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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加强流动人口规模调控． 2016 年在京流动人口的总量与增速双降，首

次出现负增长． 本文以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北京市的样本为基础，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群体的社区类型选择，论证城中村的空间整治措施是否精准定位到意欲疏解的目标

群体; 研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探讨栖居村委会社区与居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群体的留京意愿差异． 研究发现，

学历层次偏低、就业欠稳定、在京居留时间较短、家庭成员未随迁等一系列特征，能够预测流动人口有更高的概率

选择租住在村委会社区，并且研究发现栖居在村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显著低于居委会社区． 基于数据

分析，本文讨论了以城中村整治为代表的目标社区管治对缓解流动人口过度集聚的积极作用及其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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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

大量涌入特大城市，对流入地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供

给、社会治理及空间管治提出了新挑战． 北京市历

来重视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近年来更是从就业、
居住、教育和生活等方面规划人口，并综合采取“以

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政策手段疏解非首

都功能，有效调控了流动人口的总量和增速［1 － 2］．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可知，2000—2015 年间，北

京常住外来人口总量增长迅猛，但从 2011 年开始其

增长明显放缓，2016 年其总量与增速双降，首次出

现负增长． 非首都功能疏解旨在引导人口、产业和

设施疏散，但如何兼顾都市功能升级诉求与流动人

口居留问题，已成为当下城中村整治、棚户区改造、
北京旧城和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等一系列空间实践

面临的现实挑战［3 － 4］．
已有学者从全国尺度、地方案例以及代际比较

等不同视角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和定居意愿等

迁移问 题 开 展 了 诸 多 研 究． 在 全 国 尺 度 上，梁 土

坤［5］基于问卷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深受

生活适应性和社会融入度等指标的影响，而其家庭

收入水平等住房可支付能力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
杨雪和魏洪英［6］通过分析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人
力资本特征和经济特征发现流动人口群体的居留

意愿已出现了新的分化特征． 蔚志新［7］对比了全国

5 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差异，发现不同地区

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存

在差异，而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的差异并不显著．
已有研究也涉及大量案例研究． 杨政和罗雅楠［8］研

究发现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收入对流动人口居留

意愿有提升作用． 刘于琪等［9］对比了智力型、劳动

力型、投资型 3 类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发现投资型

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移民次之，劳力型移

民最弱． 此外，典型社区研究也成为研究热点． 不同

社区的住房供应模式有助于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

流动人口逐步定居和融入城市中［10 － 11］． 有研究已

证实了产业疏解政策正在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留京

意愿，但流动人口强烈的定居意愿会对疏解措施的

实施效果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阻碍［12］．
综上，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下，政府合理调

控流动人口规模并清理非正规流动人口的聚居区．
本文从城和村二元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的视角切

入，再次审视近期北京流动人口的社区选择和留京

意愿问题． 该视角将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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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不同类型社区的社会-空间集聚规律，并论证以

城中村整治为代表的目标社区管治对缓解流动人

口过度集聚的积极作用及其新挑战．

1 北京大都市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

管治回顾

伴随着人口爆炸式增长和政府管理理念的不

断转变，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政策也在不断演进，并

深刻影响着外来群体的居住选择和居留意愿． 暂住

证制度始于 1985 年．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

中后期，北京市对流动人口进行总量监控，并有计

划的予以清退，但这些行政手段并未有效缩减来京

流动人口的规模． 有研究调查了以“浙江村”为代表

的流动人口聚居村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揭示了其

基于亲缘、乡缘和业缘的生产、聚居、社会和福利组

织方式． 而这些又建立在脆弱的外来-本地物业租赁

关系上、尤其是城中村和城边村的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的非法流转行为上［13 － 15］．
近年来，随着北京建成区不断扩张，流动人口

和低端产业逐渐向城乡结合部聚集． 城乡结合部始

终是多种利益交织、各种矛盾凸显的“阴影”地区，

主要体现在: 流动人口大量集聚甚至导致人口严重

倒挂、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消防隐患突出

等．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调查数据，截至 2007 年，北京城乡结合部万人以

上规模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多达 116 个，比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净增 3 倍，其中流动人口规模已逾 400 余

万人［16］．
整治城中村因而成为首都功能升级的关键一

步． 在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北京集中整治了奥

运场馆周边及 四 环 路 以 内 的 城 中 村． 2010—2012
年，北京改造城乡结合部 50 个重点村，涉及百余万

流动人口［17］．《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 2015—2017) 》规定，到 2017 年底，北京累计调

减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口约 50 万人［18］． 2017 年 1—
10 月，北京市 100 个挂账重点地区全部完成整治任

务，拆除出租大院 881 个，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1. 9 万

处、安全生产隐患 2. 8 万余处［19］．
伴随着市区租金抬升、以及棚户区和城中村改

造的加速推进，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市外围边缘区扩

散［20 － 21］． 图 1 对比了北京市外来人口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在乡镇街道空间尺度上的分布变动，证实了

该外迁趋势． 此外，有研究还从城乡住房供给制度的

视角解析了上述郊区聚居空间现象背后的社会涵

义［22 － 23］． 流动人口可选择的低租金居住空间不断缩

减，同时也承担着正规社区租金不断上涨的挑战．

图 1 北京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

数据来源: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5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抽样

采集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 流动人口目标总体为在调查前一个月前来北

京居住、非北京户口且 2015 年 5 月年龄在 15 周

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不包括在车站、码头、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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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旅客、病人及临时陪护人员、
在校学生 及“半 边 户”、临 时 场 所 ( 工 地、废 弃 厂

房、草棚、涵洞等) 的暂居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个人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 1 ) 家庭成员与收

支情况; ( 2 ) 就业情况; ( 3 ) 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

生育服务; ( 4) 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 本文涉及到的

社区类型分为居委会社区和村委会社区． 居委会社

区按照城市社区体制运行，而村委会社区的组织管

理方式主要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农民的个人

宅基地制度． 本文主要选取家庭成员与收支情况和

就业情况两部分内容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具体变

量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赋值与数据统计

变量 赋值及占比

性别 男性 = 0( 51. 8% ) ，女性 = 1( 48. 2% )

年龄 单位: 岁( M － 35. 3)

婚姻状况 已婚 = 0( 81. 2% ) ，未婚 = 1( 18. 8% )

教育背景 小学及以下 = 0( 7. 8% ) ，初中 = 1 ( 38. 3% ) ，高中 /中专 = 2 ( 22. 5% ) ，专科 = 3 ( 14. 0% ) ，本科 = 4 ( 14. 9% ) ，研究生 = 5

( 2. 6% )

家庭月收入 0 ～ 0. 4 万元 = 0( 21. 2% ) ，0. 4 ～ 0. 6 万元 = 1( 24. 4% ) ，0. 6 ～ 1. 0 万元 = 2 ( 30. 5% ) ，1. 0 ～ 1. 5 万元 = 3 ( 10. 3% ) ，1. 5 万元

以上 = 4( 13. 6% )

职业 生产、运输、建筑业 = 0( 9. 1%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1 ( 1. 1% ) ，专业技术人员 = 2 ( 13. 1% ) ，公务员、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 3( 3. 3% ) ，商业服务业 = 4( 53. 5% ) ，农林牧渔水利 = 5( 0. 4% ) ，失业及其他 = 6( 19. 6% )

行业 第二产业 = 0( 13% ) ，第一产业 = 1( 0. 7% ) ，商业服务业 = 2( 29. 4% ) ，生产服务业 = 3( 18. 0% ) ，生活服务业 = 4 ( 15. 5% ) ，

公共服务业 = 5( 7. 1% ) ，不固定或其他 = 6( 16. 3% )

单位性质 其他或者无单位 = 0( 23. 8% ) ，公有制单位 = 1 ( 10. 1% ) ，内资私营 = 2 ( 28. 2% ) ，内资股份 /联营 = 3 ( 8. 6% ) ，个体户 = 4

( 25. 3% ) ，外资独资 /合资 = 5( 3. 7% ) ，社团 /民办 = 6( 0. 2% )

就业身份 雇员 = 0( 55. 5% ) ，雇主 = 1( 8. 0% ) ，自营劳动者 = 2( 19. 1% ) ，其他 = 3( 17. 4)

子女随迁 子女随迁 =0( 46. 6% ) ，无子女随迁 =1( 53. 4% )

配偶随迁 配偶随迁 =0( 76. 0% ) ，无配偶随迁 =1( 24. 0% )

来京时长 单位: 年( M － 6. 1)

来源地户口 城镇户籍 = 0( 34. 9% ) ，农村户籍 = 1( 65. 1% )

在京参保状况 在京参保 =0( 40. 6% ) ，无在京参保 =1( 59. 4% )

注: 数据来源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2.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PASW Statistics 软件，对北京 8 000
个流动人口样本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非参数检

验，并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

社区选择和居留意愿．
2. 2.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非参数检验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非参数检验( 秩和或卡

方检验) 考察北京流动人口的典型人口学特征和社

会经济指标在两类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 具体涉及

到有序分类变量和无序分类变量． 针对有序分类变

量( 如年龄、教育背景、家庭月收入、来京时间) ，该

处采用秩和检验方法; 针对无序分类变量( 如性别、
婚姻状况、职业、行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子女随

迁、配偶随迁、来源地户口类型、在京参保或公费医

疗、居留意愿) 采用卡方检验方法．

2. 2. 2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调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社

区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 ( 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 、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变量) 、
居留状态( 配偶 /子女是否随迁、在京居留时间、来

源地户口类型、在京是否参保 /享受公费医疗) 这 3
组解释变量． 其中，生计资本和居留状态表征了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及适应融入状况． 最后，再

次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社区的流动

人口的留京意愿差异． 探讨该不同社区类型作为一

个新加入的解释变量，能否提高解析或预测流动人

口在京居留意愿的 Logistic 拟合精度． 此处，四组变

量( 人口学特征、生计资本、居留状态、社区类型) 先

后进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具体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作为分析模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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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模型如下:

log
pi

1 － pi
=∝+ β1x1 + β2x2 + … + βkxk，( 1)

公式( 1) 中 pi 为流动人口选择居住在居委会正规社

区的发生概率或流动人口打算长期居留北京的发

生概率，x 是解释变量，α 是常数项，β 是自变量的待

估计系数． 在二元 Logistic 分析中，可以根据-2 倍的

对数似然值( -2 Log Likelihood，简写-2LL) 来表示模

型拟合效果，其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 Cox ＆ Snell
Ｒ2 和 Nagelkerke Ｒ2 两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模型

中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异占因变量总变异的

比例． 该数值越来越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度在加强．
exp( β) 表示 β 系数的指数，在既定的参照水平下，

该数值大于 1，意味着变量可以显著提高 pi 概率

水平．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 1 北京流动人口的择居特征

北京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在不同社区( 居

委会和村委会) 之间存在差异． 分析发现，除婚否的

分布差异不显著( 已婚都占 8 成以上) 、且男女性别

差异的显著性较弱之外，各变量在城村二元社区呈

现显著差异( P ＜ 0. 01) ． 北京居委会与村委会社区

的流动人口群体的男女性别比都略大于 1，以 20 ～
40 岁的青壮年为主( 均高于 2 /3 ) ，证实该“人口红

利”正继续推动着北京经济增长． 选择住在居委会

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学历层次明显偏高，大学专科及

以上比例超过四成，而村委会社区群体以初中和高

中学历为主( 57. 1%和 22. 3% ) ． 两类社区的收入水

平也因此呈现显著差异，家庭月收入过万元的比例

在居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群体接近 1 /3，而该比例

在村委会社区仅占 6. 6% ． 此外，稳定职业( 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办事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和知识密集型行业( 含生产服

务业、公共服务业) 所占比重也呈现出了村委会社

区偏低、居委会社区偏高的分布规律．
3. 2 从社区选择的角度考察城中村整治是否定位

到目标群体

以社区类型( 居委会和村委会) 为因变量，构建

北京流动人口的社区类型选择偏好的 Logistic 回归

方程( 表 2) ． 该方程的对数似然比和拟合优度通过

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年龄结构和婚姻状况等人

口统计学特征对流动人口的社区类型选择有显著

表 2 北京流动人口的社区类型选择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参照组) exp( B)

性别( 女) 0. 921
年龄 1. 025＊＊＊

婚姻状况( 已婚) 0. 755＊＊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1. 164
高中 /中专 1. 771＊＊＊

专科 2. 639＊＊＊

本科 6. 024＊＊＊

研究生 7. 467＊＊＊

家庭月收入( 0 ～ 0. 4 万元)

0. 4 ～ 0. 6 万元 1. 228＊＊

0. 6 ～ 1. 0 万元 1. 379＊＊＊

1. 0 ～ 1. 5 万元 2. 474＊＊＊

1. 5 万元以上 4. 373＊＊＊

职业( 生产、运输、建筑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 014*

专业技术人员 1. 556＊＊＊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 271＊＊＊

商业服务业 2. 516＊＊＊

农林牧渔水利 0. 717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2. 490＊＊＊

行业( 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1. 748
商业服务业 2. 617＊＊＊

生产服务业 2. 486＊＊＊

生活服务业 2. 193＊＊＊

公共服务业 1. 976＊＊＊

其他 2. 367＊＊

单位( 其他或者无单位)

公有制单位 3. 241＊＊＊

内资私营 1. 741＊＊＊

内资股份 /联营 1. 451＊＊

个体户 1. 715＊＊＊

外资独资 /合资 1. 592＊＊

社团 /民办 0. 774
就业身份( 雇员)

雇主 1. 252*

自营劳动者 0. 823*

其他 1. 429
本地参保 /公费医疗( 是) 0. 428＊＊＊

子女随迁( 是) 0. 778＊＊＊

配偶随迁( 是) 1. 225
来京时间 1. 077＊＊＊

来源地户口( 城镇户籍) 0. 378＊＊＊

常量 0. 157＊＊＊

－ 2LL 7427. 615
Cox ＆ Snell Ｒ2 0. 298
Nagelkerke Ｒ2 0. 412
P 0. 000
N 8000

注: 因变量赋值村委会社区 = 0，居委会社区 = 1; 显著性水平: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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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流动人口的年龄越大，选择居住在居委会社

区的概率越大，已婚群体的居委会社区的选择偏好

也显著高于未婚群体． 这说明伴随着年龄增长和子

女相继出生，流动人口对城市正规社区的选择偏好

也越来越强烈．
从生计资本角度分析，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

口群体的居委会社区择居概率是低学历者的 6 倍

以上( 本科和研究生的倍率分别为 exp ( 1. 796 ) 和

exp( 2. 010) ) ． 这证实了受教育程度对于社区类型

选择存在着显著影响: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

口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越强、收入更高、住房支

付能力相应增强，因而选择居住在居委会社区、追

求更高品质的居 住 环 境 及 设 施 服 务 的 概 率 也 就

越高．
此外，相对稳定的职业、服务类行业( 尤其是商

业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 、以及公有制单位也是预

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居委会社区择居偏好的显著的

社会经济指标．
在居留状态方面，配偶随迁状况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但子女随迁系显著指标，无子女随迁情况的

流动人口选择居住在居委会社区的概率仅是子女

随迁家庭的 7 成( exp ( -0. 251 ) ) ，这主要是由于城

市社区普遍提供了更佳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服

务． 来京时间、在京是否参保或享受公费医疗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 流入

时间较长的群体更倾向于居住居委会社区，在京参

保或公费医疗的流动人口群体选择居委会社区的

概率也远远高于未参保者． 来源地户籍状况是反映

流动人口择居偏好的另一个显著指标． 外地农村户

籍人口显示出较强的村委会社区择居偏好，其选择

居委会社区的概率仅是外地城镇户籍群体的 0. 378
倍( exp( － 0. 972 ) ) ，除租金低廉等经济因素之外，

村庄社区的传统习俗和组织方式也使得外地农村

户籍人口更易适应和长居．
城中村的空间整治措施意欲疏解的目标群体

特征与选择居住在村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特征基

本符合． 学历层次较低、职业不稳定、在京居留时间

偏短、家庭成员随迁特征不显著等特征可以勾画出

聚居在村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的概貌． 其中，从事

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流动人口居住

在村委会的概率较高，而这些产业正是北京市政府

意欲疏解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3. 3 不同社区类型下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

因素

居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显著高于

其村委会社区租户群体( 见表 1 ) ． 本文再次构建二

元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一步考察北京流动人口的居

留意愿，除常规的人口学特征、生计资本、居留状态

三组变量逐一进入回归模型，第四个模型新加入了

社区类型变量，验证当下的城乡二元化社区类型是

否是影响和预测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显著指征、
加入该变量能否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 表 3) ．

表 3 不同社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exp( B)

模型一

( 仅人口学特征)

模型二

( 加入生计资本)

模型三

( 加入居留状态)

模型四

( 加入社区差异)

性别( 女) 0. 982 0. 982 1. 061 0. 947

年龄 1. 014＊＊＊ 1. 023＊＊＊ 1. 009＊＊＊ 1. 007＊＊

婚姻状况( 已婚) 0. 446＊＊＊ 0. 720＊＊＊ 1. 319＊＊ 1. 289＊＊

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1. 060 1. 007 0. 998

高中 /中专 1. 456＊＊＊ 1. 274＊＊ 1. 208*

专科 1. 730＊＊＊ 1. 377＊＊ 1. 269*

本科 1. 835＊＊＊ 1. 402＊＊ 1. 255

研究生 1. 133 0. 911 0. 824

家庭月收入( 0 ～ 0. 4 万元)

0. 4 ～ 0. 6 万元 1. 559＊＊＊ 1. 401＊＊＊ 1. 376＊＊＊

0. 6 ～ 1. 0 万元 2. 175＊＊＊ 1. 713＊＊＊ 1. 662＊＊＊

1. 0 ～ 1. 5 万元 3. 869＊＊＊ 2. 782＊＊＊ 2. 591＊＊＊

1. 5 万元以上 4. 179＊＊＊ 2. 768＊＊＊ 2.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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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exp( B)

模型一

( 仅人口学特征)

模型二

( 加入生计资本)

模型三

( 加入居留状态)

模型四

( 加入社区差异)

职业( 生产、运输、建筑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1. 430 1. 004 0. 958

专业技术人员 1. 586＊＊＊ 1. 419＊＊＊ 1. 358＊＊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 855＊＊＊ 1. 536＊＊ 1. 411*

商业服务业 1. 117 1. 064 0. 979

农林牧渔水利 2. 782* 2. 912* 2. 930*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1. 101 1. 114 1. 034

行业( 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0. 639 0. 590 0. 560

商业服务业 0. 960 0. 910 0. 833

生产服务业 1. 189 1. 063 0. 989

生活服务业 1. 019 0. 958 0. 891

公共服务业 0. 959 0. 860 0. 809

其他 1. 256 1. 271 1. 158

单位( 其他或者无单位)

公有制单位 2. 268＊＊＊ 1. 694＊＊＊ 1. 527＊＊＊

内资私营 1. 522＊＊＊ 1. 307＊＊ 1. 235*

内资股份 /联营 1. 315＊＊ 1. 105 1. 058

个体户 1. 346＊＊＊ 1. 246＊＊ 1. 177

外资独资 /合资 1. 704＊＊＊ 1. 228 1. 170

社团 /民办 1. 505 1. 433 1. 470

就业身份( 雇员)

雇主 2. 257＊＊＊ 1. 758＊＊＊ 1. 730＊＊＊

自营劳动者 1. 988＊＊＊ 1. 721＊＊＊ 1. 766＊＊＊

其他 1. 155 0. 975 0. 845

本地参保 /公费医疗( 是) 0. 663＊＊＊ 0. 709＊＊＊

子女随迁( 是) 0. 552＊＊＊ 0. 560＊＊＊

配偶随迁( 是) 0. 683＊＊＊ 0. 664＊＊＊

在京时间 1. 112＊＊＊ 1. 105＊＊＊

来源地户口( 城镇户籍) 0. 837＊＊ 0. 904

社区类型( 居委会社区) 0. 620＊＊＊

常量 1. 346＊＊＊ 0. 180＊＊＊ 0. 606＊＊ 0. 953＊＊

－ 2LL 10 061. 740 9 243. 350 8 637. 200 8 578. 514

Cox ＆ Snell Ｒ2 0. 036 0. 129 0. 193 0. 199

Nagelkerke Ｒ2 0. 049 0. 178 0. 266 0. 274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N 8 000 8 000 8 000 8 000

注: 因变量赋值: 无强烈定居意愿 = 0，长期居留意愿 = 1; 显著性水平: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从模型一到模型四，－ 2LL 值逐次减小，Cox ＆
Snell Ｒ2 和 Nagelkerke Ｒ2 数值逐次增大，证实模型

的解释力愈来愈强． 在模型四，显著影响北京市流

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因素包括: 年龄结构、婚姻状

况、家庭月收入、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居留状态和

社区类型． 年龄越大、收入越高、体制内单位、雇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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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本地参保或享有公费医疗、配偶及子女随迁、
在京时间愈长、居住居委会社区等特征可以显著的

指征北京市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与以往认知不同，单身群体的在京居留意愿强

于已婚群体，教育背景和职业及行业状况并不能显

著区分有无强烈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群体，来源地

户籍状况也不再是预测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显著

指标． 这说明不同教育和就业层次、不同来源地的

外来群体都怀有一定的长居意愿，但实际的收入高

低、就业稳定程度、福利待遇、家庭随迁状况、及其

在流入地的住房支付能力( 居委会和村委会) 则产

生了进一步的筛选分层效应． 其中，社区选择偏好

可视为一种门槛效应: 暂栖在村委会社区的流动人

口的长期 居 留 意 愿 仅 是 居 委 会 社 区 群 体 的 6 成

( exp( － 0. 478) ) ．
总而言之，居住在村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的留

京意愿显著低于居委会社区的租住群体． 在城中

村、城边村等有待整治的非正规聚居区，其流动人

口租户的较低的生计资本和不稳定的居留状态特

征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入产生着一定的阻力． 而其从

事的行业大多属于正被疏解的低附加值产业，其未

来就业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影响其留京意愿． 分析

发现，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受其职

业因素的影响显著; 并且，北京市正欲疏解的产业

类型( 零售业、制造业等) 恰好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租

户中的留京意愿较低的从业类型． 因此，政府实施

的城中村空间整治和升级措施可以较为精准的定

位到意欲疏解的目标群体． 这些目前群体的留京意

愿并不强烈，这说明村委会社区整治措施的合理性

较强．

4 结论与讨论

流入地社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流动人口的迁

入、择居和长期居留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空间分异效

应． 该视角将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流动人口在不

同类型社区的社会空间集聚规律，而备受争议的城

中村现象正是其中的一大典型居住景观． 近几年

来，北京 市 政 府 采 取 了 更 严 格 的 人 口 控 制 措 施，

“堵-疏”齐下，并用“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

人”的政策手段加速人口疏解． 其中，城乡结合部的

城中村、城边村等流动人口聚居的问题社区成为了

重点整改对象． 本文采用 2015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抽

样采集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从流动人口群体在不同社区的择居及居留意

愿差异等新的研究视角对城中村社区的整治政策

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了验证和探讨．
数据分析发现，学历层次较低、就业欠稳定、在

京居留时间偏短、家庭成员随迁特征不显著等特征

可以预测流动人口有更高的概率选择租住在大都

市区的村委会社区． 村庄廉价的土地为流动人口的

生产、经营和居住提供了便利． 这些自营劳动者、及
其依附的非正规租赁住房、其从事的低附加值和劳

动密集型行业正被列入了重点疏解对象． 近年来，

北京市政府积极开展了城乡结合部综合治理工作，

涵盖社会治安、房屋出租、违法建设、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市场经营、环境卫生等方面． 针对问题社区

的空间整治被证实是调控人口和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有效手段． 同时，研究发现栖居在村委会社区的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显著低于城市社区群体． 数据

分析表明，城乡二元社区类型对流动人口进行了筛

选和分层． 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正是留京意愿

偏低的群体类型，与产业及人口疏解政策基本吻

合．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中村整治政策的合

理性．
在优化人口空间结构的同时，《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 2014—2020 年) 》和“十三五”规划旨在推

动外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该社会-经济-空间转

型交织错杂，对处于不同社会梯度上的流动人口群

体的择居、迁居和长期居留意愿产生着差异化的影

响． 本文以北京为例，考察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区

类型( 居委会和村委会) 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分层分

异机制，并考察了当下的城中村、城边村整治工作

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响应当下的调控政策和居住证

变革，本文针对北京流动人口的择居及定居意愿研

究可以较好的揭示如下问题: 流动人口疏解是否精

准定位到目标群体、流动人口能否较好的适应产业

和空间升级． 目前针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大多从社

会边缘化的视角突显农民工、蚁族和鼠族等低收入

群体的弱势和被动． 但事实上，有相当比例的流动

人口已经进入社会上升通道、逐步定居在城市正规

社区、成长为大都市的中产阶层． 后续研究宜深入

揭示典型微观个体是如何在不同的社区类型之间

跃迁的、哪些群体更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甚至被疏

解． 更多的后续研究也应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跟踪研究典型群体、典型产业的疏解和植入的过程

为解决弱势群体就业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政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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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4 － 25］．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建议在推进城中村整

改的同时，宜借鉴国外非正规聚居区的更新经验，或

可保留一些流动人口管理效率较高、自建房安全性也

较高的村庄建筑，并引入第三方物业机构，以解决留

京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同时宜将公租房、租房补

贴等住房保障政策惠及更多的流动人口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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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unity Choice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Beijing's Migrants

LIU Yuanyuan LI Tingzhu LIU Ｒan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In recent several years，Beijing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comprehensive policy namely non-capital
function dispersion ( industrial upgrading，housing regularization and certificate regulation) to slow down the over-
congregation of migrants in the city． In 2016，the total number and the growth rat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began to decrease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the 2015 Migrant Dynamic Monitoring Data，this paper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look into the specific disparity of the demographic and socio-
economic status between two migrant groups in Beijing，those have chosen to settle down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committees and those in the urban residential committees． In a lens of urban-rural and formal-informal duality，it is
found that a series of variables，such as lowers education level，less stable employment and shorter residence
length，can predict a high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to live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committees． It is proved that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Beijing' s migrants living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committe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mong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Those sheltered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committees are the targets of the " non-
capital function dispersion" policy，but the comprehensive socio-spatial effects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type; binary Logistic model;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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