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微观考量 

刘传江 

 

摘要：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农民工）群体内部呈现出了显著的分化，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

缘化也呈现出新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进程面临着“双重户籍墙”、“三

环节梗阻”和“四资本缺失”障碍，需要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协同推进，并基于农

民工亚群体分化状况和市民化现状，实现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构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亟需的“四

大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机制，提供协调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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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内涵及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及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新政”是基于扩大

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和加快城乡一体化

进程所作出的宏观层面的战略部署。当今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特征之一是要追求以

人为本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有序市民化。所谓农民工的有序市民化是指来自农业的

有理性动机的转移人口在调节性机制影响下渐进地完成市民化进程。转移动机的有理

性、转移过程的渐进性、转移路径的多样性、转移调控的人本性、转移分布的合理性、

转移目标的彻底性是农村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调控乡城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的主要手段是市场机制调节性的

治理（governance）而非计划经济色彩的管制（regulation）。尽管每个农民工并非“盲

流”，而是理性人，但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带来群体理性。正如著名学者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讨论的那样：自发性的个体理性行为

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近年来我国乡城乡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失序和无序，一方

面体现为“自发性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另一方面，则是有政府计

划经济色彩的惯性管制引致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的“半城镇化”。农村转移

劳动力（农民工）和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进程分别是“城镇化新政”的对象主体与政

策抓手，需要从微观层面基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障碍、

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有针对性地推进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二、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与生存状态 

    宏观视角的城镇化战略和规划通常从提升区域城市地位、增强城市系统功能、协调

城乡发展、扩大内需等方面着眼，而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则

是更多从微观视角考量，其主要着眼点是基于农民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研究乡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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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问题。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生存状态、心理诉求和行为取向则是我们关注农民工

市民化需求和探讨相应的思路和对策的切入点。 

1.农民工的群体分化和新老更替 

当今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而是已经在内部结构产生 

了分化和变化。自 2003 年起，笔者开始调查和关注农民工中亚群体的分化现象，调查

研究发现 1980 年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明显不同于改革

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农村和城市有着不同于前辈的社会认知、认同度

和工作生活期望值，从而导致他们新的个人行为导向。近年来，农民工新老更替开始出 

现，一方面，在外打拼了多载、年近五旬的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返乡回流农村。另一方面，

随着 90后乃至 95后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人数上业已经超过第一代 

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作为一个规模与日俱增的年轻群体，他们会对城乡发展产生

新的影响和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

的，主要的特征和差异集中表现在表 1中所总结的 6个大方面和 17个小方面：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比较 

比较特征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成长环境 
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 

家庭环境 多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或两孩家庭 

个人特征 

出生年代 出生于 1980年之前 出生于 1980年之后 

文化程度 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 初中及以上为主 

婚姻状况 大部分已婚 大部分未婚 

人格特征 吃苦耐劳特征较强 吃苦耐劳特征较弱 

 

就业情况 

 

 

打工主要目的 为家庭，求生存为主 为自己，追求生活质量 

工作期望 能挣到比种田多的钱即可 向往体面或接近市民的工作 

创业动机 很少人有创业动机 较多人有创业动机 

劳动供给决策 绝对收入比较 相对剥削感较强 

与家乡 

的联系 

务农经验 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 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 

与家乡经济联系 较强，大量汇款回农村老家 较弱，汇款较少，用途也不同 

城市 

适应性 

对城市认同感 
较弱，多以同乡为主要交往

对象 

较强，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

入城市 

与外界的联系 以口信、书信为主，信息量 以电话、网络为主，信息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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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存状态：从 “被边缘化”到 “自边缘化”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城镇化与身份市民化发生了严重的偏离，致使城镇的农村转

移劳动力只好游离于城镇社会与农村社会的边缘。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在

城市被“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另一方面既无法脱离农村又在各个层面与农村社区渐

行渐远。目前这种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七个方面：（1）工作性质边缘化。绝大多数农民

工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在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就业，不仅工作环境差、

待遇低、劳动时间长、不享受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

障。（2）居住分布边缘化。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分布多集中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城乡结合部

租金低廉、环境比较脏乱、基础设施陈旧、城市管理薄弱的“真空”地带。（3）社会地

位边缘化。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维权和社会参与缺乏自己的组

织和渠道，缺乏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空间。（4）经济地位边缘化。绝大部分农民

工由于市场、个体或制度方面的原因，劳动报酬低于相同职业和岗位的城里人，很多人

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稳定的劳动福利和社会保障。（5）社会心态边缘化。农民工在流

入地以体制外方式生存，社会地位低下，对流入地区和单位没有认同感、归宿感，缺乏

主人公意识，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宿命论的心态，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情

绪乃至反社会的行为。（6）继承性边缘化。由于户籍和社会身份的延续性，城市农民工

子女也将继承父辈的边缘性特征，成为世袭的、先天性的潜在农民工。（7）家庭模式边

缘性。农民工家庭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即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长时期

与家庭其他成员两地甚至多地分居状态。①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边缘化的一个新趋向是越来越多的人由从前的“被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转而表现为现在的 “自边缘化”(self-marginalization)。 

所谓“被边缘化”，主要由个体或集体的排他机制导致②。前者如农民工由于缺乏市

场竞争能力而在城镇找不到好工作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又如农民工家里有人生大病、

个人不善经营或生性懒惰不思进取致使其社会经济条件恶化。后者指政府在制度设置上

                                                        
① 刘传江、徐建玲等著：《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第 23－25 页，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② 刘传江：《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载《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11）,44-46 页。 

少，频率低，速度慢 频率高，速度快 

生活方式 与传统农民接近 与现代市民接近 

流动模式 
流动的驱动力 农村推力 城市拉力 

未来的期望 年龄大后返乡劳动 不愿返乡务农，希望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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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工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令其在社会生活诸方面不能够享有与城镇居民同

等待遇，收入水平、发展机会与生活成本及生存风险显著不对称，导致他们生存状态边

缘化。 

所谓“自边缘化”，主要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热衷于在城市务工经商谋生的同时，

倾向于保留农业户口、农民心态和农村行为，通常表现为自动放弃社会身份的“农转非”，

下意识的群体性自我隔离，厌恶或恐惧与城里人融为一体。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社会认

同上，表现出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趋势，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不认同城市社区和老市民群体。这种现象的表面原因是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定居门

槛高、房价贵、生活压力大”。一方面，农民工的“自边缘化”实际上是“被边缘化”

的直接结果。流向城镇的农民工大多年富力强，部分具一技之长和开拓进取精神，是农

村的“草根精英”，然而长期“被边缘化”让后悔效应（regret effect）③、失望效应

（disappointment effect）④出现，使他们不再把对未来的理想寄望于身份的市民化。2010

年广东推行积分制入户，其与成都统一城乡户籍改革、上海居住证人才入户并称为国内

户籍改革三大新政，政策推行两年来，效果差强人意，尤以指标空缺引人注目。武汉市

2010 年上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 1658 个农业户口样本中，1004 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

农业户口，是表示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的 1.5 倍。⑤另一方面，从“被边缘化”

到“自边缘化”实际反映的是，尽管户籍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

性藩篱却在某些方向上越来越坚固而不是相反。应当注意，二元户籍制度下的歧视既针

对农民也针对市民。城中村的农民尤其害怕农转非，因为一旦这样他们就失去土地。已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后悔也不鲜见，许多年轻人在城镇生活不如意，户口转回却往往由

于牵涉土地利益而比当初农转非更难。近期为打击楼市泡沫，多个城市相继出台限购令

则是相反的例子。改革多年，户籍不仅没有淡出，还继续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

影响。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新老更替及两代农民工的上述特征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

化亟需重点关注的亚群体。从上面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

                                                        
③

 Loomes, G., Sugden, R.. 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 92(368): 805-824. 
④ Bell, D.E.. Disappoint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J]. Operations Research, 1985, 33(1): 1-27. 
⑤ 董延芳、刘传江：《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以湖北省为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2（1），12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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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突出表现在：（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

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

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

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

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

“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

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

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

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

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

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边缘化的“两栖人”。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助网络的保障。（3）农民工生存

状态的边缘化状态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关系到城乡的社

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

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

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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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后一个数以亿计的边缘化群体很有可

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⑥。 

三、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的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

流社会的过程，它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涵义，

即农民工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就业的非农产业工人，社会身份由农民

转变成市民，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

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

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后两个层面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人

因素。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突破的障碍源于传统的认识偏见、制度抑制、政策排斥和农民

工自身素质欠缺，具体来说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双重户籍墙” 

                                                        
⑥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载《人口研究》，2010（2），3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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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乌里特·李（Everrit Lee）认为影响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除了原居住地因

素、迁入地因素和迁移者个人因素外，中间障碍因素（intervening obstacles）是第四个

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⑦。在中国，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中间障碍因

素，它是一种集体性排他的普遍性地限制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

制度。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传统户籍制度及其抑制功能被国内外学术界形象地称

之为“户籍墙”，并据其对市民化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的不同层面，划分为“显性户籍

墙”与“隐性户籍墙”⑧。“显性户籍墙”指的是建立在城乡严重对立基础之上的户籍制

度，它是一种“原生墙”，体现为二元户籍制度对乡城人口流动的一种制度抑制。而“隐

性户籍墙”是一种派生墙，即在“显性户籍墙”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农民工歧视与权利

歧视乃至剥夺的制度安排，是“显性户籍墙”抑制功能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譬如，已

经穿越“显性户籍墙”的农民工，因为他们天生的农民户籍，不能平等享有与市民户口

粘贴在一起的就业、福利、补贴、社保、住房、社区参与等权益。 

“双重户籍墙”使得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中国路径”，即从农

民到市民的转变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要穿越“显

性户籍墙”。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要穿越“隐性户籍墙”。如图 1所示，

农村潜在转移劳动力能够经过“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双重“过滤”，最后能

够成为市民少之又少。 

 

 

图 1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过程要穿越双重“户籍墙” 

户籍制度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以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近年来，

“显性户籍墙” 对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减弱，已不再是乡城人口流动的

主要障碍，而“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2. “三环节梗阻” 

从进程推进角度看，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要依次经历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农民工的城

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三个阶段。如图 2 所示。每个阶段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制度

梗阻”：在农村退出阶段，主要体现为耕地流转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以及农地征用和补偿

                                                        
⑦

 Lee, Everrit.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No. 3, pp. 47~57. 

⑧
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09 年第 10 期，66－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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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合理；在城市进入阶段，主要体现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和城市内部的二元就业制度歧视；在城市融合阶段，则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安居工程

和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排他性。 

0
T1 T3T2

100%

L=f(K)

比率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 城市融合

 

图 2  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环节阶段 

由图 2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速率来讲，农村退出与城市进入时间

跨度较短，速率一直上升，且呈边际递增趋势，而城市融合阶段则显得时间跨度较长，

速率虽然在上升，但却表现为边际递减态势。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基本

上已无实质阻力，进入城市务工也没太大障碍，但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却任重

道远。究其原因，除了上述“隐性户籍墙”因其韧性难以穿越外，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先

天“营养不足”与后天“机会不公”也是重要因素。 

3. “四资本缺失”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H）的因素包括外部制度因素（A）、市民化意愿（I）和

市民化能力（C）三类，其内在关系可以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CAIH  来描述。

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内在的市民化能力不足与外部制度障碍共同

延缓了市民化进程。农村转移劳动力内在的市民化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1）人力资本缺失。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少、质量差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机会缺乏

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进城后农民工微薄的收入、沉重的工作加

上不稳定的职业，使他们在工作中难以真正提升自身的职业素质，极易陷入“低素质 — 

低收入 — 低人力资本投入”的恶性循环之中。 

（2）社会资本缺失。农民工因其城市外来型边缘性群体的特征，使得他们的社会

资本网络远远低于城市职工，且社会资本网络的异质性较差，虽然他们进入城市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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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网络的边界，社会关系结构

的基础仍然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存量社会资本的质量较低，业缘关

系虽在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又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内群体，

即网络中多是“老乡”、“熟人”，其他关系网络也比较匮乏，缺少向外延伸的节点，影

响了社会资本的数量、结构与质量，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社会资本网络的扩展。 

（3）权利资本缺失。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是指农民工所拥有的由国家法律制度赋予

的参与城市社会生活、获得相应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资格利益资源。农民工由于“农

民”身份较少有权利资本的获得机会⑨，他们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差异，

不仅表现为农民工的经济权利不完整、社会权益的歧视和政治权利的基本空白，而且还

体现在农民工“权利实现资本”匮乏，而这是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的基础，农民只有获

得了参与城市生活和享有城市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资格，其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才能

发挥最大效益。 

（4）财力资本缺失。根据对嘉兴、武汉、郑州和重庆 4 个城市的调查测算，一个

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 8 万元左右（2009

年不变价）。其中，远期的养老保险补贴平均约为 3.5万元，住房和义务教育等一次性

成本约为 2.4 万元，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会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约为 560 元⑩。在

财政属地体制下，城市财政预算不考虑非户籍人口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支出成本，而

农民工的收入很低，除了个人基本生活消费外，大部分带回老家，无力承担市民化所需

的财力资本投入。 

四、有效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进程的思路与对策 

30 多年来，我国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经历了从封堵到限制再到接纳、从侵

权到维权再到赋权、从歧视到准入再到推动融合的渐进性转变，但有关政府部门应当清

醒地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在路上”，还有诸多攻坚性的政策好工作亟待推进。 

第一，从农业劳动力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协同推进农村转移

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通常体现为个体

                                                        
⑨

 Wu, Xiaogang and Tremian, D. J.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Vol.41, p. 363. 
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研究”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

算》，国研网 http://www.drcnet.com.cn，201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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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微观性、自发性、经济性的集空间转变、职业转换和社会身份改变三位一体、行为

一次性的过程。中国则由于受上述的“双重户籍墙”等障碍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

移过程的推进实际上依次被分割和表现为“农民→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两个阶

段和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针对这三个环节的主要制度梗

阻，现实而有效的选择是采取相应的政策重点分别而又协调突破，参见表 2。 

表 2  三个不同转移环节的制度梗阻与推进政策重点 

转移环节 主要制度梗阻 政策重点    

农村退出 耕地流转制度和机制不健全，

农地征用和补偿制度不合理。 

发展农村耕地流转市场，完善农地

征用补偿法规，保障转移农民的承

包地和宅基地有偿流转和有偿退

出的收益权。 

城市进入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分割

的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的

二元就业制度歧视。 

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

度，建立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

准入机会与劳酬平等的就业制度。 

城市融合 社会保障、安居工程和城市公

共产品供给的排他性。 

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体系。目标：体系完善、制

度对接、普惠平等，个人社保账户

可衔接、全转移、可折算。 

 第二，基于农民工亚群体分化状况和市民化现状，提供协调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

民化能力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根据劳动力流动特征和程度的差异，农民工可以划分

为三个亚群体：第一类是常年进城务工经商、季节性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型”农民

工；第二类是间歇性或短期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

农并重的“双栖型”农民工；第三类是在多年工作在城市、通常举家迁往城市居住并基

本融入城市的 “筑巢型”农民工。这三种类型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也显

著差异，这就需要政府根据不同农村转移劳动力亚群体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选

择相应不同的政策和支持关注重点，参见表 3。 

表 3  不同类型农村转移劳动力及其政策重点 

转移类型 特   征 市民化意愿 市民化能力 政策重点 

“ 候 鸟 常年进城务工经 较强 较弱 农民工安居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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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商，在城里有相对

稳定的职业、收入，

春节返乡 

就业培训工程 

“ 双 栖

型” 

间歇性或短期季节

性进城务工，以农

业为主、务工为辅，

或务工、务农并重 

弱 弱 鼓励城乡流动，保障

劳动权益 

 “ 筑 巢

型” 

多年和举家工作、

生活在城市，有稳

定住所、工作和收

入，基本融入城市 

强 强 鼓励落户，实施员工

融入企业，子女融入

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三融合”工程 

第三，立足于实现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

务提供城乡“二元化”和区域“碎片化”格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转移劳动力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公共服务筹资公平、公共资源配置公平和公共服务利用均等化三

个层面。参照 Penchansky 和 Thomas(1981)对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农村转移劳

动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适合性

(accommodation)、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5 个维度（5A 性或 5

可性）11，具体到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公共服务来说，其内涵及其要求参见表 4。

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共享性和均等化进程推进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废

除多年来形成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结构惯性，实施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顶层设计的一体化，彻底抛弃“集体性排他”、“屏蔽外来人口”

的歧视性政策，进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表 4   农村转移劳动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5可”维度及其要求 

维  度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内涵和要求 

可获得性 流入地或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的供给没有任何体制或政

策限制地普遍、均等地惠及老居民和农村转移劳动力 

可接近性 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网点布局的空间便捷性，充分考虑城乡结合

部和新工程建设场所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相对聚的需求 

可适合性 流入地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生活服务、社会管理服务

（如办理暂居证、身份证、准生证等）等服务设施及营业时间、服务

方式（包括预约服务）充分考虑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职业特征和生

活节奏 

可承受性 流入地收费性公共服务价格与购买这些服务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支

付能力的匹配性，以及服务需求者对此的认可程度 
                                                        
11

 Penchansky，R., Thomas,W.(1981), Definition and Relationship to Consumer Satisfaction. Medical Care,19(2):1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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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性 流入地公共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属性是否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性别、

宗教、文化、民族等特征相适应 

第四，构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亟需的“四大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机制。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权益资本和财力资本缺失不仅是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制

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瓶颈要素”。其中，人力资本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城市就业的能

力和发展能力，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获取就业的信息和机会，权益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机会是否平等，财力资本则是关系到农民工城

市安居乐业和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亟待政府

和社会组织立足国情和各地区情，构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亟需的“四大资本”的投

资和积累机制。其核心的投资和积累的途径及领域参见表 5。 

表 5   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的“四大资本”投资和积累 

资本类型 投资和积累的途径及领域 

人力资本 平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力度； 

政府购买培训服务，招标培训机构提供对接当地劳动市场需要的职业

培训； 

推广微软公司的“潜力无限（UP）”公益项目，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城

市建立若干社区培训学习中心（CTLC），向农民工免费提供信息技术

和就业技能培训，构建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社会融入模式。 

社会资本 加快建立和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信息服务平台； 

政府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扩大劳务信息服务，增强市场透

明度，降低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12； 

政府和社会组织组织介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外部投资，推动农民工内

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网络的转变。 

权益资本 实施强制性的、统一条款格式、中长期为主的全员劳动合同制； 

实施工资、工龄、福利挂钩制度； 

实施劳动用工备案、失业登记、免费就业援助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农民工加入企业工会、在此基础

上引进集体谈判制度和三方协调机制。 

财力资本 实行合理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成本分摊机制和成本转移支付机制，

                                                        
12罗炳锦：《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载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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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部分成本； 

实施并逐步扩大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导、以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为补充的城市农民工安居工程； 

基于老市民和农民工人口规划财政预算并提供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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