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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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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从全国、 大区域及城

市层面全面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 结果发现： （１） 我

国人口迁移总体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迁移目的地在分布上以东部地区

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 但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出现了快速增长； （２） 迁移人

口的代际变化特征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对未来城镇化的质量提出

了更高要求； （３） 迁移人口向地级及以上城市集聚， 尤其是向大城市及特

大城市集聚的现象显著， 同时， 小城镇在吸纳人口就近迁移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 （４） 城市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 行政等级等因素

关系密切。 未来， 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变化对城市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弱化城市的行政等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促进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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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主要发达国家在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Ｐｕｇａ，
１９９８）， 这些目前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在其快速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中均经

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且人口迁移方向与工业发展和产业集聚的方向是一致的

（Ｐｏ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Ｐｕｇａ， １９９８； 王章辉、 黄柯可， １９９９）。 中国自 １９９６ 年进入城镇

化快速推进期以来， 迁移人口规模不断增长， 并成为城镇化和推动城市规模增长的重

要动力及核心内容之一。 把握中国迁移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对于

准确判断未来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及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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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国内对于中国人口迁移的变动趋势和空间分析主要依据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 如蔡建明等 （２００７ ）、 刘玉 （２００８ ）、 段成荣等 （２０１３ ）、 叶裕民和黄壬侠

（２００４）、 陈丙欣和叶裕民 （２０１３）、 李袁园 （２０１３）、 王文忠和沈思 （２０１４） 等。 刘

妮娜和刘诚 （２０１３） 则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抽样数据来研究人

口流动的稳定性问题。 但相比这种抽样数据，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更为全面， 众多文献

基于最近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以下

简称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 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及分布做了大量研究。
例如， 段成荣和杨舸 （２００９） 从流入地视角来研究迁移人口的变动趋势， 由于使用

的是较为早期的数据， 因此该研究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不断集中的趋势。 蔡建明等

（２００７） 将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与城市规模分布联系起来， 认为中国的流动人口是经

济导向型的流动， 主要呈现出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由农村地区流向城

市的趋势， 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城市规模分布的不平衡。 王文忠和沈思

（２０１４） 基于 “六普” 数据分析中国不同年龄段人口的迁移率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中

国前劳动力成分 （０ ～ １４ 岁） 的迁移水平较低且基本不存在后劳动力成分 （６５ 岁及

以上）， 劳动力成分 （１５ ～ ６４ 岁） 中 ２２ ～ ２４ 岁年龄段的平均迁移率最高。 叶裕民和

黄壬侠 （２００４）、 陈丙欣和叶裕民 （２０１３） 分别利用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 对

中国十年间迁移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跟踪分析， 发现中国处于一个移民时代， 人口

迁移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 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 中程流动和远

程流动并重， 人口净流入、 净流出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一些地理学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迁移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即这些迁移者

向哪些区域或哪些城市迁移， 是 “单向集中” 还是 “多向集中”。 当然， 对空间分布

的分析也往往包含着对变化趋势的判断。 朱传耿等 （２００１） 较早地考察了我国流动

人口的空间分布情况， 发现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存在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 东中西三

大板块分布不均衡， 集中分布于京津、 东北、 皖赣、 新疆和云南等地。 刘玉 （２００８）
认为中国人口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性的空间指向。 王国霞等 （２０１２） 对 ２０ 世

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建制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 研究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

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 王春兰和杨上广 （２０１４） 指出， 随着中国进入新一轮区

域协调发展阶段， 中国区域人口的再分布将由 “沿海单向集中” 转向 “多向集中”，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吸纳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段成荣等 （２０１３） 也认为， 随着中西

部地区产业的发展， 人口流动虽然仍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出现分散趋势。 可以说， 上

述研究普遍认同中国人口迁移在空间上将出现分散集中的趋势， 这种判断肯定了中西

部地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除了利用全国性的普查数据， 也有研究利用

各省常住口径和户籍口径的人口数据倒推迁移人口， 判断净迁移人口的变化。 例如，
刘盛和等 （２０１０） 利用总量迁移人口与净迁移人口分析省级层面流动人口的地域分

布特征， 并将中国的省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 净流出型活跃区、 平衡型活跃区和

非活跃区四种地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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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表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人口迁移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乡 － 城迁移是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 也是城镇化过程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的劳动人口

迁移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为主， 是一种 “经济导向型” 的迁移， 表现为从中西

部落后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迁移， 尤其是向东部沿海少数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

格局。 但综合来看， 这些研究多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 属于宏观分析， 以

城市尺度层面的研究还不多。 朱传耿等 （ ２００１ ）、 鲍常勇 （ ２００７ ）、 王国霞等

（２０１２） 和段成荣等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城市视角的分析， 但以使用

“五普” 数据甚至更早的数据为主， 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及未来人口迁移的最新变化

趋势及特征。 此外，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这些研究对中国迁移人口近年来发生的

一些结构性变化关注不足， 例如， 对代际迁移及迁移类型的差异鲜有涉及。 而辨识

这些结构性的转变并进行系统性分析， 对于深入把握未来中国人口的迁移趋势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 观察近年来中国迁移人口的规模强度、 迁

移流向以及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并对迁移人口在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以把握其

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①

二、 概念界定及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 “六普” 数据， 以及历年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和 《全国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此， 需要对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进行说明。
首先， 需要对 “迁移” 与 “流动” 的概念进行区分。 迁移人口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 迁移者的迁移目的往往是提升自身的福

利， 是理性个体对更好机会的反应 （马祖姆达， ２００３）。 本文采用 “迁移” 这一概

念， 同样是指理性个体为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 离开出生地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
因此伴随着地理空间上的变化。 相对而言， “迁移” 的概念比 “流动” 的概念要

窄， “迁移” 是发生了固定居住地变化的 “流动”， 并且跨越了不同的行政区 （查
瑞传， １９９１）。 两个概念的范畴是一种前者被后者包含的关系。 目前， 我国统计部

门主要以 “流动人口” 为对象发布相关的统计和监测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的出现与

户籍制度相关 （张展新、 杨思思， ２０１３）。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 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 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集聚。 但受制于以

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 大量迁移人口仅仅完成了地域的转移， 而未能真

正实现身份的转变 （即实质上成为一种暂住人口， 而未能成为当地居民并享受平等

的市民待遇）， 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 实质上是一种 “候鸟” 式的往返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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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及国家人口与计生相关部门的统计就使用

“流动人口” 概念。 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有两种 （以 “六普” 为准）： 一种是 “居
住地与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另一种是在

前者的基础上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即在市辖区范围内跨乡镇街道流动、
改变常住地且无户口登记变更行为的将不被视为流动人口。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公报将两种口径数据一并发布， 分别为 ２ ６１ 亿和 ２ ２１ 亿， 二者相差约 ０ ４０ 亿人。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 “流动人口” 数据则为第二种口径

数据。
另外， 国家统计局自 ２００８ 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 以对全国 ３１ 个

省 （区、 市） 的农民工进行监测调查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司， ２０１０）。 其中 “农民工” 是指户籍仍在农村， 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６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 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 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 这一概念相

当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 也是最符合本文研究的乡 －城迁移范畴。
根据本文所界定的迁移概念， 全文的分析以常住人口口径为准， 即在城市居住满

半年的算作该城市居民。 依此来看， 使用第二个口径的统计数据更符合 “迁移” 的

定义。 但为了在现有研究结果基础上判断 “五普” 和 “六普” 的人口变化情况， 后

文在两次普查数据对比分析时使用宽口径数据， 即包括了市辖区人户分离的人口。 由

于关注的是趋势变化， 因此这种权宜做法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不大。

三、 人口迁移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主要从全国及大区域的角度对中国迁移人口的规模及流向进行分析， 并对近

年来迁移人口的代际变化和迁移类型进行考察。
（一） 规模强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以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为标志， 国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 为农村劳动力流动

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之后以乡 － 城迁移人口为主， 我国的流动人口逐年增长。①

１９８２ 年，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仅为 ６５７ 万人。 到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全国

流动人口达到 １ １７ 亿，② 相比 １９８２ 年增长了约 １８ 倍， ２００５ 年流动人口规模相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了 ２５ ３２％ ，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高达 ５０ ３４％ ， 而 ２０１４ 年仅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了 １４ ４８％ （见图 １）。 总体来看，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呈现先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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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流动人口指离开户口所在地， 跨乡 （镇、 街道） 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主

要包括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
不包括 “本市区其他街道” 人口。



后减速的特征， 这与城镇化发展的 “Ｓ 型” 曲线高度契合。 根据 《中国流动人口发

展报告》 的预测， 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 到 ２１ 世纪中叶， 中

国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 ３ ５ 亿人， 其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为 ２ ６ 亿 （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２０１２）。

图 １　 中国迁移人口规模及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分省报告》 （２０１３）、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及 《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 “农村户籍劳动力占比” 指农村户籍迁移人口占迁移人口的比重。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迁

移人口利用普查数据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得到。 ２００５ 年农村户籍迁移规模根据 ２０００ 年

和 ２００４ 年数据以算术平均值推算。

（二） 迁移流向

通过对比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可以发现 （如表 １ 所示）， 十年间中国人口迁

移的区域分布特征变化不大。 其中， 东部和西部占总迁入人口比重有微小的提高， 而

中部地区有微小下降； 从区域比例来看， 东部和中部地区略微上升， 而西部地区略微

下降。 从迁入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 西部地区迁入人口的增速最高， 达到 ８６ ８３％ ，
东部地区次之， 为 ７９ ４９％ ， 中部地区为 ７７ ６１％ 。 这表明， 十年间中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在吸引迁移人口方面基本保持一致， 而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部

地区在吸引人口回流方面的成效更为明显。 虽然东部地区仍是我国迁移人口的主要流

入地， 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进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 中西部地区的迁入人口也将

出现较快增长， 这与王春兰、 杨上广 （２０１４） 的观点较为一致。
由于乡 －城迁移是迁移人口的主体， 因此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的 《全国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的数据来分析乡 － 城迁移人口变动趋势， 以把握人口

最新的迁移动态。 ２０１５ 年， 按输出地划分 （见表 ２）， 在外出农村劳动人口中， 跨省

流动人口 ７７４５ 万人， 省内流动人口 ９１３９ 万人， 分别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 ４５ ９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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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１０％ 。 分区域来看， 东部地区外出农村劳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 占比达到

８２ ７０％ ， 即以短途和中途迁移为主； 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人口以跨省流动、 长距离

迁移为主，① 分别占到 ６１ １０％和 ５３ ５０％ 。 对比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数据可以发现， 跨

省流动人口规模 （即长距离迁移人口） 总体下降了 ５ ３０ 个百分点， 而中短途省内迁

移的比例则上升了 ５ ３０ 个百分点。 这种变化趋势在三大区域表现得非常一致， 相比

２００９ 年，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长距离迁移人口比例分别下降了 ３ １０、 ８ ３０ 和

５ ６０ 个百分点， 中短途迁移比例则呈现相应的上升。

表 １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口迁移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迁入人口

（万人）
占总迁入

人口比重（％ ）
区域占比

（％ ）
迁入人口

（万人）
占总迁入

人口比重（％ ）
区域占比

（％ ）

东部 ８７６４ ６０ ６０ ７０ ６０ ２０ １５７３１ ４０ ６０ ３０ ６０ ７０

中部 ２５９４ ５０ １８ ００ １７ ７０ ４６０８ １０ １７ ７０ １８ ００

西部 ３０８０ ００ ２１ ３０ ２２ １０ ５７５４ ４０ ２２ ００ ２１ ３０

合计 １４４３９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６０９３ ８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注： 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口径一致， ２０１０ 年数据包括了 “市辖区人户分离的人口”。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表 ２　 外出农村劳动力区域分布及构成变化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

跨省流动（％ ） 省内流动（％ ） 跨省流动（％ ） 省内流动（％ ）

合计 ５１ ２０ ４８ ８０ ４５ ９０ ５４ １０

东部 ２０ ４０ ７９ ６０ １７ ３０ ８２ ７０

中部 ６９ ４０ ３０ ６０ ６１ １０ ３８ ９０

西部 ５９ １０ ４０ ９０ ５３ ５０ ４６ ５０

　 　 数据来源： 根据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数据整理。

总体来看， 东部地区作为迁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没有改变， 但由于东部地区整体

城镇化水平较高， 未来将逐步趋于稳定， 因此其吸引人口迁入的速度将会出现下降。
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其吸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

长速度较快， 其中 ２０１５ 年中部地区吸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增长 ３ ２％ ， 分别高

出西部和东部 １ ０ 个和 ３ ６ 个百分点， 可以说中西部地区未来将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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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 “短途” “中途” 和 “长途” 距离迁移， 分别对应统计数据中的县内流动、 省内县外和跨省流

动三个口径。 与叶裕民、 黄壬侠 （２００４） 和陈丙欣、 叶裕民 （２０１３） 等研究类似。



升的主要动力。 根据区域间城镇化进程的差异以及前文分析结果， 可以推断， 中西部

地区近年来人口就近就地迁移的比重不断提升， 表明其城镇化进程在提速； 尤其是我

国中部地区的众多城市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分区中的重点开发区， 其未来吸引人口回流

的任务更为艰巨， 需要在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多方谋划。
（三） 结构变化

国内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结构变化研究， 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利用 “五普” 和 “六
普”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且重点考察 ２０ 世纪末及 ２１ 世纪初十年间的变化情况。 已有

研究中， 叶裕民、 黄壬侠 （２００４） 利用 “五普” 数据分析发现， 中国流动人口在距

离上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 且流向建制镇的比例要高于流向城市的比例。 之

后， 陈丙欣和叶裕民 （２０１３） 利用 “六普” 数据对比分析发现， 从年龄结构看， 以

中青年为主体， 从性别结构看， 男性比重较大， 空间分布以东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增

速较快， 迁移距离由近邻流动为主转变为近邻流动、 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并重。 上述

两次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 迁移人口以中青年为主且男性居多； 迁移距离上以短

距离迁移为主的局面已经改变， 出现多种迁移距离并存的变化。 但这种分析仍较为宏

观， 无法把握更为详尽的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 忽视了对迁移人口代际变化 （ “新生

代” 与 “老一代” 迁移劳动力的结构变化） 和类型变化 （包括乡 － 城迁移、 城 － 城

迁移和城 －乡迁移等） 的分析。
１ 迁移人口代际变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首次使用了 “新生代农民工” 的提法， 主要指

８０ 后和 ９０ 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据统计， ２００５ 年时 １９８０ 年以后出生的流动劳动力

占全部流动劳动力的 ３０％ ， 到 ２０１５ 年其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达到 ６０％ 。① ２０１３
年， 这一部分劳动力占 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 ６５ ５％ 。 目

前， 相比老一代迁移劳动力， 新一代迁移劳动力表现出以下新特征：②

一是选择迁移的比例高且年轻化趋势明显。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５２８ 万新生代农民工中，
选择迁移外出与留在本地就业的比例为 ８０ ３： １９ ７， ８０％ 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

迁移外出。 另外，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平均年龄更趋年轻化， 仅为 ２１ ７ 岁， 比老

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平均年龄小 ４ ２ 岁。 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老一代农民工的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 （占 ８５ ９％ ）， 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以

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为主 （占 ８１ １％ ）， 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也占到 ３３％ 左

右， 比老一代高 １９ ２ 个百分点。 三是从流向来看， 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型城

市。 其中， 在东部地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 ８１１８ 万人， 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

６４ ８％ ；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大体相当， 分别为 １７ ７％ 和 １７ ２％ 。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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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其中 ２０１５ 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于 《２０１３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好在大中城市就业， 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 ５４ ９％ ， 比老

一代农民工高出 ２８ ９ 个百分点。 四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就地消费。 新生代农民

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人均 ９３９ 元， 比老一代农民工高 １９ ３％ ， 而人均寄回

带回老家的现金则比老一代农民工少 ２９ ６％ 。 另外， 与老一代农民工多居住在工棚

和单位集体宿舍的情况不同， 迁移外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租房居住， 其

中单独租赁或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到 ４０ ４％ 。 最后，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对传统的农业和农村并不熟悉， 甚至非常陌生。 不同于上

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扮演着过客的角色， 这些新生代迁移劳动力更加渴望融入城市

生活。
２ 迁移类型变化

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划分可分为农村户籍迁移人口和城市户籍迁移人口。 相应地，
按照迁移流向可分为乡 －城迁移、 城 －城迁移和城 －乡迁移三种类型。 由于我国现行

制度不允许城市户籍人口在农村买卖土地及宅基地， 因此现阶段城 －乡迁移可以忽略

不计。 由前文分析可知 （见图 １）， 乡 － 城迁移人口占到中国迁移人口的绝大多数，
也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

２０１４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 ７４ 亿人。 自 ２００８ 年有监测数据以来， 中国农民

工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８６％ ， 但增长速度呈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 ２０１０ 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分别比上年回落

１ ０、 ０ ５、 １ ５ 和 ０ ５ 个百分点。 其中， 外出农民工规模 （相当于本文研究的乡 －
城迁移人口） 在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１０ 年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 出现

大幅下降，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７０％ 以下， ２０１４ 年则进 一 步 下 降 到

６６ ４０％ 。① 由于数据的缺乏，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乡 － 城迁移人口的进一步变化趋

势。 但根据一些研究结果， 可以推断包括城 － 城迁移人口在内的非乡 － 城迁移人口

占到迁移人口总量的 ３０％ 左右， 并且近年来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国家

人口计生委在 ５ 个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太原、 成都） 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数据， 城 － 城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比例为 １６ ９％ ， 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例上升

至 １８ ０％ 。②

迁移人口的代际变化预示着对未来城镇化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包括户籍

制度在内的相关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 未来城 － 城迁移人口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人口迁移也将从乡 －城迁移为主， 逐步进入到乡 － 城迁移和城 － 城迁移并存的阶段，
同时前者比例将进一步下降而后者将进一步上升， 城 －城迁移将越来越重要， 值得进

一步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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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０ 年农村迁移人口占比非常高， 以 １９９６ 年为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流动人口与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数据基本一致。
相关数据引自 《２０１１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四、 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空间分布

目前， 国内学者从城市角度考察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主要是依据 “五普” 数据，
因此本文不再做重复性工作， 而是借鉴已有基于 “五普” 数据的研究结果， 重点利

用 “六普” 及最新监测数据与 “五普”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①

（一） 迁移人口向地级及以上城市集聚

根据 “五普” 数据， ２０００ 年全国共有 ６６３ 个建制城市， 包括 ４ 个直辖市， １５ 个

副省级城市， ２４４ 个地级市和 ４００ 个县级市， 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共 ２６３ 个。 从迁入

地来看， 迁移到县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共 ６６０４ 万人， 占全国总迁移人口的 ８３ ８６％ 。
其中， ２６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迁移人口总量达到 ５２０７ 万人， 占全国城市迁移总量

的 ７８ ８５％ （王国霞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全国共有 ６５７ 个城市， 包括直辖市 ４ 个， 副省

级城市 １５ 个， 地级市 ２６８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共 ２８７ 个， 县级市 ３７０ 个。 其中， 江

西省共青城市于 ２０１０ 年正式批准设立， 由于缺少数据未纳入分析， 因而， 计算时县

级市实际为 ３６９ 个。② 同样从迁入地来看， 对比 ２０００ 年数据， ２０１０ 年迁移到县级市

及以上城市的共 ２ ０８ 亿人， 占全国总迁移人口的 ７９ ８％ ， 下降了约 ４ 个百分点。 其

中， ２６８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迁移总量约为 １ ７ 亿人， 占全国向城市迁移总规模的

８２ ０７％ ， 相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４ ２０ 个百分点， 表明十年间有更多的人口选择向地级

及以上城市迁移。
迁移人口向地级及以上城市集聚的趋势， 在乡 － 城迁移人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２０１５ 年， 在 １ ６９ 亿迁移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 有 １ ０９ 亿人向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

（包括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地级市）， 占总体迁移外出劳动力的 ６６ ２８％ ， 比 ２００９ 年

提高 ２ ９８ 个百分点； 向小城镇及其他迁移的比例为 ３３ ７２％ ， 比 ２００９ 年下降了 ２ ９８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向小城镇迁移的比例则提高了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见表 ３），
由此可见， 跨省迁移劳动力主要向地级市及以上大中城市迁移， 但小城镇在吸引人口

就近迁移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 ３　 按城市类型划分的外出农村劳动力流向分布

合计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小城镇 其他

２０１５ 年外出农民工总量（万人） １６８８４ １４６０ ３８１１ ５９１９ ５６２１ ７３

其中：跨省流动 ７７４５ １１８８ １７５２ ３２５８ １４７３ ７３

省内乡外流动 ９１３９ ２７２ ２０５９ ２６６０ ４１４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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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地级及以上城市按市辖区口径计算， 由于没有进一步细分的县级市数据， 对县级市使用全市口径。
２０１０ 年云南省的蒙自县、 文山县改制为县级市， 计算时仍使用原县口径数据。



续表

合计 直辖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小城镇 其他

外出农民工分

布构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０ ００ ９ １０ １９ ８０ ３４ ４０ ３２ ３０ ４ 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０ ００ ８ ６５ ２２ ５７ ３５ ０６ ３３ ２９ ０ ４３

　 　 资料来源： 根据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 数据整理。

（二） 迁移人口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集聚

２０１０ 年， 全国向 ５００ 万及以上城市迁移的人口占向城市迁移规模的 ７６ ２０％ （见
表 ４）， 而在 ２０００ 年这一比例为 ３４ ９％ ， 提高了 ４１ ３ 个百分点。 其中， 向 ６ 个 １０００
万及以上城市 （包括 ４ 个直辖市和广州、 深圳 ２ 个副省级城市） 迁移的人口占到全

国向城市迁移规模的 ４２ ９１％ ， 表明特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吸纳迁移人口的集聚效

应十分显著。 另外， 向 ２００ 万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占到全国向城市迁移规模的

９７ ３８％ ， 这些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 也是国

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与此同时， 人口在 １００ 万以下城市， 尤其是 ２０ 万以下

的小城市则严重萎缩， 其迁移规模不论按全国向城市迁移总量还是按全国迁移规模计

算， 所占比例均在 ０ ５０％以下。 在统计中还发现， 省会城市以及一些经济较发达的

城市是省内迁移人口的主要目的地。 这表明， 中短途迁移 （即县外省内和乡外县内

两种类型） 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

表 ４　 ２０１０ 年按迁入地分组的建制市迁移人口规模

城市规模分组
城市

个数（个）
迁入

人口数（万人）
占全国向城市迁移

规模比（％ ）
占全国迁移

人口比（％ ）

１０００ 万及以上 ６ ８９３５ ６８ ４２ ９１ ３４ ２４

５００ 万 － 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６９３２ ０１ ３３ ２９ ２６ ５７

２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 ３５ ４４０９ ４２ ２１ １８ １６ ９０

１００ 万 － ２００ 万 １４３ ４０５７ ０１ １９ ４６ １５ ５３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 ２７０ ３４４９ ０５ １６ ５６ １３ ２２

２０ 万 － ５０ 万 １６１ １２５５ ８４ ５ ８９ ４ ７０

２０ 万以下 ３１ ９７ ９２ ０ ４７ ０ ３８

　 　 注： 城市人口规模按常住人口计， 由于普查数据为时点数据， 因此与 《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的年

末数据有些许差别， 这里侧重比例变化， 暂忽略不计。
数据来源：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进一步利用乡 －城迁移人口 （外出农民工） 的数据分析 （见表 ３） 可以发现， ６
年间乡 －城迁移人口在不同级别城市的特征不同： 流向直辖市的人口下降了 ０ ４５ 个

百分点， 这可能与我国直辖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有较大关系； 流向省会城市的比例

提高了 ２ ７７ 个百分点， 流向一般地级市的比例上升了 ０ ６６ 个百分点， 而小城镇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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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则提高了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其他类型城镇对迁移人口的吸纳则持续下降， 下降

比例约为 ４ 个百分点。 这种变化与利用普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也即迁移人口

主要流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 但小城镇在吸引人口就近迁移方面的作用逐步明显。
（三） 城市迁移类型的空间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 中国迁移人口在城市的迁移流向主要集中于地级及以上城市，
并且有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集聚的倾向。 为进一步观察城市的迁入及迁出活跃状况，
本文借鉴刘盛和等 （２０１０） 的做法， 按照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两个指标对城市进行

分类， 以分析迁移人口在城市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
１ 指标构建

净迁移率反映一个城市属于净迁入还是净迁出城市， 采用以下方法计算：

净迁移率（ｎｅ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净迁移量 ／ 城市常住人口

＝ （城市常住人口 － 城市户籍人口） ／ 城市常住人口

总迁移率反映城市迁移人口的活跃程度， 能够分辨出迁入与迁出规模均较大的城

市， 采用以下方法计算：①

总迁移率（ｇｒｏ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迁入量 ＋ 迁出量） ／ 总人口

＝ ［迁入量 ＋ （迁入量 － 净迁移量）］ ／ 城市常住人口

按照上述方法， 基于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中 ６５６ 个县级及以上城

市的总人口、 户籍人口、 迁入人口等数据，② 计算得到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两个指标

值。 在不考虑城市人口规模权重的前提下， 按照 １０％ 的阈值计算将我国城市划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③

表 ５　 城市迁移类型分类结果

划分标准 城市类型 城市个数

净迁移率 ＞ ０ １，且总迁

移率 ＞ ０ １
属于净迁入且活跃型城市

共有 １７９ 个城市，其中 １２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５６ 个县级市

－ ０ １≤净迁移率≤０ １，
且总迁移率 ＞ ０ １

属于平衡活跃型城市
共有 ３５０ 个城市，其中 １４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９ 个县级市

净迁移率 ＜ － ０ １，且总

迁移率 ＞ ０ １
属于净迁出活跃型城市

共有 １２２ 个城市，其中 ２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９９
个县级市

总迁移率≤０ １ 属于非活跃型城市 共有 ５ 个城市，均为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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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考 Ｇ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８９）、 刘盛和等 （２０１０） 的计算方法。
江西省共青城市于 ２０１０ 年正式批准设立， 由于缺少数据未纳入分析。
国际经验认为， 当区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１０％时即已整体上迈入人口流动性社会 （刘盛和

等， ２０１０）。



由此可见， 地级及以上城市主要为净迁入活跃型或迁入与迁出平衡型城市， 而且

所有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均属于迁移活跃型城市， 即迁入量、 迁出量或二者规模都很

大， 只有少量为净迁出型活跃城市。 县级市则有近三分之二为迁入量与迁出量平衡型

活跃城市， 其余主要为净迁出活跃型城市， 以及少量的非活跃型城市。
２ 空间分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２ 对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进行分级比较， 结果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分析表明， 净迁入城市的分布 （如图 ２ 所示， 主要为黑色和深灰色区域） 与总迁移

活跃型城市的分布大致吻合， 在空间上表现出片状、 带状和散点分布等多种类型。 从

东部地区来看， 主要位于以上海、 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 以广州、 深圳为

核心的珠三角地区， 海峡西岸的厦门、 泉州和漳州等城市， 以及京津地区和山东半岛

地区。 中部地区主要位于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 西部地区分布相对较为分散，
主要包括乌鲁木齐、 拉萨、 成都、 昆明等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重庆。 在这些城市的周围

则是一些迁入和迁出平衡型城市 （浅灰色区域）， 例如， 在京津冀地区， 河北省地级

市的迁移活跃程度远低于北京和天津两市。 而非活跃型城市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

（图 ２ 中的浅灰色及图 ３ 中的白色区域）。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阶段， 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目

的地将呈现分级结构。 首先， 都市圈、 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将成为我国未

来人口迁移的主要集聚地。 从统计中发现， 各省省会城市均是本省中短途迁移， 即

省内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以 ５ 个 １０００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为核心 （即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和深圳） 发展起来的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

城市群， 以及中部地区的长株潭、 中原、 关中天水和武汉城市群均属于人口净迁入

型城市， 迁入和迁出的活跃程度均较高。 西部地区以重庆、 成都、 银川和乌鲁木齐

等省会城市为核心呈现分散集聚的状况。 其次， 各地的小城镇将成为就近迁移的首

选地。 由于空间距离会对劳动力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仍会有一定规模的劳动

人口倾向于选择就近迁移。 可以推断， 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程的推进， 各地小城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潜力较大， 进而成为劳动力人口就近

迁移的重要目的地。
根据迁移特征信息对各类城市汇总可以发现， 中国城市的迁移活跃程度与城市的

行政等级有较强的关联， 即行政等级越高迁移活跃度越高 （见表 ６）。 首先， 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部为迁移活跃型城市； 其次， 净迁入活跃型城市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直辖

市、 副省级城市， 以及近 １ ／ ３ 的一般地级市， 县级市仅有 ５６ 个； 净迁出活跃型城市

则以中西部地区的一般地级市及县级市为主； 再次， 平衡活跃型城市除了直辖市重庆

市之外， 其他均为一般地级市和县级市。 国内有学者指出中国近年来大城市尤其是特

大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 与城镇化进程中的行政中心偏向紧密相关 （魏后凯，
２０１４）， 这与本文的结论较为一致。

综合来看， 迁移活跃型城市尤其是净迁入活跃型和平衡活跃型城市主要位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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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地级及以上城市净迁移率分级图

沿海地区， 这些城市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区位条件， 也是国内较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地

区； 其次， 迁移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格局， 表明这些城市的城

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大量迁移人口的进入则形成了城市人口规模机械增长的主要来

源； 最后， 迁移活跃度较高的城市行政等级相对较高， 拥有更多的资源对城市的基础

设施、 公共服务进行完善，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

表 ６　 城市迁移类型分组

单位： 个

类型

城市行政等级

直辖市
副省级

省会城市

副省级非

省会城市

非副省级

省会城市

一般

地级市
县级市

总计

净迁入活跃型城市 ３ １０ ５ １８ ８７ ５６ １７９

净迁出活跃型城市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９９ １２２

平衡活跃型城市 １ ０ ０ ０ １４０ ２０９ ３５０

非活跃型城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注：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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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地级及以上城市总迁移率分级图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总体规模、 流向、 结构和

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 （１） 中国人口迁移总体规模仍呈现不断增长的趋

势， 迁入迁出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 （２） 迁移人口在空间分布上以东部地

区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 但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吸纳的迁移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 未

来， 随着中西部地区进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 这一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 （３）
迁移人口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迁移人口的主力， 城 －城迁

移人口的比例持续提升， 这种结构性变化预示着对未来城镇化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 值得深入研究； （４） 迁移人口向地级及以上城市集聚， 尤其是向大城市及特大

城市集聚的现象显著， 同时， 小城镇在吸纳人口就近迁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５）
从城市的迁移类型来看， 城市的迁移活跃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 行政等级等因素密

切相关。
根据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及其空间格局， 本文认为应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建设：
首先， 充分发挥城市群吸纳人口迁移的载体作用， 促进区域人口合理均衡布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阶段， 未来大城市及特大城市仍将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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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迁移人口的主体， 在提升城市群集聚能力的同时应大力推动周边中小城市及小城镇

的发展， 促进人口均衡、 合理分布， 缓解特大城市压力。
其次， 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适应迁移人口结构性变化的新要求。 随着城镇化水

平的不断提升， 中国人口迁移的类型已经出现分化， 由过去的乡 －城迁移为主， 逐步

过渡到乡 －城迁移、 城 －城迁移等多种类型并存的阶段。 与此同时， 乡 －城迁移人口

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迁移人口的主力，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关注

就业机会和收入的提升， 更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 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 迁移人口的

结构性变化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政府在教育、 医疗、 文化等公共服

务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投入。
最后， 发挥政府 “逆向” 调节的作用， 支持小城镇发展， 逐渐减少对大城市及

特大城市的 “偏爱”。 目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向与城市的行政等级密切相关， 城市的行

政等级差异意味着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市场力量作用下进一步放大， 极

大地影响着不同等级城市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一些小城市及城镇的发展机会较少。 因

此， 政府需要发挥 “逆向” 调节的作用， 为小城镇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提升小城镇

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基础设施配套， 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吸纳人口就近迁移方面的作用。
这也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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