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
潜力有多大？

———基于新时期中国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估算

程　 杰　 尹　 熙

摘 要　 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 流动人口消费特征正在发

生变化。 作者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测算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流动人口消费收入弹性，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 并据此模拟估算未

来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带来的消费潜力。 研究表明： （１） 新时期以来流动

人口总体消费弹性已经达到 ０ ６７， 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 ２０１７ 年消费弹性

提高到 ０ ７２， 流动人口总体消费行为呈现 “本地化” 倾向。 （２） 较之于城

镇本地居民平均消费弹性 （０ ８ 左右），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仍然相对偏低，
流动人口消费潜力仍有提升空间。 （３）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拉动作用显

著， 基于消费函数模拟的估算表明， 若流动人口市民化能够实现流动人口与

城镇本地居民消费弹性趋同， 到 ２０３０ 年流动人口带动消费总量将达到 １５ ８
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 ＧＤＰ 的 ９ ３％ ， 其中由流动人口市民化直接带动的消费

增长量约 ８ 万亿元， 相当于 ４ ７ 个百分点的 ＧＤＰ。 流动人口不仅是城镇劳动

供给主体， 同样是重要的消费群体。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
尽快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 对于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深刻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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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开启了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劳动力在城乡

之间、 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加快流动， 劳动力市场体系逐步发育完善， 流动人口规模

持续扩大。 流动人口一般是指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 非本区 （县、 市） 户口的

人口， 主要集中于少数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 以北京为首的直辖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

能力不断增强 （夏怡然等， ２０１５）。 流动人口规模巨大，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从 ６５７ 万人增长到 ２ ２１ 亿人， 年均增长超

过 ８％ （段成荣等， ２０１３）。 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

口共 ２ ９１ 亿人， 其中流动人口有 ２ ４４ 亿人。 ２０１０ 年， 中国人均 ＧＤＰ （按照实际汇

率计算） 超过 ４３００ 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中国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

列。 进入新时期以来， 中国人口与经济结构加快转变，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

口首次出现净减少，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 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增速明显下降， 流动人

口规模趋于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全国农民工

（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６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劳动者） 总量达到 ２ ８８
亿人， 但增速已经下降到 ０ ６％ ， 接近于零增长， 其中迁移到本乡镇以外的外出农民

工为 １ ７３ 亿人， 增速下降到 ０ ５％ ， 尤其， 外出农民工中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较上

年减少 １ １％ 。
流动人口迁入到城市的主要动机是实现就业并获取收入， 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

户籍制度约束导致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不平衡， 这使得流动人

口有着不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特征， 在总体上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需求被抑制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３）， 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居民 （陈斌开等， ２０１０； 王韬、 毛建新，
２０１５）。 已有研究表明， 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制约，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消费支出比

当地城镇居民低约 ２０％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５）。 除此之外， 诸多研究关注于流动人

口的汇款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现象， 即农民工会将在城市打工所得的主要收入带回或寄回

家乡， 用于城市本地的消费比例较少， 消费支出主要发生在流出地。 大多研究认为农

民工汇款比例很高 （盛亦男， ２０１３； 张华初、 刘胜蓝， ２０１５ａ； 许琪、 邹红， ２０１６）。
正由于此，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消费需求不足、 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这在较长时期

内成为一般性共识， 但实际上准确估算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弹性的研究并未得到连续

开展。
更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 城镇

化进程也进入新阶段。 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层次逐步提升，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特征也

在悄然发生变化。 进入新时期以来， 决策部门将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战略放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 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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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逐渐在城市稳定生活和就业， 人口迁移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从以个体劳动力迁移为

主逐步转向以举家搬迁为主。 宏观经济格局和微观个体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流动人口

的消费行为是否也在发生显著变化？ 关于新时期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相关基础性研究

有待持续开展。
本文从消费收入弹性这一基础性议题出发， 利用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观察流动人口

消费行为转变。 消费收入弹性， 是指收入每变动 １％可以带来消费变化的百分比， 即

Ｅｙ ＝
ΔＣ ／ Ｃ
ΔＹ ／ Ｙ， 其中 Ｃ 为消费， Ｙ 为收入， ΔＣ 与 ΔＹ 分别是消费与收入的边际量。 消费

弹性可以衡量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的消费意愿， 也可以观察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转变和居民收入水平变化能够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化。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动能转换和

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期， 依靠内需拉动是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目前受到城

乡二元结构制约，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水平偏低， 通过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助于释

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 为经济转型发展注入动能。 流动人口究竟还有多大消费潜力可

以释放？ 本文将利用代表性数据对比分析流动人口和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差异，
据此估算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潜在消费。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 （１） 利用目前可获得的唯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动

人口监测抽样调查微观数据， 测算流动人口消费弹性这一最基础性议题， 研究发现对

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变迁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２） 利用全国

代表性的微观数据观察城镇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消费弹性差异， 判断流动人口

消费弹性的提升空间。 （３） 基于消费函数模型模拟， 估算流动人口市民化带来的消

费潜力。 本文以下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相关议题的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将

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变量和计量方法。 第四部分将报告模型估计结果， 以及不

同特征群体的消费弹性变化。 第五部分将计算城镇居民消费弹性并与流动人口消费弹

性进行比较， 并据此估算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潜力。 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探讨。

二、 文献综述

消费理论发展源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他认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会转化成

消费， 即 Ｃ ＝ αＹ ＋ β。 其中 α 为边际消费倾向， 会随收入的增长而递减； β 为自发

消费。 此后弗里德曼、 莫迪利安尼等经济学家不断地放宽条件解释居民消费。 但无

论是相对收入假说， 还是生命周期收入假说等， 始终是以收入作为决定消费的主要

因素。 国外对于移民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消费方面的研究较多， 但对于移民与本国居民

的消费差异并未产生共识。 Ｉｓｌａｍ 等 （２０１３） 对澳大利亚本国的居民和移民的收入

与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 认为移民比当地居民有着更强的储蓄倾向， 家庭规模、 原

籍国的异质性会影响移民的储蓄， 而 Ｇａｔｉｎａ （２０１４） 认为澳大利亚移民相对于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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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更少。 Ａｂｉｚａｄｅｈ 和 Ｇｈａｌａｍ （１９９４） 利用 １９８６ 年加拿大的家庭消费数据分

析移民和加拿大本地出生居民的消费行为， 发现移民在单次收入上相对于本地人拥

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但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本地人较低， 同时结果显示移

民在向着本地居民的消费模式转变。 与此相同， Ｌｅｅ 和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９４） 对在加拿大

的中国香港移民进行研究， 认为环境的改变会使移民的消费趋向于本地人， 但同时

文化根源的不同也使两个群体的消费行为无法完全相同。 此外， 对于移民的汇款问

题也有较多的研究， Ｍｅｎｊｉｖａｒ 等 （１９９８） 研究了在美国居住的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移

民的汇款行为及影响因素， 发现了其家庭收入和家庭中近亲的居住地对两个群体

汇款行为有最一致的影响； Ｂｅｔｔｉｎ 和 Ｌｕｃｃｈｅｔｔｉ （２０１２） 使用德国 ２０ 多年中 ８４ 个国

家的移民数据对移民迁移倾向建立模型， 研究了汇款跨期性与持久性， 认为汇款

可以缓解 “人才流失” 的补偿作用， 这对于解决目前许多省份人才缺失问题有参

考作用。
国内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探究影响消费的因素。 陈斌开等 （２０１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ＩＰ） 数据研究了户籍

制度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得到流动人口的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低 ０ １４６， 认为

放松户籍可以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杨翠迎和汪润泉 （２０１６） 对于流动人口的社

会保险研究发现， 拥有养老保险会对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水平产生影响， 其中农村流

动人口拥有养老保险会对消费支出产生促进作用。 宋月萍和宋正亮 （２０１８） 利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发现， 参加医疗保险会降低流动人口面对医疗支

出的不确定性风险， 促进流动人口消费。 刘妮娜和张汝飞 （２０１３） 使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 数据研究发现， 以城镇居民家

庭为对照得出不同的流动模式下的流动人口会存在不同的消费倾向。 谭苏华等

（２０１５） 使用 ２０１２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家庭存在

消费水平低、 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廖直东和宗振利 （２０１４） 通过 ２００９ 年中国乡

城移民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得出， 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抑制乡城移民的消费水平。 上述文

献对影响流动人口消费的各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未具体探究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与消

费能力。
关于新时期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估计仍未得到充分关注。 王韬和毛建新 （２０１５）

使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微观 ＣＨＩＰ 调查数据， 利用分位点回归和分位数分析法计算得

出流动人口家庭不同分位点的收入消费弹性在 ０ ７ 到 ０ ９ 之间， 这一数值相对其余研

究较高， 且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弹性始终高于城镇家庭， 这一点与其他研究不

同。 张华初和刘胜蓝 （２０１５ｂ） 利用 ２０１３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流

动人口消费弹性为 ０ ６８。 杨翠迎和汪润泉 （２０１６） 利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估算了城乡单人户的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弹性分别为 ０ ５７３ 与 ０ ６２４。 王美艳

（２０１７） 使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

农民工不同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并得出两代人消费弹性分别为 ０ ２４８ 和 ０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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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估算结果相对于其他类似研究偏低。
目前研究对于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弹性估算并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弹性值

区间范围较大， 利用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 个体层面数据和家庭层面数据以及不同调

查数据来源进行消费弹性估计， 结果都可能存在偏差。 本研究将使用全国代表性的流

动人口抽样调查， 从家庭层面估算新时期中国流动人口消费收入弹性， 并利用代表性

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 据此模拟和观察流动人口市民化的

消费潜力。

三、 数据、 变量及模型设定

（一） 数据的来源及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ＭＤＳ） 数据， 该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 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组

织开展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调查采用综合调查和专题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 其中综合调查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 流动范

围和趋向、 就业和社会保障、 收支和居住、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婚育和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 子女流动和教育、 心理文化等情况的连续断面监测调查， 调查点覆盖了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 本文选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共 １３１２１６９ 个样本家庭。 对于调查对象采用其个人信息、 家

庭成员信息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与支出信息， 以计算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数据

总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月平均收入（元） １２８８ １１ １９６４ ２８ ２３０７ ０５ ２４２５ ４８ ２６５３ ８０ ２８２７ ８５ ３１９４ ２７ ３４２４ ２９

月平均消费（元） ７２６ ４４ ９１６ １９ １０７７ ０６ １１３７ ７４ １２５１ ６５ １３９５ ０３ １５８６ ２７ １７４７ ８２

家庭规模（人） ２ ４４ ２ ４７ ２ ５２ ２ ５１ ２ ５４ ２ ５９ ２ ５６ ２ ５６

平均年龄（岁） ３０ ５９ ３０ １６ ３０ ４２ ３０ ３８ ３０ ６５ ３２ １１ ３２ ５４ ３２ ７５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９ ２３ ９ ５２ ９ ６３ ９ ７１ ９ ９３ ９ ８９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１

农业户口比例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８３ ０ ８３

跨省流动比例 ０ ４７ ０ ５１ ０ ５６ ０ ５２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０ ４９ ０ ４９

流动时长（年） ６ ０５ ５ ６５ ５ ４７ ５ ６３ ５ ６１ ５ ７１ ６ ６４ ７ ３５

样本量（个）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１５８５５６ １９８７９５ ２００９３８ １９３１２５ １６９０００ １６９９８９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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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月平均收入” 是被调查家庭调查时点过去一年内的人均月收入； “月平均

消费” 亦是过去一年内家庭中的人均月消费。 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和月

平均消费均随年份平稳增长。 流动人口特征在这几年中较为稳定， 流动人口家庭规模

平均约为 ２ ５ 人， 平均年龄在 ３０ 到 ３３ 岁之间， 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９ ～ １０ 年， 平均

流动时间在 ６ 年左右。 此外， 农业户口占比为 ８３％ ～ ８５％ ， 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比

例约为 １ ∶ １。
（二） 变量选取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测算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收入和消费是两个主要变量。 流动

人口监测数据中仅统计了流动人口家庭的总收入与总消费， 因此以流动人口家庭总消

费除以流入地家庭规模得到的人均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选取家庭人均

收入。
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 因此本文选取了一系列代表

个人和家庭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家庭特征方面控制了家庭年龄结构，
包括家庭平均年龄、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城 － 城流动和乡 － 城流动人口有着

不同的消费特征， 因此控制了户口类型。 家庭的财富水平会影响消费决策， 但是本

文采用的数据中并无统计家庭财富， 因此以 “是否拥有自购住房” 作为代表变量

进行控制。 个人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 流动距离、 流动

持续时间、 是否拥有工作， 其中流动距离是控制流动人口为省内流动或跨省流动的

二元变量。 此外， 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可以促进消费水平 （Ｍｕｎｎｅｌｌ， １９７４； 张

继海， ２００８）， 因此本文将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作为社会保障的代表加入到控制

变量中。
（三） 模型设定

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关键解释变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都采

取对数形式。 模型基本结构为公式 （１）。 其中， ｌｎＣ 为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 ｌｎＹ 为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ＦＡＭＩＬＹ 表示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平均年龄、 少儿抚养

比、 老年抚养比、 户口类型和家庭是否拥有自购住房； ＨＥＡＤ 表示个人特征变量， 包

括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流动距离、 流动时间、 是否拥有工作、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是一组代表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域和新疆建设兵团的虚拟变量 （其中上海市

为参照组）， ＹＥＡＲ 为代表年份的虚拟变量 （其中 ２０１０ 年为参照组）。 系数 β１ 即为研

究关注的消费收入弹性。

ｌｎＣ ＝ β０ ＋ β１ ｌｎＹ ＋ β２ＦＡＭＩＬＹ ＋ β３ＨＥＡＤ ＋ β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β５ＹＥＡＲ ＋ ε （１）

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 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整体年龄较为年轻， 一般不

携带老人流动； 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约占到了 ８４％ ； 考虑到 ９ 年义务制教育， ９ ８ 年

的受教育年限并不高； 而流动人口中仅有约 １６％ 的人拥有着医疗保险， 说明流动人

口整体的社会保障情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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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类型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消费对数 连续变量 家庭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 ６ ９１ ０ ６６

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 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７ ６０ ０ ６９

家庭特征变量

平均年龄 连续变量 家庭中成员平均年龄 ３１ ２６ ９ ９７

少儿抚养比 连续变量 １６ 岁及以下成员占家庭总成员的比例 ０ ２６ ０ ３６

老年抚养比 连续变量 ６０ 岁及以上成员占家庭总成员的比例 ０ ０２ ０ １４

户口类型 虚拟变量 农业户口 ＝ １，非农业户口 ＝ ０ ０ ８４ ０ ３６

是否拥有自购住房 虚拟变量 有自购住房 ＝ １，无自购住房 ＝ ０ ０ １６ ０ ３６

个人特征变量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被调查人受教育年限 ９ ８１ ３ ０１

跨省流动比例 虚拟变量 跨省流动 ＝ １，省内流动 ＝ ０ ０ ５１ ０ ５０

流动时长 连续变量 被调查人本次流动持续时间 ６ ０１ ５ １４

是否拥有工作 虚拟变量 调查节点前有工作 ＝ １，调查节点前无工作 ＝ ０ ０ ８４ ０ ３６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 拥有医疗保险 ＝ １，没有医疗保险 ＝ ０ ０ １６ ０ １３

省份 虚拟变量 上海市为参照组 — —

年份 虚拟变量 ２０１０ 年为参照组 — —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四、 流动人口消费收入弹性估计结果

（一） 总体消费弹性估计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中第 （１） 列是对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 模型

计算所得流动人口消费收入弹性为 ０ ６７２； 第 （２） 列中将收入与消费换为以流动人口

家庭为单位计算， 所得消费弹性结果为 ０ ６７６， 与前者无偏差； 第 （３） 列中去掉了控

制变量， 计算所得到的直接消费弹性为 ０ ６９７。 三个结果比较接近， 计算结果稳健。
这一结果与张华初和刘胜蓝 （２０１５ｂ）、 杨翠迎和汪润泉 （２０１６） 计算所得结果

相近， 其中前者使用 ２０１３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所得的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为

０ ６８， 与下文所展示的 ２０１３ 年消费弹性 ０ ６８６ 结果相近。 这一结果相比王韬和毛建

新 （２０１５） 测算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流动人口消费弹性结果较低， 与王美艳 （２０１７） 使

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所得结

果相差较大， 原因应该是使用不同的数据造成的系统性偏差。
从第 （１） 列的控制变量来看， 家庭结构会显著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 家

庭平均年龄、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均对消费水平有着负向作用， 随着抚养压力增

加流动人口也会选择更多的储蓄； 教育水平越高相应的消费水平也越高； 非农业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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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更高； 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而流

动的时间越长消费水平会显著提高； 有自购住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表 ３　 消费收入弹性的模型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家庭人均消费对数 家庭总消费对数 家庭人均消费对数

家庭平均收入对数
０ ６７２∗∗∗

（５８８ １３）
—

０ ６９７∗∗∗

（８００ ０１）

家庭总收入对数 —
０ ６７６∗∗∗

（５８１ ６８）
—

平均年龄
－ ０ ００３０３∗∗∗

（ － ４８ ２８）
－ ０ ００１２４∗∗∗

（ － １９ １０）
—

少儿抚养比
－ ０ ０６５１∗∗∗

（ － ４２ ５７）
０ ２３３∗∗∗

（１５７ １５）
—

老年抚养比
－ ０ ０３１７∗∗∗

（ － ９ ９３）
０ ０３２８∗∗∗

（１０ １２）
—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４４∗∗∗

（８３ ８２）
０ ０１０１∗∗∗

（５９ ７３）
—

户口类型
－ ０ ０７７０∗∗∗

（ － ６１ ９３）
－ ０ ０６１０∗∗∗

（ － ４９ ３９）
—

跨省流动比例
－ ０ ０３３７∗∗∗

（ － ３４ ０６）
－ ０ ０３３１∗∗∗

（ － ３３ ２８）
—

流动时长
０ ００４４９∗∗∗

（５０ ６８）
０ ００９１４∗∗∗

（１０３ ５３）
—

是否拥有工作
－ ０ ０４３３∗∗∗

（ － ３７ ７８）
－ ０ ０８０９∗∗∗

（ － ７２ １４）
—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０ ００２４５∗

（２ ０３）
－ ０ ０１２９∗∗∗

（ － １０ ６７）
—

是否拥有自购住房
０ ０５９２∗∗∗

（４９ ９６）
０ ０９５６∗∗∗

（８０ ４４）
—

省份 √ √ √
年份 √ √ √

常数项
１ ７８４∗∗∗

（１９９ ６１）
１ ９１６∗∗∗

（２００ １２）
１ ５３９∗∗∗

（２２６ ３０）
样本量 １１０２９６２ １１０２９６２ １３０５４５６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表示在 １％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１０％ 水平上显著； 省份与年份控制变量均包括

其中。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此外 “是否拥有工作” 这一变量对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拥有工作一方面可以

使流动人口对未来收入产生良好的预期， 从而促进消费； 另一方面拥有工作在控制收

入后， 这一行为会挤占消费的时间， 抑制消费。 从这里的结果来看， 拥有工作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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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不明显， 这可能是流动人口的工作保障性较低， 收入不确定性仍旧较高。
拥有医疗保险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显著， 而在第 （２） 列中拥

有医疗保险对于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作用。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导致流动人口参加

城镇社会保险并不能便利地享受保障待遇， 而且还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 若社会保险

制度短期并不能够发挥保障功能， 而且带来成本负担， 通常认为的社会保障扩大消费

需求的作用就难以实现。 这与宋月萍和宋正亮 （２０１８） 所得结果不同， 其研究发现

参加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 消费弹性的变动趋势

我们根据模型 （１） 分年份计算得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值， 如

图 １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基本稳定在 ０ ６ 以上， ２０１６ 年达

到近年峰值 ０ ７６３， 流动人口整体消费对于收入具有弹性， 总体消费弹性目前已经达

到较高水平， 我们需打破以往对于流动人口不在城市中消费的传统观念。 此外， 一定

时期内居民的平均消费弹性应保持稳定或缓慢变动。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的

消费弹性在近年来整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上涨速度较快， ２０１７ 年同比略有下降，
但并未表现出消费弹性整体趋于平稳或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市民化进

程不断加快。 进入新时期以来， 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保障水平持

续提高， 因此流动人口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不断升高， 储蓄相对应地减少， 流动

人口消费市民化趋势非常明显。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这对于目前城市扩大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 致力

于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而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是重要途径。 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目前较高， 消费水平会逐渐市民化， 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可支配收入能够卓有成效地

提高总体消费水平。 此外， 若能够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镇， 在增加劳动供给

的同时， 可以有效增加城市消费水平， 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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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贡献方式， 那么流动人口在城市中

理应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保障。 但是目前相对于城镇居民， 由于 “外地人” 标签

和城乡分割体系，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较低 （杨菊华， ２０１１）， 户籍限制与

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均会抑制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 （陈斌开等， ２０１０； 廖直东、
宗振利， ２０１４）， 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消费需求潜力释放， 改善流动人口的

社会状况可以有效提高其消费能力。
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中的 “家庭消费” 可能包含了对老家的汇款， 由此可能

高估流动人口家庭实际消费水平， 从而影响消费弹性的准确估计。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的调查中包括 “过去一年您寄往老家的钱”， 假设家庭消费中包括汇款， 本文对比了

剔除汇款前后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弹性变化。 估计显示， ２０１１ 年剔除汇款后估算的流

动人口消费弹性从 ０ ６２３ 下降到 ０ ５８５， ２０１２ 年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从 ０ ６０７ 下降到

０ ５７４， 消费弹性仅出现小幅度下降， 汇款因素对于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估计影响有限。
（三） 消费弹性的地区差异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消费

弹性最低， 中部地区流动人口消费弹性最高， 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水平相近。 平均消

费与平均收入基本呈东、 中、 西、 东北方向递减趋势，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平均收入

高， 而平均消费则差距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跨省流动比例更多。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流动人口中跨省份流动比例分别为 ２２％ 、 ４２％ 、
３６％ ， 而在东部地区该比例则达到了 ７２％ 。 跨省份流动的人口具有更低的消费水平

和更低的消费弹性， 因此更高比例的跨省份流动人口应会导致总体消费弹性较低。
表 ４ 展示了不同地区和省份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尽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

口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但迁移成本和生活成本也较高， 这可能导致了东部地区流动

人口总体消费弹性相对较低， 而中部地区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 消费弹性相对较

高。 不同省份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也呈现了一些特征。 相对来说， 经济较为发达的省

表 ４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消费弹性

省份 消费弹性 地区 消费弹性

江苏省 ０ ６１６

河北省 ０ ６２８

浙江省 ０ ６３９

山东省 ０ ６４９

上海市 ０ ６６２

福建省 ０ ６６５
广东省 ０ ６７６
天津市 ０ ６８４
北京市 ０ ６９４
海南省 ０ ７０３

东部 ０ 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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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消费弹性 地区 消费弹性

江西省 ０ ６３６

安徽省 ０ ６５９

云南省 ０ ６８０

河南省 ０ ６８６

湖北省 ０ ６８９

湖南省 ０ ７０５

山西省 ０ ７０８

西藏自治区 ０ ６０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０ ６１０

陕西省 ０ ６２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０ ６３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 ６６０

甘肃省 ０ ６６４

青海省 ０ ６７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 ６８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 ６９４

贵州省 ０ ６９５

重庆市 ０ ７１０

四川省 ０ ７２０

黑龙江 ０ ６４０

辽宁省 ０ ６７７

吉林省 ０ ６８７

中部 ０ ６７５

西部 ０ ６５９

东北 ０ ６５５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份， 例如江苏、 浙江、 广东等， 消费弹性均较低， 而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的消费弹性

相对较高。 此外， 经济状况较好的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四大直辖市的消费弹性相

对较高， 这背后可能体现出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流动人口生活成本较高。
（四） 消费弹性的群体差异

不同特征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５ 是在原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

入了不同特征变量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 三列分别是对户口类

型、 流动距离和是否拥有自购住房所导致的消费弹性的异质性研究。 从第 （１） 列来

看， 户口类型与家庭人均收入的交叉项显著为负， 乡 －城流动比城 －城流动的流动人

口消费弹性低 ０ ０２５７， 符合目前对于农民工汇款比例较高的研究， 乡 － 城流动人口

的消费水平开发潜力更大。 户口类型的系数与交叉项系数正负相反， 可以计算得出当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４０５５ 元时， 乡 － 城流动的流动人口即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会更高，
收入限制了乡 －城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第 （２） 列中可以看出跨省流动人口比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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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低 ０ ０２４４， 跨省流动人口由于社会保险跨省结算障碍等原因更

加不愿去消费， 仅当家庭人均收入小于 ２３９８ 元时， 跨省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更高。
第 （３） 列中可以看出， 是否有自购住房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６９２， 这意味着有自购住房的流动人口有更强的消费意愿。

表 ５　 消费模型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户口类型 流动距离 是否拥有自购住房

家庭人均消费对数 家庭人均消费对数 家庭人均消费对数

家庭平均收入对数
０ ６９３∗∗∗

（３４１ ４２）
０ ６８５∗∗∗

（４９３ ３４）
０ ６５８∗∗∗

（５３３ ６５）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户口类型
－ ０ ０２５７∗∗∗

（ － １２ ２８）
— —

户口类型
０ １２２∗∗∗

（７ ６１）
－ ０ ０７７３∗∗∗

（ － ６２ １７）
－ ０ ０７４９∗∗∗

（ － ６０ ３０）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流动距离 —
－０ ０２４４∗∗∗

（ － １４ ９３）
—

跨省流动比例
－ ０ ０３３７∗∗∗

（ － ３４ １２）
０ １５０∗∗∗

（１２ ２８）
－ ０ ０３３４∗∗∗

（ － ３３ ８１）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拥有自购

住房
— —

０ ０６９２∗∗∗

（３５ ００）

拥有自购住房
０ ０５８６∗∗∗

（４９ ４３）
０ ０５９３∗∗∗

（４９ ９７）
－ ０ ４７０∗∗∗

（ － ３１ ３８）

控制变量 √ √ √

省份 √ √ √

年份 √ √ √

常数项
１ ８６２∗∗∗

（１９１ ９２）
１ ９２３∗∗∗

（１８６ ７７）
１ ６０６∗∗∗

（２２０ ５９）

样本量 ９４３８９９ ９４３８９９ １１４１９０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省份与年份控制变量均包括其中。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图 ２ 展示了不同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变化。 随着群体的年龄从小到大的排

列，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呈 Ｓ 型变化。 青年流动人口消费弹性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上

升， ２５ 到 ３４ 岁的青壮年人群的消费弹性最高。 中年流动人口的弹性随年龄增长不断

下降， ５０ 岁以上群体的消费弹性趋于平稳， ６０ 岁以上老年流动人口消费弹性相对

较高。
消费弹性的年龄差异可以结合生命周期特征来理解。 ２０ 多岁的流动人口逐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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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消费弹性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始进入劳动力市场， 消费能力与需求不断变高， 对于未来收入也有较好的预期， 因此

消费弹性不断上升。 ２５ ～ ３４ 岁的青壮年群体是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 这一群体消费

比例较高， 储蓄较少。 ３５ 岁以后的群体进入中年， 消费水平降低， 家庭比较稳固，
开始对未来进行储蓄， 因此消费弹性下降。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医药支出等相对较多，
养老压力较大， 消费弹性升高。

图 ３ 是不同学历的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变化， 学历越高的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也相

应越高， 更高的学历会促进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一方面随着学历的变高， 眼界的拓

宽使人们会接触更多的消费品， 从而产生更多消费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高学历的流

动人口可能有着更少的生活负担， 从而可以更放心去消费。

图 ３　 不同学历群体的消费弹性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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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展示了流动人口随流动时间增长的消费弹性趋势。 可以看出， 随着流动时间

的增长，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总体上在不断上升， 增长速度在逐年放缓， 流动人口消

费意愿的 “市民化” 十分明显。 在流入地生活得越久， 流动人口更加愿意将收入用

于在当地的消费而不是过多储蓄或汇款。 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的逐年提升十分明显， 而在加入控制变量后， 第 ２ 年消费弹性就到达了高点， 此后便

一直较为平稳。 这说明收入对于消费的影响作用比较稳定， 而流动年限增长带来的直

接消费弹性的提升主要是来自公共服务等非收入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扩张。 这也印证

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促进公平的公共服务， 可以有效增加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图 ４　 不同流动持续时间人群消费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五、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潜力估算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市民化” 要求流动人口能够与

本地居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 这意味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消费倾向

和消费弹性趋于一致。 当这一目标实现时， 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得到最大程度释

放， 通过估算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消费弹性差异， 本文可以估算出流动人口市

民化的消费潜力，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需动力。 根据前面的估算， 目前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否已经与本地居民趋同？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

性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这需要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 利用全国代表性的数据

测算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
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系统覆盖了全国所有省、 直辖市、 自治区 （除港澳台地区

之外）， 是最具代表性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本研究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

据中每间隔一年随机抽取 ４００００ 户样本， 用于城镇本地居民消费弹性估算。 为保证可

比性， 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回归模型结构与模型 （１） 基本相同， 仅仅删除流动

时长、 流动距离两个不适用于本地居民的控制变量。 消费弹性估算结果显示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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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城镇本地居民总体消费弹性在 ０ ８０ 左右， 年份之间保持稳定。 杨永兵 （２０１１）
估算城镇居民短期消费弹性为 ０ ８１， 这与本研究估算结果相近。 张邦科等 （２０１１）
利用宏观统计数据估算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弹性为 ０ ８９９， 宏观层面估

算的弹性值往往高于微观层面。 为保证一致性， 本文将微观家庭层面估算得到的

０ ８０ 作为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弹性目标值。

表 ６　 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估算

　
总体样本

家庭消费对数

２００３ 年

家庭消费对数

２００５ 年

家庭消费对数

２００７ 年

家庭消费对数

２００９ 年

家庭消费对数

家庭收入对数
０ ８０３∗∗∗

（１３３ ５３）
０ ８３０∗∗∗

（７６ ９５）
０ ８１８∗∗∗

（７０ ７４）
０ ７８３∗∗∗

（６２ ２０）
０ ７８３∗∗∗

（６２ ３２）

控制变量 √ √ √ √ √

常数项
１ ２７８∗∗∗

（２６ ６９）
０ ９９９∗∗∗

（１０ ８５）
１ １９８∗∗∗

（１２ ２０）
１ ５８４∗∗∗

（１５ ４０）
１ ４１１∗∗∗

（１３ ４１）

样本数 ２８５４８ ７１５６ ７２１６ ７２３２ ６９４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省份与年份控制变量均包括其中。
资料来源： 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若以 ０ ８０ 作为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目标值 （见图 ５）， 目前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正处于逐步趋同的过程中， 仍然具有上升空间。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为 ０ ７２，
与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仍然有 ８ 个百分点的差异。 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是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目标， ２０１０ 年以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逐步提升， 扩大

内需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性基本稳定， 消费增长主要取决于收

入增长， 而流动人口的消费扩大既可以通过收入增长实现， 也能够通过提高消费弹性

的途径实现。 流动人口市民化对于释放消费潜力、 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弹性提升能够直接带动消费需求增长。 在确定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上限之后，

本文尝试基于目前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估计结果对未来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进行模拟预

测， 公式 （２） 为基于回归方程 （１） 的预测 （Ｐｒｅｄｉｃｔ）， 即模拟出一个典型特征的流

动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 ｌｎ^ Ｃ。 在此基础上， 假定未来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随着 “市民

化” 进程逐步提高， 基于回归方程 （１） 可以模拟出消费弹性和收入变化情景下的平

均消费水平， 即公式 （３）， 例如在 ｔ 为 ２０３０ 年， 消费弹性 βｔ 提高到 ０ ８０， 流动人口

收入增长到 Ｙｔ， 可以模拟出一个典型特征的流动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 ｌｎ^ Ｃ ｔ。

ｌｎ^ Ｃ ＝ β０ ＋ β１ ｌｎＹ ＋ β２ＦＡＭＩＬＹ ＋ β３ＨＥＡＤ ＋ β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β５ＹＥＡＲ （２）

ｌｎ^ Ｃｔ ＝ β０ ＋ βｔ ｌｎＹｔ ＋ β２ＦＡＭＩＬＹ ＋ β３ＨＥＡＤ ＋ β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β５ＹＥＡ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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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的潜力

资料来源： 消费弹性根据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全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得

到， 消费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利用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 结合未来经济发展前景通过模型 （２）、 模型

（３） 估计未来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 模拟预测的基本假定包括： （１）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

口消费弹性为 ０ ７２， 假设在 ２０２０ 年稳定到 ０ ７５ 左右， 在 ２０３０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基

本完成时达到 ０ ８０ 的上限值； （２） 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与 ＧＤＰ 保持同样的增速，
２０２４ 年之前 ＧＤＰ 增速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ＩＭＦ） 的

预测，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年 ＧＤＰ 增速假设保持在 ５ ５％ 。 以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不变价为参考，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达到 ９８ ６３ 万亿元，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１６９ ８４ 万亿元； （３） 假定流动人口总

规模保持稳定， 即流动人口总规模保持在 ２ ４４ 亿人， 基本人口特征保持稳定。 图 ６
显示了流动人口实际消费水平及其模拟预测消费水平的分布特征， 模拟值剔除了残差

影响， 更接近于正态分布。
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非常可观， 未来将成为消费内需扩大的重要来源。 预测显示

（见表 ７），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为 ０ ７２、 平均月收入为 ３４２４ 元， 全年消费总

量约为 ５ １ 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 ＧＤＰ 的 ６ ２％ ； 到 ２０２０ 年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为

０ ７５、 平均月收入为 ４１３５ 元的情境下， 全年消费总量增长到 ６ ７ 万亿元， 相当于当

年 ＧＤＰ 的 ６ ７％ ； ２０３０ 年新型城镇化目标基本完成之时，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为

０ ８０、 平均月收入为 ７１２０ 元， 全年消费总量扩大到 １５ ８ 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 ＧＤＰ
的 ９ ３％ 。

消费需求的增长来自收入增长和消费弹性提升两个方面，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

潜力贡献主要来自消费弹性的提升。 本文假定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始终保持 ２０１７ 年

０ ７２ 的水平不变， 仅仅考虑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扩大， 通过与消费弹性提升的

情景模拟结果对比， 可以观察出 “市民化” 带来的净效应。 模拟预测显示， 若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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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消费弹性保持在 ２０１７ 年水平不变， 流动人口消费总量将增长到 ５ ２ 万亿元， 而消

费弹性提升到 ０ ７５ 的情况下， 消费总量将扩大到 ６ ７ 万亿元， 较消费弹性不变的情

景高出 ２７ ９％ ， 流动人口消费总量相当于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５ ３％ 提高到 ６ ７％ ， 提升

１ ４ 个百分点。 若 ２０３０ 年消费弹性保持在 ２０１７ 年水平不变， 流动人口消费总量将仅

为 ７ ７ 万亿元， 而消费弹性提升到 ０ ８０ 的情况下， 消费总量将扩大到 １５ ８ 万亿元，
较消费弹性不变的情景高出约 １ 倍， 流动人口消费总量相当于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４ ６％提

高到 ９ ３％ ， 提升 ４ ７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对于未来消费扩张具有重要作

用， 流动人口市民化将能够释放非常可观的消费潜力。

图 ６　 流动人口实际消费与预测消费的分布

注： 分布采用 Ｋｅｒｎｅｌ 核密度估计。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表 ７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潜力预测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３０ 年

消费收入弹性 ０ ７２ ０ ７５ ０ ７２ ０ ７８ ０ ７２ ０ ８０ ０ ７２

平均月收入（元） ３４２４ ２９ ４１３４ ８０ ４１３４ ８０ ５４４７ ６６ ５４４７ ６６ ７１１９ ８７ ７１１９ ８７

平均月消费（元） １７４７ ８２ ２２８２ ８１ １７８５ ２６ ３６５２ ３５ ２１７７ ９６ ５３９３ ９６ ２６４１ ６７

流动人口消费总量（亿元） ５１１７６ ６６８４１ ５２２７３ １０６９４１ ６３７７１ １５７９３５ ７７３４８

ＧＤＰ（亿元） ８２０７５４ ９８６３４２ ９８６３４２ １２９９５１８ １２９９５１８ １６９８４１８ １６９８４１８

流动人口消费率（％ ） ＝ 消费

总量 ／ ＧＤＰ
６ ２０ ６ ７０ ５ ３０ ８ ２３ ４ ９１ ９ ３０ ４ ５５

弹性带动的消费增量（亿元） — １４５６８ — ４３１７０ — ８０５８７ —

弹性带动的消费率提升（％ ） — １ ４８ — ３ ３２ — ４ ７４ —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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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及政策含义

２０１９ 年， 中国人均 ＧＤＰ 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已经达到 １ 万美元， 正在加快迈向

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升级空间更加广阔， 流动人口消费需求也将发

生变化。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测算

新时期以来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弹性， 观察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差异。 在此基础上， 利用全国代表性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城镇本地居民的消费弹

性， 并据此模拟估算未来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带来的消费潜力。 本研究主要结论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１） 新时期以来中国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目前已经达到较

高水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体消费弹性达到 ０ ６７， ２０１７ 年提高至 ０ ７２，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呈现 “本地化” 倾向。 这一结论改变了关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

的传统认识， 流动人口不再是消费意愿较低、 储蓄汇款为主的 “迁徙者”。
（２）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存在群体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总体

相对较低， 这可能主要受到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影响。 城 －城迁移人口比农民工的消

费弹性更高， 跨省流动比省内流动群体的消费弹性更低。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随着年龄

增加呈现 Ｓ 型变化， 随受教育水平提高逐渐上升， 随着在流入地稳定生活年限增加而

逐步提高。
（３） 流动人口消费弹性较之于城镇本地居民仍然相对偏低， 流动人口消费潜力

仍有提升空间。 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拉动作用显著， 若流动人口市民化能够实现流

动人口与城镇本地居民消费弹性趋同， 到 ２０３０ 年流动人口带动消费总量将达到 １５ ８
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 ＧＤＰ 的 ９ ３％ ， 其中由流动人口市民化直接带动的消费增长约 ８
万亿元， 相当于 ４ ７ 个百分点的 ＧＤＰ。

新时期以来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变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

化已经进入新阶段， 流动人口总规模趋于稳定， 流动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举家搬迁比

例逐步提高， 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 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再只是寻求工

作、 获取收入、 向家乡汇款， 收入中的大部分越来越直接在城市消费， 流动人口的

“身份特征” 越来越趋向于本地市民。 流动人口已经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供

给来源， 同样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 促进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上涨、 流动人口收入上

涨、 继续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均可有效提升流入地消费规模， 拉动经济增长。
这需要继续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继续推动户籍

制度改革，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 这对于城市扩大内

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深刻意义。
本文存在一些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第一， 在微观层面上， 消费弹性的高低很难

用于衡量流动人口目前生活状况的好坏。 消费弹性增长是由于主动消费意愿的增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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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成本提升， 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这需要对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第二，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仅有家庭总消费一项， 无法探究流动人口家庭的消

费结构特征， 也没有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工资进行调查， 这有可能会低估家庭的总收

入， 从而存在高估流动人口消费弹性的可能性。 此外， 调查抽样时重点收集了本地流

动时间长、 已婚和近期生育的样本 （李丁、 郭志刚， ２０１４）， 也可能会高估流动人口

整体的消费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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