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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移民群体的构成、问题及其对策
周锦霞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出现了新的移民浪潮，已成为最受欢迎的移民城市之一。本

文重点分析了以外来务工人员、非洲裔移民、智力型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群体，指出广州新移民群体的经济、人口、
政策、社会福利等基本特征及其就业、教育、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加强劳动力移民教育和培训，提
高劳动力移民质量；改革社会保障，打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提供必要的服务，加强对非裔移民的管理；关注智力型
移民的情感需求和文化融合，支持他们参与城市发展等解决广州新移民群体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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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一直都是移民的

力移民”。[1]他们移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在城市寻

热门城市。本文对与广州新移民密切相关的蓝领群

找就业机会获得一定的工资。首先，劳动力移民通

体、非裔群体、白领群体等进行分析，探讨广州新

过付出劳动力谋生。年轻和良好的体质是城市农民

移民群体的构成，以及提高新移民群体整体形象的

工获得报酬的资本。然而，这种体力劳动本身就决

空间和途径。

定了它的弱势地位。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社会最底

1 广州新移民群体的构成

层，他们不仅用自己的双手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
而且也为社会做出与他们能力远远不能相称的贡

经过40年的发展，广州新移民数量巨大、类型

献，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基本上不享受企

多样。《广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其次，城市农民工的层次化

报》数据显示，广州常住人口1449.84万人，户籍

非常明显。只有部分农民工依靠自己的努力，有良

人口897.87万人，其中户籍迁入人口18.06万人，迁

好的经济基础，工作相对稳定，家庭负担小，能够

出人口4.71万人。然而广州新移民群体在地域、职

顺利地通过城市的筛选机制成为“新广州人”。

业、阶层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作者通过

1.2 非裔移民群体

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认为广州移民群体主要有

非裔移民群体即指广州的非洲裔居民。概括

三类：一是被边缘化、成为移民弱势群体一部分的

来说，非裔移民群体中非洲裔移民群体的比例高，

蓝领工人，即蓝领移民群体；二是大量非洲裔移民

且多为临时居民，在华居住的时间较多为六个月以

群体，即非裔移民群体；三是智力型移民群体，即

下，大多数从事的工作是小商品和贸易服务类职

白领移民群体。

业，许多非裔美国商人住在广州的特定移民定居

1.1 蓝领移民群体

点。[2]如广州小北路是目前广州聚集最多的黑人社

蓝领移民群体是指在雇佣关系中，以付出劳动

区，小北路很久之前原本是穆斯林社区，其中有信

力获取相应报酬的农民工群体，因此被称为“劳动

仰伊斯兰教的黑人定居此处。此外，黑人聚集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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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广州的三元里等，并且非裔移民群体不断向广
州各个地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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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裔移民群体面临的问题
广州市区和郊区的非洲裔移民群体聚集成为

1.3 白领移民群体

移民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

白领移民群体即白领族，即代表智力型群体、

合法居住还是非法居住，这些外籍移民来到广州

非体力劳动的工人，如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

定居已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面临各种

[3]

等，是与蓝领相对照的群体。 白领通常是具有专

问题。第一，非法移民的管理问题。在面临移民群

业工作能力、正规公司专业人员。白领移民群体中

体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等问题上，政府

的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学习能力和可

虽然已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应对这种情况，但

接受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并且具有更强的适应

效果非常有限。第二，文化和语言差异。非洲裔移

移民生活的能力，更好地解决了老一辈移民群体所

民与普通的国内移民不同，针对两个群体的语言需

担心的语言交流和文化融合问题。

求而言，大多数非洲裔移民不懂中文，而且有的不

2 广州新移民群体存在的问题

能用英语交流，这使得广州移民群体存在语言沟通
障碍。第三，原住民认同障碍。对于广州的原居民

多年来，广州一直在我国多个城市中承担着主

来说，非洲裔移民群体的聚集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

要吸纳外来人员的城市，为多个地区和城市的人民

的文化冲击，大量移民的原有社会空间引起了一定

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广州新移民群体的形象还存在

程度的变化，密集的人口使得社会公共空间过于拥

着不少问题，如蓝领工人面临的知识水平较低、工

挤，许多广州当地人希望与非洲裔移民群体保持一

作强度大；非洲裔群体面临的社会认同、种族问题

定的空间距离。尽管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近

及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白领族面临的文化认同、

2015万城市人口对城市管理施加了巨大压力，外国

地域差异、教育背景等各种社会问题。

移民纷纷聚集广州，使得当地居民活动和工作的硬

2.1 蓝领移民群体面临的问题

件设施紧张的问题更加突出，各方面的资源显得捉

从工作性质的角度来看，广州的蓝领移民群体

襟见肘。第四，种族问题的隐患。当非洲裔移民群

主要依靠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等来改善其经济条件

体聚集起来带来一些社会保障、秩序问题与利益竞

和社会地位。蓝领移民群体面临各种制度的限制。

争时，就可能出现种族问题。虽然广州是一个开放

第一，教育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移民子女的受教育

的国际性城市，但非洲裔移民和当地人形成的矛盾

权受到歧视，有些学校在限制劳动力移民子女教育

也是现代广州的新问题。

方面存在问题，这使得劳工移民群体感到无助。第

2.3 白领移民群体面临的问题

二，就业制度的限制。劳动力移民被排除在城市就

白领移民群体虽然大部分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业之外，这使得劳动力转移能够存在于低收入要

但也存在身份焦虑等问题。虽然白领移民从上学、

求、恶劣工作条件和不稳定的就业条件的劳动力市

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上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

场中。第三，户籍制度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由于地理差异，城乡差异，增长和教育背景的差

进，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城市户籍仍

异，智力移民往往表现出与城市当地文化在饮食、

然保留了公共产品在社会保障和教育方面的优势，劳

生活方式、习俗等方面不同的文化偏好，智力型移

动力移民群体在就业、儿童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民群体迁出地文化的影响力无法消除。

障方面得不到同样的待遇，无法获得城市公民的身份
福利。此外，城市居民与劳动力移民之间的矛盾与日

3 解决广州新移民群体问题的对策

俱增。对于城市公共资源，在大量移民群体涌现后，

在当前形势下，必须通过努力提高劳动力移民

居民可以享受的份额明显减少，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

的质量来解决劳动力移民群体面临的问题。首先，

和激烈的竞争，一些劳动力移民群体渴望赚更多的

企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劳动力移民教育和培

钱，甚至铤而走险，不遵守法律法规，这些都在一定

训，据《广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安全状况。

报》显示，全市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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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1026家（包括人才中介机构、

广州移民群体人才比例，将人才发展战略与经济转

职业介绍机构），资助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4.85万

型发展结合在一起。同时，关注移民社会福利、社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4.66万人。当前要大

会保障和当地居民的差异，为白领移民群体争取权

力提高劳动力移民质量，提升劳动力移民技能，不

益，促进当地居民和移民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

断增强城市社会产业结构，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文

通，化解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增进相

化素质，系统开发农村实训职业技能，规范职业教

互信任和尊重，帮助建立积极的移民形象；关注白

育，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或服务业技

领移民的情感需求、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突出他

能，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努力改革社

们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支持他们参与城市发展。

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就业等制度，打破城乡

再者，应采用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确保高层次人才

户籍管理制度，采取统一的户籍管理办法，鼓励农

进入和留住；改进广州白领移民人才发展环境的工

民入城、购房、并与城市居民一起享受就业、住房

作机制，确保留住高层次人才。[5]最后，可以借鉴

和教育同样的待遇。最后，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合理

国外的开放就业观念，以全球视角对待白领移民群

安排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积极

体，学习其他大城市的开放精神，建立和完善广州

规范企业与劳动力移民的关系，合理保护低技能、

白领移民群体落户和政策系统。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广州新移民

低技术劳动力移民群体就业机会。
对于非洲裔移民群体，政府应加强对非裔移

群体的社会融合不断进步和完善。在这种背景下，

民群体的管理，根据外籍移民的现状提供必要的服

政府、市场和社会必须密切合作，打破重重障碍，

务，依靠服务实施移民管理。首先，通过各种政府

促进城市、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广州新移民

服务网络，努力使非洲裔移民群体适应中国的工作

群体。同时利用政府规划、社会建设等手段，促进

和生活，避免非洲裔移民建立的非正式网络带来管

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达成共识，促进社会互动，

理风险。其次，对于非洲裔移民的生活社区，有必

实现广州新移民群体和谐发展。

要改革原有的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可连接的社
区网络，满足非洲裔移民必要的服务需求，打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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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Zhou Jinxia
（School of Marxism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518060）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uangzhou
immigrants has accelerated dramatically, and a new wave of immigrants has emerged. Guangzhou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mmigrant c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represented by labor-type
immigrants, immigrants of African descent, and intelligence-type immigrants. It points out such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in Guangzhou, as economy,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social welfar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etc. Finally, it proposes such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new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as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labor-type immigrant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reform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breaking down the differentiated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service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mmigrants of African desc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need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intelligence-type immigrants, by supporting them in their participating in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Guangzhou, Immigrant, group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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