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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就业自身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湘潭市的问卷调查数据
刘冰，陈金亮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 148 份问卷数据，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自身因素

进行了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就业预期、家庭收入等影响不显著；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和文化程度
正向影响显著；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影响最显著，说明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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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lost farmers’ sel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employment: Based on 148 questionnaires
of Jiuhu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Xiangtan
LIU Bing, CHEN Jin-li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148 questionnaires of Jiuhu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Xiangtan, us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elf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employment of landless peasants. It was found out that these
factors such as peasants’ gender and age, the wish obtaining job and the ratio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mployment, but their education degree, ability of gett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skills affected their employment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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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文化程度、就业技能、家庭情况、就业预期等；

一、问题的提出
失地农民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弱
势群体。“在土地被征收或者征用后，农民不仅失
去了土地这一特定资源，而且丧失了寓于土地之中
或者附于土地之上以及与土地有关的财产权利。既
得利益和期待利益的大幅度减损，使失地农民成为
一个权利更为贫困的弱势群体。”

[1]

据悉，2012 年

后者指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外部环境，包括土地补
偿标准、社会体制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责任
意识、社会保障制度等。有学者强调外部环境的影
响，认为二元社会结构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有着较大
的负面效应[2-4]，而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帮扶是否
具有长远规划[5]、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

我国失地农民人数达到 5 100 万～5 525 万。失地农

否完善[6]、土地补偿标准的高低[7-9]等都对失地农民

民“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成为引发和

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失地农民

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的主因。

自身因素是其生存堪忧的主因[10]。考虑到鲜有学者

已有研究表明，失地农民就业受诸多因素的制

基于失地农民个体差异视角对其就业影响因素开

约，包括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涉及年龄、性

展实证研究，笔者拟从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就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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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家庭收入等 7 个自身因素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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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与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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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选取湘潭九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失地

将因变量设为失地农民是否就业Y来进行衡
量；鉴于自身因素包括主体条件与主观要素，因此
将这两类指标作为自变量，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失地农民主体条件影响其就业。首先，
性别可能导致就业状况的差异。许多企业因工作性
质的需求存在性别要求，失地农民同样面临这一现
实；其次，年龄越大的失地农民健康状况和劳动力
素质逐渐下降，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其就业难度
越大；第三，文化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失
地农民的就业造成影响。
假设2：失地农民主观要素影响其就业。首先，
是否具备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失
地农民的就业造成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以市场就
业为导向的劳动用工改革，对失地农民就业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11]。因此，文化素质和非农生产就业技
能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较大。
其次，就业预期对失地农民就业质量有较大影
响。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对自身就业前景较为悲观，
认为找工作很困难，倾向于放弃就业；反之，如果

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该开发区是长株潭城市群国家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五大示范区
之一，也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地区之一，其园区经
济规模、经济总量已跻身湖南省第四位。近十余年，
园区内的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主要集中在杉
山、吉利、红旗、合山等四个社区，其就业问题具
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参考性。另考虑到政府对失地农
民的征收补偿主要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政策，因
此，调查的主要对象为接受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失地
农民。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形式。
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2份，回收率达到91%。由
于16周岁以下和60岁以上失地农民不在规定的劳
动年龄范围内，对分析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因素无
实际意义，剔除这部分问卷后的有效问卷为148份，
有效率为81.3%。问卷设计主要以失地农民的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就业预期、
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
费支出比值为变量，失地农民是否就业的数据统计
均来源于有效问卷，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失地农民是否就业的样本差别

对自身的就业前景较为乐观，认为找工作不困难，
甚至很容易，将对就业率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失地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高低不
一，强弱有别，可能会对其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越强，手段越多样，就业的积
极性越高。例如，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失地农
民对人脉关系(即熟人介绍就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低，而通过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尤其是
网络媒体，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越强，主动就业的
意愿会增强，就业机会将会增多。反之，就业懈怠，
就业难度大。
最后，家庭收入状况也有一定影响。随着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绝大部分失地农民可以获得数额不
菲的征收补偿款，且个人或家庭收入对第一产业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小[12]。笔者发现，调查的区域普遍
存在开发区向失地农民借贷的现象，年利率10%，
因此，利息与出租收入等成为个人或家庭收入的主
要来源。这里采用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
出的比值来衡量失地农民家庭收入状况。当比值小
于1时，可能促进就业；比值等于1时，可能对就业
的影响不大；比值大于1时，可能对就业产生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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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性别

问卷选项 比例(%) 已就业(%) 未就业(%)

男
女
年龄
16~25 岁
26~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非农生产就业技能
有
无
就业预期
愿意
不愿意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 熟人介绍
网络等媒体
其他手段
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 ＜1
人均消费支出比值
＝1
＞1

52.7
47.3
16.2
27.7
43.9
12.2
44.6
37.2
10.1
8.1
41.2
58.8
69.0
31.0
60.1
26.4
23.5
48.1
12.7
39.2

47.4
41.4
79.2
75.6
44.6
27.8
39.4
63.6
80.0
91.7
82.0
39.1
82.4
0
41.6
80.0
79.2
73.2
63.2
34.5

52.6
58.6
20.8
24.4
55.4
72.2
60.6
36.4
20.0
8.3
18.0
60.9
17.6
100.0
58.4
20.0
20.8
26.8
36.8
65.5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直观判断：其一，失地农民
年龄的大小、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就业率呈正相关；
其二，失地农民中具有非农生产就业技能的较少；
其三，对就业前景预期良好的失地农民的就业率较
高，但仍有17.6%的人处于未就业状态。而认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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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困难的失地农民占到了总人数的38%，且全部处

期、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

于未就业状态；其四，在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方面

均消费支出比值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程度，二元

仍然依赖人际关系的拓展，熟人介绍居多。绝大多

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理想。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考

数失地农民不会利用媒体尤其是新兴的网络媒体

察这些变量对就业率的边际影响，是研究定性变量

获取就业信息。这可能也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或

与它们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12]。

政府部门针对其就业的帮扶措施力度不大等客观

将因变量设为失地农民是否就业(已就业=1，未

因素有关；此外，随着失地农民家庭人均利息收入

就业=0)，引入解释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与人均消费支出比值的增大，就业率呈下降趋势。

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就业预期、获取就业信息的能
力、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比值，分别

三、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为X1, X2, X3, X4, X5,X6,X7，具体变量赋值和样本均值

失地农民是否就业是一个二分变量，要探究性

见表2。

别、年龄、文化程度、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就业预
表2 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性别(X1)
年龄(X2)
文化程度(X3)
非农生产就业技能(X4)
就业预期(X5)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
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比值(X7)

0=女；
1=男
1=16~25岁；2=26~40岁；3=41~50岁；4=51~60岁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
0=无；
1=有
0=不愿意；1=愿意
0=熟人介绍；1=网络等媒体；2=其他
0=＜1； 1=＝1；2=＞1

0.53
2.52
1.82
0.41
0.69
0.73
0.91

0.50
0.91
0.92
0.49
0.46
0.85
0.93

在Logist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虚拟变量，即
因变量取1和0两种值，表明一种决策或结果具有两

程度，模型采用Wald统计检验，以证明该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能力显著。

种可能性。从Logist模型看，把失地农民没有就业

针对已有数据，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

的概率设为1-P，则失地农民就业的概率为P，并把

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为

P看作是自变量Xi的线性函数，即：

消除变量在进入方程时的多重共线性，采用
(1)

Backward Conditional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假定参

把失地农民就业的各种影响因素引进后，回归

数为基础作似然比概率检验，向后逐步选择自变

P=P(y=1)=F(βXi) i=1，2，...k

量，最后得到文化程度(X3)、非农生产就业技能

模型的线性函数表达式为：
P=β0+β1X1+β2X2+…βKXK+ξ

(2)

(X4)、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三个自变量，显著

为进一步分析，引入P的Logistic变换，变换后

程度高于其他变量，且变量总体P值都小于0.05，
这说明性别(X1)、年龄(X2)、就业预期(X5)、家庭人

的公式如下：
θ(P)=logit(P)=lnP/(1-P)

(3)

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比值(X6)对就业的影

其中比值P/(1-P)为失地农民就业和没有就业

响并不显著。对最终得到的三个变量构建回归模

的概率之比；logit(P)是因变量就业和没有就业比值

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的Hosmer和Lemeshow拟

的对数，将式(2)带入式(3)中可得Logistic模型，即：

合优度检验卡方值为3.461，相伴概率为0.518，模

θ(P)=logit(P)=lnP/(1-P)=β0+β1X1+β2X2+…βKXK
+ξ

(4)

型总预测准确率为94.3%，说明模型估计结果良
好，分析结果可信，可予接受(表3)。

为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式及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文化程度(X3)
文化程度(初中)
文化程度(中专或高中)
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

B
0.816**
1.990**
3.393**

S.E

Wald

df

Sig.

Exp(β)

0.458
0.792
1.265

13.346
6.126
6.468
3.942

3
1
1
1

0.010
0.015
0.018
0.045

3.373
7.315
1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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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变量

B

非农生产的就业技能(X4)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网络等媒体)
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其他)
常量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
模型汇总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模型总计预测百分比

S.E

Wald

df

Sig.

Exp(β)

4.773***

0.649
0.736
0.634
0.651

1
2
1
1
1

0.000
0.000
0.000
0.000
0.349

16.393

2.345***
1.437***
18.367

55.346
23.274
32.367
18.564
1.577

3.461
-2的对数似然值
125.315a
卡方
1.320
94.3%

df
5
Cox & Snell R2
0.745
df
5

13.872
15.892
3.563

sig.
0.518
Nagelkerke R2
0.587
sig.
0.000

注：**表示估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3模型估计数据可知，影响失地农民就

度大、工资低的岗位就业，而这样的岗位往往稳定

业的显著性因素包括文化程度(X3)、非农生产就业

性不强。因此，在城市多元化的就业格局下，对劳

技能(X4)、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

动者的技能要求越高，失地农民在竞争中的地位越

第一，文化程度(X3)显著正向影响（在5%的水

不利。其次，从政府角度分析，调查发现，政府在

平上通过检验）。Exp(β)值逐渐增大，说明在其他条

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方面并不十分重视，并没有将

件不变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就业率存在文化程度

其上升到履行义务的高度，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投

差异，文化程度越高，就业率也越高。可能的原因

入较少，造成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就业培训等因

包括：其一，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导致其思想陈

经费缺乏而被忽视；而实践中，政府组织的就业培

旧保守、目光短浅，很多观念都不能及时更新。这

训往往因内容单一而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过于形式

造成大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所适从，不能准确

化的培训方式导致培训率低下，远远达不到提高失

地自我定位，对以后的生活一片空白。其二，文化

地农民就业技能的目的。第三，缺乏相关的组织协

程度不高，被征拆后容易满足现状。很多失地农民

调机制。要想及时、顺利、高效地开展失地农民就

当前生活比较安逸，对就业岗位、收入预期较高，

业培训需要劳动、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相

一般不愿意从事苦、脏、累的工种，处于一种消极

互协调，通力合作，这样培训才会有效果，然而这

就业的状态。这就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变得更加狭

一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窄；此外，文化程度不高，也致使其缺乏应对市场
竞争的能力，导致再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第二，非农生产就业技能(X4)影响最为显著（在

第三，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的影响较为显
著（在l%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在通过显著性检验
的三个变量中，该变量的Wald值大于文化程度(X3)，

l%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该变量的回归系数(2.793)

表明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X6)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

为正，说明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就业率较

响较为显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第一时间获

高。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三个变量中，该变量的

取相关信息是制胜的重要手段。对失地农民而言，

Wald值大，表明就业技能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最主

他们仅依靠人际关系的拓展来获取就业信息十分

要的因素。调研材料显示，缺乏非农业生产就业技

艰难且存在不稳定性和随意性，如果能够掌握更多

能的失地农民占调查样本的58.8%，他们的就业率

的获取就业信息的方法，例如利用网络等媒体来获

偏低。可能的原因包括：首先，从社会角度分析，

取更多的就业信息，将会极大提高就业积极性和就

传统的安置就业使得失地农民不存在失业压力，其

业率。同时，有利于失地农民准确把握劳动力市场

生活可以得到长久保障。然而，实行一次性货币安

的用工需求，有的放矢地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就

置政策，政府则不再负责安排工作，失地农民必须

业技能，以获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自谋职业，这对于缺

此外，性别(X1)的影响不显著。笔者实地走访

乏非农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来说难度很大。同时，

发现，失地农民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招聘单位对招聘对象的要求

度和就业技能等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向第三产业

也越来越高，失地农民往往只能够选择一些劳动强

进行转移。而由于第三产业的服务性需求，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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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内的就业比例并不比男性少。因此，性别因

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开展多层次的培训，通过“订

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单”向市场输送专门劳动力。此外，政府还应重视

年龄(X2)的影响要略高于性别(X1)。这是由于随

对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正确引导，可在征拆补

着年龄的增大，失地农民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

偿标准中增设失地农民子女教育补偿经费，以此体

求知欲望等均呈下降之势。而从业领域的局限使得

现对于文化教育的尊重和重视，更好地帮助失地农

失地农民大多只能选择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

民转变传统观念，以适应城镇化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工作，而这些工作对于身体素质、劳动能力的要求

[13]

较高，年龄成为了制约就业的因素之一。

策，鼓励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为失地

。其次，政府应出台针对失地农民创业的优惠政

就业预期(X5)和家庭人均利息收入与人均消费

农民自主创业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应加快

支出比值(X7)对失地农民就业有一定影响，但并不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体系和社区建设。建立失地

显著。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等因素，中部地

农民基本情况和就业现状数据库，对其实施长效动

区的失地农民获得在当地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少，竞

态管理，及时传递就业信息和市场信息等，以提高

争较大，因此，大部分人会选择前往经济发达的东

失地农民的就业率。同时，通过健全社区建设，构

部地区就业，就业并不十分困难。但调研资料显示，

筑“防”
“治”结合的就业长效机制。通过建设和完

仍有部分失地农民就业积极性不高，处于待业状

善失地农民社区互助体系，提高他们的集体决策能

态，除少部分人确实不想参加工作外，主要原因有

力和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整合和丰富其社会资源，

以下几种：一是土地被征用后，已有一定收入来源

为扩大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渠道提供帮助。

(家庭部分成员已进入企业、房租收入、利息收入
等)，家庭生活不是很困难；二是觉得单位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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