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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 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流动人

口的规模也日益庞大。 这些新情况都对流动人口传统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

战。 北京作为首都， 其区位与资源优势一直是流动人口的首选之地。 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给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也对城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新的

要求。 这就要求我们高度关注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以促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正

面影响， 减少和消除其负面作用。 本文以北京市崇文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从流动人口的

人口结构、 就业情况、 家庭情况、 子女教育、 住房、 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全面调查。

旨在了解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 融入情况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

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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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综述和研究背景

当前， 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流动必然会成为一

个重要而广泛的社会现象。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而如果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制， 人口的

流动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农民则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力军， 农民为了谋求

更好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 开始向城市迈进。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剩馀和向城市的转移， 大量的农

村人口进入城市， 使得大中城市的流动人口就呈现出大规模增加的势态， 在此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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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新问题， 而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则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户籍管理制度也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随

流动人口也日益庞大起来， 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流动人口对

其主要流入地城市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流动人口在补充城市劳动人口、 缓解人口老龄

化、 弥补城市产业结构不足、 加速城市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但是， 另一方面， 日渐增

多的流动人口也给城市的住房、 交通、 环境、 就业及治安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就给流入地城

市的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北京、 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待遇较

好、 机会较多， 目前已经成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强的城市， 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 文化中心，

流动人口的数量更是呈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北京作为首都， 其区位与资源优势一直是流动人口的

首选之地。 截至 ２００８年末， 北京市流动人口达 ４６５ １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２７ ４％。 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的 ２０１１年 《社会建设蓝皮书》 指出， 北京市登记流动人口占全市实有人口比重已达 ４０％。 如

何维护社会治安、 保持社会稳定、 实现社会和谐成为 “政治中心” 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重

点。① 根据最新的北京市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给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也对城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要求我们高度关注流动

人口的管理工作， 以促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 减少和消除其负面作用。 因此， 了

解和掌握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对于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加强城市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此形势下， 中央政府和国务院都做出了重要决策和指示。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特别是

要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 近年来， 为适应流动人口发展的新形势， 北京市创新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体制， 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体制合二为一， 成立了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

理委员会， 并逐步建立起市、 区 （县）、 街道 （乡镇）、 社区 （村） 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四级工

作网络， 为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 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仍面临一

些困境， 如何克服困难， 走出困境， 是做好 “十二五” 时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关键。

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发展规划， 就必须对现阶段北京流动人口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 深

入了解他们的生活、 工作状况以及家庭结构、 子女教育、 社会保障情况等， 从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

题， 并进行理性的观察和分析， 以便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为了了解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

我们在北京市崇文区抽取 ４个街道， 对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出问卷 １２０份， 回收 １２０份， 回

收率 １００％，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１３份，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 ２％。 通过调查， 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关于流动人

口生存与发展现状的第一手资料。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有以下特征：

１ 年龄结构上， 以青壮年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 在流动人口中， ２０—３０ 岁的人占了 ３３ ７％， ３０—４０ 岁的人占总人数的 ３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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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共占总人数的 ７０％， 可见， 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青壮年， 而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占的比例较小。

２ 性别结构上， 以男性为主

表 １　 性别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男 ６４ ５６ １ ５６ ６ ５６ ６

女 ４９ ４３ ０ ４３ ４ １００ 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 ９９ １ １００ 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如表 １所示， 流动人口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５６ ６％和 ４３ ４％， 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 但是和以往

的统计数据相比， 女性的比例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３ 受教育程度较以往有多提高

传统的观点和以往的调查显示， 流动人口的素质一般较低。 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 流动人

口的文化程度并不低。 ４３ ０％的流动人口为高中学历， ４１ ２％的流动人口为初中学历。 可见， 流动人

口以初、 高中学历的人为主。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以往有所提高。 而这些人在流出地的人口中

也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还有将近 １０％的流动人口为大学毕业生， 这种情况说明， 未来高学历流

动人口将是整个流动人口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有效的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 将很

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４ 流动人口来京时间特别长

其中， ６５ ５％的被调查者在京时长为 ２—３年。 ２２ ８％的被调查者在京年限为 ３—４年， 这说明流

动人口的来京时间较长。

５ 户籍多为外省农村人口

６４ ６％的被调查流动人口都是农村户口， 这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农村户籍， 他们多是从农

村进入城市而又无法把户口迁入北京的人。

６ 来京多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收入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 ８８ ６％的人是农村户口， 而这些农村进京者中 ９１ ３％的人是老乡介绍或

者朋友邀请才来北京务工或者经商的， 并且呈现出老乡抱团聚居或者亲戚、 朋友抱团聚居的现象。

９６ ５％的流动人口都是为了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才选择来京发展。

二、 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现状与融入情况

流动人口之所以要背井离乡来到北京就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下面将从工作、 家庭、 子女

·９８３·

２０１４ “ 城市流动人口问题”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



教育、 住房、 社会保障 ５个方面来对被调查的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现状进行描述。

１ 工作情况

（１） 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 工作不固定， 流动性强

多数流动人口之所以来到北京， 成为 “北漂一族” 中的一员， 就是为了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

表 ２中的调查数据显示， 这些人的职业中， 农民工占 ４９ ６％， 个体工商户占 ２３ ９％， 服务业从业人

员占 ２２ ８％， 这说明， 流动人口多以务工经商为主。 从上文中的年龄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些流

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力军。 而这些人中的青年人， 多处于人生的黄金时代， 闯荡世界的激情和欲望

较强， 一般不追求稳定的工作， 而是追求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比较自由的职业。 而这些人当中的壮年

人， 由于身上的负担较重， 上有老， 下有小， 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一般都比较在意岗位的工资和待遇。

表 ２　 从事职业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个体工商户 ２７ ２３ ７ ２３ ９ ２３ ９

建筑、 制造业 ５６ ４９ １ ４９ ６ ７３ ５

流动摊贩 １  ９  ９ ７４ ３

服务业 ２６ ２２ ８ ２３ ０ ９７ ３

教育培训 １  ９  ９ ９８ ２

其他 ２ １ ８ １ ８ １００ 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 ９９ １ １００ 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２） 拖欠工资情况

如表 ３所示， 这些流动人口中， 大多数人的工资都能被及时支付， 只有 ３０ １％的流动人口被拖

欠过工资， 其中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占 １０ ５％， 很少被拖欠工资的占 １９ ６％。 这与以往相比， 情况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 拖欠工资的现象较以前减少了， 流动人口的权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表 ３　 是否被拖欠工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否 ７９ ６９ ３ ６９ ９ ６９ ９

是 ３４ ２９ ８ ３０ １ １００ 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 ９９ １ １００ 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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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流动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情况

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 ９２ ０％的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 这就说明， 绝大多数流

动人口的月收入在北京属于比较低的水平， 一般来说， 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 流动人口大多从

事的是技术含量低、 可替代性强、 劳动强度大、 稳定性较差的体力劳动， 这就使得流动人口的平均

月收入比较低。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流动人口食品支出比重较大， 家庭支出总额中食品支出占总支

出的 ３２ １％ 这就说明， 温饱问题仍然是流动人口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表 ４　 平均月收入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１０００以下 ４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４ ９１ ２ ９２ ０ ９５ ６

２５００—４０００ ５ ４ ４ ４ ４ １００ 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 ９９ １ １００ 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２ 家庭生活

（１） 随迁人数

如表 ５所示， 有 ６３ ７％的流动人口携配偶或子女进京， 这说明大多数流动人口都会和配偶或子

女一起生活。 只有少数流动人口由于社会政策、 经济条件所限， 不能带配偶或者子女进京一起生活。

其中夫妻在一起居住的占 ６２ ９％， 与子女居住的占 ４４ ４％。 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趋势， 这表明流

动人口开始从流动就业向融入当地生活转变。 或者是有些流动人口是夫妻进京而把子女留在老家读

书， 这就会衍生出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

表 ５　 配偶或子女是否进京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是 ７２ ６３ ２ ６３ ７ ６３ ７

否 ４１ ３６ ０ ３６ ３ １００ 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 ９９ １ １００ 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０

（２） 婚姻和生育

在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 ８０ ４％的人都是已婚人士， 而馀下的未婚者中有 ９８ ７％的人都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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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北京结婚， 一是因为老家的亲人比较多， 回老家结婚比较方便， 二是因为北京结婚的成本太高，

开支太大。 而接受调查的家庭妇女中， 有 ９０ １％的未生育者都没有生育证， 她们之所以不办理生育

证， 主要是因为证件办理的程序太繁琐， 很麻烦。

３ 子女教育情况

（１） 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

本次调查还详细询问了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的情况， 发现流动人口子女中， ５０ ２％为流动儿

童， 这些儿童的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无法入读公立学校的现象依然存

在。 正在上学的流动儿童中， 在城市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仅为 ４９ ０％。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随同父

母流动的比例明显下降。 小学在读儿童中， 流动儿童的比例为 ６５ ４％， 初中在读儿童中， 流动儿童

比例为 ４１ ９％， 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存在困难

（２） 未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中， ４９ ８％为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仍然占较高的比例。 这种现

象可能与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难有关， 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较家乡难， 费用支出较家乡

高， 这些实际问题导致流动人口将学龄期儿童留在家乡。 有 ４３％的流动人口都认为孩子入托和上学

的问题是目前最需要本地政府解决的问题。

４ 住房情况

目前流动人口在北京主要有 ３类居住形式： 自行租赁房屋， 占 ９０ ２％； 自购房， 占 ３ ３％； 雇主

或单位提供免费住房， 占 ６ ４％。 ２６ ７％的非农流动人口家庭准备或者已经在流入地购买住房。 随着

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长， 流动人口尤其是非农流动人口在城市购房的比例虽然在上升， 但是仍然处

于较低的水平。 在本地居住了 ５ 年以上的非农流动人口购房的比例仅达 １１ ９％。 以上数据都表明，

流动人口在北京以租房为主， 这必然会涉及很多社会问题， 如社会治安问题、 环境卫生问题等。

５ 社会保障现状

调查显示， ８４ ５％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过社会保险， 参加失业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的流动劳动力分别占 １ ２％， ６ ７％和 ８ ５％。 这说明， 大部分流动劳动力仍然被排斥在社会保障

安全网之外。 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很少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识， 有少数人虽然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欲

望， 但是仍然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２００３ 年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要求所有

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 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本次调查显示， 只有

５０ ８％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工伤保险。 在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行业， 只有 ２０ ４％的流动人口参加

了工伤保险， 远远低于法律法规要求的参保水平。

三、 存在问题

１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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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学 研 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１） 工作技术含量低， 可替代性强

流动人口多从事制造、 建筑、 服务业的体力劳动， 这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 技能水平

要求不高， 可替代性很强。 这也使得流动人口很容易就得到了一份工作， 也很容易的就能换掉一份

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 很少会有流动人口主动参加就业培训。 这就使得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范围

受到极大的限制， 就业选择权很小很小。

（２） 工资较低且男女收入差距大

制造业、 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吸纳了大多数的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决定了

他们的低收入水平。 而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 男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女性流动人口。 男

性流动人口的最高月收入为 ４０００ 元， 最低月收入为 １２００ 元， 而女性流动人口的最高月收入为 ３８００

元， 最低月收入只有 ６００元。 有些女性流动人口甚至因为工资太低不愿意就业而在家照顾随迁子女。

（３） 缺乏必要的和系统的就业培训

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 ２０ ３％的流动人口曾经或者正在接受系统的、 正规的就业培训。 很少会有

人主动参加就业培训或者是有人想参加就业培训但是却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８８ ６％的流动人

口都表示没有见到过政府发布相关培训的信息或者是见到过相关信息但是从未参加过。 这显然就限

制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的提升。

（４） 缺乏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

签订劳动合同能明确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 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流动人口对劳

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较低。 以雇员身份就业的流动人口中， １２ ７％不知道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２１ １％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后， 企业应当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３７ ７％不知道有关签订劳动合同

和缴纳保险方面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农业流动人口不知道这 ３ 项劳动合同相关知识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 ９％， ２５ ０％和 ４２ ２％。 这说明， 流动人口， 特别是农业流动人口在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维权意识和

法律意识。 一旦发生工伤事故， 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有的时候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健康

权利。

２ 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中发现， 由于社会政策和经济条件所限， 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家人不能同时进京， 而有些流

动人口把配偶和子女带到流动地以后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和随迁家庭成员的就业问题就成为亟待解

决的大问题了。 有 ６０ ８％的流动人口都认为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而随迁家

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他们普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３ 住房问题

调查中发现， 有 ５６％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５—１０平方米， ２１ ３％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

居住面积在 ５平方米及以下。 农业和非农流动人口的住房情况存在着一些差异， 农业流动人口住房

情况堪忧。 住房面积狭小， ６０ ３％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不超过 １０ 平方米， 其中 ２３ ４％的家庭人均居

住面积在 ５ 平方米及以下， 除此之外， 流动人口住房条件落后， ４９ ２％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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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９％的流动人口的住房在居住的同时还用于经商或生产， 这些数据都说明无论是农业流动人口还

是非农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和住房质量都有待改善。

从流动人口管理方式上看， 居住管理和 “以房管人” 是现阶段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

北京市在 《就业证》 制度取消以后， 通过流动人口就业登记来获取流动人口信息的途径被阻断， 《暂

住证》 从而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 居住管理成为获取流动人口信息、 实施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方法。

２００７年底， 北京市专门成立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 进一步将流动人口管理与出租屋管

理结合起来， 强化了居住管理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采取以 “出租房” 管理为重点的居住

管理有其合理之处。 因为来京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务工经商人员，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他们要在北京生存， 必然要有住房作为落脚点， 出于经济原因， 出租房成了这些人生活住房的主要

来源。 居住管理正是针对这一特点所采取的管理手段。 但是， 居住管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效果也是

很有限的。 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 大多数房屋出租人并不会主动配合管理部门进行流动人口申报

工作； 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对象中集体户流动人口大面积缺失， 现行的出租屋管理只能

覆盖到居住在出租屋中的家庭户流动人口， 而不能覆盖到居住在出租屋以外的其他家庭户流动人口

和大量的集体户人口。①

４ 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包括生育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养老保险。 从调查结果来看， 参保的流动人口比例非常低。 这些流动人口一旦发生工伤

事故， 不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 更有可能因此陷入贫困。 因此， 如何进一步将流动人口

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应该受到有关部门更多的关注。 调查中发现， 流

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很低， 其中， 只有 ５０ ８％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工伤保险。 在工伤风险程度较

高的建筑行业， 只有 ２０ ４％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工伤保险， 远远低于法律法规要求的参保水平。 低参

保率导致流动人口得到的保障很少很少， 这就使得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威胁。

四、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１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正式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没有正式出台， 指导政府管理者工作的只是一些文

件， 缺乏规范性和约束性。 从宏观角度来看， 我国尚缺乏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法规； 从微观

角度看， 北京市目前也尚无有效实用的地方性法律规章。② 法律法规的缺陷导致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无法可依， 进而给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困境。

２ 管理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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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户籍制度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公民的身份分为农业户口

和非农业户口两种。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但是两类户籍划分并没有根本改变，

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 但是却没有城市户籍， 无法和流入地人口一样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 这些现状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的发展。

二是教育制度方面， 我国 《义务教育法》 第 ８ 条的规定， 义务教育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 按照

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方式进行； 第 １２条则规定了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 即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

政府负责筹集。 这种义务教育制是具有非常强的分权性的。 它导致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入学儿童的义

务教育在实际中无法得到制度上的保障。① 而高考制度的地域性差异则直接导致流动人口的子女即使

能够到随迁地接受教育， 也必须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返回流出地以参加高考。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

的问题。

３ 公共服务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针对流动人口的治理， 政府相关部门缺乏 “服务” 意识， 仍然不能把 “管理” 观念转变为 “治

理” 观念。 这些导致关于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都很不完善。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而他们从事的却是与城市劳动者一样的职业， 经历着同样的

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和体质不完善， 导致这一群体的生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 一方面， 对于以

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而言， 其在城市或异地就业， 既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权益，

也不能为自己积聚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 从而客观上是以放弃社会保障权益为代价和为城市创造财

富的同时获取有限的生活收益； 另一方面， 即使原来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城市流动人口， 也因全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统一而出现了养老保险权益等受损的现象， 退保是退保者权益的损失， 只有个

人账户转移的现行规定也是其养老保险权益的直接流失。② 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五、 对策建议

对于城市流动人口， 政府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应该转变观念和思路， 由 “管理” 向 “治理” 转

变。 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１ 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

解决流动的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 加快制度改革和创新， 按照

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从整体上改革社会管理制度， 包括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劳动就业制度、

人事制度、 教育制度、 财政制度、 住房制度等等。③ 同时应该注意加强立法建设， 从法律层面保障流

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规范流动人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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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技能教育

针对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和就业情况， 政府应该投入一些经费和技术人员， 加强对流动人口

的就业培训和技术教育。 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他们大多只能从事技能要求不高的、 体

力劳动为主的工作。 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对于熟练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多， 一些企业找

不到熟练工人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

培训， 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各地

要适应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 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

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 不管是输入地还是输出地， 都应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纳入当地的培训计划。①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竞争力， 促进他们就业能力的提高。

３ 改革教育制度

调查结果显示， 流动人口随迁未成年子女多呈现出低龄化特征， 他们往往就近被安置到农民工

子弟学校或者收费不太高的私立学校并且低龄流动儿童的在学率远远高于大龄流动儿童的在学率。

一方面， 这是因为随迁的儿童中， 低龄的儿童多于大龄儿童。 另一方面， 学籍管理制度是影响流动

儿童在城市内接受初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依据学籍管理规定， 流动儿童必须回到户籍地参加中

考， 加之各地的教材间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确保顺利升学， 部分流动人口只能让子女在流动地接受

小学教育之后再把他们送回户籍地上初中。 虽然在教育部、 中央编办、 公安部等多个部委多次联合

发文要求做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背景下， 各级地方政府也做了相关制度建设， 但流动人

口子女在流入地城市接受公立学校教育， 特别是大龄儿童在城市接受初中教育的情况依然存在困难。

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入学是流动人口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 应该加快学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保证大龄流动儿童的升学率和在学率得到提高。 此外，

还应该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由国家扶持建立公立学校或者借助社会慈善团体的力量建立私立学校。

使流动人口的子女都能有学上、 上的起。 缩小城乡结合部的中小学教学资源与城市中心区中小学教

学资源的差距。 对接纳流动儿童较多的中小学， 要在校舍、 操场、 体育设施、 电脑、 图书馆、 食堂

等硬件配备上给予应有的支持。 鼓励学有所长的具有教师资格证书的师范类毕业生到流动人口较多

的学校任教。 一方面解决该类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②

４ 完善住房政策

流动人口， 特别是农业流动人口居住面积小、 环境质量差， 这是以往大量研究中都已经发现的

问题， 国家和地区相关部门对此表示关注，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各地也针对农民工住房问题进行了

一系的尝试， 以求解决该问题， 包括政府建设面向农民工的低租金住房、 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镇

住房保障体系等等， 但实际获得廉租房服务的流动人口屈指可数。 因此， 国家应该加大为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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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廉租房的力度， 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居住质量。

而针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 也应该得到政府的高

度关注和重视。 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 北京市每年都适时组织以清理整顿外来 “三无” 人员和出租房屋为

重点的专项工作， 对治安秩序乱、 环境卫生差、 群众反映强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进行集中清整。

２００７年， 为了适应流动人口发展的新形势， 维护首都的稳定与发展， 北京市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

管理体制合二为一， 成立了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北京市负责流动人

口和出租房屋指导协调与综合管理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 由市委、 市政府主管领导兼任主任， 下设

办公室， 与首都综治办合署办公。 北京市各区 （县）、 街道 （乡镇） 也设立了相应机构。 同时， 北

京市在社区和流动人口较多的村成立了来京人员和出租房屋服务站并配备专职管理员。 新的工作体

制突出了党委政府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 体现了以房管人的工作思路。 这些

措施都应该坚持推行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 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５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强调， 应该高度重视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

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 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 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

障权益不受损害。 ２００４年以来， 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出台 《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

行办法》 和 《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等多份政策文件和规章制度， 对农民

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做出了具体规定。 北京在现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适

当降低参保门槛， 降低缴费水平， 同时降低社保待遇。 但是应该看到， 目前， 流动人口参加各项社

会保险的比例仍然很低。 因此， 应该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强制他们参加必要的社会

保险， 保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

用， 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是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难题。 目前， 我国的流动人口

已经超过了总人口 １％，， 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 流动人口不仅是人口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北京市作为首都和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 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 是全国流

动人口的三大聚集区之一。 关注和重视流动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现状， 对于促进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其中的一些治理流动人口的有效措施和举措， 也应该在其他地区得到推

广， 以妥善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流动人口问题。 促进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融合， 有效的保障流动

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权， 进而促进我国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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