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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刚　 张建宝

提　 要： 工作贫困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 国内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且鲜有专门针对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两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八个大城市流动人口数据， 对青年农

民工工作贫困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工作

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 岗位工资低、 专业技术能力缺乏、 就业稳定性差、 非正规雇

用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四个主要劳动力市场因素； 劳动密度和子女养育是

影响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两个关键家庭因素。 基于此， 本文提出下一步政策应从

规范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完善家庭政策两方面予以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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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劳动力市场的开放， 制度环境的改变， 代际的更替， 客观上为农民工融入城市

提供了较好机遇。 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民工也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其

市民化面临新的困境。 “农民工回流” 和 “民工荒” 就是这种新困境的真实反映

（黄乾， ２００９）。 两轮民工荒反映出农民工回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 一方面， 农民工

长期处于低工资、 低福利和低保障的状态中， 他们得到的收入、 享受的福利与他们

付出的劳动强度、 时间、 精力等代价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 “民工荒” 更体现为职

业与家庭间的矛盾， 农民工既意图通过务工获取更多收入， 也希望能够照顾家庭，

而一些产业的农民工劳动强度大、 时间长、 收入有限且难以照料家庭 （李波平、 田

艳平， ２０１１）。 从某种程度上说， “民工荒” 也是 “工资荒” “权益荒”， 当工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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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收入和福利不能满足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 赡养抚育家人和自身素质提高

的需要时， 农民工就会选择更换工作或者回流 （刘铮， ２００６）。 换言之他们经常处

于一种工作贫困的状态， 回流正是这种状态的结果。 它表明， 随着社会的转型， 只

要工作就可以远离贫困的生存逻辑已不再适用 （周娟， ２００９）。

大部分农民工是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 相比留守在农村的其他人而言， 他们

似乎与贫困没有太多的牵连。 同时， 政府也是把引导农民工进城务工作为农村地区

重要的反贫困措施加以实施。 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很少把成功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

农民工放在贫困的语境中审视， 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了贫困 （刘

祖云、 葛笑如， ２０１４）， 甚至低收入农民工群体还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的重要来源

（杨舸， ２０１７）。 近年来， 针对农民工的贫困问题， 很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

大量研究 （参阅杨帆、 庄天慧 ２０１７ 所做综述）。 而本文从工作贫困的研究视角将宏

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因素与微观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相结合， 从多个层次和维

度分析工作贫困产生的原因， 从而为社会政策干预找到切入点。 本研究以青年农民

工为研究对象， 使用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 对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发生率进行

估计， 对影响工作贫困因素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

对策。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工作贫困的概念

工作贫困是指 “所在家庭的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下， 且正在工作的群体” （寇竞、

胡永健， ２０１４； 鲁大明， ２０１７）， 或简言之就是有工作的穷人 （芦恒， ２０１３）。 在这

一定义中， 工作和贫困是两个主要概念。

首先， 关于贫困的测量。 界定贫困常用的四种方法是： 利用已有的官方贫困线；

采用某一社会救助项目资格； 采用最低工资、 中位工资或平均工资； 根据平均收入

或者中位收入一定比例 （姚建平， ２０１６）。 也有学者使用物质剥夺指数或者是消费

支出来界定贫困 （Ｃｒｅｔｔａｚ， ２０１３）。

其次， 关于工作的定义。 主要有静态定义和动态定义两种 （鲁大明， ２０１７）。

静态定义是指调查时的某个时间点是否正在就业； 动态定义是指在 “在某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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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工作的经历， 例如一年中有几个月以上在工作”。 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数

据的可获得性进行操作性定义。 如关于 ＯＥＣＤ 国家工作贫困的研究往往采取动态的

定义， 即一年中至少有 ６ 个月以上从事有薪工作 （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０９； 鲁大明，

２０１７）。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静态定义的好处是 “不在一开始就把任何类别的弱势

工人排除在外”， “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现在正就业的人同样也符合在前一年工作 ６ 个

月及以上的情况” （Ｈｉｃｋ ＆ Ｌａｎａｕ， ２０１８）。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定义 （姚建

平， ２０１６）。

本研究关于工作贫困的定义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５０％ ， 且调查前一周至少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的人。

（二） 关于工作贫困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

尽管工作贫困现象很早就被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关注， 但对其的解释并未形成一

致接受的理论模型。 现有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劳动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相关理论。 前者

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对工作贫困的影响， 例如经济全球化、 去工业化和

技术创新等。 后者主要关注福利国家相关政策工具与工作贫困之间的关系。

克莱塔兹 （Ｃｒｅｔｔａｚ， ２０１１） 从劳动力市场、 社会人口和政府公共政策三个维度

分析了社会变迁对工作贫困产生影响的宏观和微观机制。 宏观层面上， 首先， 从劳

动力市场来看， 全球化、 去工业化和技术变迁可能影响工作贫困； 其次， 家庭结构

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可能影响工作贫困； 最后， 福利国家的津贴和社会服务以

及劳动力市场的规制也会影响工作贫困。 这些宏观层面因素的变化主要通过个体工

资率、 劳动参与率以及家庭负担三种主要的微观机制影响到家庭层面的经济状况。

对中国农民工工作贫困的研究， 同样需要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中。 本

研究将借鉴克莱塔兹的分析框架， 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家庭变迁纳入农民工工作贫

困的研究框架， 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微观因素及其机制。

（三） 劳动力市场因素与农民工工作贫困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传统产业工人的减少是必然趋势， 那

些从事传统产业的低技能工人要么失业、 要么转向低端服务业， 以往稳定的就业往

往被缺乏保障的非正规就业所代替 （李姿姿， ２０１０）。 西方国家关于工作贫困研究

形成的一个共识是， 有工作未必能脱贫， 就业质量低会使人们随时有落入贫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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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张盈华， ２０１６）。 总体来看， 我国已经进入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国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 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 这意味着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

的主要领域， 劳动人口从工业流向服务业已成为新的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 低端劳动

力特别是农民工往往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受损者 （丁守海等， ２０１８）。

１ 农民工工资增长放缓， 低工资可能性增加

国外研究表明， 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型会产生更多的低工

资岗位和更高的贫困率 （Ｍｏｌｌｅｒ，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 年， 我国农民工在第三产

业就业的比例首次过半， 达到 ５０ ５％ ①。 同时， 农民工工资增长放缓， 工资水平仍

然较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 外出农民工工资以年均近 １１％的速度增长， 但是出现增速

放缓的趋势，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仅比上年增长 ６ ３４％ 和 ６ ５２％ 。 尽管农民工工

资一直在上涨， 但其月工资占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从未超过三分之二， 为

５７％—６４％ 。② 低工资是导致工作贫困的最直接原因。 对农民工而言， 当家庭收入

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 其低工资与其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关系更为紧密。 当然， 低工

资并不是导致工作贫困的充分条件。 工作贫困还与家庭内配偶收入、 家庭负担及社

会福利紧密相关。

假设 １： 如果青年农民工处于低工资状态， 其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大。

２ 农民工就业结构极化现象初显端倪， 内部分化日益明显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极

化现象。③ 近年来， 中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避免劳动纠纷， 积极推动机器人等自

动化设备的使用， 东部沿海及中部省份都纷纷推出 “机器换人”， 加快产业升级。

屈小博、 程杰 （２０１５） 的研究发现，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结构已经出现两极化端倪，

主要表现在低技能、 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和高技能、 高工资就业岗位数量要高于中等

技能和中等工资收入的就业岗位。 这也意味着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收入差距会继

续扩大， 农民工内部分化日益突出。 根据日常的访谈观察， 在管理岗位的农民工往

往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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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２： 与管理专业技术岗位农民工比较， 非管理专业技术岗位青年农民工更

容易陷入工作贫困。

３ 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的典型就业方式， 自雇就业趋势明显

克莱塔兹 （Ｃｒｅｔｔａｚ， ２０１３） 的研究表明， 非正规就业 （如自雇、 兼职就业等）

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 因为他们的收入缺乏稳定性。 在我国， 农民工是城市非正规

就业的主要群体。 这是因为， 非正规就业不仅使那些未能实现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能

很容易找到一份生存性的工作， 更在于其就业效果可能并不低于正规就业 （万向

东， ２００８）。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可细分为非正规自雇和非正规受雇 （李强， ２０１８）。

研究表明， 前者比后者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胡风霞， ２０１４）； 还有研究表明， 自雇

农民工在经济融合、 社会参与和心理融合等方面均比受雇者优越 （李树茁等，

２０１４）。 自雇经营能够产生有利于举家迁移的 “协同效应”， 即夫妻共同经营避免了

雇用他人带来的工资成本， 也可以解决妻子的就业问题， 还有助于妻子平衡工作和

家庭。 因此， 自雇是一种降低迁移成本的工作方式 （李强， ２０１４）。

假设 ３： 与正规就业者相比， 非正规自雇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风险无显著

差异， 非正规受雇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风险更大。

４ 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现象比较突出， 就业稳定性不高

就业稳定性差、 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征。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遭受的

最大风险就是失业。 农民工失业并不局限于无法就业的彻底失业状态， 而更多表现

为频繁更换工作单位和就业城市的就业短工化。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波动产生的失业

效应最早也会在就业质量偏低的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来 （刘祖云、 葛笑如， ２０１４）。 研

究显示就业的稳定性对维持农民工工资收入的稳定性以及工资水平具有显著而积极的

意义。 稳定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 （黄乾， ２００９； 谢勇， ２０１５）。

假设 ４： 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性越强， 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越低。

（四） 家庭因素与农民工工作贫困

通常认为工作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 但是欧美国家关于工作贫困的研究显示，

工作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相关因素， 与工作者个人特质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等并

无太大关系 （周娟， ２００９）。 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 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居住

模式变化、 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是我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主要趋势 （彭希

哲、 胡湛， ２０１５）， 当代中国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正在经历剧烈的震荡， 面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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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危机 （杨菊华、 何炤华， ２０１４）。 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 迁移和流动导

致家庭成员之间地域分割， 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

导致贫困风险增加。

１ 家庭化迁移而非个体迁移成为农民工流动的新趋势

早期的农民工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和迁移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以青壮年劳

动力单独外出为主。 近年来迁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农民工从候鸟式的非举家

迁移向举家迁移转变 （杨菊华、 陈传波， ２０１３）。 这种转变是农民工家庭经济理性

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熊景维、 钟涨宝， ２０１６）。 但是， 家庭化迁移尤其是

如果随迁家庭成员缺乏获取收入的能力 （例如未成年子女） 必将增加生活成本。 在

收入一定的情况下， 分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可利用资源必将减少。 举家迁移的方式，

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但也增加了农民工的生存压力， 降低其在城市的归属

感 （王荣明， ２０１６）。 特别是当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农民工由于市场需要或者个人、

家庭等原因减少劳动供给， 导致家庭劳动密度降低时， 这意味着家庭就业不充分，

就业成员的家庭供养负担重， 容易发生贫困 （张盈华， ２０１６）。

假设 ５： 家庭劳动密度对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工作密度越大， 工

作贫困风险越小， 反之， 工作贫困风险越大。

２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弱化， 工作家庭平衡矛盾突出

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 农民工在城市的制度性保障缺失， 他们因而对社会网络

和非正式渠道的支持非常倚重。 但是研究表明，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不仅小

于城市居民， 而且也小于农村居民 （王毅杰、 童星， ２００４）。 尽管家庭化迁移有助

于家庭内部核心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互助， 但是扩展家庭和其他亲属的支持网络由于

地域的阻隔而被弱化。 这对已婚且育有子女的女性就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已有研

究发现， 家庭化迁移对已婚女性往往意味着低就业率、 低工资和工作时间减少， 子

女随迁也会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投入以及工资水平 （卢海洋

等， ２０１３）。 此外， 农民工的流动也给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带来诸多的不稳定因素

（李卫东， ２０１８）， 可能导致婚姻破裂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相对其他单亲家庭而言，

农民工单亲家庭经济、 文化和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都非常有限 （王佳佳、 赵昊，

２００８）， 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更大。 因此， 不同家庭类型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会有

显著差异。

假设 ６： 与非育儿家庭相比， 养育子女的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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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 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

合专题调查。 该调查选取了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上海市松江区、 苏州市、 无锡市、

泉州市、 武汉市、 长沙市、 西安市、 咸阳市等八个市 （区）。 调查对象为 １５—５９ 岁

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的非本区 （县、 市） 户口的流动人口。 调查采用分层、 多

阶段、 与规模成比例的 ＰＰＳ 方法进行抽样， 最终样本量为 １６８７８ 个。 为了对比， 本

文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抽取出

上述八市 （区） 有关样本， 共计 １３４４０ 个。

鉴于本研究的主题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问题， 根据前文对工作贫困的定义，

本研究选择的样本为农业户籍， 年龄在 ４０ 周岁以下， “五一节” 前一周做过一小时

以上有收入工作的被访者； 同时， 为了减少由于家庭人口分离、 居住地不统一带来

的计算家庭人均收入和确定收入贫困线的困难， 本研究选择了举家迁移 （即调查登

记的家庭成员全部居住在本地） 的青年农民工样本。 最终进入分析的青年农民工样

本数量 ２０１３ 年为 ７２５７ 个， ２０１７ 年为 ４４１１ 个。

（二） 变量的设置

表 ２ 提供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１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工作贫困。 如果青年农民工本人所在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调查城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 ， 即认定其为工作贫困者。 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１ ＝是， ０ ＝否）。

农民工大多数都在城市中生活， 研究其贫困状况需以城镇居民为参照； 同时，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不宜采取单一的贫困线。 本研究参照国际通行的

做法， 将调查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 作为贫困线。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３ 年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率为 １９ ８２％ ， ２０１７ 年为 ２５ ０３％ ， 比 ２０１３ 年上升 ５ ２１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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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八城市 （区）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状况与低工资状况

城市
贫困线 （元 ／ 月） 低工资线 （元 ／ 月） 工作贫困率 （％ ） 低工资率 （％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松江区 １４９５ １９８７ ２４３０ ３２８５ １３ ２４ １０ ２５ ２４ ６３ １９ ４３

苏州 １７１４ ２４５０ ２２２０ ２７３０ ２２ ２５ ２７ ３４ １９ ０３ １１ ７２

无锡 １６２５ ２１９４ ２２２０ ２６５５ ２５ ３３ ３３ ９７ ２５ ４８ １４ ８５

泉州 １４７６ １７７９ １７５５ ２０２５ １８ ６９ ２１ ６０ ６ ７５ ９ ４０

武汉 １２４３ １８０９ １９５０ ２３２５ １７ ０５ ２ １５ １３ ３７ １７ ２９

长沙 １４０３ １９５６ １８９８ ２０８５ １４ １２ １３ ５７ １３ ３３ １６ ４６

咸阳 １１８７ １４２７ １７２５ ２２２０ ９ ９５ ３８ ４６ １６ ０２ ４６ １５

西安 １３７９ １６０６ １７２５ ２２２０ ２８ ２９ ２７ １７ １３ ８６ ２０ ７９

合计 １９ ８２ ２５ ０３ １６ ６３ １６ ９８

　 　 注： 贫困线根据调查城市 （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确定， 有关数据来自各城市 《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３ 年采用的是 ２０１３ 年当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因为 ２０１３ 年问卷问的是

“您家在本地每月总收入是多少钱”， ２０１７ 年采用的是 ２０１６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因为 ２０１７ 年问

卷问的是 “过去一年您家平均月收入”。 低工资线也根据调查城市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因为调查时点

是当年 ５ 月， 而最低工资调整的时间通常是当年 ７ 月。 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自调查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网站。

２ 自变量

　 　 表 ２ 自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２０１３ 年 （ｎ ＝ ７２５７） ２０１７ 年 （ｎ ＝ ４４１１）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工作贫困 是 ＝ １， 否 ＝ ０ １９ ８２ ２５ ０３

自变量

社
会
人
口
特
征

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５５ ２３ ５５ ７５

年龄 范围 １８—４０ 岁 ２７ ４６ ６ １９ ２９ ５ ５２

年龄平方 ／ １０ 连续变量 ８２ ６２ ３５ ７４ ８７ １８ ３２ ０８

婚姻

未婚 ＝ １ （参照组） ３８ １４ ３０ ８１

已婚 ＝ ２ ６１ ２６ ６８ １５

离异或丧偶 ＝ ３ ０ ５９ １ ０４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 （参照组） ５ ８８ ４ ４

初中 ＝ ２ ５４ ０４ ４３ ４８

高中 （中专） ＝ ３ ３０ ５２ ３０ ４９

大专及以上 ＝ ４ ９ ５５ ２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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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３ 年 （ｎ ＝ ７２５７） ２０１７ 年 （ｎ ＝ ４４１１）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劳
动
力
市
场
因
素

是否低工资 是 ＝ １， 否 ＝ ０ １６ ６０ １６ ９８

就业身份

雇员 ＝ １ （参照组） ６４ ９９ ５８ ５１

自雇 ＝ ２ ２４ ８４ ３０ ９５

雇主 ＝ ３ ６ ７１ ４ ２６

其他 ＝ ４ ３ ４６ ６ ２８

职业类型

技术或管理 ＝１ （参照组） ６ ７ １０ ３４

经商 ＝ ２ １５ ８９ ２１ ９７

服务人员 ＝ ３ ３７ ３ ３６ ３２

工人 ＝ ４ ３６ ５ ２５ ６

其他 ＝ ５ ３ ６１ ５ ７８

是否签劳动合同 是 ＝ １， 否 ＝ ０ ４３ ８５ ４４ ２１

家
庭
因
素

家庭 规 模 （ 人

口数）
连续变量 ２ ４９ １ ２１ ２ ８１ １ ７８

劳动密度 连续变量 ０ ９２ ０ ２１ ０ ８８ ０ ２３

家庭类型

夫妻 ＝ １ （参照组） ７ ０４ ６ ７１

夫妻与一个孩子 ＝ ２ ３５ ３ ３３ ３３

夫妻与二个以上孩子 ＝ ３ １５ ３８ １８ ７５

夫妻孩子父母 ＝ ４ ２ ６３ ７ ５９

个人 ＝ ５ ３２ ７７ ２４ ０５

单亲 ＝ ６ ０ ３４ ０ ７７

其他 ＝ ７ ６ ５３ ８ ８

地
区
因
素

城市带

长三角 ＝ １ （参照组） ４５ ０３ ３５ ２８

长江中游 ＝ ２ ２３ ６３ ３１ ７８

海峡西岸 ＝ ３ １２ １７ １１ ３４

关中地区 ＝ ４ １９ １７ ２１ ６１

本文重点考察劳动力市场因素、 家庭因素对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 故自

变量的定义如下：

劳动力市场状况包括是否低工资、 职业类型、 就业方式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四

个指标， 主要反映了就业质量的高低。 个人是否低工资通过个人工资收入 （包括经

营收入） 与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比较。 根据国际惯例，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职工平均

工资水平的 ４０％—６０％ （胡远华、 柯慧飞， ２０１２）。 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往往偏低，

因此我们采用调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１ ５ 倍作为是否低工资的判断标准。

２４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９ ４



职业类型操作化为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 ＝ １）、 经商人员 （ ＝ ２）、 服务人员

（ ＝ ３）、 普通工人 （ ＝ ４）、 其他 （ ＝ ５）。 就业身份操作化为有固定雇主的雇员

（ ＝ １）、 自雇 （ ＝ ２）、 雇主 （ ＝ ３）、 其他 （ ＝ ４， 包括零工、 散工、 家庭帮工等）。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为二分变量是 （ ＝ １） 和否 （ ＝ ０）， 主要反映了就业的稳定性。

家庭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了家庭劳动密度和家庭结构类型。 前者为连续变

量， 后者为分类变量。 关于家庭劳动密度， 本文使用家庭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

（１８—６４ 岁） 的比重来测量。 由于两轮数据都只问了被访者的就业情况， 没有问其

他家庭成员就业情况， 无法准确计算该指标。 但是， 问卷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外出的

原因， 本文将外出原因为务工、 经商者假设为就业， 从而近似地构造出家庭劳动密度

这一指标。 家庭结构分为七类家庭， 即夫妻 （ ＝１）、 夫妻与一个孩子 （ ＝２）、 夫妻与

二个及以上孩子 （ ＝３）、 夫妻孩子和老人 （ ＝ ４）、 单身 （ ＝ ５）、 单亲 （ ＝ ６）、 其他

（ ＝ ７）。 通过家庭类型的划分， 既可以考查家庭结构的差异对工作贫困的影响， 又

可以考察不同子女数量对工作贫困的影响。 此外， 国内相关研究往往把家庭规模作

为重要变量纳入模型， 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与工作贫困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

（寇竞、 胡永健， ２０１４； 涂丽、 乐章， ２０１８）， 本研究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

型， 操作化为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 前者包括年龄、 性别、 婚姻

和学历水平。 年龄和年龄平方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性别作为二分变量纳入模型，

男 （ ＝ １）、 女 （ ＝ ０）； 婚姻作为类别变量纳入模型， 未婚 （ ＝ １）、 已婚 （ ＝ ２）、

离异或丧偶 （ ＝３）； 受教育为分类变量 （小学及以下 ＝ １， 初中 ＝ ２， 高中中专 ＝ ３，

大专及以上 ＝４）。 区域变量具体化为四大城市带： 长三角 （ ＝ １）、 长江中游 （ ＝ ２）、

海峡西岸 （ ＝ ３）、 关中城市群 （ ＝ ４）。

（三） 分析策略

本文运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模型， 将 “非工作贫困” 一

类作为参照组， 研究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 使用嵌套模型的方式来评估各要

素对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以及这些要素如何影响到农民工的工作贫困。 本文首先

建立基准模型， 然后逐步加入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家庭因素， 以观察其对工作贫困的

影响。 我们分别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八个城市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回归分析， 以期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充分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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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３ 总结了模型建构的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是基准模型， 将社会人口因素和地域因素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模型 １ 表明年龄、 年龄平方、 性别、 婚姻、 学历水平、 城市带均对青年农民工工作

贫困有显著影响。 年龄的影响在取值范围内呈曲线上升趋势， 意味着随年龄增长，

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的风险增大； 其内在机制需要结合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家庭因素

进一步探究。 男性被访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高于女性被访者①。 可

　 　 表 ３ 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社

会

人

口

因

素

年龄
０ ９０６∗ ０ ９５３ ０ ９８７ ０ ７５９∗∗∗ ０ ８３２∗ ０ ８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０）

年龄平方 ／ １０
１ ０２０∗∗ １ ０１２ １ ００１ １ ０４９∗∗∗ １ ０３５∗∗ １ ０２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性别 （男 ＝ １）
１ ２５８∗∗∗ １ ７５５∗∗∗ １ ７３５∗∗∗ １ １３５ １ ３４５∗∗∗ １ ４１８∗∗∗

（０ ０８１） （０ １２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８６） （０ １１０） （０ １２８）

婚姻 （参照组： 未婚）

已婚
８ ０９５∗∗∗ ９ ８３７∗∗∗ １ ７８１ ４ ７７３∗∗∗ ５ ０００∗∗∗ ０ ４６５

（０ ９９８） （１ ２７５） （０ ８３０） （０ ６４９） （０ ７０５） （０ １８６）

离异 ／ 丧偶
６ ５９３∗∗∗ ７ ４９５∗∗∗ ５ ３９８∗ ２ １４２ ２ ３１２∗ １ ３２９

（２ ４３９） （２ ９３８） （３ ９４０） （０ ８６０） （０ ９５３） （０ ８９６）

学历 （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６１３∗∗∗ ０ ６７０∗∗∗ ０ ８５５ ０ ６２９∗∗ ０ ７１０∗ ０ ７６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９） （０ １４２）

高中
０ ３６７∗∗∗ ０ ４３２∗∗∗ ０ ６２６∗∗ ０ ３９９∗∗∗ ０ ５１６∗∗∗ ０ ５９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２） （０ １１６）

大专及以上
０ ２２２∗∗∗ ０ ２８９∗∗∗ ０ ５１０∗∗∗ ０ ２０１∗∗∗ ０ ２９２∗∗∗ ０ ３３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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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常关于工作贫困影响因素中个人特征变量往往取自户主， 但是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并没有标明户主。 本文

假设被调查者是户主。 根据婚姻匹配的原则， 夫妻双方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双方的就业和收入具有相似性。



续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劳

动

力

市

场

因

素

低工资 （是 ＝ １）
４ ３９３∗∗∗ ５ ０１８∗∗∗ ３ ４４５∗∗∗ ４ ２３９∗∗∗

（０ ３９０） （０ ４８７） （０ ３３６） （０ ４６５）

职业 （参照组： 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

经商
０ ７９１ ０ ８１７ ０ ８１４ ０ ８３７

（０ １３３）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７） （０ １７４）

服务工作
０ ８４４ ０ ８７０ １ １１５ １ ２８２

（０ １２７） （０ １４２） （０ １８１） （０ ２２７）

工人
０ ８８２ ０ ８７１ １ ３４３ １ ４３６∗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９） （０ ２１８） （０ ２５４）

其他
１ ０３６ １ ００９ １ ５９９∗ １ ７１４∗

（０ ２１７） （０ ２３０） （０ ３４１） （０ ３９８）
就业身份 （参照组： 受雇）

自雇
０ ９２４ ０ ７１７∗∗ １ １３３ ０ ８６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２） （０ １５６） （０ １３１）

雇主
０ ６０１∗∗∗ ０ ４３８∗∗∗ ０ ３８１∗∗∗ ０ ２５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９９） （０ ０７１）

其他
２ ０００∗∗∗ １ ２７３ １ ４８４ １ ２７０

（０ ３６０） （０ ２３９） （０ ２４２） （０ ２２８）

劳动合同 （是 ＝ １）
０ ７１２∗∗∗ ０ ７８４∗ ０ ７３１∗∗ ０ ７９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２）

家

庭

因

素

家庭规模
１ ５４９∗∗∗ １ ８４０∗∗∗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０）

劳动密度
０ ６２５∗∗ ０ ３５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６２）

家庭结构 （参照组： 夫妻）

夫妻与 １ 孩子
４ ３０３∗∗∗ ３ ９７８∗∗∗

（１ ０８１） （１ ２２２）

夫妻与 ２ 个及

以上孩子

１１ ６３４∗∗∗ ８ ４２１∗∗∗

（３ ８７８） （３ ０１６）

夫妻孩子父母
８ ２０２∗∗∗ ３ ４６０∗∗

（３ ５５２） （１ ４５１）

单身
０ ６７８ ０ ３４５

（０ ３５３） （０ １８４）

单亲
５ ０２４ ４ ９３２∗∗

（４ ３７３） （２ ９６９）

其他
３ ５２３∗ １ ４１５

（１ ８７９） （０ 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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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地

区

因

素

地区 （参照组： 长三角）

长江中游
０ ５８５∗∗∗ ０ ６２０∗∗∗ ０ ６０８∗∗∗ ０ ７２３∗∗∗ ０ ６８１∗∗∗ ０ ６９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０）

海峡西岸
０ ８６０ １ ０６７ ０ ８９６ ０ ６８９∗∗ ０ ７２６∗ ０ ７０９∗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１）

关中地区
１ ２７３∗∗ １ ３９８∗∗∗ １ ８１２∗∗∗ １ ０８３ ０ ８５６ １ ０８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３２） （０ １８７） （０ １０５） （０ ０９５） （０ １３３）

截距
０ ２５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４∗∗∗ １０ ５６６∗ １ ３９０ １ ０６６

（０ １６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２） （１１ ５４１） （１ ５７５） （１ ６０４）

样本数 ７２５７ ７２５７ ７１７２ ４４１１ ４４１１ ４３８６

Ｐｓｄｕ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３０８６ － ２９１８ － ２５５２ － ２２２８ － ２１０４ － １７８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１４６ ０ １９２ ０ ２８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５２ ０ ２７９

　 　 注：∗∗∗ｐ ＜ ０ ００１，∗∗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括号内为标准误。

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女性是次要来源。 与未婚者相比较，

已婚和离异者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其具体的机制需要结合家庭因素进行分

析。 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参照， 初中组、 高中组和大专及以上组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

显著降低， 这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吻合。 以长三角为参照， 长江中游地区青年农民工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要小， 海峡西岸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概率与参照组并无显

著差异， 关中地区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参照组。 出乎意料的

是， 长江中游地区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低于长三角地区， 一方面， 可能

是由于长三角地区贫困线相对较高的缘故， 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受到区域内部不同

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在呈收敛趋势， 特别是

中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 东部地区次之， 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获益较大 （转

引自丁守海， ２０１９）。

在模型 ４ 中， 年龄和学历水平对青年农民工是否工作贫困的影响与模型 １ 中一

致。 但是性别的影响不显著。 婚姻的影响也与模型 １ 有差别， 离异丧偶者的影响与

未婚者比较并没有显著差别。 地域因素的影响也与模型 １ 略有差别， 与模型 １ 一致

的是长江中游地区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较低， 不一致的是海峡西岸

地区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参照组， 关中地区则与参照组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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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进一步表明， 长三角地区青年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本地居民相比较差

距较大， 造成其相对贫困率较高。

模型分析的第二步是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加入劳动力市场因素。 可以看

出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的拟合度分别比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均有显著提升。 模型 ２ 表明个人

低工资确实对是否陷入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低工资者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是非低

工资者的 ４ ３９ 倍。 假设 １ 得到了证实。 职业类型的差异并未对工作贫困产生显著影

响， 表明 ２０１３ 年农民工内部的分化还不明显，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 从就业

身份来看， 以受雇者为参照， 自雇者与参照组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雇主陷入工作贫

困的概率显著要低于受雇者， 其他 （非正规受雇者）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高于

受雇者。 假设 ３ 得到证实。 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者比， 签订劳动合同者陷入工作贫

困的概率显著较低。 假设 ４ 得到了证实。

在模型 ５ 中， 青年农民工是否低工资、 就业身份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工作贫困

的影响与模型 ２ 一致， 职业类型的影响略有差别。 与管理专业技术岗位青年农民工

比， 那些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工作 （农林牧渔和无固定工作） 的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

贫困的概率要高出 ６０％ （１ ６０—１）。 假设 ２ 得到部分证实。

模型分析的第三步是在纳入劳动力市场因素后， 再把家庭因素纳入模型。 模型

３、 模型 ６ 分别与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相比， 拟合度进一步提高。 从模型 ３ 中可以看出，

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提升。 从模型 ３ 还可以看到， 家

庭劳动密度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家庭劳动密度越高， 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假

设 ５ 得到了证实。

家庭类型也对是否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以夫妻家庭为参照， 夫妻与一个孩子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是参照组的 ４ ３ 倍。 夫妻与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陷入工作贫

困的概率是参照组的 １１ ６ 倍。 可见， 随着孩子数的增加， 家庭负担的加重， 陷入工

作贫困的风险明显增加。 由夫妻孩子和父母组成的扩展型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

是参照组的 ８ ２ 倍， 介于夫妻与一个孩子和夫妻与两个及以孩子女家庭之间。 可能

的原因是与父母同住， 父母会分担照料儿童的责任， 增加夫妻尤其是妻子的劳动供

给。 当然， 也有可能父母年龄较大成为照顾的对象， 增加夫妻照料的负担， 减少劳

动供给 （宋月萍， ２０１９）。 其他类家庭 （包括成年子女与父母家庭和夫妻与父母家

庭等）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也要比参照组高 ３ ５ 倍。 总之， 与无孩子家庭相比较，

养育孩子的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显著要高， 凸显养育子女的高付出和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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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６ 得到了证实。

模型 ６ 中家庭因素的影响与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比较一致， 但是略有差异。 首先，

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 同时， 可以看出， 随着

家庭劳动密度的提升，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明显降低。 假设 ５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再分析家庭类型的影响， 以夫妻家庭为参照， 夫妻与一个孩子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

概率是参照组的 ４ ０ 倍， 夫妻与二个及以上孩子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是参照组

的 ８ ４ 倍， 由夫妻孩子与父母组成的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是参照组的 ３ ５ 倍，

单亲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是参照组的 ４ ９ 倍， 而单身家庭与其他家庭与参照组

并无显著差异。 与模型 ３ 比较， 相同的是多子女核心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最大，

不同的是单亲家庭陷入工作贫困风险显著提高， 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同时， 在养

育孩子的家庭中， 由夫妻、 子女和父母构成的扩展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最小，

凸显了父母分担照顾子女的作用。 其他类型家庭的影响不再显著。 更加充分证明了

假设 ６， 即与非养育子女的青年农民工比较， 育有子女的青年农民工更容易陷入工

作贫困，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

将家庭因素纳入模型之后， 社会人口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也略有变化。

从模型 ３ 来看， 劳动力市场因素中就业身份的影响更加突出， 与受雇者相比， 自雇

者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要低 ２９％ （１—０ ７１）， 可能确实存在夫妻 “协同效应”。 假

设 ３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同时， 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年龄的影

响和已婚者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它们的影响可能被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家庭因素所解

释。 同时， 与参照组小学组比较， 初中学历组的影响不再显著。 在模型 ６ 中， 劳动

力市场影响因素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职业为工人的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要比

管理专业技术人员高 ４４％ （１ ４４—１）， 并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 职业为其他 （农

林牧渔和无固定职业）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提高为 ７１％ （１ ７１—１）。 假设 ２ 得到了

证实。 表明普通工人与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确实存在极化现象， 但是商业和服务

性工作与管理专业技术工作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 这也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民

工选择从事第三产业， 而不愿意再做工人。 在社会人口因素方面， 模型 ６ 与模型 ３

一致的是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 婚姻的影响变得完全不显著， 更加说明年龄和婚姻

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产生影响的。 同时， 初中学历组青年

农民工和参照组相比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无显著差异。

综上， 表 ３ 的结果解释了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的机制。 其中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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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因素集中体现在就业质量方面的四个指标对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有显著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是否低工资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低工资者的工作贫困发生率显著高

于非低工资者， 假设 １ 得到了支持。 职业类型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与管理专业

技术人员相比较， 普通工人与其他 （农林牧渔、 无固定职业等）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

率要更大。 假设 ２ 得到了部分支持。 就业身份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与有固定雇

主受雇者相比较， 自雇者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要低， 而非正规受雇者陷入工作贫困

的概率显著要高。 假设 ３ 得到了支持。 签订劳动合同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陷入工

作贫困的概率更低， 假设 ４ 得到了支持。

家庭因素也对青年农民工是否处于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

扩大， 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家庭劳动密度对工作贫困有显著影

响， 家庭劳动密度越高，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越小， 反之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越大。

假设 ５ 得到了证实。 与无子女家庭相比较， 育有子女的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

更大， 假设 ６ 得到了证实。 不同类型的育有子女的家庭之间也存在差别。 从 ２０１７ 年

最新的趋势来看， 其中育有 ２ 个以上孩子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最大， 单亲家庭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次之， 再次为夫妇和 １ 个孩子家庭， 风险相对小的是夫妻孩子

父母这样的扩展型家庭。

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两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

八个大城市流动人口数据， 对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

发现：

第一， 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率总体较高且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１３ 年八大城市青年

农民工工作贫困发生率为 １９ ８２％ ， 到了 ２０１７ 年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率变为

２５ ０３％ ， 这一趋势应当引起重视。

第二， 从劳动力市场因素来看， 就业质量对青年农民工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就业质量越高， 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小。 具体体现为处于低工资状态的

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风险更大； 处于产业工人等低技能岗位者陷入工作贫困的

风险更大； 就业不充分的非正规受雇者 （主要表现为散工、 零工） 和欠缺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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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城镇化的推进， 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

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增大。 一方面， 农民工源源不断进城， 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

供给， 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相对下降， 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相对上涨。 另一方面，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机器对低技能型工人替代效应尤其明显， 这会大幅压缩对此

类劳动力的需求。 由此， 造成农民工的技能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此外， 户籍制度

及与之相关的职业歧视和工资歧视是导致农民工低工资的重要外部因素。 随着产业

结构重心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 服务业将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 但是农民工

更多从事相对低端的生活型服务业， 从事技术含量高、 专业性强的生产型服务业者

占比较低。 而前者的显著特征正是就业的非正规性和就业不稳定性。

第三， 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密度以及结构对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有显著影响。

家庭规模越大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更大； 有研究认为家庭人口越多， 家中子女和老

年人数量可能较多， 因而更易陷入工作贫困状态 （涂丽、 乐章， ２０１８）。 本文在控

制了家庭类型后， 家庭规模仍有显著影响， 可能还有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

家庭劳动密度对青年农民工陷入工作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明促进家庭次要

劳动力就业， 对于缓解工作贫困率有重要作用。 育有子女的家庭比没有子女的家庭

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大， 特别是对于多子女核心家庭和单亲家庭来说陷入工作贫困

的风险更大。 育有子女一方面导致家庭的负担急剧增加， 另一方面也使女性需要在

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中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 进而降低了工作机会或减少了工作时

间， 由此导致作为整体的青年农民工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大大增加。

对此， 应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两个方面着力进行社会政策干预， 以有效减缓和

消除青年农民工的工作贫困问题。

一是进一步发挥最低工资制度的兜底作用。 我国 ２００４ 年就制定并实施了 《最低

工资规定》。 但是最低工资的标准相对较低， 不能反映职工自身发展和家庭需求。

因此， 一方面， 要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加强监督监管， 有效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另一方面， 要提高青年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约率。 因为 《最低工资规定》 保护对象

是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者， 青年农民工往往因劳动合同签约率低而脱离最低工

资制度的保护。 提高劳动合同签约率既可以使其享受最低工资制度保护， 还可以提

高其就业稳定性。

二是进一步发挥工会的集体谈判作用。 在西方国家工会是工资决定机制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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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 通过集体谈判可以参与企业的工资决策。 尽管我国关于工会对员工工资的

促进作用的研究并无一致结论， 但是更多的研究认为工会具有工资促进效应 （李

龙、 宋月萍， ２０１７）。 各级政府、 工会应当积极鼓励、 支持、 引导青年农民工加入

工会组织，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作用。

三是进一步提升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政府应当设立专项的补贴， 既鼓

励企业对青年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 同时鼓励青年农民工个人通过市场或社会的途

径进行自我技能提升， 获得相关职业技能资质。 还可以开设企业社区大学， 采取送

学上门的方式提高农民工的学历水平和文化素养。

四是进一步鼓励青年农民工的多形式创业。 既往研究和本文研究都证明， 农民

工自雇就业的效果不比受雇就业差。 因此， 应当根据社会需要， 针对不同类型的非

正规就业采取不同的引导措施， 特别鼓励和支持青年农民工进行自雇形式的创业。

五是进一步重视对育儿农民工家庭的重点扶助。 我国人口流动的模式正在从单

身外出打工向举家迁移、 从短期外出打工向谋求在城市长期发展转变。 但是我国与

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体系最初是建立在流动人口频繁流动并最终返乡的假设之上的。

因此很有必要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政策中引入家庭视角 （徐晓新、 张秀兰， ２０１６）。

如本文研究结果所示， 有孩子的家庭比没有孩子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要大， 多

子女家庭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最大。 因此， 如何对育儿农民工家庭进行支持， 成为

政策干预的切入点。 我们认为针对育有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青年农民工可采取不同的

扶助措施： 对 ０—２ 岁的儿童采取儿童津贴的方式， 直接减轻育儿的经济负担； 对

３—５ 岁儿童提供可及性强、 价格低廉的托幼服务， 帮助女性实现就业， 在这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张燕教授提倡并亲自实践的非正规学前教育模式值得推广 （张燕，

２００５）； 对 ６—１２ 岁的儿童提供完善的课后托管服务， 帮助青年农民工能够实现工作

与家庭平衡， 如福建晋江市委托社会组织开办的 “四点钟学校” 就很有借鉴意义

（陈莲凤，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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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劳而不富： 青年农民工缘何工作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