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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与农民工留城意愿


———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胡金星
１　 朱　 曦１　 公云龙２

（１．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２００２４１；２．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代尔夫特，２６００ＧＡ）

　 　 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租房仍是我国农民工满足住房需求的主要途径。在上海就业的农民工主
要通过市场租赁住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其住房问题。两类住房在投资主体、租赁住房管理、住房服务群

体、租金定价、区位布局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通过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统计分析发现，
租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在城镇就业时间、住房居住的稳定

性、农民工对住房内部生活配套的满意度感知以及农民工对上班通行时间的满意度感知等都对其留城意愿产

生显著的影响。这启示政府可以从支持与鼓励农民工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给予居住时间长的农民工更多的

政策支持、保障农民工租房租期的稳定性、加快租赁住房配套设施的建设及其服务标准的建立、提高租赁住房

布局规划的科学性和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关键词：租赁住房；农民工；留城意愿；新型城镇化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７９．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９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
座谈会时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①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明确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②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

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１５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陈政高指出，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的，不单纯是购房，还包括租房。可见，从住房视

角来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已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主要战略思路。就租房方面而言，对新市民的租

房类型有哪些，租房是否有助于提高新市民的留城意愿等等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新市民住

房问题，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上海是我国外来常住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至 ２０１５ 年末，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达到 ９８１．６５
万人③，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上海市政府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
就开始探索解决来沪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积极为来沪工作的农民工提供农民工公寓、单位租赁住房等保

障性租赁住房。因此，对上海农民工住房现状进行实地调研与研究，可以更好地推进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的建立，也可以为完善上海及其他省份政府的农民工住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一　 文 献 综 述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要让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能够住得下来，实现“住有所居”，更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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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ＣＪＹ０４０）、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基金（２０１４ＧＲ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０７ ／ １６ ／ ｃ＿１２５０１７５５０．ｈｔｍ。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住房政策中，“新市民”也被称为“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等，本文重点分析这些群体的留城意

愿，因此用“农民工”一词来表示在城镇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ｔｊｊ．ｓｈ．ｇｏｖ．ｃｎ ／ ｓｊｆｂ ／ ２０１６０２ ／ ２８７２５８．ｈｔｍ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４，２０１６



其在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镇市民转变。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来推动城镇化是一条

重要途径（蔡窻，２０１３）。其中，留城意愿是一个关键的前提与影响因素。目前已有文献较多从个人因
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李强和龙文进（２００９）认为，性
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是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在家庭因素方面，尉建文和张网成（２００８）认为，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
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留城意愿高。景晓芬和马凤鸣（２０１２）认为，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影响农民工
的留城意愿。在就业因素方面，杨河清和肖红梅（２０１４）提出，就业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更高。
在社会因素方面，吕晓兰与姚先国（２０１４）认为，收入水平以及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影
响农民工留城的重要因素；而孟凡礼、谢勇与赵霞（２０１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留
城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却可以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收入满意度和收入位置感知而产生间接且积极的作

用。刘传江和周玲（２００４）研究指出，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将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
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王毅杰（２００５）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中的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对农民工
留城定居具有积极作用。在心理因素方面，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提出，农民工初衷的基本实现和公
平感知度的提高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此外，部分国内学者还从住房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及其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家庭住房问

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藏波、吕萍，２０１４），也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的最大难题（王星，２０１３）。住房条件对农民工是否留城的影响程度最大（陈春、冯长春，２０１１），改善农
民工住房条件和农民工聚居区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融

合（郑思齐、曹洋，２００９），而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的程度越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则更高（褚
荣伟、肖志国、张晓冬，２０１２）。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住房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市民化有

着较大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就不同住房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比较少见，就

入住群体的住房心理感知（住房满意度）对其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很少见，也缺乏以上海大都市的农民

工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本文将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试图从不同租赁住房类型、住房条件和农民工

对住房满意度感知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租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在实地调研获取数据的基础

上，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租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假设

目前，农民工在一个城市里就业，除少量群体购买住房外，主要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政府提供的保

障性租赁住房来解决其居住问题。就上海而言，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有集体宿舍和单位租赁住房等类

型。这类住房与市场租赁住房相比，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其一，投资主体与目的不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投资主体是机构投资者，如企事业单位或产业园区

开发企业等。这些主体投资建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发展或园区招商引资投资配套，确

保有足够人才（劳动力）的供给；而市场租赁住房的提供者主要是个体，来源比较分散，其目的是通过出

租住房而盈利。

其二，住房租赁管理制度不同。投资主体的不同使得对不同类型租赁住房的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性。保障性租赁住房是由专业机构或企业负责投资的，有专业人员对物业进行管理，有规范化的申

请、入住、退出流程，住房租期稳定等。这些因素使得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管理比较规范。而市场租赁住

房，特别是租借城郊农民供给的住房，由于受缺乏法律保护、出租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及其个体管理能力

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在合同订立、租期稳定性、租赁流程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不规范性。

其三，住房服务群体不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服务群体主要是符合公司、产业园区、行政区及上海

市发展需要的农民工。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农民工主要在住房租赁市场通过租赁住房解决其住房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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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其四，租金定价方式不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采取非市场定价方式，租金低廉且增长缓慢，甚

至有些企业以免租金形式将其提供给员工；而市场租赁住房则依据盈利最大化导向进行市场定价，其租

金普遍高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且随着市场租金上涨而上涨。

其五，区位布局不同。单位租赁住房和集体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布局于单位或开发园区附

近，这种职住匹配性的布局缩短了农民工的职住通行时间。而市场租赁住房布局很分散，农民工倾向租

赁分布于园区及城郊接合部的租金相对低廉的市场租赁住房。

其六，政府支持力度不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开发商与运营商受到政府在土地、财政、税收、贷款等

一方面或多方面的支持，使得开发商与运营商能够在较低租金前提下仍可实现可持续运营。而市场租

赁住房则缺乏政府的各项支持，维持较高的市场租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两类租赁住房的比较可知，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市场租赁住房有着较大的差异，由此提出本

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１：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市场租赁住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
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过程中，发现了住房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如尉

建文和张网成（２００８）研究发现，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留城意愿要高，这意味着农民工与家人
住在一起比独居等其他居住模式对其留城意愿影响更大。陈春和冯长春（２０１１）研究指出，人均居住面
积、住房租金、住房配套、住房稳定性等住房条件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可见，住房特

征，包括居住条件、居住模式、住房类型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设：

假设 ２：住房特征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留城意愿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外部客观因素首先刺激产生主观感受，然后主观感受在心理

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对留城意愿的影响（钱文荣，李宝值，２０１３）。住房是农民工在一个城市立足与发展
的重要因素，对住房的主观感受可以用住房满意度来体现。所谓满意度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后针对事先

期望与实际感知之间的差异所做出的一种反应（Ｇｉｅｓｅ Ｊ．Ｌ． ＆ Ｃｏｔｅ Ｊ．Ａ．，２０００）。何立华与杨崇琪（２０１１）
通过对住房满意度的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住房品质、小区环境以及物业管理等因素对居民住房满意度

感知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３：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感知对其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　 租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上海市就业的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采用结构式问卷调研，对上海市嘉定区的永盛公寓、松

江区工业园区、闵行区工业园区、闵行区物流公司单位宿舍、宝山区工业园区等农民工较集中的地区进

行了问卷调研。调研共发放问卷 ２８０份，回收 ２５０份，剔除无效问卷及居住在其他住房类型（如亲戚家
等）中的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１９７个。其中市场租赁住房样本 ８８ 个，保障性租赁住房样本 １０９ 个，
见表 １。

（二）变量设定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留城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针对农民工未来定居意愿选项，愿

意留沪用“１”表示，不愿意留沪用“２”表示。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是住房因素，包括租房类型、住房特征、住房满意度感知。其中，租房类型是

指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市场租赁住房；住房特征是指居住条件、居住模式、住房类型等；住房满意度感知包

括对住房本身、对住房所在社区以及对住房周边服务设施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在满意度感知的测量

方面，采用李克特 ５点量表形式，“５”表示非常满意，“４”表示满意，“３”表示一般，“２”表示不满意，“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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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常不满意。

控制变量。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

著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住房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本文把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收入

水平、在沪工作时间、更换工作次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加以研究。

表 １　 样本的基本特征

特　 　 征 属　 　 　 性 频　 　 率 百分比（％）

性　 　 别
男 １０８ ５４．８
女 ８９ ４５．２

年　 　 龄

１６—２０岁 ２０ １０．２
２１—３０岁 ９８ ４９．７
３１—４０岁 ５５ ２７．９
４１—５０岁 ２１ １０．７
５０岁以上 ３ １．５

婚姻状况

未　 　 婚 ６５ ３３．０
已　 　 婚 １２８ ６５．０
其　 　 他 ４ ２．０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 １．０
初　 　 中 ６９ ３５．０
高　 　 中 ９１ ４６．２
大学及以上 ３５ １７．８

月收入

１ ５００元以下 　 １ ０．５
１ ５００—２ ４９９元 ３７ １８．８
２ ５００—３ ４９９元 ７８ ３９．６
３ ５００—４ ４９９元 ３４ １７．３
４ ５００元以上 ４７ ２３．９

在沪工作时间

６个月以下 ２３ １１．７
６个月至 ３年 ５９ ２９．９
４—６年 ５３ ２６．９
７—９年 ２６ １３．２
９年以上 ３６ １８．３

　 　 （三）租赁住房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差异的实证分析
租赁住房类型和留城意愿都是二分类别变量。因此，本文用列联表来分析租赁住房类型对农民工

留城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３统计软件中的交叉表分析方法，以租房类型为自变量，以
留城意愿为因变量，得到交叉列联表分析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租房类型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交叉列联表分析

愿意留沪 不愿意留沪 总　 　 计

市场租赁住房 ６８ ２０ ８８

保障性租赁住房 ７８ ３１ １０９

总　 　 计 １４６ ５１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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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用卡方检验来分析两类租赁住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从卡方检验
结果来看，皮尔逊卡方值为 ０．８２８，其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ｐ值）为 ０．３６３（双侧），远大于 ０．０５，表明假
设 １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即两种租赁住房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招商引资及吸引农民工的一个重要配套项目，在提高农民工的

留城意愿方面并未能够比市场租赁住房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农民工的住房特征、住房满意度感知对其留城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因变量留城意愿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其模型设定为：

ｌｏｇｉｔ（ｐ）＝ β０ ＋∑ ｎ

ｉ ＝ １
βｉ ｘｉ

其中，ｐ为留城的概率，ｘｉ为解释变量，ｎ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β０为截距参数，βｉ（ｉ ＝ １，…，ｎ）是解
释变量 ｘｉ 的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的取值不变时，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比数比或自
然对数值的变化量。

基于控制变量、住房特征及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感知，本文构建了 ３个二元回归模型。模型 １ 是基
准模型，即以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模型 ２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住房特征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模型 ３ 又
增加了住房满意度感知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３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值得指出
的是，计算机在对因变量留城意愿进行自动编码时，把选择愿意留城编码为“０”，把选择不愿意留城编
码为“１”。因此，回归系数为负数并非表示负相关，而是其值越大或越高，代表愿意留城的概率越大。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在模型 １中，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和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的值分别 ０．０６２ 和 ０．０４２，当加入住
房特征因素后，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和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的值分别提高到 ０．１５６和 ０．１０７，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显著
的提高，见表 ３。

表 ３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基准模型 住房特征模型 住房满意度感知模型

β Ｅｘｐ（β） β Ｅｘｐ（β） β Ｅｘｐ（β）

性　 别 －０．３６９ ０．６９１ －０．３８２ ０．６８２ －０．４８５ ０．６１６
年　 龄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０．１２７ １．１３６ ０．１１６ １．１２３
婚　 姻 ０．５３４ １．７０６ ０．４０８ １．５０５ ０．４４７ １．５６３
教育水平 －０．４２１ ０．６５６ －０．４９４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８ ０．４９２
月收入 －０．１０１ ０．９０４ －０．０９９ ０．９０６ －０．１６９ ０．８４５

在上海工作时间 －０．３６０ ０．６９８ －０．５７３ ０．５６４ －０．６０８ ０．５４５
换工作次数 ０．１８１ １．１９８ －０．０１５ ０．９８５ －０．１０８ ０．８９８
租房类型 ０．２６２ １．２９９ ０．６７７ １．９６９
居住模式 ０．１２２ １．１３０ ０．１１７ １．１２４

人均住房面积 －０．１９５ ０．８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９７６
月租金 －０．１１７ ０．８９０ －０．０５４ ０．９４８

上班通行时间 ０．３２８ １．３８９ ０．２６１ １．２９９
搬家次数 ０．４２０ １．５２１ ０．５２４ １．６８９

对人均居住面积满意度 －０．０３４ １．０３４
对住房租金满意度 －０．０６６ １．０６８

对住房生活配套满意度 －０．４８２ １．６２０
对采光通风条件满意度 ０．２４５ ０．７８３
对邻里和谐程度满意度 －０．３３３ １．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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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基准模型 住房特征模型 住房满意度感知模型

β Ｅｘｐ（β） β Ｅｘｐ（β） β Ｅｘｐ（β）

对社区保洁满意度 　 ０．１７８ ０．８３７
对社区治安条件满意度 ０．４４７ ０．６４０
对周边商业配套满意度 ０．１２０ ０．８８７
对职住通行时间满意度 －０．７４２ ２．１０１
对住房总体的满意度 －０．３７７ １．４５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０６２ ０．１５６ ０．２８８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６

－２倍对数似然值 ２１６．７９ ２０３．１４ １８２．３２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检验。

在模型 １的仅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中，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在沪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
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性别、年龄、婚姻、收入水平、换工作次数等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显著性影响没

有得到实证研究支持。具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留城，这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越高，

劳动技能与就业能力越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也会强一些（周建华、周倩，２０１４）。在沪工作时间对
农民工留城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随着农民工进城年限的增加，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

本存量（李楠，２０１０），而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更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刘传江、
周玲，２００４）。性别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不管是在思想意识上，还
是在就业的平等性方面相比以前来说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李楠，２０１０）。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很多年龄大的农民工在外工作时间比较长，更加适应城市生活，而很多年纪轻

的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不喜欢务农，也愿意留在城市（李强、龙文进，２００９）。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留
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留城意愿还受到社会理性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文军（２００１）认为，社
会理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为程序，而不

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

模型 ２加入了住房特征因素，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基础上研究租房类型、
居住模式、居住条件、居住稳定性等住房特征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租房类型对农

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前文研究得出的市场租赁住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

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的结论相一致。居住模式和居住条件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显著性没有得到实

证研究支持，这可能与农民工居住隔离有关系。无论是与家人、同事、朋友住在一起，还是独居，上海的

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陈杰、郝前进，２０１４）。隔离会加剧
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而居住稳定性（搬家次数）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

响的统计结果显著，其回归系数为 ０．４２。这意味着农民工搬家次数减少一次，农民工留城意愿会相应增
加 １．５２倍。因此，假设 ２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部分支持。

模型 ３加入了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感知因素，加入这一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较大提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和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的值分别提高到 ０．２８８和 ０．１９６。这一模型表明，除原来的控制变量农
民工受教育水平、在沪工作时间以及住房特征中的居住稳定性（搬家次数）对其留城意愿都有显著的影

响以外，农民工对住房内部生活配套的满意度感知以及农民工对职住之间的通行时间的满意度感知对

其留城意愿的显著性影响都得到了实证支持，但对社区的满意度感知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没有得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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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支持。其中，农民工对职住之间通行时间的满意度感知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当农民工的这

一满意度提高 １％，其留城意愿提高 ２．１０１ 倍。这主要是因为职住平衡降低了通勤成本，提高了农民工
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构建和谐、宜人的生活环境（赵虎，２００９），从而影响到了农民工的留城决策。

四　 结论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及中央政府提出的购租并举住房制度改革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这种新思路能否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租赁住房行为的研究表明，

虽然市场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住房因素的

确是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在住房特征方面，居住条件

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居住的稳定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居住越

稳定（搬家次数越少），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高。另一方面，虽然居住条件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不

显著，但通过影响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满意度感知，主要是对住房内部生活设施配套的满意度感知，可

以有效地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同时，农民工对职住之间通行时间的满意度感知对其留城意愿影响更

大。其通行时间越短，满意度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就越高。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农民工的受教育水

平、在当地就业的时间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在当地就业时

间越长，其留城意愿就越高。上述研究结论对政策制订者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完善农民工住房制度有

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支持与鼓励农民工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与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及社会资本的积累

等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政府一方面可通过

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强农民工的城市文化素养和职业等方面的培训，鼓励用人单位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

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应积极支持农民工参加社会提供的职业教育，使之通过此类

途径来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资源。

第二，给予居住时间长的农民工更多的政策支持。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就业和居住的时间越长，他们

对城市的贡献相对越大，其留城意愿也越高。政府应把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就业与服务的时间纳入激励

制度中，对达到规定期限的农民工给予相应的激励政策支持，包括住房支持等。这既是促进社会公平的

一个重要举措，也是给予农民工一个稳定的预期，有助于吸引优秀的农民工留下来定居。

第三，保障农民工租房租期的稳定性。住房居住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租赁住房市场不够规范，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德国的实践表明，以解约限制为中心的控制

不会过度偏离市场，同时可有效减少租赁合同中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许德风，２００９），也有助于促进
租赁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可加强租赁住房管理制度及法规的建设，对

农民工租赁住房的租赁期限给予明确的法律保护，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租赁利益；另一方面，应为市场

租赁住房供给个体或机构营造准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市场租赁机构通过有效竞争来提高其服务

水平。

第四，加快租赁住房配套设施的建设及其服务标准的建立。农民工对住房内部配套设施的满意度

感知对其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从目前现状来看，无论是由个人、机构还是政府提供的租赁住

房，在配套设施方面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不同主体提供的租赁住房的配套服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性。这不仅会增加政府监管的难度，也会影响到租赁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

等机构应加快制订并公布租赁住房基本配套服务设施的标准，避免过高或过低配置，确保农民工的最基

本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

第五，提高租赁住房布局规划的科学性。职住平衡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启示政府

规划部门要注重提高租赁住房布局规划的科学性，特别是由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要与城市现代

生活服务业及产业园区发展匹配起来。对目前已有的租赁住房，要加强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供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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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职住之间的通行成本，提高农民工的满意度，进而提高其留城意愿。

第六，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政府投入资源支持的政策性住房，理应在社

会服务目标导向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

与市场租赁住房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性没有得到农民

工的认同。因此，政府应加强对我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管理。一方面要拓宽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宣传的

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或农民工所在单位积极申请；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机构

管理能力的考核，不断提高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的管理水平。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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