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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或群体持续进行的跨越地域界限的运动

被称为移民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的地域

流动。移民现象通常可以分为外部移民和内部移

民两类，外部移民是指跨越国界的移民，内部移

民是指在某一国家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移民，

在中国内部移民也被称为流动人口。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出现了急

剧的增长，有关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研究也越

来越受到重视。对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大规模

地域流动现象，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基于中国特

有的户籍制度引发的移民现象，户籍制度引发了

两类移民潮现象：一类是城乡移民现象，另一类

是城市新移民现象。对于这两类移民潮现象，人

们更倾向以底层视角去关注农名工、失地农民等

相对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②而基于性别视角

去关注移民群体中的女性所处的境遇关注较少。
性别分层是社会分层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

环，对于性别分层的分析也服务于性别平等的最

终目标。以性别分层的视角看待移民问题有两个

维度：一个是地位准入差异维度。该维度强调两

性在流动进入不同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存在着方

式性的差异，两性面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融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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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的过程之中，即实现移民本身存在性别不

平等；另一个是地位结构差异维度。该维度强调

社会的结构是层级化的，两性面临的差异主要体

现在社会现存层级结构之中，①即在新移民群体

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

节的重要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城市新移民

群体的出现正在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结构

的调节，而这一调节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或是影响

两性收入差距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

问题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理论方向

或是经验佐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相关

研究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探析城市新移民群

体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收入差距现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由于受到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流动人

口只是个体的地理位置流动并没有真正实现社

会位置的流动，因此流动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
本文侧重关注的是那些实现了地理位置流动又

在流入地获得了正式身份的如农转非或是外地

转本地户口的新城市人或新本地人。因为能够获

得当地新的户籍身份的流动群体基本上在流入

地能够得到妥善和长久的安置，因此可以算是新

移民群体。下文分别从中国户籍制度下的移民环

境、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性别差异和城市新移民群

体的性别收入差距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1. 中国户籍制度下的移民环境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建立的户籍制度，将中

国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社会群

体，并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伴随着城市建设和

工业发展，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时间，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

志着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在传统

的二元社会结构下，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在不同

地域之间的流动。然而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来，中国

社会步入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至 1992 年邓

小平南巡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使改革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民已

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人们跨区域间的流动已

成为可能。此外，高考制度以及大学生毕业找工

作的跨区域性使得更多大学生毕业后倾向于到

更为发达的大城市工作，即便暂时找不到工作，

也愿意先留在城市再作打算，成为“蚁族”，因此

无户籍白领及“蚁族”构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另

一部分。因此，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存在着

大量农村居民和非本地城市居民，该群体在劳动

力市场、日常生活领域、社会参与方面以及对城

市公共资源的占有方面都与城市户籍居民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这就形成了新二元社会结构。对

此有研究将户籍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看作是城

市内部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针

对农民工群体，②也有研究认为将农民工合并到

非农户中，新的非农户再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户组

合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③李强的研究认为城

市居民由本地正式户口的市民和无本地正式户

口的农民工组成，农村居民由未外出的农村居民

和已外出但户口仍在农村的流动农民工组成，形

成与传统意义不同的“双重二元结构”也称“三元

社会结构”。④

西方关于移民流动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有

关移民问题的研究也已涉及到经济学、地理学和

社会学等交叉视角。莱温斯坦是最早研究移民问

题的学者，他提出的推拉理论也是最早关于移民

研究的理论，推拉理论的核心认为移民的流动基

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的共同作用，后续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都延

① Parkin Frank，“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s industry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20，1969，PP.355- 374.

② 刘社建：《上海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演变、成因与对策》，《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③ 岳澎、黄解宇：《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中国“农民

工”的户籍演变路径及其解决方案》，《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④ 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江苏社会科

学》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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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这一脉络，推拉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人的迁

移行为是理性选择，迁移者对原住地及目的地的

资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由此可以看出，推拉理

论注重的是迁移的原因，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

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于迁移者的影响。①刘易斯

基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移民的经济理论，该理论

是将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个人因素相结合对国

际移民问题的考察，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

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移民的行为是自愿的，是通过计算成本后的一种

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但是移民的经济理论只看

到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泰

勒等人在移民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了新经济

移民理论，也称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迁移理论

基于家庭整体为研究对象，指出家庭作为一个整

体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迁移行为更能反

映出移民的真正动因，迁移理论指出经济因素不

是产生移民行为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些家庭而言

移民行为可以改善家庭原有的社会地位。②皮奥里

于 1979 年提出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劳动力市

场分为两类，一类是收益高、保障高、福利高和环

境舒适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另一类是收益低、保

障低、福利低和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该

理论认为当地劳动力通常不愿进入低级劳动力

市场，这就为外来劳动力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提

供了工作选择，并且外来移民也倾向于迁移到本

地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③该理论解释了市场因

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结构需求问题。沃勒斯

坦 1974 年提出了解释国家间移民问题的世界体

系理论，该理论将世界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

三个同心圆，其中发达国家占据核心位置，介于

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处于半边缘位置，发展中国

家处于边缘位置，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国际移民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边缘国家的侵入，是经济全

球化的直接结果。
结合中国户籍制度下的移民环境和西方移民

理论，目前关于中国城市新移民群体流动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

动。李强分析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指出农民工

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农

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是水平流动，并没有

地位的上升。制约农民工二次流动时向上流动的

因素包括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④李培

林指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中国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城乡的阶层结

构差异很大，农村的阶级阶层结构底层比重过

大，中间层级较小。⑤第二类是城乡移民的代际流

动。吴晓刚从户籍制度的视角出发，指出国家的

户籍制度使得在中国城市的社会流动中存在一

部分优秀的农村流入人口，从而加大了农村流动

的代际流动率。⑥张翼指出代际流动方面出身于

农民阶层家庭的劳动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了原有的社会固化，阶层的代际继承比例相对较

低，垂直流动的社会动力增强。⑦第三类是城市白

领群体的社会流动。李春玲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城镇不仅存在着个体性的流动，也存在着群体

性的阶层流动，这种结构性的流动大于个体流动

并且促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⑧林宗弘和吴

晓刚的研究建立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

分类方式，认为干部制度与私有产权会导致阶级

结构的分化与阶级利益的对立。⑨李路路从阶层结

构的视角对社会流动进行了分析，指出市场转型

① 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会”的
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② 华金·阿朗戈、黄为葳：《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

志》（中文版）2001 年第 3 期。
③ Piore Michael，“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To What Paradigm

Does It Belo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1983，

PP.249- 253.
④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⑤ 李培林：《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黑龙江社会

科学》2011 年第 1 期。
⑥ 吴晓刚、张卓妮：《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

等》，《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⑦ 张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

CGSS 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 年

第 3 期。
⑧ 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⑨ 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

不平等：1978- 2005》，《社会》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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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阶层间的关系转变为交易和交换的关系。①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下文重点回顾性别视角下

的城市新移民研究。
2. 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性别差异

随着女性已成为流动人口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以男性为主的人口流动逐渐转变为两性共同

的流动行为。②陆建民以上海为例，分析了新上海

人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内部的分化。新上海人的

两性差异方面，首先女性流动进入上海的比例逐

渐上升至与男性平衡，其次女性流动进入上海的

年龄比例较低，除了 60 岁以上年龄段外，其他各

年龄段女性的比例都在上升，流动进入上海的女

性的学历水平相比于男性较低，但是在呈现增长

的趋势，在就业方面，女性的就业率低，就业层次

低，职业稳定性低，总体呈现出男高女低的职业

分化特点。新上海人中女性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的

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增高，一部分新

上海女性在朝着知识化和白领化方向发展，因家

庭婚姻等原因到上海发展或是留沪的女性比例

也在增高，女性呈现出较强的留沪意愿。③但是，

上海市因婚姻而移民的女性由于不能再从事以

前的工作，而大多从事临时性的工作，由于在新

的地方不停调换工作而面临着一些经济适应的

问题。④李骏将上海市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

民、外地城镇居民和外地农村居民四类群体的职

业和收入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外来城市劳动力

和外来农村劳动力在职业获得方面存在明显区

别，外来城市劳动力更多的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和单位负责人阶层，外来农村劳动力更多的流

入最底端的职业阶层。外地农村劳动力比本地农

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为弱势的位置。
城乡差别与内外差别在共同起作用。⑤因此，在讨

论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社会流动对两

性收入的影响后，还需要补充考虑的是新移民群

体中两性及其收入的影响。
3. 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

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不仅影响到个体在当地生

活中的各项社会保障是否能够享有，最主要的是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袁志刚等

的研究指出城市的单位部门在对劳动力进行招

聘时，有时会强调要求本地户口、城市户籍，⑥这

样无疑是对外地户口或是农村户籍劳动力的一

种排斥。但是当外地户口的劳动力成功进入本地

市场后，拥有外地户口反而比拥有本地户口具有

更高的收入回报。⑦在上海对于外地户口的常住

居民提供了人才居住证等户口的过渡证件，赵德

余的研究以上海为例指出，外来劳动力在拥有不

同居住证类型的情况下收入并没有明显差异，但

是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对于有人才居住证

的群体更有优势，普通居住证和没有居住证之间

没有明显差异。⑧可以看出没有本地户口虽然会

对个体享有当地社会保障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

拥有外地户口仍然在本地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

动力反而有更高的收入回报，这一方面是由于该

部分人群因为足够优秀才能留在本地，另一方面

足够高的收入也是这部分人群在没有当地户口

保障的情况下愿意留在本地的原因。户口由外地

向本地流动不仅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两

性的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李萌对武汉市不同劳

动部门的收入分析发现，在建筑业、服务业、自雇

经营业、正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两性的收入差

距都存在，由外地向本地流动的男性比女性的收

① 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

会》2008 年第 3 期。
② 段成荣、张斐、卢雪和：《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妇女

研究论丛》2009 年第 4 期。
③ 陆建民、万仁孝：《社会流动：新上海人中的两性差异与群体

分化》，《上海市社会科学 界第七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
年。

④ 赵 丽 丽 ：《城 市 女 性 婚 姻 移 民 的 社 会 适 应 和 社 会 支 持 研

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上海大学 2008 年博士学

位论文。
⑤ 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

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⑥ 袁志刚、封进、张红：《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

策研究———上海的例证及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⑦ 徐凤辉、赵忠：《户籍制度和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⑧ 赵德余、彭希哲：《居住证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制度后果及激励

效应———制度导入与阶层内的再分化》，《人口研究》2010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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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回报更高。①与前述研究不同的是李春玲的研

究发现，性别因素对非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有显

著影响，非流动人口中男性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

性，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影响并不显著，流动人

口中男性收入和女性收入没有明显差异。虽然以

上研究关注了城市中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的收

入性别差异，但是并没有从更细致的角度区分出

生就在本地的居民、获得本地户口的新本地人和

在本地工作但仍然是外地户口的居民三者之间

的性别收入差距。
（二） 研究假设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群体性

别差异及其收入不平等的讨论，文章主要从两个

方面入手进行说明：其一，探讨两性在成为城市

新移民时的“准入”差异问题。实现城市新移民群

体中两性比例如何？重点关注实现了户籍流动的

群体和只实现了空间流动但并发生户籍流动的

群体以及本地户籍居民之间的差异。其二，探讨

城市新移民群体中两性收入回报的“结构”差异

问题。当两性在实现了户籍流动之后，相比于一

直是本地户籍或一直是外地户籍但在本地工作

和生活的居民而言，两性各自的收入回报是怎样

的且有什么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将文本需要探讨的问题归结

为两个具体问题：（1）性别作为自变量，户籍流动

作为因变量时，两性发生户籍流动的差异问题；

（2）性别作为自变量，户籍流动作为中介变量时，

户籍流动对于两性收入回报差距的影响问题。问

题（1）讨论的是性别与户籍流动之间关系的“准

入”差异情况。问题（2）讨论的是户籍流动对于个

体收入回报尤其是两性收入回报的“结构”差异

问题。
1. 准入差异假设

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限制了城乡居民之间的

迁移性流动，也限制了不同城市地区，尤其是中

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迁移性流动。
然而仍旧有大批的劳动力实现了户口所在地的

迁移，成为了新的城市中的新市民。在这一过程

中，成为新市民也需要具备很高的人力资本，对

于女性而言除了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之外，还有

一种特殊的渠道可以实现户口的迁移，即通过婚

姻迁移的方式，但是婚迁毕竟是少数。所以尽管

如此，本文认为两性在实现户口所在地的变更中

男性还是更占优势，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

男性获得新城市户籍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女性。
2. 结构差异假设

能够获得新本地户籍成为城市新移民的个体

通常都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多以从事白领职业

为主，这一类型群体的出现对于本地原住居民甚

至是一种威胁。因此对于新本地人而言通常会有

较高的收入回报。同样女性成为新本地人对于收

入的回报也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对于获得了

本地户籍的外地女性而言，她们也是冲破了户籍

和性别双重因素而实现自我的优秀群体。因此，

对于这类群体而言，性别的不平等性也将大为改

善。因此提出假设如下：假设 2-1：城市新移民群

体中两性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
本地户籍的居民即那些没有发生户口所在地

流动的居民，对于该部分居民而言其两性收入差

距的回报是在不考虑社会流动因素的情况下的

差异情况，对于该部分群体而言具有普遍的性别

收入差距，因此提出假设如下：假设 2-2：本地人

中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
外地户籍的居民是生活和居住在本地但并没

有获得本地户口的居民，对于该部分群体而言，

虽然实现了空间上的流动，但并没有获得制度性

的保障。因此对于该部分群体而言流动因素对其

的影响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对此本文认为在这样

的流动情况下，两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

因此提出假设如下：假设 2-3：外地人中男性收入

显著高于女性。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 2012 年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

① 李萌：《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与收入

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人口研究》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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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社会调查。调查在全国（不

含港澳台）六大行政区中各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

省份作为调查总体，分别是甘肃省、广东省、河南

省、吉林省、上海市和云南省。为尽可能降低设计

效应、提高抽样精度，在可操作的前提下，采用三

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如下：第

一阶段：以街道、乡镇为初级抽样单位，以 PPS 为

抽样方法；第二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为二级抽样单位，每个街道/乡镇抽取 2 个居/村
委，也以 PPS 为抽样方法；第三阶段：以家庭住户

为最终抽样单位，并每户中抽取一人作为调查对

象，采用 KISH 表选定被访者。调查以 18-69 岁的

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因各省市人口总量有较大

差异，故通过不等比率均匀分配的方式确定样本

量，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745 个，各省市样本分布

百分比介于 15.04%-20.89%之间。本研究在具体

分析过程中根据加入变量的情况剔除了不符合

研究要求的样本，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量为

4885。
（二） 研究变量

收入是本文使用的因变量，即被访者在 2011
年全年的所有收入总和，为了避免奇异值，将收

入低于 1 元的情况归为 1，将收入超过 600000 的

情况合并为 600000，并将新生成的收入变量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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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0 0000 0000 000 000 0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0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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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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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

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 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 0000000 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 0000 000000 00000 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

表 1 变量描述

然对数纳入模型。性别是本文分析的主要自变

量，为了突出女性在收入方面的相对不利地位，

将女性编码为 1，男性为 0。户籍流动变量在本中

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在分析两性户籍流动差异

时，将其作为因变量；在分析户籍流动对两性收

入的影响时，将其与性别一同作为自变量。具体

来看，户籍流动根据流动情况可以分为三类，分

别是外地户籍未流动、外地转本地户籍流动和城

市户籍未流动。年龄为 18-69 岁，在进入模型分

析时使用年龄和年龄平方除以 100。婚姻状况为

虚拟变量，已婚为 1，未婚为 0。其中已婚包括初

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和分居未离婚，未婚包括

未婚、同居、离婚和丧偶。教育为连续变量，其中

未受过正式教育=3，私塾=4，小学=6，中学=9，高

中=12，中专/职高/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研

究生及以上=20。党员身份为虚拟变量，中共党员

为 1，非中共党员为 0。在职情况包括四类：非农

就业、务农、未工作和离退休，在纳入模型进行分

析时将非农工作作为参照类。职业阶层根据职业

类型进行归纳：精英阶层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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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负责人、管理者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脑力

劳动者阶层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

自雇自办者，体力劳动者阶层包括技术工人、一

般工人和农民。
具体变量描述如表 1 所示。

（三） 研究方法

1. 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来判断户籍流动与性别及

收入的相关性问题。根据分析变量的层次，本文

在进行交互分析时使用了卡方检验的方法。卡方

检验属于非参数检验范畴，主要用于比较不同样

本之间及分类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试图回答理论

频数和实际频数的吻合程度或拟合优度问题。
2. 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由于户籍流动变量是多分类变量，所以使用

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采用二分类的 Logit 模型。
具体做法为：把多类别变量中的一类作为基准

类，那么就形成了基准模型，然后将它的几率与

其他各类的几率对比。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收入作为因变量分析发生不同户籍流动的

两性收入回报差异时，因为收入变量是连续变

量，所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将事件发生概率设定为自变

量函数，采用最小二乘法，模型中的事件发生概

率和自变量是线性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城市新移民群体性别差异及其收入不

平等的相关分析

1. 户籍流动的性别差异

为了说明户籍流动本身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户籍流动分为三类：本地出生的本地户

籍、外地出生的外地户籍和外地出生实现户籍流

动的本地户籍，然后分别与性别进行了交互分

析。因为本地出生的外地户籍样本量较低并且与

本文想要分析的户籍流动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没

有将该类纳入其中。本文将上述三类分别简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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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户籍流动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本地人、外地人和新本地人。表 2 用交互分类的

方法对两性的户籍是否为本地以及是否出现过

流动进行了分析。数据结果说明，本地人的比例

男性为 68.28%，女性为 60.22%，男性高于女性。
新 本 地 人 的 比 例 女 性 的 为 20.69% ， 男 性 为

11.46%，女性高于男性。外地人的比例男性和女

性相近均为 20%上下。上述结果发现新本地人中

男性的比例并没有高于女性，而是女性所占的比

例更高，外地人中性别比例差异不大。
2. 户籍流动与性别收入差距

如表 3 所示，在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情况

下 ， 本 地 人 收 入 均 值 为 19315.97 元 ， 男 性 为

22881.46 元，女性为 15353.59 元，女性占男性的

67.10%。外地人的收入均值为 38620.03 元，男性

为 46500.85 元，女性为 30315.33 元，女性收入占

男性的 65.19%。新本地人的收入均值为 325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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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男性为 49474.06 元，女性为 22883.71 元，女性

收入占男性的 46.25%。可以看出本地人的收入相

对而言最低。本地户籍本应作为一种优势存在，

但对于收入回报而言却产生了负面的效应，这可

能也是为什么没能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仍然愿

意背井离乡留在一个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的地

方，较高的收入回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
对于性别差异而言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本地人，

两性的收入差距最大，拥有本地户籍或是外地户

籍的居民性别收入差距相对要小一些。
（二） 城市新移民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回归

分析

1. 户籍流动的影响因素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关于性别与户籍流动之间关系

的假设，下文使用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进行了分

析。作为因变量的户籍流动包括三个类别：本地

人，新外地人和外地人。表 4 的模型中以本地人

作为参照类，将新本地人和外地人与之进行比较

分析。对于影响户籍流动的各种因素的多类别对

数比率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

在新本地人样本模型中，如果只考虑性别因

素时，女性新本地人相比于本地人的比率是男性

的 1.95 倍（e0.666=1.9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果

控制了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在职情

况和职业类型等变量之后，女性新本地人相比于

本地人的比率是男性的 2.31 倍（e0.841=2.31），也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
在外地人样本模型中，如果只考虑性别因素

时，女性外地人相比于本地人的比率是男性 1.06
倍（e0.058=1.06），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控

制了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在职情况

和职业类型等变量之后，女性外地人相比于本地

人的比率是男性 1.31 倍（e0.273=1.31），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
上述分析并没有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 1，即

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之后，男性获得本地户口

的可能性并没有高于女性，反而女性的比例更

高。即在实现户籍流动方面并不存在对于女性的

“准入”不平等。
2. 户籍流动影响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回归模

型

在上文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下文将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本外户口流动对于收入

回报的影响作用。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将

样本依据被访者的户口类型分为新本地户口、本

地户口以及外地户口三个样本。表 5 中依次列出

了新本地人样本、本地人样本、外地人样本和全

部样本的四个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在新本地人样本中，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的

收入回报比男性低 0.3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教

育年限每增高一个单位，收入增加 0.09%。年龄、
中共党员身份、婚姻状况与收入之间没有明显的

差异。相比于非农工作者而言，务农人员收入低

1.23%，没有工作的人员收入低 1.39%，离退休人

员收人没有显著差异。除了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收入也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户籍流动与两性收入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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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于其他所有职业阶层。本文提出的假设 2 没

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即成为新本地人的女性收入

仍然显著地低于成为新本地人的男性，这也说明

获得本地户籍对于女性而言虽然不存“准入”的

不平等，但是存在“结构”的不平等。
在本地人样本中，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收

入回报比男性低 0.2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年

龄与收入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教育年限每增

高一个单位，收入增加 0.06%。中共党员身份与收

入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已婚比未婚的收入提高

了 0.16%。相比于非农工作者而言，务农人员收入

低 0.76%，没有工作人员的收入低 1.43%，离退休

人员的收入高 0.28%。除了中高级和一般专业技

术人员阶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收入

显著地高于其他所有职业阶层。本文提出的假设

3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即本地人中女性收入显著

地低于男性。
在外地人样本中，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收

入回报比男性低 0.4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

与收入之间也呈倒 U 型曲线关系。教育年限每增

高一个单位，收入增加 0.06%。中共党员身份与收

入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婚姻状况与收入之间也

没有明显的差异。相比于非农工作者而言，离退

休人员收入低 0.87%，没有工作人员的收入低

1.2%，务农人员收人没有显著差异。除了中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的收入显著地高于其他所有职业阶层。本文提出

的假设 4 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在外地人群体

中，女性的收入也显著地低于男性。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新本

地人中女性比例更高：获得当地户口的新本地人

中女性的比例更高，未获得本地户口的外地人中

男性的比例略高。其二，新本地人的收入回报没

有明显优势：外地人虽然没有获得当地户口，但

是收入回报高于新本地人和本地人，新本地人与

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其三，外地人、
新本地人和本地人中都存在收入性别不平等现

象。综上所述，无论是本地户口居民、外地户口居

表 4 本外户口流动影响因素模型

注：p<0.001***, p<0.05**, p<0.01*
a.参考项：17-29
b.参考项：小学及以下

c.参考项：非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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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外流动与性别的收入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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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还是新本地户口居民，性别的收入差异都存

在，外地户口居民的性别收入差异最大，本地人

相对最小，新本地人介于中间。
具体来看，本文需要验证的第一个假设关于

户口所在地流动与性别的关系，即“准入”差异问

题。假设 1：男性在获得本地户口的比例上显著地

高于女性，该假设想说明受到户籍制度中户口所

在地的影响，实现户口的转移也需要一定的人力

资本积累，实现从外地户口向本地户口的流动对

于女性而言存在着较之于男性的劣势。但是本文

的数据分析并没有支持假设 1，数据结果显示获

得本地户口的新本地人中男性占所有男性人数

的 11.46%，女性占所有女性人数的 20.69%。通过

多类别对数比率模型的进一步验证，无论是否控

制相关变量，成为新本地人的比例女性都高于男

性，但是外地人的比例男性略高于女性。这并不

能完全说明在成为新市民的事件中女性比男性

占有明显的优势，有可能是没有获得本地户口的

女性并不倾向于留下成为外地人。户口所在地的

迁移对于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群体而言需

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对于女性而言除了具有较高

的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渠道可以实现

户口的迁移，即通过婚姻迁移的方式。本文的数

据分析显示外地出生获得本地户口的居民中女

性的比例更占优势。
本文需要验证的第二组假设关于户口所在地

流动与性别收入的关系，即本地外地户口所在地

流动的性别“结构”差异问题。假设 2-1：在控制了

相同变量的情况下，新本地人无性别收入差异。
该假设想说明，获得新本地人的身份需要实现户

口所在地的转变，这对于个体的人力资本而言也

有较高的要求，也需要经过户籍制度的筛选。因

此对于女性而言获得了新本地人身份后与男性

之间的收入差异应当会消失。但是本文的数据并

没有支持假设 2-1，男性新本地人的收入均值为

49474.06 元 ， 女 性 新 本 地 人 的 收 入 均 值 为

22883.71 元。并且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两性之

间仍然存在性别收入差异。本文认为假设没有得

到验证可能是由于在获得本地户口的方式上也

存在这性别差异，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不足之

处，因为没有相关的数据资料，没有对获得本地

户口的方式进行控制。假设 2-2：在控制了相同变

量的情况下，本地人有性别收入差异。该假设想

说明在本地人中存在着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性别收入差异现象。本文的数据分析显示，本地

户 口 男 性 的 收 入 均 值 为 22881.46 元 ， 女 性 为

15353.59 元，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两性的收入差

异依然存在。本文的假设 2 得到了验证。这说明

本地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在于，城市户籍居民

中并不存在性别收入差异，但是由于本地户口的

居民既有城市居民也有农村居民，性别的收入差

异依然存在。这也反映出户籍中的城乡分割和本

外区分在性别收入差异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作用。
假设 2-3：在控制了相同变量的情况下，外地人性

别收入差异最大。该假设想说明在本地打拼但没

有本地户口的外地人存在着性别收入差异。本文

的数据显示外地户口的男性收入均值为 46500.85
元，女性收入均值为 30315.33 元，在控制了相关

因素后，两性的收入差异也存在。并且外地人中

女性占男性收入的比例最低，也说明性别的收入

差异在外地人中最大。
通过上述关于本外户口流动与两性收入“结

构”差异研究假设的验证和讨论，可以总结如下：

外地人虽然没有获得本地户口，但是收入回报的

均值普遍较高。新本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

异并不显著。无论是本地户口居民、外地户口居

民还是新本地户口居民，性别的收入差距都存

在。外地户口居民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大，本地人

相对最小，新本地人介于中间。综上所述，城市新

移民群体被认为在新的城市存在融合性的问题，

也存在社会保障等问题。通过对收入回报的分析

可以看出，虽然存在种种对于新移民的不利因

素，但是新移民尤其是未获得本地户口的外地人

其收入回报较高。成为新本地人的女性并没有因

为冲破户籍限制的樊篱而改变与男性收入不平

等的现状。虽然作为外地人或新本地人的女性收

入的绝对均值有所提高，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也

在拉大。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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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符合劳动者的就业意愿，达到劳动者的供

给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从而使延迟退休更符合人

民和国家的意愿，既减轻了国家的养老负担，又

在给予老年人充分发挥自身价值的同时提高了

自我养老保障水平。
（责任编辑：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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