

城里看病难、 看病贵， 自己无医疗保障 ５ ９ ５ ９

农村的土地无法流转或舍不得农村的土地 ０ ８ ０ ８

自身素质低 １ ０ １ １

其它 １０ ０ ５ ３

由表 ３可以看到， “隐性户籍墙” 已替代 “显性户籍墙” 即户口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

主要原因。 从进程上看， 农民工市民化经历农村退出、 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合三个环节。 “隐性户籍

墙”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也体现在这三个环节中。 （１） 农村退出环节。 我国农村实行期限较长的

土地承包制度， 着眼点是维护农村稳定， 但缺乏流动性和经营权转让市场致使农民缺乏退出土地和

农业的激励。 隐性户籍墙在这一环节集中表现在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 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不完善

方面。 （２） 城市进入环节。 受自身素质和劳动市场的限制， 进城农民工的工作大多具有不稳定性、

临时性和收入低的特点， 无法负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 尤其房价。 隐性户籍墙在这一环节集中表

现在劳动市场的二元分割、 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机制缺乏、 农民工城市安居工

程构建乏力方面。 （３） 城市融合环节。 与二元户籍制度对接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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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事实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隐性户籍墙在这一环节集中表现为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各项保障缺失。 这和表 ３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

根据上述理论， 可构建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探寻隐性户籍墙的多方面表现对农民工未来决策的

具体影响。 将农民工的流动打算作为因变量， 隐性户籍墙在三个环节中各方面的表现作为自变量。

由于因变量是多项分类变量， 故采用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变量描述见表 ４。 其中： “承包土地

数” 和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 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不完善联系； “小时收入”、 “劳动强度” 和劳动

市场的二元分割联系， “受教育年限”、 “语言交流能力” 和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

累机制缺乏联系， “住房类型” 和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构建乏力联系； “社会保险” 与农民工在城市

工作和生活的各项保障缺失联系①。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 在自变量中添加年龄、 性别因素。 被估计的

模型见后， 哑变量的参照组均为最后一个分类。

表 ４　 变量描述

变量 含义 注释 均值 标准差 有效百分比 （％）

ＤＭ 流动打算

１＝留在城市

２＝回到老家

３＝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 —

５５ ０

１８ ３

２６ ６

ＣＬ 承包土地数 （亩） ３ ９２ ３ ６４１ —

ＨＰ 小时收入 （元） ６ ６９６８ ５ ０７３１６ —

ＬＩ 劳动强度 周工作小时数 ６７ １２ １７ ３５３ —

Ｅｄｕ 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６３ ２ ９２０ —

ＬＥＣ 语言交流能力
１＝较强

２＝其它
— —

６６ ２

３３ ８

ＨＴ 住房类型

１＝自有住房

２＝私人租房

３＝单位供房

４＝其它情况

— —

１ ８

３６ ３

２７ ２

３４ ６

ＳＳ 社会保险
１＝参加社会保险

２＝没有社会保险
— —

２１ １

７８ ９

Ａｇｅ 年龄 （岁） ３４ ７１ １０ ９００ —

Ｓｅｘ 性别
１＝男

２＝女
— —

７６ ４

２３ ６

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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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Ｐ ＝ ０ ０００。 对各自变量的作用进行似然比检验的结果显示， 除小时收入 （Ｐ ＝

０ ２９６） 和承包土地数 （Ｐ ＝ ０ ３１０） 外， 其馀自变量都有统计意义。 估计系数见表 ５。

估计结果表明：

（１） 年龄越大， 农民工越倾向回到老家， 年龄增加一个单位， 回到老家对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

镇的机会比就增加为原来的 １ ０２８倍。 这与 Ｚｈａｏ Ｙａｏｈｕｉ （２００２） 以及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ｆｅｉ Ｗｉｎｎｉｅ和 Ｆａｎ， Ｃ

Ｃｉｎｄｙ （２００６） 的研究一致。 老一代农民工往往怀有 “落叶归根” 心态， 而第二代农民工不少人没有

务农经验， 大多拥有高于父辈的学历， 注重仪表、 追求时尚、 思想开放、 思维活跃， 在城里挣钱、

回家盖房、 娶妻生子、 做小买卖的思想早已远离。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对留在城镇具有更加

充足的动力以及更加坚定的意志。

（２） 和女性农民工相比， 男性农民工更倾向回到老家， 男性回到老家对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的机会比是女性的 １ ５６３倍。 这一点为其它研究证实——— “女性农民工不打算回农村养老的比例远

远高于男性。 这里不排除回答 ‘以后再说’ 的人中还有不打算回农村的人， 这样愿意留在城市的比

例会更高” （肖云， ２００５）。

（３） 劳动强度越大， 农民工越不愿意留在城市， 劳动强度增加一个单位， 留在城市对回到老家

的县城 ／小城镇的机会比就减少为原来的 ９８ ８％。 这一点容易理解。

（４） 受教育年限越长， 农民工越不愿意回到老家， 受教育年限增加一个单位， 回到老家对回到

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的机会比就减少为原来的 ９３ ５％。 这一点也容易理解。

（５） 如果将农民工的流动打算按留在城市、 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排序， 语言交流

能力较强的农民工更可能倾向排在前面的选择， 语言交流能力较差的农民工更可能倾向排在后面的

选择。 对两类农民工而言， 回到老家都是次优选择， 最优选择依据他们对自身 （语言方面） 素质的

判断而定。

（６） 私人租房与其它情况相比， 农民工往往更倾向回到老家， 其次是留在城市， 最后是回到老家

的县城 ／小城镇； 单位供房与其它情况相比， 农民工往往更倾向留在城市， 其次是回到老家， 最后是回

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两种情况与其它情况相比，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都是农民工的最次选择， 反

映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对在城市住房条件较好 （在农村有住房） 的农民工不具吸引力。 最优选择则与居

住成本有关。 单位供房情况下， 居住成本由单位承担， 所以毫不奇怪， 享有福利者更愿意留在城市。

（７） 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往往更不愿意留在城市。 这显然是个悖论， 而且应当质疑数据的

合理性。 由于农民工参保率极低， 本文没有区分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将样

本合为一体处理， 否则数据将在统计学上失去意义。 不过， 缴纳社保往往会降低农民工的工资。 另

外， 调查进行期间，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失业返乡、 异地就业的农民工增多， 参保的农民工也许

更能深切体会到社保的 “便携性损失” （刘传江、 程建林， ２００８）， 促成其在未来打算上倾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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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隐性户籍墙对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回归分析

因变量
“留在城市” 对 “回到老家的

县城 ／小城镇” 的机会
比对数

幂值
“回到老家” 对 “回到老家的

县城 ／小城镇” 的机会
比对数

幂值

年龄 ０ ００７ １ ００７ ０ ０２８∗∗∗ １ ０２８

男性 －０ ２２５ ０ ７９９ ０ ４４７∗ １ ５６３

承包土地数 ０ ０２８ １ ０２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小时收入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３５ ０ ９６６

劳动强度 －０ ０１２∗∗ ０ ９８８ ０ ００３ １ 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３４ １ ０３４ －０ ０６７∗ ０ ９３５

较强语言交流能力 ０ ７９９∗∗∗ ２ ２２３ ０ ４０５∗∗ １ ５００

自有住房 ０ ８８２ ２ ４１６ ０ ４０１ １ ４９４

私人租房 ０ ４４２∗∗ １ ５５６ １ １６２∗∗∗ ３ １９５

单位供房 １ ４３９∗∗∗ ４ ２１５ ０ ７０４∗∗ ２ ０２２

参加社会保险 －０ ３４８∗ ０ ７０６ ０ ２１５ １ ２４０

常数 ０ ０９９ — －２ ０９３∗∗∗ —
　 　 注： ∗在 １０％显著水平下显著； ∗∗在 ５％显著水平下显著； ∗∗∗在 １％显著水平下显著。

以下从年龄给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 在模型中去掉年龄自变量， 按前述标准将

样本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 分别进行回归。 对第一代样本的分析显示： 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Ｐ ＝ ０ 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 住房类型 （ＨＴ）、 语言交流能力 （ＬＥＣ）、 性别 （Ｓｅｘ） 自变量的似然比检验 Ｐ＜

０ ０５。 对第二代样本的分析显示： 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Ｐ ＝ ０ ０００； 劳动强度 （ＬＩ）、 住房类型 （ＨＴ）、

社会保险 （ＳＳ）、 语言交流能力 （ＬＥＣ） 自变量的似然比检验 Ｐ＜０ １。 估计系数见表 ６。

表 ６　 隐性户籍墙对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回归分析

因变量

第一代样本

“留在城市”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回到老家”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第二代样本

“留在城市”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回到老家”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男性 －０ １５６ ０ ８５５ ０ ６４０∗∗ １ ８９６ －０ ２４０ ０ ７８６ ０ ３４０ １ ４０４

承包土地数 －０ ００４ ０ ９９６ －０ ０３０ ０ ９７０ ０ ０５８∗ １ ０６０ ０ ０４０ １ ０４１

小时收入 ０ ００７ １ ００７ －０ ０５３ ０ ９４９ －０ ０１４ ０ ９８６ －０ ０１５ ０ ９８６

劳动强度 －０ ００７ ０ ９９３ ０ ００３ １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９８０ ０ ００４ １ ０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９ １ ０２９ －０ ０９２∗∗ ０ ９１２ ０ ０１７ １ ０１７ －０ ０７９ ０ ９２４

较强语言交流能力 ０ ７８２∗∗∗ ２ １８５ ０ ３４３ １ ４０９ ０ ８１８∗∗∗ ２ ２６５ ０ ６０９ １ ８３９

自有住房 １ ２９１ ３ ６３５ ０ ５９０ １ ８０４ ０ ３４４∗ １ ４１１ ０ ３８１ １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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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第一代样本

“留在城市”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回到老家”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第二代样本

“留在城市”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回到老家” 对
“回到老家的县
城 ／小城镇” 的
机会比对数

幂值

私人租房 ０ ６９７∗∗∗ ２ ００７ １ ５４７∗∗∗ ４ ６９８ ０ １７０ １ １８５ ０ ５６９ １ ７６６

单位供房 １ ６３３∗∗∗ ５ １１９ ０ ７０８∗ ２ ０２９ １ ２２９∗∗∗ ３ ４１９ １ ０２１∗∗ ２ ７７５

参加社会保险 －０ １８１ ０ ８３５ ０ ２３５ １ ２６５ －０ ５８３∗ ０ ５５８ ０ ２１３ １ ２３８

常数 －０ ０８９ — －０ ９４１ — １ １５５ — －１ ４７７ —

　 　 注： ∗在 １０％显著水平下显著； ∗∗在 ５％显著水平下显著； ∗∗∗在 １％显著水平下显著。

估计结果表明： （１） 和总体以及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不同， 性别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流动打算没

有什么影响； （２） 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强度更为敏感， 这符合他们 “８０” 后

的出生与成长背景； （３） 与总体以及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不同， 受教育年限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

并不显著， 前述似然比检验的 Ｐ 值也为 ０ ３９２； （４） 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 拥有较强的语言交流能

力， 会显著地使他们更倾向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５） 与其他类别相比， 第二代

农民工中的私人租房者在流动打算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单位供房者的情况与第一代农民工以及总

体情况相似，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都是最次选择； （６）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对第二代农民工影响更

为显著， 参加了社保的第二代农民工更有回流倾向。

四、 结论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和老一代农民工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群体。 与老一代农民

工相比， 他们成长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

的明显差别， 而价值观念的差别必然使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和生活期望， 这是造成新生代农民

工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呈现出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特征的根本原因。 然而， 尽管他们在心态和

文化习俗上更接近市民， 也具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 在显性户籍墙淡出的今天， 由于其面

对着极其坚韧的隐性户籍墙， 尤其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 特大城市中， 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停滞不前，

这是造成许多人回流的主要原因。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大量从中西部出来的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回流， 其 “回到哪里” 需

要政府结合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通盘考虑加以引导。 从 ２００９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 ２０１０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 系列方针政策的出台， 表明党和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将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政策与中国特色城

镇化道路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自发性往往使地区性劳动力短

缺时有发生， 其过度流向大城市也将使城市病日益显著， 引发城镇化的无序。 从微观个体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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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不仅在资源、 土地方面更加宽松， 也有利于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

结合实证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劳动强度是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流动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劳动强度越大，

他们越有回流倾向。 调查中， 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６７ １２小时， 现实极不乐观。 但是， “在城里很难

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既由于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导致， 也由于农民工扎堆东南沿海的大城市

尤其特大城市导致。 次属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竞争激烈， 农民工不得不从事强度大、 时间长的工

作。 因此， 应引导他们更多地流向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城镇， 并且， 在这些地区认真落实 《劳动法》

的相关规定是当务之急。

第二， 如果在城市有较好的住房条件， 农民工往往倾向留在城市， 反之则回到同样有房的老家，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对两代农民工都不具吸引力， 这也许与作为大量农民工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

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滞后有关。 建议提高这些地区的发展规划水平， 在建设中注意以多渠道、 多形

式向农民工提供良好居住条件， 设法将符合要求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当地住房保障体系， 提高对回流

农民工尤其回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第三， 分析显示， 不少情况下，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不及留在城市， 如对

拥有较强语言交流能力的第二代农民工相较于其他样本。 另外， 某些时候， 回到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

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甚至不及回到农村老家， 如单位供房者相较于其他样本。 究其成为鸡肋的原因，

城镇化步伐滞后首当其冲。 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强烈渴望市民化， 老家的县城 ／小城镇虽有

“城” 字， 但经济发展水平低， 也不能提供他们所希望的市民化便利， 亦即同样存在隐性户籍墙。 这

意味着， 引导农民工回流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城镇， 需大力推进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综合建设，

一方面， 抓住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 促进特色产业、 优势项目的集聚， 提高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 特别应响应中央号召加快制度创新，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配套改革， 促进符合条

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当地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多方面权益， 在此过程中， 尤其关注逐渐成

为农民工主体并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异显著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值得讨论的是， 计量结果显示， 参加了社保的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也许更有回流倾向。 前

文分析了该悖论， 认为农民工社保的严重缺失， 门槛高、 覆盖面窄、 轻免费保障、 转移接续困难等

社保问题是农民工实现彻底市民化的最大障碍之一。 就这一点认识看， 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城镇要

吸引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回流， 应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深入开展工伤保险全覆盖行动，

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 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此外， 受教育年限

越长， 农民工越不愿意回到老家， 理由显而易见。 第二代农民工的分组回归结果在该项上并不显著，

但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依然成立。 然而， 扎堆隐性户籍墙格外坚韧的东南沿海大城市尤其特

大城市， 对新生代农民工相较而言的高人力资本无疑造成巨大浪费， 既不利于其自身， 也有损国家

经济全局。 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可以尝试完善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机制， 健全与规范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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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市场， 整合教育培训资源提高效率， 加大城镇教育培训体系向农民工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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