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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利用原国家卫计委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

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 城市级别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住房

性质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 自有产权房、 借住房与政府公租房对其市

民身份认同有正向影响， 而单位提供房则有负向影响； 住房支出比对其市民身份认

同有影响， 但在不同级别城市及不同住房群体中二者关系不同； 住房与农民工市民

身份认同的关系又受到城市级别影响， 不论有房还是无房群体， 其所在城市的级别

越低， 市民身份认同感越强， 但公租房群体却不存在城市级别差异， 公租房政策消

解了城市级别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总之， 住房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 决定我国

城镇化路径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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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　 景

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很多发达国家， 农业人口转移与市

民化是同步的。 在我国， 由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制度， 农民进城后长期处于 “半

城市化” 状态 （王春光， ２００１）， 人口城市化与市民化不同步， 从而形成了规模庞

大的农民工群体。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已达

到 ２ ８８ 亿。 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深受学术界、 政策界的关注。

当前，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城市对农民工的态度也由过去的排斥

转向吸纳。 十八大提出， 要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农民工 “市民化” 成为政策语言频

繁出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中 （王小章、 冯婷，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李克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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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了 “三个 １ 亿人”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其中的 “１

亿人” 就是农民工， 要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约 １ 亿农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化即农民工获得

市民身份、 享有市民生活的过程， 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有活干、 有房住、 有保障，

其子女有学上， 从整体上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 （杨菊华， ２０１８）。 农民工

一方面要在工作、 生活上融入城市， 另一方面还要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社

会身份上的认同感。

过去， 获得城镇户籍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最终实现， 也就是说， 户籍城镇化曾

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变量。 然而， 虽然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放开了对农民

工户籍转变的限制①， 农民工对于转变为城镇户籍的热情却大大下降了。 很多农民

工愿意在城市打工、 生活， 却不愿意把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张翼， ２０１１）。 目前，

在城市房价和房租畸高的情况下， 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而言， 安居是比乐业更困难

的事， 即使有工作， 如果不能安居， 他们仍然无法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 在某特大

城市， 农民工有两年社保就可以获得城镇户籍， 但是本研究在访谈农民工时， 有的

农民工却表示， 不会申请当地户籍， “我又买不起房， 要户口有啥用？” 由此可见，

住房， 而不是户籍， 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近年， 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在城镇购房， 在城市拥有

自己的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体现。 但是， 能够在城市买房的仍然是少数，

大部分农民工还是通过租房解决在城镇的居住问题。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显示， 在进城农民工中， 购买住房的占 １９％ ， 租房居住的占 ６１ ３％ ， 单位或雇主

提供住房的占 １２ ９％ ， 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占 ２ ９％ 。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最大的消

费支出是住房， 最大的困扰还是住房， 住房对农民工的地位认知和城市身份认同都

有显著影响 （祝仲坤、 冷晨昕， ２０１８）。 另外， 由于城市融入的门槛不同， 住房对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不同级别城市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房价非常之高， 对于很多高收入群体来说购房已经是奢望， 农民工就很难买房、 也

很难成为市民。 而在中小城市， 农民工购房或租房更容易， 获得市民身份也更容易。

并且， 不同级别城市对农民工的政策也有所差异， 这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难易程度

不同， 也就会影响他们在城市的心理融入和市民身份认同。 此外， 目前很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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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８ 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 （发改规划 〔２０１８〕
４０６ 号） 规定， 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 在城镇就业

居住 ５ 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举家落户”， “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特别是使用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中， 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

指标一般都是 “是否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就本地人身份认同而言， 本研究在实际

调研中发现： 在县城等中小城市， 即使没有购房， 也有很多农民工认同自己的本地

人身份； 而在大城市， 有些有房子的农民工也未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因此， 就本

地人身份认同而言， 住房的影响值得重视， 城市融入难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住房

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可能会因城市级别的不同而不同。 本文利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 城市级别

与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分析， 探讨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决定机制。

二、 文献综述

身份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 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

质的接受程度 （王宁， ２００１）。 卡斯特 （２００４） 把认同分为合法性认同、 拒斥性认

同和计划性认同。 对农民工来说， 市民化的过程可以看作一个从拒斥性认同转向合

法性认同的过程。 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学者们构建了一系列指标， 如经济融入、

社会融入、 心理融入等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 （杨菊华等， ２０１６）。 其中，

心理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融入， 心理融入的过程也是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被

建构起来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 农

民工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了， 但他们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是错位的 （王春光，

１９９５： １）。 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 更是附着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身份。 有关农民工进

城务工的政策经历了从严控到松动， 经过短暂的紧缩， 再到规范流动， 最后走向共

享发展的 “公平流动” 等几个阶段 （王小章、 冯婷， ２０１８）。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

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户籍制度的影响非常重要 （陈映芳， ２００５）。 但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 农民工对其

制度性身份和家乡的乡土认同不断弱化， 在流入地也并没有随之而建立新的身份认

同，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 “认同模糊化” “认同内卷化” “认同困境” 等现

象， “二重性” 特征明显 （彭远春， ２００７； 郭星华、 李飞， ２００９； 赵迎军， ２０１８）。

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元的， 学者们对其身份认同的研究也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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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断推进的过程。 起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

制度因素 （朱力， ２０００； 王春光， ２００１； 陈映芳， ２００５）， 因为户籍制度渗透在经

济、 文化、 社会、 政治等各个领域， 它不只是一个农民抑或市民的身份问题， 而且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就业、 住房、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和生存问题， 因

此很多学者都把户籍制度看作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根本原因。 此外， 土地牵制、

交往局限和社会歧视也都阻碍了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与身份认同 （朱力， ２０００）。 随

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城镇户籍的获得越来越容易， 除了特大城市还严格控制户

籍以外， 很多中小城市、 甚至大城市的户籍逐渐放开， 落户政策非常宽松， 但是农

民工落户积极性却不高 （张翼， ２０１１）。 城镇户籍不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各种非制度因素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受到重视， 如乡土记忆、 进城期望、 与

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状况、 月收入满意度、 城市体验等 （彭远春， ２００７； 郭星华、 李

飞， ２００９； 潘泽泉， ２０１０； 赵迎军， ２０１８）。

消费作为身份认同的最重要手段， 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受到重视。 社会

学家把消费视为一种阶层 “区隔” 的符号， 即一种差异化意义的社会行动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８４）。 学者对消费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达成了基本共识， 即消费方

式既是消费主体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 同时又主动建构消费主体的身份 （王宁，

２００１）。 农民工在消费方式上的转变与寻求城市身份认同是相辅相成的， 很多研究

从消费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认为消费是农民工进行身份认同的主要方

式， 如服务业打工妹希望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外表， 淡化自己与城里人、 有钱人的

社会差异， 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他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 “自我转型”， 追求一

种更加平等、 自由、 有价值、 受尊重的社会身份 （余晓敏、 潘毅， ２００８）。 虽然新

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消费已经转型 （赵卫华， ２０１５）， 但基于转型呈现的滞后性

和不彻底性， 其消费仍然是 “两栖消费” （王宁、 严霞， ２０１１）。 农民工通过日常生

活消费而展现的认同是不完全的， 在消费方式上表现为 “二元化” 特征， 其社会身

份无法在消费领域全新重建， 而是继续停留在城市 “边缘人” 的身份 （纪江明等，

２０１３）。

一般来说， 商品价格越高， 消费的门槛越高， 该商品越具有身份区隔的作用。

住房作为居民消费中最昂贵的商品， 是目前最具有身份区隔和身份标识功能的消费

品了。 住房消费甚至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一种 “空间拜物”， 逐渐走向了仪式化和

符号化 （闵学勤， ２０１１）， 深刻地影响着城镇居民的阶层认同 （张海东、 杨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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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可以说， 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 （王星，

２０１３）。 住房条件对农民工是否留城的影响程度最大 （陈春、 冯长春， ２０１１）， 已购

住房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更大 （王伟， ２０１６）。 已购住房消费层次越高，

既有产权、 居住面积越大，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越高 （陈春、 冯长春， ２０１１； 李海

波、 尹华北， ２０１８）。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距离越近， 倾向于认同自己的

城市人身份 （潘泽泉、 何倩， ２０１７）。 住房状况的差距导致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

知产生分化， 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祝仲坤、 冷晨昕， ２０１８）。 这些

研究证实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融入、 居留意愿、 地位认知及身份认同等主观态度有影

响， 但并没有考虑流入城市的影响。 正如前述， 住房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有可

能因为不同级别城市的融入难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这种空间影响在已往的研究中虽

然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但其影响在实地调研中是存在的。 因此， 本文试图对住房、

城市级别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 探讨住房状态、 城市级别如何影响农

民工的身份认同： 住房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级别城市中有无差别？ 是大城市还

是中小城市更有利于农民工形成本地人身份认同？ 研究这些问题不但有利于我们更

加深入地认识住房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 而且也有助于检视我国城镇化的现实

路径， 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一定现实意义。

三、 研究假设和数据情况

本研究从三个不同侧面探讨住房状况、 城市级别与本地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第一， 本文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 把住房状况、 城市级别作为独立解释变

量纳入模型， 分析在控制城市级别的情况下， 住房状况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同时检测二者是否具有独立的影响。 第二， 本文分不同级别城市， 比较分析在不同

级别的城市中， 住房状态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有无差别。 第三， 本文进一步分析特

定住房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否会因为城市级别的影响而有差异。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中有 １１２７１１ 个样本， 虽然特定

住房群体， 如公租房群体， 在总体中的占比只有 ０ ９％ ， 但其样本量也有 １０１８ 个，

能够满足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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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假设

首先， 住房对于市民化和本地人身份认同非常重要。 研究表明， 自有住房会强

烈影响到财富积累、 子女教育、 主观幸福感以及劳动力市场 （赵奉军、 邹琳华，

２０１２）。 在很多城市， 农民工们要想获得户籍， 成为真正的市民， 一般都需要一定

的准入条件， 而这个准入条件一般是稳定的住所、 稳定就业或稳定的收入。 因此，

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市民化， 住房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由于城市住房购买的

成本高、 难度大， 所以住房状况对于农民工真正成为所在城市的居民来说更加重要。

这里住房状况包括住房类型和住房支出负担， 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是关于住房状况

的假设：

假设 １ １： 城市住房类型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有影响， 拥有自有住房者比

租房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享有住房保障者比没有住房保障者更倾向于认

为自己是本地人。

住房支出比可以作为衡量农民工住房支出负担水平的一个指标， 也是其生活水

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来说， 住房支出水平越高， 说明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消费

能力越强， 那些有房贷或者有能力租住条件更好的房子的人， 虽然他们住房支出水

平高， 但比那些合租、 群租或者租住其他非正规住房的人， 更有能力在城市安居。

因此， 住房支出水平更高的人， 融入城市的能力也更强， 但是如果住房支出超出了

支付能力， 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者可能不是直线关系。 因此， 本研究用住房

支出比作为住房支出负担水平的指标， 同时加入住房支出的平方比。 本研究的第二

个假设是：

假设 １ ２： 农民工的住房支出比越高， 越认同自己的本地人身份， 但如果住房

支出过高， 则可能会对认同感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 住房与城市级别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不同级别城市的户籍门槛、 房价门

槛、 生存压力等不同， 导致农民工融入的难易程度不同。 随着不同城市住房价格的

剧烈分化， 房价成为农民工购房选择地的决定因素。 由于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 房价水平不同， 其吸引的购房群体也不同。① 城市级别越高， 房价越高， 对于

农民工来说， 购房的难度越大。 很多农民工在大城市只是打工和赚钱， 却很难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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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房价行情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的数据， 北京、 深圳住房平均单价均超过 ６００００ 元 ／ ㎡， 上海为 ５２５２２ 元 ／
㎡， 南京、 杭州等新一线城市住房平均单价超过 ３００００ 元 ／ ㎡， 而房价最低的城市鹤岗均价仅为 ２２４４ 元 ／
㎡， 北京、 深圳房价为其 ２６ 倍之多。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ｅｐｒｉｃｅ ｃｎ ／ 。



城市购房定居， 而是会到中小城市购房和生活。 因此，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的本地人

身份认同会有显著影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能够买房和定居是农民工本地

人认同的决定因素， 对于已经拥有住房的农民工来说， 不管在大城市， 还是在中小

城市， 其身份认同感应该无差异， 也就是说拥有住房可以消解城市融入难度对身份

认同感的影响。 此外， 一些大城市开始把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纳入城市的住房保障

范围， 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租房。 并且一些单位也开始

为农民工提供住房， 这些住房保障政策也可能消解城市融入难度对身份认同感的影

响。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１： 自有住房会消解不同级别城市融入难度对认同感的影响， 拥有住房

者其身份认同感在不同级别城市之间无显著差异。

假设 ２ ２： 住房保障会消解不同级别城市融入难度对认同感的影响， 享受住房

保障政策者其身份认同感在不同级别城市之间无显著差异。

（二） 数据的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

调查数据， 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 非本区 （县、 市） 户口的 １５ 周

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 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 所以筛选出因务

工、 工作或经商迁移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 最终获得 １１２７１１ 个样本。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以已婚对象为主， 占 ８２ ５％ ； 男女比例分别为 ５７ ４％和

４２ ６％ ； 年龄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其中 ２５—３４ 岁年龄组占比最大， 为 ３６ ７％ ，

其次是 ３５—４４ 岁年龄组 （２９ ５％ ） 和 ４５—５４ 岁年龄组 （１９ ８％ ）， １５—２４ 岁年龄

组占比 １０ １％ ， ５５—６４ 岁年龄组占比 ３ ４％ ， ６５ 岁以上年龄组占比极小， 为 ０ ５％ 。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 占比 ４８ ７％ ， 其次是高中和中专， 占比 ２１ ３％ ， 未上

过小学和小学的占比为 ２１ ３％ ， 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占比仅为 １１ ４％ 。

从职业来看， 占比最高的为商业服务业人员 （６１ ４％ ）， 说明农民工的主要就

业形式是商业与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其次是农业及产业工人 （２５ ７％ ） 和专业

技术人员 （６ ８％ ）。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占比为 １ ０％ 。 无固定职业者占比 ４ ９％ 。

样本中农民工以租房为主， 租房的农民工达到 ６２ ２％ ， 自有住房者占比为

２１ ０％ ， 单位提供住房占比为 １０ ９％ ， 非正规住房以及借住房占比为 ６ ０％ ， 也有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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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农民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中， 这部分占比为 ０ ９％ 。

农民工每月住房支出占每月总支出的百分比即农民工住房支出比平均为

２１ ２４％ 。 住房支出比在 ２０％ 以下的占比为 ５５ １％ ， ２０％—３０％ 的占比为 １７ ８％ ，

３０％以上的占比为 ２７％ 。

有关身份认同的变量题目是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 这一说法， 有

５１ ４％的人表示 “基本同意”， ２２ ２％的人表示 “完全同意”， 表示 “完全不同意”

和 “不同意” 的人分别占 ２３ ４％和 ３ ５％ 。

（三） 模型、 变量选择与统计描述

本文关注住房消费和城市级别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首先以农民工本

地人认同状况为自变量， 将农民工的住房类型、 住房支出比和城市级别作为解释变

量， 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对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 本文再分城市

级别、 分住房状态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由于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为有

序多分类变量， 所以本文采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１ 因变量

因变量的问题是对于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 问题的态度， 选项分别是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并分别赋值为 １、 ２、 ３、 ４。

２ 自变量

农民工住房消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城市的住房类型， 二是住房支出比 （住房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这两个变量反映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住房质量状况。

住房类型。 问卷中住房类型包括 “单位 ／雇主房 （不包括就业场所）” “租住私

房—整租” “租住私房—合租” “政府提供公租房” “自购商品房” “自购保障性住

房” “自购小产权住房” “借住房” “就业场所” “自建房” “其他非正规居所” 等

选项。 本文将 “租住私房—整租” “租住私房—合租” 统称为 “租房”， 将 “就业

场所” “其他非正规居所” 统称为 “非正规住房”， 将 “自购商品房” “自购保障性

住房” “自购小产权房” “自建房” 统称为 “自有住房”。 调整后的住房类型为六大

类， 即 “自有住房 ＝ １” “单位 ／雇主房 ＝ ２” “政府公租房 ＝ ３” “借住房 ＝ ４” “非正

规住房 ＝ ５” “租房 ＝ ６”。

住房支出比， 由家庭平均每月住房支出 （包括房租 ／房贷） 与平均每月总支出

之比构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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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级别。 一般来说， 城市级别是指城市行政级别， 但事实上中国城市发展水

平与行政级别并不完全一致， 很多东部的县级市甚至比西部的地级市还发达， 对人

口的吸引力差别很大。 因此， 本研究根据城市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 按

照 “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① 将问卷中 “现居住地址市 （地区）” 划分为 “一线城

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 １” “新一线城市 ＝ ２” “二线城市 ＝ ３” “三线城

市 ＝ ４” “四线城市 ＝ ５” “五线城市 ＝ ６”。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变量， 包括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收入水平、 职业类别、 流动时间等变量。 本研究在

县城调查发现， 住房、 城市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复杂： 流入县城的农民工无

论有无住房， 都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市县内部流动的农民

工由于没有发生户籍政策适用条件的改变， 其本地人身份认同也不会随之改变。 鉴

于流动范围不同， 即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和市内流动， 其身份认同会受到影响， 流

动范围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说明 （单位：％ ）

变量 变量赋值 统计结果

因变量

本地人认同

完全不同意 ＝ １ ３ ５

不同意 ＝ ２ ２３ ４

基本同意 ＝ ３ ５１ ４

完全同意 ＝ ４ ２１ ６

因变量

本地人认同

自有住房 ＝ １ ２１ ０

单位提供住房 ＝ ２ １０ ９

政府公租房 ＝ ３ ０ ９

借住 ＝ ４ １ ２

非正规住房 ＝ ５ ３ ８

租房 ＝ ６ ６２ 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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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 该研究按照商业

资源集聚度、 城市枢纽性、 城市人活跃度、 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 ５ 个维度综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

合商业指数， 根据这个指数， 对４００ 个城市进行了排名， 本研究根据这个排名对农民工流入的城市进行分级。
参见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Ｅ４％Ｂ８％ＡＤ％ Ｅ５％９Ｂ％ ＢＤ％ Ｅ５％９Ｆ％８Ｅ％ Ｅ５％ Ｂ８％８２％ Ｅ６％
９６％Ｂ０％Ｅ５％８８％８６％Ｅ７％ＢＡ％Ａ７％Ｅ５％９０％８Ｄ％Ｅ５％８Ｄ％９５ ／ １２７０２００７？ ｆｒ ＝ ａｌａｄｄｉｎ。



续表

变量 变量赋值 统计结果

住房支出比 均值 （％ ） ０ ２１

城市级别

一线城市 ＝ １ ９ ６

新一线城市 ＝ ２ ２２ ８

二线城市 ＝ ３ ２４ ６

三线城市 ＝ ４ １６ １

四线城市 ＝ ５ １０ ２

五线城市 ＝ ６ １６ ６

控制变量年龄 均值 （岁） ３６ ４１

性别
男 ＝ １ ５７ ３

女 ＝ ０ ４２ ７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 ８１ ９

离异或丧偶 ＝ ２ ２ ３

未婚 ＝ ３ １５ ７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小学 ＝ １ ２ ７

小学 ＝ ２ １６ ５

初中 ＝ ３ ４９ ３

高中 ／ 中专 ＝ ４ ２０ ６

大学专科 ＝ ５ ７ ６

大学本科及以上 ＝ ６ ３ ３

职业状况

单位负责人 ＝ １ ０ ２
专业技术人员 ＝ ２ ６ ８
办事人员 ＝ ３ ０ 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 ４ ６１ ４
农业及产业工人 ＝ ５ ２５ ７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 ６ ４ ９

流动范围

跨省 ５２ ６

省内跨市 ３０ ９

市内跨县 １６ ５

初次流动时间 均值 （年） １３ ３２

本次流动时间 均值 （年） ８ １９

四、 住房状况、 城市级别与农民工身份认同关系分析

（一） 住房状况、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表 ２ 是关于住房性质、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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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模型 １ 中自变量只纳入了住房消费变量， 即住房类型和住房支出比， 模型 ２

加入住房支出比平方， 模型 ３ 加入城市级别变量， 模型 ４ 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 共

四个嵌套模型。

　 　 表 ２ 住房性质、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住房类型 （以租住私房为参照）

　 自有住房
　 １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１ ０１９∗∗∗

（０ ０１６）
　 ０ ９４３∗∗∗

（０ ０１６）
　 ０ ７５７∗∗∗

（０ ０１８）

　 单位提供住房
－ ０ ４３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４４３∗∗∗

（０ ０２１）
－ ０ ３５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２０４∗∗∗

（０ ０２２）

　 政府公租房
　 ０ ３４８∗∗∗

（０ ０６０）
　 ０ ３４６∗∗∗

（０ ０６０）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１）
　 ０ ２６６∗∗∗

（０ ０６６）

　 借住
　 ０ ５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５３５∗∗∗

（０ ０５３）
　 ０ ３９３∗∗∗

（０ ０５３）
　 ０ ３４３∗∗∗

（０ ０５９）

　 非正规住房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３０）
－ ０ ２６３∗∗∗

（０ ０３０）
－ ０ ２７２∗∗∗

（０ ０３１）

　 住房支出比
　 ０ １５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３）
　 ０ ５５１∗∗∗

（０ ０８３）
　 ０ ４１９∗∗∗

（０ ０９０）

　 住房支出比平方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２）
－ ０ ４２３∗∗∗

（０ １１３）
－ ０ ３１７∗∗

（０ １２１）

城市级别 （以一线城市为参照）

　 新一线城市
　 ０ ４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３５２∗∗∗

（０ ０２３）

　 二线城市
　 ０ ４９８∗∗∗

（０ ０２２）
　 ０ ４０１∗∗∗

（０ ０２３）

　 三线城市
　 ０ ８３２∗∗∗

（０ ０２３）
　 ０ ６３３∗∗∗

（０ ０２５）

　 四线城市
　 １ ０８２∗∗∗

（０ ０２６）
　 ０ ７９２∗∗∗

（０ ０２９）

　 五线城市
　 １ ０９３∗∗∗

（０ ０２３）
　 ０ ９４３∗∗∗

（０ ０２６）
流动范围 （以市内跨县为参照）

　 跨省
－ ０ ６３７∗∗∗

（０ ０１９）

　 省内跨市
－ ０ ３１０∗∗∗

（０ ０１９）

　 本次流动时间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初次流动时间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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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年龄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性别 （女性 ＝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３）

婚姻 （以未婚为参照）

　 已婚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离异或丧偶
　 ０ １５４∗

（０ ０４５）
学历 （以大学本科及以上为参照）

　 未上过小学
－ ０ ３７７∗∗∗

（０ ０５４）

　 小学
－ ０ ２３３∗∗∗

（０ ０３９）

　 初中
－ ０ １８０∗∗∗

（０ ０３６）

　 高中 ／ 中专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６）

　 大学专科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

职业 （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

　 单位负责人
　 ０ ４０５∗∗

（０ １２６）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６）

　 办事人员
　 ０ １４１∗

（０ ０７１）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８）

　 农业及产业工人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０）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１２７１１

伪 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５ ０ １１５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以租住私房为参照， 自有住房、 政府公租房和借住房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 能够享受政策性住房的农民工， 更

５６

·特邀栏目· 住房消费、 城市级别与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



倾向于认同自己的本地人身份。 而对于借住房群体来说， 借住房获得的途径往往是

农民工的亲戚或者亲近的朋友， 说明他们在城市有一定的社会支持， 也有利于提升

其本地人身份认同。 单位提供住房和非正规场所居住则对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

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于农民工来说， 单位提供的住房通常是条件比较差的集体宿舍，

或者非正规住房， 这类居住方式虽然满足了农民工的基本居住的需求， 但是由于质

量差， 往往难以提升其本地人身份认同。 从回归系数看， 自有住房对提升农民工市

民身份认同的效应最明显， 借住房和政府提供住房的影响次之。 在四个嵌套模型中，

住房类型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是比较稳定的。

住房支出比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则比较复杂， 从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看，

当只考虑住房类型和住房支出时， 住房支出比与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关系是显著的线

性关系， 而非曲线关系， 即住房支出比越高， 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越强。 住房支

出比高者， 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或者达到了一定的居住标

准， 虽然压力大， 但总体来看其本地人身份认同却是高的。 但纳入城市级别以后，

二者之间的关系变了， 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 住房支出比重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

但是住房支出比的平方也是显著的， 这说明考虑到城市级别的影响后， 住房支出比

高虽然能够提升本地人身份认同， 但是如果住房支出占比过大， 则会降低本地人身

份的认同感。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影响显著，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回归结果显

示， 即使排除流动范围远近对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本市内跨县流动

的本地人身份认同会更强一些， 而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均

有负向影响）， 与一线城市相比， 城市级别越低， 农民工的本地人身份认同越高，

各级别城市与一线城市都存在显著差别。 这说明城市越大、 发展水平越高， 农民

工越不容易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 城市级别越低， 农民工越容易产生本地人身份

认同。

（二） 不同级别城市中住房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表 ２ 的结果显示， 住房类型、 城市级别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具有独立的影

响， 为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城市中住房状况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影响差别， 把农

民工按城市级别分类之后，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有一定差异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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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住房类型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分城市级别

一线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住房类型 （以租住私房为参照）

　 自有住房
　 ０ ９４４∗∗∗

（０ ０７５）
　 ０ ７８２∗∗∗

（０ ０３７）
　 ０ ７７０∗∗∗

（０ ０３８）
　 ０ ６２４∗∗∗

（０ ０４１）
　 ０ ７２０∗∗∗

（０ ０５０）
　 ０ ７０３∗∗

（０ ０４３）

　 单位提供住房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９０∗∗∗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３）
－ ０ ２１３∗∗∗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５９∗

（０ ０７７）
－ ０ ３９４∗∗∗

（０ ０６８）

　 政府公租房
　 １ ５９９∗∗

（０ ５３２）
　 ０ ５６１∗∗∗

（０ ０９７）
　 ０ ４７３∗

（０ ２４７）
０ ２７９

（０ ２０５）
０ ２９２

（０ ２２５）
－ ０ ５０２∗∗∗

（０ １３４）

　 借住
　 ０ ４１３∗∗

（０ １９９）
　 ０ ２７９∗∗

（０ １６０）
　 ０ ６６７∗∗∗

（０ １６４）
０ １７２

（０ １５２）
　 ０ ３１４∗

（０ １７０）
　 ０ ２９２∗∗∗

（０ １００）

　 非正规住房
－ ０ ２２６∗

（０ １３０）
－ ０ ３９６∗∗∗

（０ ０７０）
－ ０ １７３∗∗

（０ ０７５）
－ ０ ３６８∗∗∗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４６∗

（０ ０８３）
－ ０ ３１０∗∗∗

（０ ０６４）

　 住房支出比
－ ０ ０８０　
（０ ３０９）

０ １８９
（０ １９４）

　 ０ ６３６∗∗

（０ １９２）
　 ０ ７５５∗∗

（０ ２２１）
０ ７４４∗∗

（０ ２７６）
－ ０ １１７　
（０ ２１４）

　 住房支出占比

平方

０ ０６７
（０ ４０３）

－ ０ ０２５　
（０ ２６４）

－ ０ １０１　
（０ ２５９）

－ ０ ５６２∗

（ － ０ ５６２）
－ ０ ９３８∗∗

（０ ３７５）
－ ０ １００　
（０ ２７５）

流动范围 （以市内跨县为参照）

　 跨省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４）

－ ０ ６５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７０３∗∗∗

（０ ０３９）
－ ０ ７９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４４２∗∗∗

（０ ０４６）
－ ０ ５６６∗∗∗

（０ ０４２）

　 省内跨市
－ ０ ３７５∗∗∗

（０ ０６１）
－ ０ ３２７∗∗∗

（０ ０４０）
－ ０ ４２８∗∗∗

（０ ０４０）
－ ０ １１１∗

（０ ０４８）
－ ０ ２８０∗∗∗

（０ ０４６）

　 本次流动时间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３）

　 初次流动时间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年龄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性别 （以女性为参照）

　 男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３）

婚姻 （以未婚为参照）

　 已婚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２）

　 离异或丧偶
０ １７８

（０ １７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０１）
０ １９６

（０ ０８９）
０ ２２０

（０ １１５）
０ ２２３

（０ １３８）
－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１）

学历 （以本科及以上为参照）

　 未上过小学
－ ０ １１５　
（０ １７６）

－ ０ ６０９∗∗∗

（０ １２４）
－ ０ ３２２∗∗

（０ １１３）
－ ０ ５８８∗∗∗

（０ １４８）
－ ０ ７１１∗∗∗

（０ １８２）
－ ０ １８８　
（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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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线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小学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７）
－ ０ ２７０∗∗

（０ ０７８）
－ ０ ２５１∗∗∗

（０ ０８２）
－ ０ ４９０∗∗∗

（０ １０３）
－ ０ １９７　
（０ １３５）

－ ０ １５０　
（０ １２６）

　 初中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７）
－ ０ ２６６∗∗∗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７６）

－ ０ ４１１∗∗∗

（０ ０９５）
－ ０ １８５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２）

　 高中 ／ 中专
０ １１７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７）

－ ０ ２７２∗∗

（０ ０９７）
－ ０ １４９　
（０ １２９）

－ ０ ０９５　
（０ １２４）

　 大学专科
０ １７８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５）

－ ０ ０５４　
（０ １３８）

－ ０ ２０８　
（０ １３３）

职业 （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

　 单位负责人
０ ５５３

（０ ３４６）
　 ０ ８１６∗

（０ ３５５）
０ ３０９

（０ ２７７）
０ ２１０

（０ ２７９）
０ ３７１

（０ ４００）
　 ０ ５５４∗

（０ ２６９）

　 专业技术人员
－ ０ ００８　
（０ １０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１）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９

（０ ０９５）
０ １４６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６）

　 办事人员
０ １３７

（０ １８０）
　 ０ ３６９∗∗

（０ １４６）
－ ０ １９４　
（０ １４６）

　 ０ ３５４∗

（０ ２０７）
０ １８７

（０ ２１８）
０ ２６２

（０ １９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９１）
　 ０ １７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５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１）

　 农业及产业工人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０）

－ ０ ２０５∗∗∗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７８）
－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３
（０ ０６６）

观测数 １０８２５ ２５７３５ ２７７６６ １８１７１ １１４８１ １８７３３

伪 Ｒ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９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分城市级别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整体来看， 住房类型在各类城市中都对身份

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 首先， 自有住房的影响显著。 与租房相比， 无论在哪一级别

城市， 自有住房都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且城市级别越高， 自有

住房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越强。 其次， 单位提供房的影响在不同级

别的城市中具有差异。 在一线城市， 单位提供住房对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并不显著， 即单位提供房与租住私房在身份认同上并没有差别。 但是在其他级别的

城市中， 单位提供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但影响都是负向的， 即除一线城市外， 其

他城市中住单位房者比租住私房者更不认同其本地人身份。 再者， 政府公租房的影

响在不同城市有差别。 在一线、 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住政府公租房都能够显著提升

本地人身份认同， 在这些城市中， 租住政府公租房者比租住私房者认同感更强。 在

三、 四线城市， 住公租房者与租住房者没有区别， 而在五线城市中， 住公租房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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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 一线城市等大城市中房价较高， 买

房对于农民工来讲可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政府公租房作为福利保障性住房可

以满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需求， 可以给农民工带来本地人身份的认同感， 但在小

城市中， 住公租房则意味着贫困、 无法立足城市， 所以认同感反而是低的。 再次，

借住房者总体来看认同感强于租住房者， 在三、 四线城市影响不显著， 在一、 二线

城市和五线城市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最后， 非正规住房在一线城市和租住房者在认

同感方面无显著差别， 但是在其他城市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住房支出在不同级别城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相同。 在一线、 新一线和五

线城市都不显著。 在一线、 新一线城市，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购房无望， 住房支出

高低与认同并不相关。 在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则住房支出占比是显著的， 二、 三

线城市住房支出比的影响是正向的， 即住房支出比高者更认同其本地人身份。 这

是因为在这些城市房价虽然较高， 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好于四、 五线城市， 农

民工还可以负担得起房子， 一般流入城市且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工可以贷款买

房， 有了定居能力， 所以住房支出高认同感也强。 而在四线城市， 虽然住房支出

比仍然对身份认同有正向影响， 但是住房支出比的平方也是显著的， 且系数为

负， 这说明四线城市住房支出占比过高反而会降低身份认同感， 支出负担重的问

题凸显出来。 四线城市虽然房价比较低， 很多农民工通过借款或者贷款买得起房

子， 但是由于他们收入水平低， 购买力有限， 住房支出占比过高则会降低其身份

认同感。

（三） 住房群体的身份认同： 城市级别影响

住房在现代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影响很大。 住房阶级理论认为， 拥有住房使得一

些人很快地积累起巨额财富并获得更多的生活机会， 形成了财富占有上的区分并最

终导致社会阶层的区隔， 因此高房价和高房租就使得住房差异对人们的生活状况影

响很大，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１９８４）。 不同住房群体之间差别

大， 而其内部同质性强。 那么那些拥有自有住房或者拥有住房保障的群体在不同级

别城市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差异呢？ 围绕此， 本文分别对四类住房群体进行分析： 一

是把所有群体分为有房群体和无房群体进行分析； 二是分析享有住房保障的特定群

体， 即单位提供房群体和政府公租房群体， 利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级别对

这些不同住房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影响 （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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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不同住房群体的身份认同： 城市级别的影响

自有住房群体 无房群体 单位提供房群体 政府公租房群体

城市级别 （以一线城市为参照）

　 新一线城市
　 ０ ２３６∗∗

（０ ０７３）
　 ０ ４１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６）
－ ０ ８８９　
（０ ５７８）

　 二线城市
　 ０ ３０５∗∗∗

（０ ０７７）
　 ０ ４８０∗∗∗

（０ ０２７）
　 ０ １５０∗

（０ ０６５）
－ ０ ９７５　
（０ ６１０）

　 三线城市
　 ０ ４０６∗∗∗

（０ ０７４）
　 ０ ７４３∗∗∗

（０ ０３０）
　 ０ ３３９∗∗∗

（０ ０７５）
－ ０ ８３９　
（０ ５９３）

　 四线城市
　 ０ ６１９∗∗∗

（０ ０７４）
　 ０ ８８２∗∗∗

（０ ０３５）
　 ０ ５２２∗∗∗

（０ ０８７）
－ ０ ８６４　
（０ ６１８）

　 五线城市
　 ０ ７３８∗∗∗

（０ ０７３）
　 １ ０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６４７∗∗∗

（０ ０８２）
－ １ ０５９∗

（０ ５７６）

住房支出比
－ ０ ６８１∗∗∗

（０ １６２）
　 １ ２５７∗∗∗

（０ １１７）
０ ０８４

（０ ３６２）
１ ５９０

（１ １９５）

住房支出比平方
０ ５０５∗∗

（０ ２３４）
－ １ ０７５∗∗∗

（０ １５０）
０ ６９３

（０ ５５４）
－ ２ ７５４　
（２ ００８）

流动范围 （以市内跨县为参照）

　 跨省
－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８）
－ ０ ６４０∗∗∗

（０ ０２３）
－ １ ０８５∗∗∗

（０ ０６１）
－ ０ ５３２∗

（０ ２３７）

　 省内跨市
－ ０ ２５１∗∗∗

（０ ０３７）
－ ０ ３０７∗∗∗

（０ ０２４）
－ ０ ６１５∗∗∗

（０ ０６５）
－ ０ ３８２　
（０ ２３５）

本次流动时间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初次流动时间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年龄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９）

性别 （女 ＝ ０）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５）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７）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８）

婚姻 （以未婚为参照）

　 已婚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２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９０　
（０ ２１４）

　 离异或丧偶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９９∗∗∗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９７　
（０ １１８）

０ ２４８
（０ ３８６）

学历 （以大学本科及以上为参照）

　 未上过小学
－ ０ １３６　
（０ １１５）

－ ０ ４１６∗∗∗

（０ ０６８）
－ ０ ３５８∗∗

（０ １５７）
－ ０ ８８６　
（０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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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有住房群体 无房群体 单位提供房群体 政府公租房群体

　 小学
－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８）

－ ０ ２３０　
（０ ０５２）

－ ０ ３６８∗∗

（０ １０７）
０ ４２１

（０ ３６９）

　 初中
－ ０ １１２　
（０ ０６８）

－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９）
－ ０ ２８１∗∗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２

（０ ３２２）

　 高中 ／ 中专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３４　
（０ ０９７）

０ １７５
（０ ３１８）

　 大学专科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４

０ ５５７
（０ ３３６）

职业 （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

　 单位负责人
　 ０ ３７０∗

（０ １９８）
　 ０ ４８０∗∗

（０ ２０２）
　 ０ ８２１∗

（０ ３４６）
０ ２１２

（０ ５９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１７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６）
－ ０ １７７　
（０ １０７）

－ ０ ４８８　
（０ ３３５）

　 办事人员
　 ０ ３７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７）
－ ０ １３６　
（０ １８９）

０ ３８０
（０ ４６８）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４）
０ １４６

（０ ０９９）
－ ０ １６４　
（０ ２７８）

观测数 ２３６６３ ７５７２４ １２３０６ １０１８

伪 Ｒ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５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从不同住房群体在各级城市的身份认同来看， 城市级别的影响有所不同。 虽然

根据前面的分析， 自有住房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强于其他类型群体， 但是无论有房还

是无房， 农民工身份认同感都会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增强， 城市级别越低、 认同

感越强。 这说明， 即使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农民工在本地人身份认同上仍然存在城

市级别的差别。 对于有住房群体和无房群体来说， 住房支出占比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非线性的， 但是其方向相反， 有房者的身份认同感随着住房占比的上升先下降后上

升， 占比越高身份认同感越强， 说明对于那些有能力在较大城市购房的农民工， 虽

然住房支出高、 占比高， 但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了， 认同感较强。 而无房者的身份认

同感随着住房支出占比的上升先上升而后下降， 占比过高身份认同感反而较低。 这

说明， 房租过高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的负面影响很大。

对于单位提供房群体来说， 与一线城市相比， 其身份认同感在新一线和二线城

市都不显著， 说明在超大城市或者大城市， 单位提供房群体在身份认同上都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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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别。 但到了三、 四、 五线城市， 该群体认同感则与一线城市存在显著差别， 认

同感随着城市级别降低而越来越强。 而在这个群体中， 住房支出对认同感没有影响。

对于政府公租房群体来说， 其身份认同感并没有随着城市级别变化而有不同，

其认同感在城市级别上没有差别。 这说明， 政府公租房相对减小了农民工在大城市

的融入难度， 使得不同级别城市的身份认同感不再具有显著差别。 因此， 可以认为

大城市政府公租房能够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 从而消解了城市级别对其身份认

同的影响。 另外， 住房支出对于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也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看， 对于有房群体来说， 其身份认同仍然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增强。

这说明有房并不能完全消解不同级别城市融入难度的影响， 城市融入的门槛越高，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越低， 城市融入难度仍然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

这否定了假设 ２ １。 政府公租房群体的身份认同不随城市级别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这说明， 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会消解级别城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使不同级别城市

融入难度的影响不再显著。 但是， 单位提供住房不具有这种消解作用， 这部分证实

了假设 ２ ２。

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原国家卫计委 ２０１７ 年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 住房状况和城市级别对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是显著的， 但由于不同级

别城市融入难易程度不同， 二者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机制比较复杂。

首先， 住房状况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和身份认同来说至关重要。 无论在哪一级

别城市中， 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认同影响都是正向的。 住房条件越好， 农

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越强， 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最重要因素。 相对于租房

来说， 自有住房更有利于形成本地人身份认同， 而非正规住房则显著地降低本地人

身份认同。 政府公租房能够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单位提供住房则降低了农民工

的身份认同， 其认同感低于租房群体。 总体上看， 住房支出比越高本地人身份认同

感也越强， 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后， 住房支出过高可能会降低认同感。 不同级别城市

又不同， 在二、 三线城市支出比越高身份认同感越强， 在四线城市住房支出比高会

降低身份认同。 住房支出比对有房群体和无房群体也有差异， 就有房群体而言，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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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住房支出比可能提升其身份认同， 而对于无房群体而言， 住房支出比过高则降

低其身份认同。

其次， 讨论住房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必须考虑不同级别城市的差异。 对农

民工来说， 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既受住房状况影响， 也与城市融入的难易程度密

切相关。 无论有房群体还是无房群体， 其身份认同随着城市级别的降低而增强， 拥

有住房并不能完全消除不同级别城市融入难度的影响。 然而， 住房保障会消解级别

城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享有政府公租房者其身份认同不随城市级别的变化而有所

不同。 政府公租房在一线、 新一线、 二线等大城市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感， 享受公租房者比租房者本地人身份认同感更强， 城市级别越高， 政府公租房越

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认同感。 不过在五线城市， 政府公租房政策反而降低了农民工

的身份认同感， 住房公租房政策在不同级别城市的效果不同， 甚至相反。 这个结果

值得反思， 住房保障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不能一刀切。

总体来看， 本研究结果对于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启示有三点。

第一， 住房正成为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塑造力量。 学术界对于我国的城镇化

道路的选择一直存在大城市化、 还是中小城镇化的争论。 大城市发展机会多， 具有

聚集优势，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城市化路径也是大城市化， 因此大城市化在学术界

有很强的声音。 鉴于大城市化带来的 “大城市病”， 在学术界和政策界， 倡导中小

城镇化道路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目前， 我国城镇化规划还是倡导中小城镇化， 限制

大城市、 超大城市人口规模，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虽然如此， 长期以来人口仍然一

直涌向大城市。 人口流向一方面与就业机会、 人口政策等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住房

价格、 融入难度有关。 面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 一些在大城市工作、 收入较高的白

领开始了 “双城生活”， 在一线城市工作， 在二、 三、 四线城市买房。 农民工更是

如此。 他们在大城市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完成自身的经济市民化

（齐红倩、 席旭文， ２０１６）， 而在中小城市买房， 完成社会身份的市民化。 这种状况

导致流入大城市的农民工本地人身份认同相对不高， 在中小城市则更容易完成市民

化， 形成本地人身份认同。

第二，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住房政策非常重要。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城镇落户的限制逐渐取消， 农民落户城镇难度变小， 但户籍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

义也在降低。 对于农民工来说， 买不起房子， 即使落了户也不是城市的本地居民，

难以形成认同感。 随着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难度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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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而言， 住房保障政策变得更加重要， 农民工能够在城

市买房或者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租房， 更可能形成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但是， 目前

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还很少惠及农民工， 无论公租房， 还是住房公积金制度， 都是嵌

入在单位体制之下的， 对于农民工还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赵卫华等， ２０１９）。 因此，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从政策上考虑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第三， 要加强住房保障， 但是却不宜一刀切。 城市级别越高， 住房保障政策，

特别是公租房政策对农民工身份认同感的增强越明显， 这种效果随着城市级别的降

低而降低， 在五线城市， 政府公租房政策却降低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 鉴于不同

城市的住房市场供给的差异较大， 房价差异较大， 住房保障政策因城施策效果会更

好。 目前， 不同级别城市房价、 房屋供给量不断分化， 在房价较高的城市， 农民工

依靠自身力量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较小， 住房保障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关键影响因素。

而在小城市， 特别是人口流出较多的小城市， 住房市场不景气， 房租也不高， 廉租

房不宜作为住房政策的重点。 当前户籍改革的步伐仍然在加快， 农民工落户城市的

制度障碍在不断减小， 但住房、 教育等现实困难仍然很大。 要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

使农民工真正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还需要更多因地制宜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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