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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陈丙欣 叶裕民

〔摘 要〕 “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规模大、增速快，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空间分
布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人口净流入、净流
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大，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作用更
加突出，向城市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定量分析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人口迁移流动已成
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但大量流动人口也带来了治安、住房、教育和欠发达地区“未富先老”等问题，需要政
府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移民时期”带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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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表明，人口大规模

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个处于城市化

快速增长阶段( 城市化水平在 30% － 65% ) 的国家，

居民在较多就业机会、良好生活预期、先进城市文明

等因素的引导下，会“用脚投票”，在不同区域、不同

产业、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从而促使国家由落后的

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

向现代城市社会，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

现代化进程。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

期，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本研究通过对“六普”流动

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并将“五普”与“六普”相关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动态变化

趋势，总结出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的八大特征，在此

基础上，分析流动人口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

提出了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加强流动

人口管理、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推进城市化进程

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 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

1． 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为 26093． 8 万人

( 含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3990． 7 万人) ，比“五

普”时的 14439． 1 万人增加了 11654． 7 万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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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1． 6% 迅

速增长到 19． 6%，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每五个人中就

有一个人为流动人口，我国已经进入“移民时期”。
从 增 长 速 度 看，十 年 间 我 国 流 动 人 口 增 加 了

80. 7%，远高于这期间我国总人口 7． 3% 的增长速

度，其中，陕西、上海、浙江、宁夏、天津、北京、青海、
重庆、江苏等 9 省市流动人口增速均大于 100%。

2． 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体。其中，20
岁到 29 岁之间的流动人口为 7236． 3 万人，占流动

人口总数的 27． 7% ; 其次为 30 岁到 39 岁之间的流

动人口，所占比重为 21． 3% ; 40 岁到 49 岁之间的流

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比重为 16． 0%，三者合计总

数占到了流动人口的 65． 0%。从性别上来看，流动

人口中男性所占比重较大，为 52． 5%，女性所占比

重为 47. 5%，全国除了黑龙江、吉林两省外，其余省

份的流动人口中男性均多于女性。
3． 空间分布以东部为主，中西部地区增加较快

从四大板块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

流动人口最多，西部和中部次之，东北地区流动人口

最少。2010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总数为 13798. 4
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 51． 6%，虽然所占比

重较 2000 年时下降了 1． 2%，但仍为我国流动人口

的主要聚集地。
从流动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看，四大板

块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明显上升，其中，东

部地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 27． 3% ) ，

比 2000 年时增加了 10． 5%。其他依次为东北地

区( 17. 7% ) 、西 部 地 区 ( 16． 0% ) 、中 部 地 区

( 12. 9% ) 。

表 1 2000 －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体和分区域变化情况

板块
2000 年 2010 年

流动人口( 万人) 区域构成 占总人口比重 流动人口( 万人) 区域构成 占总人口比重
增速

东部 7444． 6 52． 8% 16． 8% 13798． 4 51． 6% 27． 3% 85． 4%
中部 2594． 5 17． 7% 7． 5% 4608． 1 18． 0% 12． 9% 77． 6%
西部 3080． 0 22． 1% 8． 8% 5754． 4 21． 3% 16． 0% 86． 8%
东北 1320． 0 7． 4% 12． 6% 1933． 0 9． 1% 17． 7% 46． 4%
总计 14439． 1 100． 0% 11． 6% 26093． 8 100． 0% 19． 6% 80． 7%

数据来源:《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从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增长最快，达

到了 86． 83%，其次是东部地区( 85． 4% )、中部地区

( 77． 6% ) ，东北地区人口增速相对较慢( 46. 4% )。
总体看来，上述特征基本上与我国区域经济发

展的格局相吻合。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好，

民营经济活跃，仍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同时，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

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劳

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4． 流动人口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

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

按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划分，可以将其分为近

邻流动、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1］。近邻流动是指人

口在县内或市内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 中程流动

是指人口在省内跨县、跨市的流动; 远程流动是指人

口的省际流动。
2010 年，在我国 26093． 8 万流动人口中，近邻

流动人口为 9037． 3 万人，占 34． 6% ; 中程流动人口

为 8468． 9 万人，占 32． 5% ; 远程流动人口为 8587． 6

万人，占 32． 9% ; 三种迁移距离流动人口数量差别

不大。2000 年时三种迁移距离流动人口所占比重

分别为 45． 5%、25． 2%、29． 4%，十年间流动人口流

动距离呈现出近距离流动比例下降，中、远程距离流

动比例上升的趋势。
按区域分布分析，2010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

以远距离流动为主，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

以近邻流动为主，而西部地区流动人口中程流动的

比重最大。从变化趋势上看，四大区域的近邻流动

人口比重快速下降，而流动人口比重增加的情况各

地区则有所不同，东部地区远距离流动人口所占比

重持续增加，其他三个区域则表现为中程流动人口

比重快速上升。具体来看，近邻流动比重下降最多

的是东北地区，近邻流动人口占比下降了 13． 6%，

其 次 是 东 部 地 区 ( － 10． 5% ) 、中 部 地 区

( － 10． 3% ) 、西部地区( － 9. 0% ) ; 中程流动人口比

重增加最多的是东北地区( 12． 6% ) ，中部和西部地

区并列( 10． 3% ) ，东部地区中程流动人口比重增加

最少( 4． 3% ) ; 远程流动比重增加最多的是东部地

区( 6． 2% ) ，其他三个区域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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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 －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变化情况

2010 年 2000 年 增减变化

近邻流动 中程流动 远程流动 近邻流动 中程流动 远程流动 近邻流动 中程流动 远程流动

全国 34． 6% 32． 5% 32． 9% 45． 5% 25． 2% 29． 4% －10． 8% 7． 3% 3． 5%
东部 24． 3% 26． 3% 49． 4% 34． 8% 22． 0% 43． 1% －10． 5% 4． 3% 6． 2%
中部 52． 5% 37． 6% 9． 9% 62． 7% 27． 3% 10． 0% －10． 3% 10． 3% 0． 0%
西部 40． 6% 41． 3% 18． 1% 49． 6% 31． 0% 19． 4% －9． 0% 10． 3% －1． 3%
东北 48． 1% 37． 6% 14． 2% 61． 8% 25． 0% 13． 2% －13． 6% 12． 6% 1． 0%

数据来源:《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依省份分布情况分析，2010 年，除 西 藏 地 区

( 63． 1% ) 外，远程距离流动人口所占比重高的地区

均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位列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

上海( 70. 8% ) 、北京( 67． 1% ) 、天津( 60． 4% ) 、浙江

( 59． 4% ) 、广东( 58． 4% ) 。近距离流动人口比重较

高的前 5 个省份中有 4 个为中部省份，分别是江西

( 61． 2% ) 、山 西 ( 53． 9% ) 、河 南 ( 53． 7% ) 、湖 南

( 52． 8% ) 。中程流动人口所占比重高的前 5 位省

份除安徽省( 41． 6% ) 外其余均为西部省份，依次为

四川( 49. 3% ) 、广西( 46． 3% ) 、云南( 44． 6% ) 、内蒙

古( 41． 8% ) 。
近邻流动人口比重的快速下降说明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传统的“故土难离”观念有了明

显的改变。而经济发达地区远程流动人口占主体的

特征则说明流动人口的远程流动具有追逐经济利益

的共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

入和制约人口流动的种种因素的消解，未来西部地

区近距离流动人口的比重还将下降，远程流动人口

的比重会有所上升。
5． 人口净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

关

人均 GDP 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通过将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净流出情况与人均 GDP
相对照，可以发现人口净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

度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多为人口净流入地区，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多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人口净流

出( 流出人口减去流入人口差额) 的前 6 位省份中

除四川省( － 778 万人) 外其余均为中部省份，依次

是安徽( － 891 万人) 、河南( － 803 万人) 、湖南( －
650 万人) 、江西( － 519 万人) 、湖北( － 488 万人) 。
中部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大的原因主要是中部地区

的人地矛盾最尖锐，而该地区居民的致富意识相对

于西部地区来说最为强烈，所以会有大量人口流动

到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净流入( 流入人口减去流
出人口差额) 的前 5 位依次是广东( 2062 万人) 、浙

江( 997 万人) 、上海( 873 万人) 、北京( 677 万人) 、
江苏( 432 万人) ，均为经济发达省份。

6． 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

大

( 1) 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从整体来看，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2010

年，流动人口整体以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为主，其

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比重为 59． 3%，高中

以上文化水平人口的比重为 40． 7%，具有大专以上

文化水平的人口所占比重仅为 18． 1%。
值得注意的是，与 2000 年时流动人口的受教育

程度相比，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其

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1． 9%，高

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了 1． 9%，具

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最快，增

加了 4%。与“五普”时相比，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有所提高，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我国十年来对教育

事业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 1999 年以来

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但流动人口整体文化素

质较低的现况说明我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为仍要

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强制所有的适龄

儿童接受完整的 9 年义务教育，同时在经济发达区域

试行 12 年义务教育，待时机成熟时在全国推行。
( 2) 各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
2010 年，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

比重 最 高 的 5 个 省 份 为 西 藏 ( 76． 3% ) 、浙 江

( 72. 8% ) 、贵 州 ( 69． 2% ) 、福 建 ( 67． 8% ) 、宁 夏

( 66． 7% ) ，其中，浙江省和福建省由于民营经济发

达，但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所以流动人口中文化程

度较低人口所占比重较高; 而西藏、贵州、宁夏等省

的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所吸纳的也多

是低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与 2000 年时流动人口受

教育程度相比，广东省初中以下教育程度流动人口

的比重由 72． 2%下降到 65． 6%，所居位置由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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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第八，这与广东省近年来淘汰落后产业、实施产

业结构升级有很大关系。
进一步分析高素质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可以发

现，我国受过研究生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高度集中

于北京( 19． 4% ) 、上海( 12． 6% ) 、广东( 7． 4% ) 、江

苏( 7． 0% ) 、山东( 5． 4% ) 等省市，这些省市集中了

我国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动人口总数的 51． 8%。
如果将高素质劳动力的范围扩大到本科层面，则其

分布与具有研究生学历流动人口分布的区域基本吻

合，只是集中度有所降低。总体而言，上述 5 省市集

中了我国本科以上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 38． 1%。
7． 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首要因素作用

更加突出

2010 年的流动人口情况显示，导致人口流动的

原因主要有务工经商( 45． 1% ) ———影响人口流动

的最重要原因，随迁家属( 14． 2% ) ———导致人口流

动的第二位原因，上述两方面数据合计占流动人口

总数的比例接近 60%。其他原因依次是学习培训

( 11. 4% ) 、拆迁搬家( 9． 3% ) 、婚姻迁入( 4． 8% ) 、投
亲靠友( 4． 2% ) 、工作调动( 3． 9% ) 。与 2000 年人

口流动情况相比，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口比重增

加了 14． 4%，随迁家属所占的比重增加了 1． 3%。
而因为婚姻迁入( － 7． 2% ) 、拆迁搬家( － 5． 2% ) 发

生流动的人口比重下降较快。
通过流动人口迁移原因或动力的变化可以看

出，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

发展，外出务工经商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首位原因

的地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我国进一步改

革垄断行业、放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完善民营经济

发 展 配 套 措 施 的 任 务 更 加 迫 切。随 迁 家 属

( 14. 2% ) 作为导致人口流动的第二位原因说明了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8． 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

( 1) 流动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
2010 年流动人口的分布以城市( 65． 3% ) 为主，

其次是建制镇( 21． 3% ) 、乡村( 13． 4% ) 。与 2000 年

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相比，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

势更加明显，集中于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增加了

5. 9%，分布于乡村的流动人口比例则下降了 8%，而

分布于建制镇的流动人口比例略有增加( 2. 1% ) 。
( 2) 区域间流动人口聚集形态存在差异
按区域分析，我国四大经济区中，除中部地区

外，其他区域的流动人口均呈现出向城市集中的趋

势。其中，东部地区趋势最为明显，十年间流动人口

在城市分布的比例增加了 9． 9%，其次为东北地区

( 4． 4% ) 、西部地区( 3． 3% ) 。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

分布于建制镇的比例增加较大( 10． 6% ) ，其次是西

部地区( 6． 2% ) 、东北地区( 2． 9% ) 。流动人口在不

同区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区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

段有密切关系。东部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

段，随着位于乡镇的落后加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人口和要素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而中西部地区仍

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对

地区经济发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在流动人

口分布方面的特征就是建制镇的流动人口比重继

续增加。

表 3 2000 年和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城乡分布情况

2010 年 2000 年 增减变化

城市 镇 乡村 城市 镇 乡村 城市 镇 乡村

全国 65． 3% 21． 3% 13． 4% 59． 4% 19． 2% 21． 4% 5． 9% 2． 1% －8． 0%
东部 70． 7% 16． 8% 12． 4% 60． 8% 19． 7% 19． 5% 9． 9% －2． 9% －7． 0%
中部 59． 3% 28． 0% 12． 7% 60． 3% 17． 4% 22． 3% －1． 0% 10． 6% －9． 6%
西部 55． 1% 28． 7% 16． 1% 51． 9% 22． 6% 25． 6% 3． 3% 6． 2% －9． 5%
东北 71． 6% 14． 5% 13． 9% 67． 2% 11． 6% 21． 2% 4． 4% 2． 9% －7． 3%

数据来源:《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依省份情况分析，上述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广

东省作为我国乡镇经济发展的代表性地区，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建制镇流动人口

所占的比重由 23． 8% 下降为 10． 5%，下降了 13. 3% ;

而城市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则由 56． 7%增加到 81. 1%，

增加了 24． 4%。中部地区的江西( + 18. 8% ) 、河南

( + 15． 0% ) 、湖南( + 12． 4% ) 、山西( + 11． 1% ) 和

西部地区的青海( + 14． 4% ) 、甘肃( + 10． 6% ) 等省

建制镇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增加较大。

二 流动人口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影响

1． 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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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因素。2010 年，我国从乡

村流出的人口为 17042 万人，其中有 14265 万人直

接由乡村流入城镇。大量的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

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2000 年到 2010 年，我国城市

化率由 36． 9% 提高到 50． 3%，十年间提高了 13． 4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 34 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大

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大幅

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显著特点，也是

我国城市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2］。从乡村流入

城镇人口的主体是农村中青年劳动力，他们在城镇

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2010 年，我国就

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占全

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 2000 年的 63． 6% 下降到

48． 3%，下降了 15． 3 个百分点，这与我国城市化水

平的发展变化方向相一致。

表 4 我国主要年份城乡人口及其变化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年增减人口( 万人)

全国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市化水平( % ) 全国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9． 7 1090． 6 738． 8 351． 9
1970 82992 14424 68568 17． 4 1678． 5 135． 1 1543． 4
1980 98705 19140 79565 19． 4 1571． 3 471． 6 1099． 7
1990 114333 30195 84138 26． 4 1562． 8 1105． 5 457． 3
2000 126742 45905 80837 36． 2 1240． 9 1571 － 330． 1
2010 133281 67000 66281 50． 3 653． 9 2109． 5 － 1455． 6

数据来源:《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城镇人口总量增加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来源: 第

一，城镇人口的自然增加; 第二，农村人口向城镇迁

移流动导致的城镇人口增加，包括从农村落户到城

镇的人口，即乡—城迁移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

人口，即乡—城流动人口; 第三，城乡地域划分引起

的城镇人口增加，即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划分标

准的差异可能引起的城镇人口增加。经测算，“五

普”与“六普”期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对我国城镇

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10． 5%，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

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65． 4%［3］。而在“四普”与

“五普”期间，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人口的增长贡献

率仅为 31%［4］，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

程最重要的推动因素。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 907，即流动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流动人口对城市化进程

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M) 、
人均 GDP( G，单位: 万元) 、城市化水平( U) 3 个指

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U = 0． 001G + 0． 4M + 23． 909
R = 0． 951 R2 = 0． 90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的 90． 4% 取

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其中，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

点，城市化水平就可以提高 0． 4 个百分点。

2． 流动人口给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管理带来了

新的挑战

大量的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要素流动，但由

于目前大部分城市对流动人口问题重视不够，以及

受传统户籍、社保等制度制约，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涵

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统一规划，造成流动人口特

别是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融入困难，带来了一些社

会问题，为城市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 1) 流动人口的治安、住房问题
除少部分学历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流动人口

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外，大部分远离户口所在地的流

动人口居住在租金相对低廉的城乡结合部。城乡结

合部作为流动人口的聚集地，一方面在推动城市经

济发展、提升城市人口集聚功能、加速城市化进程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监督机制不健

全、居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等，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时有发生，对城市文明造成极大破坏。同时，由于治

理理念及管理方式滞后，城乡结合部也逐步成为城

市化进程中矛盾最为集中的区域，突出表现为刑事

案件多发、未成年人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社会

丑恶现象泛滥、“地下经济”滋生。以北京市为例，

其城乡结合部及环城乡结合部的发案数曾经占到全

市发案总数的七成以上。城乡结合部成了“犯罪人

员的安乐窝，社会治安的死角”［5］。
同时，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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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互混杂，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较差，且缺乏良好

的卫生设施，流行病一旦爆发，流动人口集聚地区

必然成为重灾区。北京等地的有关调查显示，流动

人口两周患病率高达 124． 7‰，且流动儿童贫血发

生率、孕产妇死亡率、职业病发病率等明显高于城市

户籍人口［6］。
( 2) 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问题
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

人口 有 14816． 7 万 人，占 流 动 人 口 的 比 重 接 近

60%。流动人口多为中青年劳动力，其劳动力素质

长期难以提高，这一方面不能满足新型工业化发展

的需求，致使我国城市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步履维坚，产业效率提高缓慢，各城市长期处于低水

平重复建设和竞争的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

度不高，决定了这部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限，且在

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
( 3) 人口流动使部分地区出现“未富先老”趋势
将“六普”与“五普”期间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状

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五普”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地

区分布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而“六普”
数据则显示，这一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五普”
时，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排在前 5 位的

均为 经 济 发 达 省 份，分 别 是 上 海 11． 5%、浙 江

8. 9%、江苏 8． 8%、北京 8． 4%、天津 8． 4%。而“六

普”时 排 在 前 5 位 的 则 变 为 重 庆 11． 7%、四 川

11. 0%、江苏 10． 9%、辽宁 10． 3%、安徽 10． 2%，其

中，重庆、四川、安徽都是人口流出大省，除江苏省

外，其他“五普”时的 4 个省市都退出了前 5 位。
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经济发达地

区，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延

缓了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如上海市 10 年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1． 5% 下降至

10． 1%。而欠发达地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

出，则加剧了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如安徽省 10 年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7． 6% 增加到

10. 2%，呈现出“未富先老”的趋势。

三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并与“五普”相关数

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已进入“移民时

期”，流动人口呈现出规模大、增长速度快; 以中青

年为主体，男性比重较大; 空间分布以东部地区为

主，中西部地区增加较快; 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

转变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远程流动并重; 人口净

流入、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整体受教育

程度不高，地区差异较大; 务工经商作为导致人口流

动的首要因素作用更加突出; 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更

加明显等特征。
定量分析表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地

区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向城

镇转移的劳动力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

动因。但研究表明，由于长期以来对流动人口问题

重视不够以及受传统户籍、社保等制度制约，产生了

流动人口治安、住房、教育和欠发达地区“未富先

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

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 建议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可以发现，成功的

城市化过程一定是政府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

需要，通过构建公平的人口流动制度和政策体系，将

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转化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新增

需求的拉动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时期，几乎每两个德国

人中 就 有 一 个 处 于 不 同 形 式 的 流 动 状 态［7］。如

1907 年 德 国 有 总 人 口 6000 万，其 中 流 动 人 口 达

2900 万，相当于总人口的 48． 3% ; 在许多城市中，本

城市出生的居民仅占 40%，其余 60%是外地迁移而

来的人口。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在促进德国

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德国政府勇于正视并承担起

解决问题的历史责任，快速制定了一整套制度框架，

将各类问题统一纳入城市新型社会运行管理的制度

之下，逐步形成有序、规范的社会发展秩序，有效防

止了城市化过程中问题的积累，并为德国工业化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管理保障。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德国在城市化高速增长过程中制定的所有政策

都无一例外地将流动人口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之

中，政府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住宅等一系列

政策方面给所有国民以同等的待遇。
现阶段，为成功应对“移民时期”带来的种种挑

战，顺利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各

级政府应借鉴国外相关管理经验，采取积极措施，将

流动人口纳入到政府管理框架之中，在全社会逐步

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状

况，以迎接我国城市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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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进行制度创新，将流动人口纳入到政府管
理的框架之中

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

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基本公

共服务的权利。在地方层面，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规划时

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需求，把流动人口的需求纳入

到政府管理的框架之中。
( 2) 在全社会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生活水平和公共

服务的差距。流动人口是联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

区、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保障流动人口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

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

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差距，逐步形成更加合理

有序的人口流动格局。
( 3)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农民

工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化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

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长期

以来，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被严重忽视，农民工被排除

在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导致城市产

业结构升级困难、社会冲突加剧、农村土地规模经营

难以推进、农民收入长期难以提高、空穴儿童增加等

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8］。现阶段，解决农民工基

本公共服务市民化就要积极采取措施把农民工纳入

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面解决农民工子

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

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具体措施，把具

有一定工作年限、收入稳定的农民工纳入到城镇住

房保障体系之中。

【Abstract】 The National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shows
that 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Migration Era”，and the float-
ing population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large size and fast
growth，youth as the main body，the male proportion is larger
than female，mainly locat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center －
west region increases rapidly，migration distance from nearest
neighbor mobile into equal between neighboring flow，medium
flow and distance flow，net population inflow and outflow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overall
educational level is low，the business plays more prominent part
as the result of floating population，centralized trend to the city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otal popu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But the larg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lso influenced security，housing，education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Not the old rich first”and these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management，the govern-
ment should tak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an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Migration Era”challenges．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e-
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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