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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作者
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在中小城市 （１００万以下人口）、大城市 （１００万 ～
５００万人口）和特大城市 （５００万及以上人口）中的工资结构差异。分位数
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工资差距在所有分位数回归点上基本呈现随城市规模扩

大而缩小的特征，在低收入群体中性别工资的城市规模差异最大；工龄的工

资回报差距仅在高收入群体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而增大；蓝领与白领职业

之间的工资回报差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蓝领职业间的工资收入

差距在中低收入群体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缩小；教育对工资的回报率随

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上升，中小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高

收入群体，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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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２８６５２万人，占全
国总就业人数的 ３６９％；其中，外出农民工为 １７１８５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
４０５％。特大城市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多元化、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本供求匹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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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原因，吸引农民工不断地流入。２０１０年以来，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引致了劳动
力市场供求转变 （蔡窻，２０１０），由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形成的 “民工潮”现象已

转变为 “民工荒”。这些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则集中体现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工资

结构的变化，工资水平及其结构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和就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研

究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工资结构差异有利于了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近年来的农民工现象，同时也是研究农民工

问题的重要环节。

工资结构存在地区差别，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同质劳动者

在不同地区仍会呈现不同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因此，按照城市规模来划分不同的

地区，考察不同地区农民工工资结构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能够

为城市治理和农民工流动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及就业帮助。本文所讨论的工资结

构是指不同特征人群之间的工资差别，主要以受教育程度、工龄、年龄、性别、

地区等指标作为各人群的划分依据。其中，受教育程度、工龄、年龄、性别 ４个
指标是劳动者个体特征所造成的劳动者之间的结果差别，而劳动者工资的地区差

异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市规模及产业结构差异等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差

别。

根据已有涉及工资结构的文献，本文主要总结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受教育

程度的提升会加剧工资分布的差距，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于较高工资分位数数值有显著

正向影响，而对于较低工资分位数数值几乎没有影响；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其工

龄对工资增长的回报率较低，并且无关乎性别 （Ｂｕｃｈｉｎｓｋｙ，２００１；Ｍａｃｈａｄｏａｎｄ
Ｍａｔａ，２００５；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ａｎｄ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２００６）。第二，未婚和没有孩子的离异丧偶人
群的性别工资水平差距相比在婚人群较小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Ｈａｎｎｕｍ，２０１５）；农民工的性
别工资差异具有 “天花板”效应，其工资差异在工资分布的高分位段开始缩小 （王

震，２０１０）；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源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
民工群体，在这一群体中才会呈现出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进而导致了性别工资

差异 （钱文荣、卢海阳，２０１２）。第三，白领职业的工资差异整体上要显著大于蓝
领职业的工资差异，同时，工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加剧工资结构的不平衡程度

（Ｇｏｌｄ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ｇｏ，１９９１）。第四，工资差距存在地区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各个城市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的差异，或是产业结构、生产效率的差异，还可

能是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劳动力需求供给情况和产业层次的不同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９；
范剑勇、张雁，２００９；林毅夫、陈斌开，２０１３；王建国、李实，２０１５；徐水源，
２０１６）。工资差距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就是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表现为教育回
报率随着城市行政等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城市规模的提高而上升 （Ｙａｎｋｏｗ，
２００６；黄枫、吴纯杰，２００８；Ｂｌ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杜两省、彭竞，２０１０；柴国俊、
邓国营，２０１２）。

国内外已有关于工资结构的文献比较丰富，研究主要是从城市或者个体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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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的工资差异进行探讨，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资水平与其他群体的对比以及地区差异的对比上，一般将农民工

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已有文献对于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结构差异的研究则较

少，且主要集中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上，对受教育程度、工龄、职业的关注度较少，也

未对工资结构的城市差异做进一步的探讨。在农民工供给短缺的情况下，研究不同规

模城市的农民工工资结构差异，有利于了解农民工工资收入和结构的现状以及劳动力

市场的供给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别从性别、职
业、教育、工龄等角度来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差异，并分析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

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出这些差异的具体影响因素，从而为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

提供支持。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不同城市规模下，农民工工资结

构是否存在明显不同？第二，农民工工资结构差异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是否存在

明显不同？第三，造成这些差异的可能的影响因素及机制会是什么？研究结论有助于

进一步解释农民工工资结构的地区差异，同时也能为农民工流动就业和城市治理提出

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

源、说明与描述性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是

结论。

二、数据来源、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共使用三个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样本覆盖全国３１个省 （市、区），总样本量约为

１０９万，其中农业户籍样本量约为９０万。该数据采用多层次分阶段 ＰＰＳ抽样方法，
每个城市分为一层，第一阶段抽选街道，第二阶段在选中的街道中抽选居委会；并且

对样本进行了权重处理，使得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数据中的具体信息涵盖了农民工的

人口学特征、就业特征和受教育情况等。第二个数据集是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本文统一采用２０１１年的行政区划标准，从中收集整理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与全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相应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用以衡量城

市规模。第三个数据集是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居民消费物价
指数，以２０１１年为基年，对农民工月工资进行调整，将各年的农民工名义工资转化
为实际工资。

本文对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农民工样本做了如下筛选。其一，本文选取的样本均

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数据，不包含下辖的县和县级市。其二，关于农民工个体

样本，删除未就业样本，删除没有工资信息的样本和月工资小于等于０的异常值样
本，删除潜在工龄小于０的异常值样本，并将年龄控制在１６岁到５９岁之间。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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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方面，首先剔除了经商和商贩，因为这两种职业不是工资性劳动者，属于自雇或

自我经营的劳动者，其收入还有资本所得的属性；其次剔除了无固定职业者和其他

职业者，因为无法划分其具体的职业类别同时也无法确认其收入是否全部为劳动所

得。其四，行业方面，则剔除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因为将农民工定义为在城市从

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员。经过上述处理，用于本文实证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

４７９１４８个。
（二）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工资结构差异描述性分析

本文参照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考虑到城区常住

人口数据有未公开数据，改选用市辖区年末人口数将城市规模分为三类：中小城市

（人口数量为１００万人以下）、大城市 （人口数量为１００万 ～５００万人）和特大城市
（人口数量为５００万人及以上）。① 表１是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将
农民工职业分为两类———蓝领职业 （服务型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和白领职业 （单

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职业者不归于以上

两类，因此不放入分析中。将农民工婚姻状态分为在婚 （已婚）和不在婚 （未婚、

丧偶、离异）两类。潜在工龄，采用国际通用法则，用实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

减去入学年龄６岁得出，而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９年的，用年龄减去１６作为代理变
量。地区变量分为七类，分别为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和东北。行业

变量分为六类，分别为制造采矿业、建筑水利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生产生活服务

业、教育科研福利业、社会公共服务业。

１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工资结构总体分布
从表１可知，特大城市比大城市的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高 ５２２个百分点左

右，而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工资水平差距则非常小，只有０４５个百分点。从表１
中也可以发现，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性别比例越倾

向于平衡。农民工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非常低，在１０％左右，并且在不同城市规
模下差异不大。从具体职业来看，农民工从事职业高度集中于生产运输工人和服

务型人员两类；其中，在特大城市从事服务型工作的农民工要远远高出生产运输

工人的数量，而其他规模城市从事这两类职业的农民工分布则较为均衡。从农民

工所在行业来看，多数集中于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和商业及生产生活服务业，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其中，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从事交通运

输和商业的人员最多，而大城市中则是从事第二产业中的制造采矿业的人数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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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人及以上的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考虑
到样本城市数太少，本文不再进一步划分。另外，特大城市以４个直辖市为典型代表，大城市则以各省的省会
城市为典型代表，中小城市则以其他城市为代表。



表１　农民工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与样本构成

变量
城市类型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总体水平

实际月工资（元） ２９７９４５ ２９９２８４ ３１４９２０ ３０２８９２
性别虚拟变量（男性＝１） ０６３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９
年龄（岁） ３３８４ ３２９３ ３３２５ ３３２１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３０ ９７１ ９９７ ９６９
职业虚拟变量（白领＝１）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在婚虚拟变量（在婚＝１）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７３
潜在工龄（年） １７１５ １６０６ １６２２ １６３４
市辖区人均ＧＤＰ（元） ６５７０９０４ ９５７９８０８ １００８３３１０ ９０５２５６０

各类职业样本量（个）

　单位负责人 ３５７ ８１４ ４９４ １６６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７４２７ ２０４３４ １０２３９ ３８１００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１１４９ ４４７２ ２４５０ ８０７１
　服务型人员 ５１０８５ １１６０２７ ６５３５３ ２３２４６５
　生产运输工人 ４０７１７ １０８６７６ ３８４７２ １８７８６５

各类行业样本量（个）

　制造采矿业 ２６９３２ ９０２６３ ３０４１２ １４７６０７
　建筑水利业 １６５３８ ２７９６４ １１８２６ ５６３２８
　交通运输和商业 ３２５３９ ７５６９１ ４１１６５ １４９３９５
　生产生活服务业 １８０７９ ４０７０４ ２４２８５ ８３０６８
　教育科研福利业 ３２３８ ８９２０ ５２１４ １７３７２
　社会公共服务业 ５０６ １４８８ ８５６ ２８５０

各年样本量（个）

　２０１１年 ９０４１ ２２０７７ １００９６ ４１２１４
　２０１２年 １５７２１ ３４３２４ ２１４７５ ７１５２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３６０５ ５４５８６ ２４２３２ １０２４２３
　２０１４年 ２２２７２ ５３２３２ ２４４２４ ９９９２８
　２０１５年 １９６０３ ４９５５０ ２０７０３ ８９８５６
　２０１６年 １３７０９ ４１９６６ １８５３２ ７４２０７

地区样本量（个）

　华东 ２３３９５ １０７５０８ ３５１７８ １６６０８１
　华南 ７９８９ ４６５７２ ７９５１ ６２５１２
　华中 １５５５２ ２８２６２ １０７５５ ５４５６９
　华北 １６５０９ ２４７８９ ３２９３３ ７４２３１
　西北 ２２６５６ １５２９５ ６１４６ ４４０９７
　西南 １２０２４ １５０７４ １９５３４ ４６６３２
　东北 ５８２６ １８２３５ ６９６５ ３１０２６
个体总样本量（个） １０３９５１ ２５５７３５ １１９４６２ ４７９１４８
城市样本数量（个） ８５０ ７２７ ７６ １６５３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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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实际月工资 （平均值）进行比较 （见表２），从全部样本
来看，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要高于其他两类城市。但就具体年份来看，除

２０１６年以外的年份中小城市的农民工实际月工资收入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都等于
或高于其他两类规模城市。从各类规模城市各年工资分布差值的走势来看，近年来农

民工内部的工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只在２０１４年有小幅减小。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国家
统计局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农民工从事行业以制造业
为主，而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则有明显向服务业转变的趋势，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
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提高了０１％、０３％和１６％。２０１５年从事第三产
业的农民工数量显著增加，也是在这一年，工资差距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上升。整体上

来说，服务业的工资弹性和浮动空间都会高于传统的建筑制造业，收入差距相对较

大；农民工就业结构的这一转变，结合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经过不断的产业结构

调整，２０１３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
这些很可能就是工资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从表１的统计描述来看，特大城市中从事
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数量要远远高于第二产业，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全部样本

上来看，特大城市的工资收入差距要高于其他两类城市这一现象。

表２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实际月工资比较

单位：元

年份
实际月工资Ｐ９０－Ｐ１０ 实际月工资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２０１１年 ２７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３１８ ２２７０ ２２５７

２０１２年 ３２１６ ２４３７ ２９２４ ２８０１ ２７０２ ２７６１

２０１３年 ３３２５ ３３２５ ３２３０ ２８４２ ２８２５ ２８９５

２０１４年 ３２６０ ２９８０ ２７９４ ３１６０ ３１２９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３８５７ ３２１５ ３６７４ ３３２３ ３３０１ ３６５８

２０１６年 ３６０２ ３７８２ ３９６２ ３０７４ ３２９３ ３６５０

全体样本 ３２７９ ３１６７ ３３０６ ２９８０ ２９９３ ３１４９

　　注：本文的月工资是经过价格调整后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实际月工资的平均值；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
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２还可以观察到实际月工资水平的变动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动有相似但并不
完全一致的走势。整体上来看，实际月工资水平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递增。但从具体

年份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小城市的农民工平均实际月工资都是要略高于大城市
的，甚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还要高于特大城市。尽管在极端值的影响下，平均值的横向
比较可能有失偏颇，但从走势上还是能够反映一定问题。下面观察和分析工资水平走

势的几个关键节点，首先在２０１３年及以前，实际月工资水平在不同城市规模下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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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特大城市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城
市，而在２０１６年，实际月工资水平明显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递增的特征，不同
城市规模之间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相应拉大。从纵向来看，农民工工资稳步上升，

其中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的收入增幅最大，仅在２０１６年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从各年
的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能发现，外出农民工增速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持续下
降，而在２０１６年增速首次回升了０２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整体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变
化使得农民工工资水平出现了相应变化。

２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工资结构差异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工资水平差异，如图１所示。尽管认为

特大城市具有工资溢价，但从直观上看来，只受过义务教育的农民工，无论在何种

规模城市，其平均工资水平都几近趋同；而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在特大城

市的工资溢价则明显体现出来，并且随着学历的进一步提高，这部分溢价水平也相

应提高。也就是说，不同城市规模下高等教育的工资回报存在明显差别。从人力资

本的角度分析，简单来说，可以认为低学历层次 （大专以下）的农民工之间人力资

本水平是十分接近的，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则差异较大，更

多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留在了更大规模的城市，因而造成了这一现象。具体

而言，低学历层次 （大专以下）学习阶段所掌握的技能和学习的知识偏向于同质

化，人力资本水平较为接近的假设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高学历层次 （大专及以

上）的学校质量和专业的不同，使得各人所掌握的具体技能和知识并不相同，自身

的人力资本水平则会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获得较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或者是

高个人能力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留在特大城市，而这些特质所带来的工资回报，造

成了高学历层次 （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在特大城市工资水平更高的现象。从社会

分工的角度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低学历层次 （大专以下）的农民工，掌握的

只有一般化的知识和通用技能，高学历层次 （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知识和技能更

为专业和细化，故前者的工作可替代性较高，工作内容和性质在不同城市也没有太

大差别，而高学历层次 （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在大城市可供其选择的就业机会和

职业类别更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职业之间的具体匹

配。

表３描述了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工资结构差异的情况，横向来看，
在低学历层次 （大专以下）农民工群体中，中小城市的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工资分

位数差值整体上要高于其他两类规模城市。而在高学历层次 （大专及以上）的农

民工群体中，特大城市的工资分位数差值则明显高于其他两类规模城市，显然规

模较大的城市更能体现出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差别。纵向来看，学历越高工

资差距越大，进一步验证了学历上升会加剧工资分布不平衡的程度这一说法，而

这一现象更多地归因于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所学习专业和领域的不同以及学校教育

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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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工资水平差异

注：横轴表示受教育程度，纵轴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实际月工资平均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表３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程度工资结构差异

单位：元

受教育年限 学历层次
中小城市农民工

工资Ｐ９０－Ｐ１０
大城市农民工

工资Ｐ９０－Ｐ１０
特大城市农民工

工资Ｐ９０－Ｐ１０

０ 文盲 ２９９０ ２５２５ ３２７９

６ 小学 ３４３８ ３０９３ ３１０５

９ 初中 ３３０３ ３１９５ ３１３７

１２ 高中（中专） ３３５３ ３０７３ ３０９６

１５ 大专 ３２３２ ３６０３ ４４６７

１６ 大学本科 ３６９３ ３９９１ ６４３３

１９ 研究生 ４８１８ ５５１０ ７１１１

　　注：工资是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实际月工资平均值；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３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性别工资结构差异
从表４可知，从平均工资水平来看，男性农民工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女性农民工

工资水平，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男性平均工资水平分别比女性高出了

３１３％、３５６％和３６３％，平均工资水平的性别差异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较小。从
工资分位数差值来看，男性内部的工资收入差异在特大城市最为明显，而女性内部的

工资收入差异却在中小城市最为明显，两者的工资收入差异的最小值均出现在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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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比较

单位：元

城市类型 男性工资 女性工资
男性－女性
工资差值

男性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
女性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
男性－女性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差值

中小城市 ３３０２ ２４２２ ８８０ ３３０３ ２６８２ ６２１

大城市 ３３５６ ２４７５ ８８１ ３２３５ ２３２３ ９１２

特大城市 ３５０７ ２６７０ ８３７ ３７１０ ２６２７ １０８３

　　注：工资是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实际月工资平均值；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数据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结合表５来看，男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是男性农民工工
资水平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在不同规模城市，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的已婚比例

均高于女性农民工，结合已有研究，已婚人群的工资差距要高于离异和未婚人群，可

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男性内部的工资差距要高于女性内部工资差距。在规模更

大的城市，男性农民工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女性，这就使得男性内部的

工资差距及工资水平都要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在中小城市最为

明显，可能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性别身份认同意识高于大城市，使得女性要花更多的时

间去照料家庭，从而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较低而闲暇时间较多的工作。

表５　不同规模城市分性别的农民工特征统计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女性农民工已婚比例 ７２２％ ７１８％ ７１２％

男性农民工已婚比例 ７４９％ ７３４％ ７１９％

女性农民工从事白领职业比例 ５１％ ５８％ ６４％

男性农民工从事白领职业比例 ９２％ １０３％ １１２％

女性高学历层次（大专及以上）比例 ６９％ ９１％ １１２％

男性高学历层次（大专及以上）比例 ５３％ ７８％ ９７％

女性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９１９ ９６１ ９９１

男性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９３６ ９７８ １００２

　　注：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４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工龄工资结构差异
考虑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工龄增长带来的工资增长速度不一致，故分析工龄的工

资差异时，将学历纳入限制条件。表６描述了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 （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实际平均工资的比值与工龄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高中与初中

及以下的农民工实际平均工资比值、大专及以上与高中的农民工实际平均工资比值都

６５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会在工作数年之后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这说明随着工龄的逐步增长，受教育程

度对于工资的贡献会逐步下降。由表６可知，两组比值从整体上来看，特大城市都要
高于其他两类规模城市，表明规模越大的城市越能够体现出不同学历层次的工资差

别，教育工资回报更高。横向来看，大专及以上／高中这组数值明显随着城市规模扩
大而上升，而高中／初中及以下这组数值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变化特征则不明显，
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在特大城市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原因。同时，工龄的积累

可以相应补偿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不足，因此两组比值都会在工龄达到了一

定年数之后达到峰值，而后开始有一个下降趋势。从各类规模城市来看，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水平在特大城市要明显高于只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农民工，两

者之间的差距在工作了１１～１５年之后达到峰值，而在工作了３０年之后学历为大专及
以上的农民工与只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农民工的工资比率陡然下降，在中小城市中甚至

会低于只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农民工，可能的原因是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群相较于受过

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群体大概率不能从事正式部门的工作，而大多数工作３０年以上的
农民工群体已经处于退休的边缘，不管是返乡回到离家更近的中小城市继续工作，还

是留在特大城市，这些农民工都不得不为了养老储蓄而加大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甚

至身兼数职，以期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进而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

表６　不同规模城市的工龄工资结构差异

工龄（年）

中小城市

高中／初中
及以下

大专及

以上／高中

大城市

高中／初中
及以下

大专及

以上／高中

特大城市

高中／初中
及以下

大专及

以上／高中

０～５ １０４１ １１７６ １０５３ １２２５ １０８９ １２９９

６～１０ １０６１ １１５６ １０８３ １２３５ １１１６ １４２１

１１～１５ １０３４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６ １２６１ １１０２ １５７６

１６～２０ １０５３ １０８４ １０９８ １２１２ １１４３ １３６６

２１～２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９４ １１４１ １１７３ １１４５ １３２４

２６～３０ １０９６ １１１９ １１８７ １１５１ １１７４ １５６５

＞３０ １０９９ ０９４８ １１００ １１９３ １０４７ １２８０

　　注：为表达渐变，“高中 （或中专）”在表格中简写为 “高中”。高中／初中及以下，表示的是受教育程度为
高中的农民工的实际平均工资除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的实际平均工资的比值；大专及以上／高
中，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５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职业工资结构差异
如表７所示，白领的工资水平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蓝

领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水平差距则较小，并且中小城市蓝领的工资水平还要略高于

大城市。不过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在特大城市的工资水平都最高。同时，白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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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规模溢价较蓝领职业更明显，且白领平均实际工资要明显高于蓝领人群，在特

大城市这一差距最大，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次之。从职业内部差异来看，蓝领职业的工

资差距要小于白领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并且城市规模越大，白领职业内部的工资差

距也就越大，而蓝领职业的工资差距并未随着城市规模变化而出现明显的变化。实际

上，蓝领职业所要求的工作技能和学历水平相较白领而言要低得多，无论在何种规模

的城市中，从事蓝领工作的农民工实际平均工资并不会有较大差别。而白领职业的用

工差异则大得多，加之大城市的分工更为细化，也就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

表７　不同规模城市白领和蓝领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比较

单位：元

城市类型 白领工资 蓝领工资
白领－蓝领
工资差值

白领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
蓝领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
白领－蓝领工资
Ｐ９０－Ｐ１０差值

中小城市 ３２３９ ２９８０ ２５９ ３３５３ ３２６０ ９３

大城市 ３４５０ ２９６０ ４９０ ３６０２ ３１６７ ４３５

特大城市 ３９１８ ３０７３ ８４５ ４５９２ ３１６４ １４２８

　　注：工资是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实际月工资平均值；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表８是从具体职业来分析，服务型人员、办事及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单
位负责人的工资水平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呈上升趋势，但具体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并未呈

现这一特征。从事服务型职业 （如保洁、家政、餐饮等）的农民工，在中小城市的

工资水平最低，同时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又最大，工资收入结构最为不平衡，反映出服

务型职业在中小城市的就业收入并不乐观。相较于服务型人员而言，生产运输工人的

平均工资在不同城市规模下并没有明显变化，但其内部工资差异在中小城市仍然要高

于其他规模城市。总的来说，从不同规模城市属于蓝领的两类职业的相对差距和服务

型人员工资在不同规模城市的绝对差距上来看，特大城市服务型职业的吸引力会明显

高于生产和运输类职业。白领职业的工资水平和内部工资差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变化十分明显，除办事及有关人员的工资差异最小值出现在大城市外，其他白领职业

类型均符合这一规律。实际上，办事及有关人员的工资水平和内部工资差异在中小城

市和大城市都是较为接近的，只不过特大城市与其他两类城市拉开了较大差距。同

时，办事及有关人员在三类白领职业之中的工资差异是最小的，而单位负责人的工资

差异是最大的。这与具体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也有较大关系，比如办事人员中比例

较高的公务员这类职业的工资水平只在省一级及直辖市会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而特

大城市涵盖的大多是高工资水平的省级市和直辖市。单位负责人中包括的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由于在特大城市的企业收入和效益明显会更高，因此这类人员的收入及工资

差距在规模更大的城市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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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不同规模城市五类农民工职业的工资差异比较

单位：元

职业类型
实际月工资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实际月工资Ｐ９０－Ｐ１０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白领

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３６４２

３２９５

２７５５

５２９９

３４９１

２９２７

６７４６

３８９０

３４６８

４１００

３３２４

３１０５

５７６３

３５６６

３０７２

７３２２

４５６６

４１００

蓝领
服务型人员

生产运输工人

２８２５

３１７５

２８８３

３０４３

３０１７

３１６６

３４５７

２９７３

３２６０

２７９２

３２８８

２８５７

　　注：实际月工资是经过价格调整后的月工资平均值；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表９统计了各类职业的受教育年限，可以部分解释白领工资水平要高于蓝领的原
因。但是，蓝领职业中服务型人员的受教育年限要普遍高于生产运输工人，而其平均

工资却要低于生产运输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及有关人员两类职业也同样出现了

这类情况，这说明单从受教育年限角度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尤其在中小城

市和大城市中，两类蓝领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会更大。从供给需求的角度分析，结合

表１中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对于生产运输工人的需求相对较
大，故其工资水平也较高；专业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技能水平无法单一地从受教育年限

中体现出来，同时由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较强，在就业市场中更受

雇主的青睐，因而工资水平高于办事及有关人员。

表９　不同规模城市五类农民工职业的受教育年限比较

职业类型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白领

单位负责人 １２３４ １２７６ １３０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０９３ １１４４ １１９４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１２６２ １２７７ １３０１

蓝领
服务型人员 ９３８ ９８０ ９８７

生产运输工人 ８７９ ９１５ ９３９

　　注：Ｐ９０－Ｐ１０表示９０分位与１０分位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三、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解释和进一步分析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异，本文对不同规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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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农民工实际月工资对数进行了分位数回归。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三类城

市规模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分别如下 （ＭａｃｈａｄｏａｎｄＭａｔａ，２００５）。

ｌｎｗｍｉｎ ＝Ｘｍｉｎβｍｉｎ＋εｍｉｎθ，　　　θ∈（０，１） （１）

ｌｎｗｍｅｄ ＝Ｘｍｅｄβｍｅｄ＋εｍｅｄθ，　　　θ∈（０，１） （２）

ｌｎｗｍａｘ＝Ｘｍａｘβｍａｘ＋εｍａｘθ，　　　θ∈（０，１） （３）

公式 （１）、（２）和 （３）的右边第一部分等于下式：

Ｑｊθ（ｌｎｗｊ｜Ｘｊ）＝Ｘβｊθ，　　　ｊ＝ｍｉｎ，ｍｅｄ，ｍａｘ （４）

其中，ｌｎｗ为因变量，是调整后的实际月工资对数；Ｘ指的是解释变量，主要的
解释变量有性别、职业、受教育年限和工龄，控制变量有婚姻状态、行业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以及城市层面的市辖区人均 ＧＤＰ对数；β为方程的估
计系数，ε指的是随机误差项；ｍｉｎ表示中小城市，ｍｅｄ表示大城市，ｍａｘ表示特大
城市；θ表示实际月对数工资条件分布的第 θ个分位点。在给定 θ的取值范围情况
下，βｍｉｎ、βｍｅｄ、βｍａｘ可以从下式求解得出：

ｍｉｎβｊｉ（∑ｉ·ｌｎｗｊｉ≥ｘｊｉβｊθ
θｊ｜ｌｎｗｊｉ－ｘｊｉβｊθ｜＋∑ｉ·ｌｎｗｊｉ＜ｘｊｉβｊθ

（１－θｊ）｜ｌｎｗｊｉ－ｘｊｉβｊθ｜） （５）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月工资对数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受篇幅所限，
本文只报告了重点分析的性别、工龄、职业、受教育年限４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通过比较同一变量随着工资分位点改变的系数值的绝对变化，可以分析该变量的内部

工资差异，而通过比较不同城市规模下变量系数值的相对变化，可以分析该变量在不

同城市规模下的相对工资差异。

先分析性别变量，以女性农民工作为参照组。可以看到在中小城市，７５分位及
以下时，农民工性别为男性对于工资的贡献度要显著高于其他规模城市。而随着分位

数数值的提高，中小城市性别系数值降低，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性别系数反而上

升。从９０分位的性别系数值来看，规模较大的两类城市中高收入职业相较于低收入
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会更大。这也就说明，中小城市里高收入的农民工群体性别歧视

现象并没有低收入群体严重，而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则相反。

再分析工龄变量，回归中加入了工龄平方项，且该项系数显著为负，故工龄对于

工资收入的影响会呈现倒Ｕ形的趋势，这与前文的观察也比较一致。从工龄的系数
值来看，整体上，中小城市工龄的工资回报随着百分位点的增加而降低，而大城市和

特大城市的走势则完全相反，随着百分位点的上升，工龄的系数值逐步上升。在５０
分位以下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工龄的工资回报整体要低于中小城市。但是在７５
分位及以上时，规模最大的特大城市中工龄的工资回报开始高于其他两类城市，并与

其他两类城市逐步拉开差距，而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则比较小。一方面，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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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低收入工作相较于中小城市可能不太看重工龄这一人

力资本特征，而高收入工作相较于中小城市则会更加看重求职者的工龄。另一方面，

这也说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相较于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同质劳动者

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 （如换岗、加薪），工龄这一要素对工资

的贡献将会增大。

再考虑职业对工资的影响，以生产运输工人作为参照组。蓝领职业中，从事

服务型工作的农民工工资回报要明显低于作为生产运输工人的农民工，同时在工

资收入７５分位及以下数值处，两者的工资回报差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缩小，
而在９０分位处，中小城市中两者的差距则要明显小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白领职
业中，三类职业的工资回报均要高于生产运输工人，从而白领职业的工资回报会

明显高于蓝领职业，并且这三项的系数值随着工资分位数的上升而逐步上升，说

明了蓝领职业与白领职业的工资差距在高收入人群中会更大。比较１０分位处和９０
分位处的系数值可以发现，中小城市服务型人员的系数差值要大于大城市以及特

大城市，且１０分位处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而白领职业的系数差值却刚好相反，在
１０分位处的系数值更小，与前文观察的一致，这反映了蓝领人员的工资差距在中
小城市中较大，而白领职业的工资差距在特大城市中较大；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小

城市两类蓝领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而特大城市中各类

白领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则主要来源于高收入群体，９０分位处单位负责人的
系数值高出其他两类白领职业约３０％，说明单位负责人的工资回报要远高于其他
两类职业。从城市规模的比较来看，分属白领的三类职业的系数值随着城市规模

扩大而上升，城市规模越大蓝领与白领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越大，与前文观察的

一致。结合两种比较的结果，说明了从事职业为蓝领或是白领对于高收入人群的

工资回报影响比低收入人群更大，同时高收入工作主要集中在白领职业，而规模

较大的城市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从而进一步拉开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职业工资

差距。这其中蓝领职业中的工资差异在较高收入群体中较小，可能是由于低收入

群体中生产运输工人的工作强度及对体能的要求都要高于服务型人员，使得工资

水平相应要高，而高收入群体中，工资水平会取决于工作技能和知识水平而不再

是体力水平，这种用工需求的变化，使得两类职业提供的薪资水平也会趋于一致。

同时，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制造业的比例较高，对于生产运输工人的需求也较高，

使得两者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也越发拉大。白领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则主要由

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往往是一个单位中工资水平最高的群体，而这种差距在更大

规模分工更为明确的企事业单位就越发明显，因此在特大城市中单位负责人的工

资会远远高于其他两类白领职业，而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从业人员自然也会高于一

般职业。

最后考虑受教育年限在不同规模城市对于月工资对数的影响。横向来看，教育对

工资的回报率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城市规模越大则教育回报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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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纵向来看，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对数工资条件分布的１０分位的教育回报率都
明显要高于９０分位，但特大城市的教育回报率却随着工资百分位点的上升，系数值
稳步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小的城市教育资源较为缺乏，低收入

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低，提高受教育水平相较于高收入群体带来的边际回报更高。而大

规模城市中，较低收入群体 （工资水平２５分位及以下）的边际教育回报率低于较
高收入群体 （工资水平７５分位及以上），则可能不仅仅是由于高教育程度获得的高
收入，也可能是高收入群体在获得了高收入之后，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受教育程

度。同时，在中小城市每增加一年受教育年限相较于增加一年工龄对于工资的贡献

要更低，也就意味着积累工作经验相较于提高教育水平要更为有利。但是，这一情

形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刚好相反，工龄的系数值明显低于受教育年限，提高受教

育水平会比积累工作经验更为有利。结合前文所观察到的现象，总的来说，性别和

职业对于月工资对数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工龄和受教育年限，而受教育年限对于

工资的影响整体上又要高于工龄，这一现象在特大城市的高工资收入群体中尤为明

显。

表１０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月工资对数分位数回归结果

百分位点 变量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１０分位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９１０

（０００６１）
０２４２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８８０

（０００４３）

工龄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０８）

工龄平方项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１１）

生产运输工人 基准组 基准组 基准组

服务型人员
－０１２３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８８）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８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０７２）

单位负责人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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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百分位点 变量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２５分位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６４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２３６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２９）

工龄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０７）

工龄平方项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００８）

生产运输工人 基准组 基准组 基准组

服务型人员
－０１３１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０４２）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９８）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０５５）

单位负责人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３７６）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１２０

（００１７１）

５０分位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６５６

（０００３２）
０２３８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２１００

（０００１７）

工龄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６）

工龄平方项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０６）

生产运输工人 基准组 基准组 基准组

服务型人员
－０１０５９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０３４）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１０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７９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０４０

（０００４５）

单位负责人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３７５）
０１４９０

（００１８６）
０１７００

（００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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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百分位点 变量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７５分位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６６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４６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２２１０

（０００２０）

工龄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７）

工龄平方项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００６）

生产运输工人 基准组 基准组 基准组

服务型人员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４４）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１２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１３５０

（０００５４）

单位负责人
０１５２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２３７０

（００１３４）
０２６６０

（００３５０）

９０分位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３９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２４９０

（０００２２）
０２２３０

（０００４６）

工龄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００９）

工龄平方项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１２）

生产运输工人 基准组 基准组 基准组

服务型人员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６７）

办事及有关人员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１１２）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２１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１６５０

（００１２５）

单位负责人
０２２１０

（００４２６）
０４６２０

（００３６１）
０４４００

（００３９９）

４６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续表

百分位点 变量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其他控制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市辖区人均ＧＤＰ对数 是 是 是

婚姻（在婚＝１）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９７８３２ ２４５０３０ １１３７５８

　　注：（１）括号内为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通过２０次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得到；（２）、、分别表示估计系数
分别在１％、５％、１０％置信水平上显著；（３）“是”表示该变量在分位数回归中已加入，但受篇幅所限，本文
省略了各分位点处的回归结果，读者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四、结论

本文依据城市规模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组，
依次分析了各类规模城市的学历工资差异、职业工资差异、性别工资差异和工龄工资

差异，然后再分别对各类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实际月工资对数进行分位数回归。得到的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性别工资差距整体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缩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高收入群体中性别工资差距更大，而在中小城市低收入群体中性别工资差距更

大。将不同性别农民工的个人特征进行对比后，本文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性别歧

视，也就是说，中小城市的性别歧视程度整体要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中小

城市内低收入职业的性别歧视程度又会高于高收入职业，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刚

好相反。

第二，工龄带来的工资差距仅在高收入群体 （９０分位）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而增加；而在低收入群体 （２５分位及以下）中，中小城市的工龄回报率要远高于其
他两类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报率则十分接近。结合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回报率

的分析，本文认为由于中小城市中低收入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中更多的是对重复工作流

程的熟悉而并不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工龄对于工资的影响相较于大规模城

市会更高；而在较大规模城市中当受教育程度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工龄的比较优势则

会凸显出来。

第三，蓝领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中低收入群体 （５０分位及以下）中随着
城市规模的扩大而缩小，蓝领与白领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则随着城市规模的

扩大而增加。结合不同职业间受教育年限的比较之后，本文倾向于认为蓝领职业

中生产运输工人对于受教育水平的要求较低，而对于能否进行强度较高的体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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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忍受较差的工作环境等其他条件的要求较高，相较于服务型人员较高的工资

水平则可能是对体力消耗和较差工作环境的一种补偿。同时，蓝领职业的工作内

容在不同城市规模中并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其工资水平也较为稳定，而白领职业

则相反。

第四，受教育年限增长带来的工资差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上升，中小城

市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刚好相反。规

模越大的城市对于受教育程度这一人力资本要素越为看重，通过其与工龄系数值的对

比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同时，中小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高收入群

体，于是其教育的边际回报率更高，而大城市中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更倾向于是一种

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是，由于没有对各项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加之未剔除农民工对城市的选择

性偏差和控制各类城市规模的生活成本，并且各类城市规模的样本量有较大差距，使

得本文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有待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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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小博　余文智：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工资结构存在差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