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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别化城市规模下 

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谭建辉  王 浩
*
 

 

摘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利用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基于城市规模差异分析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在超大城市中，流

动人口居住在租赁住房及单位住房等非自有产权住房落户意愿比自有产权住房低；而在特大

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其落户意愿比自有产权住房高。建议因城施策，进一步

放开户籍制度门槛，推动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均等化公共服务，实现租购同权，帮助流动人

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流动人口；住房类型；落户意愿；长三角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着快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2019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约

2.36 亿，占总人口的 16.9％。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指出，国内各大城市加大对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改革力度，积极推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

户，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Ⅰ型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

完善落户政策。需要关注的是，相对本地市民而言，流动人口初入城市后在社会及经济地位

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市房价和租金上涨，流动人口住房压力与日俱增，其住房问题日益凸

显。此外，流动人口与当地城市在文化习俗、观念传统上的差异也会造成其社会融入度较低，

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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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两个方面 

从已有的研究和文献来看，之前关于落户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落户意愿内涵及具体测量标准的研究 

关于落户意愿的内涵，国内外不同学者有各自的理解。国外学者更多地从人口迁移进行

研究，最早 Ravenstein 提出人口流动七大定律，建立了人口迁移问题的基本研究框架
[1]
。L

ee（1966）、Stark 等（1989）从人口地理学、经济学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如推

拉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等
[2,3]

。 

通过对国外研究理论的参考借鉴，考虑我国户籍制度特点，国内学者结合实际情况对落

户进行解释和研究。林李月、朱宇、柯文前（2019）、邱红等（2019）从内涵上分析了居留

意愿和落户意愿的区别，认为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而不再返回原居住地的迁移

意愿；落户意愿则是流动人口在符合流入地落户条件下将户口迁入该地
[4,5]

。还有一些学者

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测量落户意愿上，通过现有文献梳理发现，林李月等（2019）将是否愿

意获取当地户籍作为落户意愿的标准
[4]
。邱红等（2019）、杨雪等（2017）将有 5 年以上的

居留意愿作为落户意愿的标准
[5,6]

。刘于琪等（2014）将是否把当地视为永久居住地作为落

户意愿的标准
[7]
。蔡禾等（2007）将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作为落户意愿的标志

[8]
。 

2.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黄嘉文（2012）以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个人特征、职业因素、社会交往及心理感

受四个方面对落户意愿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的归属感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最为显著。
[9]
 

孙婕等（2019）对农业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群体落户意愿受不同因素

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收入和社会制度因素对落户意愿影响最为显

著
[10]

。 

林李月、朱宇（2016）以流动特征为切入点发现，流入地状况及流动范围等因素对落户

意愿的影响大于对个体特征影响。
[11]

 

肖璐等（2019）基于过往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研究进行梳理，从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经

济基础、社会心理等方面搭建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12]

 

（二）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上研究虽然加深了我们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问题的认识，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深入探

讨：一是已有研究多关注某些重点群体，如具有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及进城农民工，较少对

整个流动人口群体进行研究；二是已有研究较少从住房角度深入研究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



影响；三是已有研究较少分析不同流入地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的差别。 

鉴于此，本研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按城市规模分别建立模型，在控制个人特征、就

业特征、社会融入特征、流动特征等的情况下，选取住房类型来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的影响，为解决流动人口落户问题，实现住有宜居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

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该数据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

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本研究针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总共 41 座城市）

流动人口的非本区(县、市)户口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无效信息样本后获得 25869 份样本。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选用调查问卷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问题进行

测量。为方便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变量赋值为“愿意＝1，不愿意（没想好）＝0”的二分

变量。流入城市类型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规

模为划分标准，按照 2016 年末各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将长三角 41 座城市划分为：超大城

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包括上海、苏州；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包括合肥、阜阳、宿州、毫州、徐州、南京、南通、盐城、无锡、杭州、宁

波、温州、金华、台州；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包括芜湖、

蚌埠、淮南、安庆、滁州、六安、淮安、宿迁、常州、泰州、连云港、扬州、镇江、嘉兴、

绍兴；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包括马鞍山、淮北、铜陵、黄

山、池州、宣城、湖州、衢州、舟山、丽水。 

结果显示，超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愿意落户的比例较高，为 67.2％。而特大城市、Ⅰ型

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流动人口不愿意（没想好）落户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68.4％、73.9％、

78.4％。此外，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流动人口愿意落户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不同城市规模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城市规模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城市规模 城市 愿意落户 
不愿意（没想好）

落户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超大城市 上海、苏州 5085 67.2 2485 32.8 

特大城市 合肥、阜阳、宿州、毫州、徐州、南京、南通、盐城、

无锡、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 

4009 31.6 8694 68.4 

Ⅰ型大城

市 

芜湖、蚌埠、淮南、安庆、滁州、六安、淮安、宿迁、

常州、泰州、连云港、扬州、镇江、嘉兴、绍兴 

1042 26.1 2944 73.9 

Ⅱ型大城

市 

马鞍山、淮北、铜陵、黄山、池州、宣城、湖州、衢

州、舟山、丽水 

348 21.6 1262 78.4 

2.自变量 

以住房类型为自变量，以监测调查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的问题，将住房类

型处理为多分类变量，划分三类住房：一是租赁住房，包括租住私房及政府提供公租房；二

是自有产权住房，包括自购商品住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及自建房；三是单

位住房，包括单位/雇主房及就业场所。由于占比很少且指代不明难以辨别，本研究舍弃了

原问卷中“其他非正规居所”的住房形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就业特征、社会融入特征、流动特征等四个维度： 

（1）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及月住房支出占

比。年龄为该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婚姻状况将“初婚”“再婚”合并为“已婚”，将“未婚”

“离婚”“丧偶”“同居”合并为“未婚”；月住房支出占比计算方式为月住房支出除以月总

支出。 

（2）就业特征包括职业类型、就业身份类型及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本研究将

职业选项中“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合并为“负责人/

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将“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

“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合并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将“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

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合并为“农业及产业人员”；

将“无固定职业”“其他”合并为“无固定职业及其他”。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选取

调查问卷中“您目前参加下列何种社会保险”来测量。 

（3）社会融入特征包括社会参与、心理认同及生活习惯。社会参与以监测报告中“2016

年以来您是否有过以下行为”中五个问题的自评回答得分来测量；心理认同以监测调查中“我



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

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

人”“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六个问题的自评回答得分来测量；生活习惯以检测报告中

“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两个

问题的自评回答得分来测量。其中，本地人不接纳外地人、生活习惯和当地有较大差别等 3

个问题进行反向评分，其余为正向评分。得分越高，说明稳定居留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社会

参与感越强，心理认同感越强，生活习惯与本地更加契合。 

（4）流动特征包括流动范围及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将“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合并

为“省内流动”；流动时间计算方式为调查年份减去流入本地年份。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或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落户意愿 愿意=1，不愿意（没想好）＝0 0.41 0.49 

年龄 调查年份-出生年份 35.46 9.61 

性别 男性＝1，女性＝2 1.43 0.50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83 0.37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4， 

大学专科＝5，大学本科＝6，研究生＝7 

3.49 1.22 

家庭月收入 取对数化处理 8.95 0.55 

月住房支出占比 月住房支出/月总支出 0.21 0.20 

职业类型 
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1，商业服务业人员＝2，农业及产

业人员＝3，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2.31 0.74 

就业身份类型 雇员＝1，雇主＝2，自营劳动者及其他＝3 1.52 0.85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是＝1，否＝0 0.34 0.47 

社会参与 在迁入地社会参与程度自评得分 5.77 1.34 

心理认同 在迁入地心理认同程度自评得分 16.85 2.51 



生活习惯 在迁入地生活习惯程度自评得分 5.38 1.19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1，省内流动＝2 1.27 0.45 

流动时间 2017-流入年份 6.15 5.85 

住房类型 租赁住房＝1，自有产权住房＝2，单位住房＝3 1.55 0.7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探究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相关因素，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自变量及控制变量

中包含连续变量、二分类变量和多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设定如下： 

Sⅇttlⅇ = α
i
zi +βx +ε 

其中，Sⅇttlⅇ为落户意愿。zi是控制变量，x为住房类型，𝛼𝑖为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β为

自变量的待估系数，ε为常数项。 

（二）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将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就业特征、社会融入特征、流动特征）和自变

量（住房类型）全部纳入回归模型，分别建立流动人口在超大、特大、Ⅰ型大城市、Ⅱ型大

城市 4 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城市规模差异下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年龄 

0.005 0.008*** -0.010** -0.007 

1.005 1.008 0.990 0.993 

性别（女性） 

0.097* 0.058 0.005 0.045 

1.102 1.060 1.005 1.046 

婚姻状况（已婚） 

0.126 -0.090 0.040 -0.040 

1.134 0.914 1.041 0.961 

受教育程度 

0.277*** 0.189*** 0.125*** -0.010 

1.319 1.208 1.133 0.990 



家庭月收入 

0.274*** 0.240*** 0.198** 0.042 

1.316 1.271 1.219 1.043 

月住房支出占比 

0.325** 0.375*** 0.218 -0.820** 

1.384 1.454 1.243 0.441 

职业类型（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 

-0.236 0.047 -0.071 -0.611 

0.790 1.048 0.931 0.543 

商业服务业人员 

-0.150 0.182 -0.442** -0.735* 

0.861 1.199 0.643 0.480 

农业及产业人员 

-0.614*** -0.147 -0.289 -0.923** 

0.541 0.863 0.749 0.397 

就业身份类型（自营劳动者及其他）     

雇员 

-0.070 -0.005 0.064 -0.109 

0.933 0.995 1.066 0.896 

雇主 

-0.237 -0.073 0.103 0.095 

0.789 0.930 1.109 1.100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 

0.112* 0.417*** 0.096 0.249 

1.118 1.517 1.101 1.282 

社会参与 

0.027 0.007 0.018 0.102** 

1.027 1.007 1.019 1.107 

心理认同 

0.248*** 0.183*** 0.192*** 0.177*** 

1.282 1.200 1.211 1.194 

生活习惯 

0.192*** 0.127*** 0.078** 0.089* 

1.212 1.135 1.081 1.093 

流动范围（跨省流动） 

0.682*** 0.306*** 0.432*** 0.253* 

1.978 1.359 1.541 1.288 

流动时间 

0.042*** 0.015*** 0.002 0.029** 

1.043 1.015 1.002 1.029 



住房类型（自有产权住房）     

租赁住房 

-0.357*** 0.686*** 0.781*** 0.762*** 

0.700 1.986 2.183 2.143 

单位住房 

-0.720*** 0.531*** 0.481*** 0.390* 

0.487 1.701 1.617 1.477 

cons 

-8.835*** -8.629*** -7.306*** -5.456*** 

0.000 0.000 0.001 0.004 

N 7570 12703 3986 1610 

pseudo R-sq 0.189 0.079 0.061 0.064 

注：表中非括号内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值为发生比；*、**、***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显著。 

1.自变量分析 

自变量方面，在四类城市中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但其对落户意

愿影响的方向和力度存在差异。在超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在租赁住房和单位住房的落户

意愿显著低于自有产权住房，其落户概率分别为居住在自有产权住房的 0.70 倍和 0.49 倍；

而在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居住在租赁住房和单位住房的落户意愿则显著

高于自有产权住房，其落户概率分别为居住在租赁住房和单位住房的1.99倍和1.70倍、2.18

倍和 1.62 倍、2.14 倍和 1.48 倍。由此可以看出，在超大城市中，因其相对高昂的房价，

71.7％的流动人口选择租赁住房或单位住房等非自有产权住房的方式居住。拥有稳定的住房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不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在城市打拼的物质基础。然而，超大城市由

于落户门槛较高，对于没有稳定住房的流动人口而言抑制了其落户的意愿。相反，部分长三

角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如合肥、镇江、宣城等地推出了租房落户政策，即在

当地办理租赁房屋登记备案或经房屋所有人同意的流动人口，可在当地申请落户。因此，相

对宽松的落户政策，从制度层面保障了租住形式居住的流动人口的落户需求，从而促进了其

落户的意愿。 

2.控制变量方面 

在特大城市流动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落户意愿更强，而在Ⅰ型大城市流动人口随着年

龄的增长，落户意愿越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均出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城

市综合竞争力越大，落户意愿越强的情况，且城市规模越大，受教育程度对落户意愿的正向

作用越显著。家庭月收入方面也有相似的结论，在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家庭经济基础越牢

固，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强烈。月住房支出占比方面，超大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月住房支出占

比越高，其落户意愿越强，Ⅱ型大城市越高，其落户意愿越低。反映了在规模较大的城市，



流动人口在所能承受的经济能力范围内愿意支付住房成本比重越大，其落户意愿越强烈，反

之则越低。从事农业及产业流动人口在超大、Ⅱ型大城市落户意愿较低且显著，虽在特大、

Ⅰ型大城市么没有显示其显著性，但系数均为负数。表明农业、工业及建筑生产工作条件艰

苦、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对稳定居留流动人口租房落户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事商业

服务业流动人口在Ⅰ型、Ⅱ型大城市落户意愿起显著抑制作用，表明在相对商业服务业不发

达的城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的情况下，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起负面作用。在超大特大城

市因有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流动人口在有保障的情况下更愿意落户。社会融入方面，在四

类城市中心理认同、生活习惯均对落户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表明流动人口在心理认同程度越

高、生活习惯和本地越契合，其落户意愿越强烈。数据显示仅Ⅱ型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参与

度越高，落户意愿越强。这可以解释为在生活节奏较慢的城市，人情味更浓，流动人口有更

多社会参与机会，进而拉近心理距离，提高了落户意愿。流动范围上，相对省内流动，省外

流动的流动人口更愿意落户，表明跨省迁移的流动人口与落户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

苏红键（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
[13]

。在超大、特大、Ⅱ型大城市，随着流动人口在本地居住

时间的推移，适应性越强，其落户意愿越强。 

（三）稳健性检验 

刘涛等（2019）从推拉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在户籍地牵引力因素方面，户籍地有无承包

地、宅基地对长期居留流动人口居留和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
[14]

。因此，流动人口是否愿意在

流入城市落户与户籍地牵引力因素也有很大关系，要得到住房类型影响其租落户意愿的准确

估计，必须控制户籍地牵引力因素。选取户籍地有无承包地、宅基地来控制户籍地牵引力的

影响，在以上样本控制范围内，再次进行 Logistic 回归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

住房类型仍呈现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与前述分析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稳健性，

稳健性检验如表 4 所示： 

表 4  稳健性检验：补充变量法 

变量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住房类型（自有产权住房）     

租赁住房 

-0.306*** 0.704*** 0.814*** 0.784*** 

0.737 2.022 2.258 2.190 

单位住房 

-0.691*** 0.547*** 0.514*** 0.385* 

0.501 1.728 1.673 1.469 

注：表中非括号内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值为发生比；*、**、***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显著。 



四、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出台，为长三角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城镇化和

市民化是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促进流动人口落户，真正实现其市民化，是

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一）超大城市应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进租购同权 

超大城市房价和租金水平高，置业难度大，住房问题突出，应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第一，完善租购同权政策，逐步解决租房居住群体在享受公共服务上与自住家庭待遇

不同的问题；第二，规范和发展长租住房市场，落实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等相关政策，严查

租金贷，防范金融风险；第三，规范和强化存量租赁住房市场监管，加快相关平台建设，提

升政策落实能力，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二）特大城市、大城市应探索吸引流动人口购房政策，促进置业安居 

特大城市、大城市住房问题相对没那么尖锐，且新就业职工等群体的置业意愿较强，可

探索将基础人才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围，针对中高层次人才出台购房补贴政策，吸引流动

人口购置住房。一方面，改善其居住条件，实现住有所居；另一方面，人口的持续流入，有

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三）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推进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应落尽落，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流动人口实

现城市融入。通过加强对新市民就业及社会保障服务建设，为新市民提供社会参与平台；新

市民在城市中遇到困难，应给与更多的关心，加强新市民与本地市民间的交流互动，使得其

能够融入城市生活，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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