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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 ６ 个城市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两栖状态下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的居住状况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 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

即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比户籍制度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状态的影响更

为显著， 而且这种影响使得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等个人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影响

出现了 “反常” 现象。 最后， 根据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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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

不断增大， 并引发了一系列与流动人口有关的问题， 如就业问题、 收入问题、 居住问题、 子女教育

问题等。 近年来， 各级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 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工

资拖欠和子女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居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居住问题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对流动人口来

说， 居住问题更为重要， 因为他们远离家乡， 更容易缺乏稳定、 适宜的居住条件。 然而， 当全面考

察学术界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时却发现， 关于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却是相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

环节， 更少有研究涉及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 而两栖状态是流动人口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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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流入地居民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在这种状态下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居住状态如何， 是什么样的因

素影响和决定其在城市里的居住状态， 是当前在流动人口居住研究中迫切需要予以调查研究并给出

实事求是回答的重要问题。

为此， 本文将利用课题组 “流动人口的流迁动向及其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在福建省 ６ 个

城市调查的数据， 描述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居住状态， 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和估计影响流

动人口居住形态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试图在此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 最后还将在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促进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的几点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尽管为数不多， 近年来一些关于流动人口居住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如吴维平、 王汉生，

２００２； 蒋耒文、 庞丽华、 张志明， ２００５； 张子珩， ２００５；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６） 已为本文的工作打下了重要

基础。 但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分析表明， 迄今这些研究在分析框架上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 （１）

把流动人口看作一个均质的整体， 忽视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化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历程， 同时忽视

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以外造成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差的原因。 （２） 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是管理者

便于管理， 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 而忽视了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在流动中的住房

需求。 而事实上，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会分化为在城镇定居、 保持城乡之间循环流动和返回家乡

三种类型， 而并非是一个均质的整体。 不同流迁意愿的流动人口在住房获取方式、 居住条件、 对住

房的需求以及在住房上的经济投入都是不一致的。 因些， 在构建理论解释框架时必须将流动人口的

这种分化现象纳入到体系中， 这样政策建议的制定才能够满足不同状态下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 同

时， 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并不是制约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差的唯一原因。 国内和国外

的证据表明， 即使没有户口制度这一障碍， 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流动人口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

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保持两栖的流动状态， 并且最后的目的地并不总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城市，

如此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归属感， 而只是临时的 “安身之所”， 因此对于这些流动人口而言， 是

不会也不可能在流入地购房或者花大部分的工资去租条件好的房子， 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状态的。 因

此我们认为， 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住状态不仅与户籍制度和二元结构有关， 还与流动人口在两栖状

态下只把现居住地看作临时场所， 不愿意在住房上投资的过客心理等有密切关系 （Ｚｈｕ， ２００７）， 因

此， 有必要估计和分析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即循环流动的特性以及过客心理对居住状态的实际意义

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而指导我们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 还应当看到的是， 近几年， 有些学者

对我国城镇居民和乡城迁移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行业、 职业、 家庭总人数等） 对住房状况都有显著影响 （蒋耒文、 庞丽华、 张志明，

２００５； 易成栋， ２００７）。 因此为了对流动人口居住形态的影响机制做出比较全面的解释， 还必须把流

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引入到我们的理论思考中。 这样不仅能够解释进入到同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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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状态上的个体差异， 也能全面揭示制约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了以下分析框架来解释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形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见图 １）。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包括 ７个方面的内容， 即住房获取方式、 人均居住面积和涵盖住房 ７

个方面状况的住房质量指数。 解释变量可以分为两大类：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包括中国

特殊的户籍制度因素和家属随迁情况。 内部因素由包括教育、 就业、 收入等在内的个人特征和流动

人口的两栖状态即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以及过客心理构成。 主要的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

响关系具体假设如下：

图 １　 影响流动人口居住形态的理论解释模型

１ 迄今的一些关于中国城市住房状况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是制约其住房状况的重要因素

之一。 如年龄越大， 住房条件越好； 文化程度越高， 经济收入越高， 居住条件就越好。 遵循这一研

究结论， 本研究假设流动人口的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收入等个人特征也会影响着流动人口在

城镇的居住形态， 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其呈正相关的影响关系。 另外， 我们还假设家属的

随迁情况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改善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些配偶和小孩随迁的流动人口其

居住条件会稍好于只身迁移流动者。

２ 住房是流动人口在城镇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一， 没有住房的农民工想在城市定居几乎是不可能

的， 反之可以这样说， 住房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必要条件， 为此不同流迁意愿的流动人口在城镇

的居住条件不同。 因此， 我们假设那些处于两栖状态下的流动人口由于对城市没有归属感， 城市对

其而言堪称是临时性场所而不愿意在城镇的住房上做过多的经济投资， 从而对流动人口的居住形态

产生负面影响。

３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系列的就业、 住房、 教育、 社会保障等福利措施相互挂钩的。 大多数学

者认为， 作为与户口紧密联系的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之一的住房， 对于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仍是难

以获得的 （Ｃｈａｎ＆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９； Ｗａｎｇ Ｍｕｒｉｅ， ２０００；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９７）。 因此我们

认为， 城镇中的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当地的户口这一事实， 无法进入到城市的住房体系中去， 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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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制约着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居住条件的改善。

三、 调查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流动人口的流迁动向及其对城镇化进

程的影响研究” 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福建省调查总队等单位合作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 １０ 月在福建省 ６ 个

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首先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 抽取 ６ 个城市， 其中包括省会城市福州、

计划单列市厦门、 ２个地级市泉州与三明、 ２个县级市晋江与福清。 其次， 根据 “五普” 时福建省外

来流动人口在二、 三产业就业比 １ ６ ∶ １的比例， 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为抽样标识， 在遵循等距随机

抽样原则的前提下， 从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从业人员 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 ５个， 其中 ３家第二产业企业和

２家第三产业企业。 最后根据抽中企业相关部门提供的该企业全体员工名册， 采用分层 （ “白领” 和

“蓝领” ）、 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每个企业抽取 ２０名被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获得 ６００ 个有效

样本， 有效率 １００％ （见表 １）。 将其与相关参考文献相比， 尽管调查的样本容量不是很大， 但被调查

者的整体特征与 ２０００年福建省人口普查和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

课题组， ２００６） 中所显示的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能够较好地反映福建省流动人口整

体的情况。 所以笔者认为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及所得的结果对认识福建省乃至中国沿海流动人口的居住

状况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表 １　 被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①

项目 类别 比例 （％）

年龄段

１７～１９ ７ ３

２０～２４ ３６ ３

２５～２９ ２４ ８

３０～３４ １７ ２

３４～３９ ８ ８

４０～４４ ４ ２

４５～４９ １ ３

性别
男 ４９ ８

女 ５０ ２

来源地
福建 外省

３２ ５ ６７ ５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１ ８

小学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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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类别 比例 （％）

文化程度

初中 ４９ ２

高中 ２２ ８

中专 １４ ７

大专及大专以上 ５ ２

婚姻状况
已婚 ４９ ０

未婚 ５１ ０

户口性质

农业 ８１ ８

非农业 １７ ８

其它 （请说明） ０ ３

四、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状态的描述分析

１ 住房获取方式主要是以向当地居民租房和住在单位宿舍为主

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 获得住房至少有 ３ 种形式： 即购买已分配公房、 通过市场机制购买商

品房、 参加政府推行的安居工程购买低价的经济适用房 （吴维平、 王汉生，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９ 年以后，

中国福利分房已经结束， 一般及以上收入的城市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 而低收入

家庭则可以购买政府指导价格的经济适用房。 除购买产权房以外， 城市居民还可以通过租赁的形式

解决住房问题。 租赁主要有三种形式： 即继续租住公房、 租住商品房和租住政府指导开发的廉租房

（张子珩， ２００５）。 根据福建省 ２０００年普查的数据表明， 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中家庭户成员拥有住房产权

的比例高达 ７０ ９％， ２００５年虽然租用房屋的比例增加了， 但是拥有房屋产权的比例仍然占了 ６４ ０％

（见表 ２）。 与城镇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方式相当有限， 主要是以租房和住在单位宿舍为

主，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住房， 自购私房的比例仅为 ２ ８３％ （见图 ２）。 流动人口房屋产权拥有率比例

极低的现状反映了流动人口 “临时性” 的特征明显。 这是因为， 一方面， 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城市住房

体系之外， 既没有获得福利分房的机会， 也没有享有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权利； 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

由于收入水平低下， 就业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强的特征， 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进入到对所有人开放的商品

房市场中去， 于是住在单位提供的简陋宿舍或者是去租房成为流动人口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实选择。

表 ２　 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住房获取方式　 　 　 　 　 　 　 ％

年份 自建住房
购买

商品房
购买经济
适用房

购买原
公有住房

租用
公有住房

租用
商品房

其他 合计

２０００ ４６ １ ８ １ ４ ５ １２ ２ １０ ８ ９ ８ ８ ５ １００ ０

２００５ ３８ ３ １１ ８ ４ ２ ９ ７ ５ ４ ２１ ７ ９ ０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 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城市调查篇 （２００６） ［Ｚ］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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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居住质量差， 设施简陋

除住房获取方式之外， 居住条件也是衡量流动人口居住质量的另一个关键量度。 关于居住条件，

这里笔者使用了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人均居住面积用以衡量居住空间的拥挤程度； 第二个指标是综

合了对房屋 ７方面定性描述的住房质量指数 （ ＝Ｘｉ ／ １１）， 这 ７方面的定性描述所使用的是一个如下

所示的量表。① 在此基础上计算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

图 ２　 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取方式 （％）

图 ３　 人均居住面积分布图

（１） 人均居住面积小， 居住空间拥挤

从图 ３可以看出， 福建省流动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小， 主要集中在 ２～１０平方米， 远远低于 ２００５

年福建省城镇居民 ２４ ８０平方米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福建统计局， ２００６）。 因此， 比起城镇居民，

流动人口要承受小得多的住房面积， 拥挤成为了流动人口住房的一大特征。 这是因为， 一方面， 大

部分的城镇居民是居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 居住空间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部分流动人口所住的房

屋是单位宿舍， 这些由用人单位提供的居住房屋一般人均面积不会大。 另外， 流动人口由于大多选

择的是以部分成员在外打工， 一部分成员在老家居住的循环流动模式， 没有把城市当成是永久居住

的地方， 无法产生对城市的归属心理， 因此为节约生活成本不会倾向于在在城镇内购买私房或者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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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大面积的房屋。 这一特征也为国际移民的情况所证实， 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 他们来到迁入国

不是为了成为永久居民， 而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挣最多的钱。 例如， 对于在荷兰的绝大多数非法

移民而言， 无论是其自有的还是租来的房屋， 他们都是住在单个房间中， 很少有人选择更加独立的

住房类型，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住房方面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花费 （Ｂｕｒｇｅｒｓ， １９９８）。

（２） 住房设施不齐全， 条件较差

通过住房质量指数的计算， 得到流动人口平均的住房质量指数为 ０ ５５ （满分为 １ ０）， 由此可以

看出， 流动人口住房的基础设施不完备， 条件比较差。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里

的居住状态， 笔者以福州市、 泉州市和厦门市为例， 将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与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

相比。 表 ３显示， 从人均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指数两个指标来看， 三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与

当地的城镇居民均有明显的差距。 这不仅与其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的住房体系之外有关系， 更重要的

也同自认为是城市过客的流动人口所表现出来的住房决策行为有关 （ Ｎｅｌｓｏｎ， １９７６；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３；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９）， 他们在选择住房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上下班方便程度， 而并非是住房面积和

住房条件。 课题组今年 ７ 月在福州、 厦门和泉州三个城市所做的补充调查①结果显示， 分别有超过

５０％的流动人口有这样的考虑。 住房面积和住房条件在这里似乎并非重要因素， 只有不到 ２７％的人

将其作为选房因素， 而将房租作为考虑因素的占到了 １７％， 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的占了

４ ７％。 一般来讲， 只有那些计划长期留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愿意为更加优越和稳定的住房而投资。

在我们的调查中， 倾向于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在选择住房时比倾向于返回家乡和循环流动的流动

人口更多考虑的是住房条件， 占了总数的 ４４ ４％， 而后两者的比例仅为 １５ １％和 ２１ ５％。 这一事实

证实了我们的一般看法： 将自己视为城市过客的流动人口， 在住房决策上会表现出了与当地居民不

同的行为， 不愿意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居住条件而去花费自己原本不多的工资收入。

表 ３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差异

流动人口 当地居民

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质量指数 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质量指数

福州市 １０ ８６ ０ ６８ ３２ ５０ ０ ８５

泉州市 ９ ６２ ０ ５６ ３０ ３０ ０ ７０

厦门市 １１ １８ ０ ６５ ３５ ４０ ０ ７９

　 　 注： 三城市中两个群体的方差在 ０ ０００１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 （１） 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城市调查篇 （２００６） ［Ｚ］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

由福建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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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课题组于 ２００７年 ７月赴福、 厦、 泉三地对流动人口进行补充调研。 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进行， 调查的对象

主要为教育部课题未能涵盖在内的在小型企业就业及自谋职业的流动人口。 课题组根据 ２０００年福建省流动人口的分布和就业情况，
按比例在福、 厦、 泉三地共发放问卷 ３２０份， 并回收有效问卷 ３００份。



五、 流动人口居住状态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以上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的是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版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

选取了住房属性的典型指标———人均居住面积和居住质量指数值来衡量每个样本目前的居住状态，

应用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各变量对居住状态影响的多元回归模型统计结果显示

模型 １和模型 ２分别是以样本的人均居住面积、 居住质量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 旨

在发现影响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主要决定因素。 虽然大部分解释变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方向还是和

前面的理论假设基本上相一致的， 但是有几个变量却呈现出与假设不一致的结果 （见表 ４）。 而恰是

这些与原有假设不一致的结果， 值得我们对其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首先， 作为户籍制度作用的两个变量户口所在地和户口性质， 除了户口所在地在模型 １ 中对人

均居住面积的影响具有统计意义外， 其他的影响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来自城镇流动人口的

居住条件之所以会好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可能是因为来自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更能适应和融入到

城市的生活中去、 对自身的定位更为明确、 在城镇定居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其经济条件也更好， 因

此更愿意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 调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调查中来自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选

择在此地定居的比例明显高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 两者比例分别为 ５１ ２％和 ３１ ５％； 与此同

时来自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自身定位为这里人的比例为 １１ ４％， 高于来自农村地区流动人口 ４ ３％的

比例。 其次， 在个人特征和家庭状况的解释因素中， 影响比较显著的变量较少。 除了性别、 配偶和

孩子随迁情况对居住状态的影响是显著的以外， 其馀的变量如婚姻、 年龄、 职业和收入的影响均不

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化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程度对居住状态的影响是显著的， 但是作用的反向

却是负面的， 这显然和我们的假设是相悖的。 与男性相比， 女性的居住条件之所以好于男性主要是

因为女性更想长期居住在城市， 把城市当成是永久居住的地方， 在城镇定居的意愿要高于男性， 因

而自然更为愿意在住房上投资而改善居住条件。 家属有随迁者对居住条件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是显

著的， 这显然是因为这种配偶随迁甚至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与其他只身前来的流动人口相比， 将来

可能更倾向于在城镇定居。 既然想在城镇定居下来， 城市里的住房对他们来说就是永久居住和生存

的场所， 因而自然就愿意在住房上有所消费， 从而改善居住条件。

最后， 在两栖状态的解释因素中， 所选用的变量都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内的居住状态产生显著的

影响。 在外流动时间对居住条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具体地说在外流动时间超过 ２ 年者， 其居住条

件会好于在外流动时间少于 ２ 年者。 换工作的次数、 合同期限的长短、 自身定位和流迁意愿反映了

流动人口的稳定性以及他们的流迁状态， 并且都对居住状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具体而言就是更换

工作次数越少， 合同期限越长者， 住房条件越好。 这可能是因为更换工作次数越少和合同期限越短

者， 工作相对稳定， 在城市的流动性相对较弱， 因而在城镇定居的可能性越高， 而居住条件是其在

城市定居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 因此他们更能表现出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决策和消费行为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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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居住条件变好。 将自身定位为城里人和打算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指标都高

于其他类别的流动人口。 这可能是将自身定位成城里人和打算将来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在心理和

生活方式都已经接受了城市的生活观念， 更容易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圈子中去， 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强，

而且在社会网络资源和经济能力上较之后者都易承受在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费用， 因而有能力也愿

意在城市里的住房上进行投入。 上述变量的作用都呈现出流动人口的暂住状态和过客心理对其居住

状态的至关 ５４人口研究 ３２卷重要的作用。

表 ４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状态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Ｂ Ｂｅｔａ Ｓｉｇ Ｂ Ｂｅｔａ Ｓｉｇ

户口性质 （农业）

非农业 １ ０７８ ０ ０４２ ０ ５０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４ ０ ８３０

户口所在地 （农村）

城镇 ３ １９２ ０ １５３ ０ ０１８∗∗ ０ ３９ ０ ２８２ ０ １６８

性别 （女）

男 －４ ３１９ －０ ２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５２８ ０ ２４７ ０ ０３４∗∗

年龄结构 （２０～２９岁）

其他 ０ ５３７ ０ ０２７ ０ ６２１ －０ ２１４ －０ ０５４ ０ ３５３

婚姻 （未婚）

已婚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６ ０ ２８５ ０ ３１６ ０ ２３８ ０ １８１

配偶 （不在此地）

配偶在此地 ２ ４１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２∗∗ ０ ５６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４３∗∗

孩子 （不在此地）

孩子在此地 ２ ３４９ ０ １１８ ０ ０５６∗∗∗ ０ ５８９ ０ １４８ ０ ０１８∗∗

职业① （白领）

蓝领 －２ ０８７ －０ ０７０ ０ ２１８ －０ ４０２ －０ ０６７ ０ ２５９

受教育程度 （文盲及半文盲）

小学 －５ ４２８ －０ １５９ ０ ０９０∗∗∗ －１ ２２５ －０ １８８ ０ ０６９∗∗∗

初中 －６ ２２９ －０ ３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９８９ －０ ２５５ ０ ０７８∗∗∗

高中 （中专） －４ ５５４ －０ ２２４ ０ １２６ －０ ７３６ －０ １８１ ０ ２４３

大专及以上 ６ １８３ ０ １１６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６ ０ ８５３

全家月收入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元）

１５００元以下 －１ ５７７ －０ ０５３ ０ ２９６ ０ ３６７ ０ ０５８ ０ ４０３

２０００元以上 －１ ８５４ －０ ０８７ ０ １９７ ０ ４３８ ０ １０３ ０ １４８

个人月收入 （８０１～１０００元）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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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Ｂ Ｂｅｔａ Ｓｉｇ Ｂ Ｂｅｔａ Ｓｉｇ

８００元以下 －０ ２４８ ０ ０７ ０ ２１８ ０ ２６２ ０ ０５８ ０ ３７７

１０００元以上 １ ４４７ １ ０６４ ０ ２８８ ０ ６０９ ０ １５０ ０ ０３４∗∗

在外流动时间 （大于两年）

少于 ２年 －２ ２５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８∗∗ －０ ３０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９∗∗∗

更换工作次数 －０ ２１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９∗∗

合同期限 （３年以上）

少于 ３年 －２ ４６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８∗∗∗ －１ ８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１∗∗∗

自身定位 （城里人）

家乡人 －３ ５６１ －０ １７４ ０ ０５２∗∗∗ －０ ７２４ －０ １９１ ０ ０３３∗∗

既是家乡人又是城里人 －１ ４８６ －０ ０７４ ０ ４０５ －０ ６１８ －０ １６５ ０ ０６∗∗∗

流迁意愿 （定居）

循环流动 －１ ８４７ －０ ０９５ ０ １７３ －０ ２１２ －０ ０５７ ０ ２７４

返回家乡 －３ １２６ －０ １５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３∗∗

Ｒ２ ０ ２００ ０ ２０７

Ｆ ３ ２７７ ２ ９４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①本文中将流动人口的职业分为

“白领” 和 “蓝领” 两层， 其中 “白领” 指的是管理人员、 办事和有关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 “蓝领” 主要指的是

居民服务人员、 制造加工人员、 建筑施工人员、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整体而言， 模型表明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状态的影响效果比户籍制度

和个人特征显著； 从某种意义上说， 流动人口两栖状态的存在正是使得后两者的作用不显著甚至出

现 “反常” 的主要原因。 已有的中国城市住房状况研究 （易成栋， ２００７； 蒋耒文、 庞丽华、 张志明，

２００５） 发现，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住房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而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作用。 但

是从两个模型的结果来看， 这对处于两栖状态下的流动人口并不适用。 对流动人口而言， 受教育程

度越高， 不见得住房就越好， 只有当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到达大专及其以上时， 才能对其居住条

件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 收入对居住的影响也不显著， 即收入越

高者并不意味着住房条件越好。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因为大多数

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里更多的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仅仅是以相对单一的经济角色参加到城市的生产

生活过程中， 而不是以社会人的角色参与， 这样即使是较高学历和较高收入者也无法产生对城市的

归属心理， 而认为城市只是暂时的栖息地， 这样对住房的要求就只是满足休息和基本日常生活的需

要， 对住处没有什么奢望也就不愿意在住房做过多的经济投入， 相反可能更愿意在城市里省吃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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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家建房子或者回到家乡的县城买房子， 目前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的确出现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

涌入县城买房的现象 （新浪网， ２００７）。 另一方面对于流动人口而言， 大部分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城

里人， 于是他们参照的对象并非是城市居民而是老家的人， 这样城市居民良好的居住条件并不会让

他们产生相对的失落感， 而迫使他们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我们在在访谈中也发现， 一些流动人口

表示在老家的住房才是他们居住条件的体现。 如果能在老家建上几层楼的房子， 那才有面子， 才会

被认为有本事， 在村里的经济社会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这种访谈结果从另一角度表明， 之所以与已

有的中国城市住房状况研究中的结论不同是因为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对其居住状态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而这正是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因素。 教育、 收入和年龄等个人特征因素的不显著， 甚至出现

“反常” 恰是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映。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与当地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面临着有限的住房选择方式、 拥挤的居住空

间和较差的居住条件。 在所有备选的解释变量中流动人口两栖状态即循环流动的特性、 过客的心理

对流动人口城镇内居住状态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具有重要

的政策启示， 即那些针对城市当地居民和永久性迁移人口制定的住房政策并不都适用于流动人口，

因此政府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的两栖状态即循环流动的特性、 过客的

心理及其不同于当地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措施保障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 但是这些政策并不完全符

合流动人口的住房意愿。 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为例， 并非所有的流动人口都愿意加

入到住房公积金体系中去。 据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做的调查表明， 只有年轻的有打算在城市定居的

流动人口才愿意加入到住房公积金中去 （新浪网， ２００７）， 因此政府应该尊重流动人口打算定居、 继

续循环流动和返乡的意愿， 并作出同样的努力满足不同迁移模式中的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 首先，

针对打算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 政府可以制定类似于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 比如： （１） 对于有一

定能力购房者的流动人口， 政府应该考虑制定类似于城市人口中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２） 对于

一部分暂时无能力购房者， 政府应该将其纳入到城镇最低收入阶层的廉租住房制度之中； （３） 对于

一部分暂时买不起房、 又不符合廉租房条件的流动人口， 可以将政府开发建设的一部分经济适用房

作为经济租赁房出租， 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租金补贴。 其次， 对于打算返乡和选择循环流动的流动

人口， 政府应该在尊重他们意愿的基础上制定的相关政策， 以满足暂时性迁移模式中的流动人口的

住房需求。 比如： （１） 对于打算在老家建房和买房者， 政府应该在税收、 土地政策、 融资渠道等方

面制订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帮助他们在老家的城镇定居买房者或者是在老家自建房子； （２） 对于

打算继续在城镇租房的流 ５６人口研究 ３２ 卷动人口， 政府也应该将他们纳入到城镇最低收入阶层的

廉租住房制度之中。 同时对社会出租住房的房屋、 设施、 卫生、 环境等制订国家或地方标准，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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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低标准的执行， 做出强制性法律规定； （３） 对于居住在单位宿舍的流动人口， 政府相关部门

应发布明文规定， 所有用工单位必须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 对房屋的房间、 设施、 通风、 照明、

卫生间、 厨房、 食堂、 电话间等各项标准都做统一的规定， 并对夫妻同在一个单位的流动人口， 有

条件的地方和工作单位应该给他们提供夫妻房， 从而使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得到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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