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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人口

流动也变得更加频繁。目前，为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商机

遇，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

的城市，流动人口流入的数量也很庞大，且还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而进入城市后，流动人口的经济生活也将发生非常明显的

变化，而这些流动人口要想快速融入城市生活需要适应诸多方

面的变化，如经济收入、生存方式、谋生渠道等。因此深入探讨

流动人口城市经济生活的基本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流动人口城市经济生活的状况及特点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流动人口的生

活状况及特点。此次调查选取的目标群体是笔者所在城市中

的 160 个调查对象，回收问卷 151 份，其中包括 18 名女性和 

133 名男性。

1.1   经济收入

（1）流动人口的收入跟之前相比提高了很多。调查数据

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流动之前的收入比较低，月收入超

过 2000 元的还不到 13%，而 55% 的人在流动前的月收入低于

800 元，超过 27% 的人收入在 800~2000 元。流动人口在进入

城市之后，收入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提升。

（2）个人收入差异明显。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的收入

问题，调查数据显示，餐馆服务者、打零工的人的收入比较低。

以餐饮行业为例，本次调查的对象有 25 人是从事餐饮行业的，

而这 25 人中有 16 人的月收入在 1201~2500 元，且月收入在

1601~2000 元的人数竟占总数的 28%。有较多的餐馆经营者表

示月收入通常可达六七千元，在生意兴旺的时候，月入过万元

也较为常见。这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差异明显。

1.2   职业类别

流动人口开始流动之后都将面临择业和就业的问题，大部

分人从事的职业都将会有所变化，从事新职业与旧职业有时候

会有较大的差异。在 79 名原本在家乡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调查

对象中，有 74 人选择从事餐馆服务业（餐馆经营者 65 人和服务

者 9 人）。相关流动人口职业类别统计显示，流动人口的就业方

式有两个重要特征：①就业或创业的复制性及同质性；②行业的

单一性，多数人会选择餐饮业，而选择其他行业及职业的人很少。

1.3   就业途径

从图 1 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并不具有较强的就业市场适应

性，不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更多地是去依赖于关系网络。

多数流动人口都是由亲友介绍，在亲友的帮助下就业，其中就

有很多人是先跟着亲友打工做事，等学到了本领、积累到了经

验和资本，就选择自己创业。

图 1　求职途径统计

2     流动人口城市经济生活状况存在的问题

2.1   上班族经济生活存在的问题

（1）工作时间普遍较长。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上班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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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都超过了 8 小时，只有不到 8% 的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内，

而其中有 22.5% 的人工作时间在 9~12 小时，有 43% 的工作时间

在 13~15 小时，甚至还有 22.5% 的工作时间超过了 16 小时。

（2）签订劳动合同者甚少。调查数据显示，有近 95% 的

调查对象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上班族都

是亲友或同乡介绍的，他们往往会因为太熟悉而觉得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的必要。

（3）社会保险覆盖率较低。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比

率是非常小的，其中有近 85% 的调查对象是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的，而参加社会保险的只有 23 人。

2.2   个体户经济生活存在的问题

（1）“生意难做”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影响个

体户提高收入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的原因也较为复杂，而“生

意难做”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有超过 68% 的调查对象都认为

“生意难做”是影响流动人口进一步提高收入的主要因素。主

要原因在于他们多数都是从事餐馆经营，那么生意好坏则会对

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2）“摆摊”成为与城管冲突的导火索。被调查对象中

有 45 人表示与城管发生过冲突，接近总数的 30%，而其中有 

41 人表示“摆摊”是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导火索。

3     解决流动人口经济生活问题的对策

3.1   强化宣传和教育工作

目前，很多主要城市都是汉族的集聚地，而流动人口则是

以乡镇的少数民族为主。对于这种乡镇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

汉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的情况，有关部门应强化宣传和教

育工作，营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良好社会风气，以“主

人”的热情欢迎流动人口，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促进，与

他们和平共处，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进而提升他们的

归属感。同时，对城市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积极的管理服务理念，从而为流动人口提供更为优质的城市

管理服务。

3.2   加强流动人口经营活动管理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根据要求对流动人口的经营方式进行

规范和管理，然而这个过程中应采用合理的方式，以免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确保

流动人口进行合法经营，并为其经营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3.3   做好引导和支持工作

首先，基于现行免税政策，政府要借助无息贷款等方式对

经营性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为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制服务。再

者，实行制度创新，为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提供制度支持。最

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政府要结合当

前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统一及整合，

及时解决流动人口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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