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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639 份问卷调查数据
李立清，吴倩文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639 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 Cox 比例风险模

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
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 1 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 5.6%；已婚农民
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 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
限每延长 1 年，退出风险降低 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
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
风险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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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39 questionnaire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LI Li-qing, WU Qian-wen
(Economic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39 questionnaires in the less developed western area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ith the du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s an observable variab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tinuous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ith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withdrawing from urban labor market, and the withdraw risk would decrease by
5.6 percent with the migrant workers getting one year older, and the withdraw risk for married workers was 40.2% less
than those unmarried, 17.8 percent lower with one more year educati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th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self-evaluated intensity of labor,
self-evaluated level of skill, whether signed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hether purchased social insurance and whether
trained for work had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stability;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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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管理。

业竞争日益加剧[1-4]，农民工开始选择向更适合自
己、待遇更好的企业转移[5]。这是中国欠发达省域
很多用人单位找不到农民工资源的原因之一。因此
研究该区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
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的文献集中于两个方面：农民工就业的稳
定性以及农民工的流动性。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一
般包含农民工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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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就业的稳定性两种。农民工的

续就业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基于此，笔者拟基于广

流动性则一般包含城市间流动和单位间流动两种。

西壮族自治区的调查数据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

[6]

黄乾 认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受到性别、年龄、

析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及其影响

受教育水平、培训、职业、求职方式、就业单位所

因素。

[7]

有制和行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张艳华等 认为性
别、教育程度、是否有工作经验、企业所有制、工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作技能培训以及就业合同等影响显著。孟凡强等[8]

1．计量模型

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不同的企业

所谓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是指根据完全

特征对工人的离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中国

数据和不完全数据(删失数据)，分析案例的不同因

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导致就业稳定性的下降

素对生存时间和生存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

[9]

趋势。白南生等 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原因日益多元

程度[16]，其生存时间(事件状态的持续)指从某起点

化，影响流动方向的可以量化的因素有年龄、性别、

事件开始到事件出现终点所经历的时间。生存分析

受教育年限、上一份工作的工作时间、高低温风险、

以往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生物医学，而现今在工业、

职业病风险、收入、收入计算方式、是否有合同、

商业、社会科学等领域也得到广泛的运用。1972年，

[10]

发现

英国统计学家D.R.Cox[17] 首次提出了Cox比例风险

年龄、婚姻状况、工资、实际工资水平、储蓄比、

模型的概念。作为一种半参数(semi-parametric)模

期望工资增长率、收入的满意程度、向家庭汇款数

型，Cox风险比例模型是生存分析法常用的基本方

额、子女是否随迁、工会参与情况、相对收入水平、

法之一，使用范围比较广。Cox比例风险模型能够

加班情况等多种因素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倾向影

检验多种影响因素与被观测对象的生存时间是否

是否欠薪、培训状况和行业因素等。王春超

[11]

响显著。姚俊

把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分为企业间流

动和城市间流动两种表现形式，认为农民工流动的

具有联系以及其联系程度的大小。
农民工持续就业的因变量数据普遍不符合正

影响因素是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时间、

态分布，且存在删失数据，因为在调查农民工就业

收入状况、在同一企业最长务工时间、是否参加新

情况时，一部分农民工曾经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就

[12]

农保、是否具有留城意愿。纪韶

认为影响农民工

业，而调查时并非处于就业状态，调查数据会显示

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这些农民工没有就业，也无法排除他们是否会继续

教育程度、失业率和经济的增长。Melanie Arntz等

就业的可能；同时，一部分农民工曾经处于就业状

[13]

认为，失业补偿制度的变化可能影响失业持续时

态，后因种种原因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而后又再

间。决定失业时间长短的因素在不同州之间存在差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造成农民工中间信息缺

[14]

异。D. Contreras等

认为教育程度对劳动力供给和

失；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调查时处于就业状态，可

就业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家庭中的儿童数对家庭妇

仍不确定未来是否会继续就业。这些数据都统称为

女是否参加工作产生正向影响。经济中的结构性变

删失数据，Cox模型可以将完全数据与不完全数据

化是黄金年龄的劳动力个体间就业变化的主要决

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达到分析农民工持续就业稳

定因素，反之亦然，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特征

定情况的目的。

的变化。André Varella Mollick等

[15]

认为具有大学或

更高学历的人口在更高程度上影响就业率。

由于农民工就业数据中包含不完全信息的删
失数据，所以在模型选择时一般采用Cox比例风险

这些研究所选择的影响因素都大同小异，其共

模型。在本研究中，假设有 n 个农民工处于就业状

同特点是着眼于研究农民工在城市间或单位间就

态，第 i (i = 1,2,L r L , n ) 个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为

业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而鲜有文献研究农民工在一

ti，同时设协变量 X = (xi1 , xi 2 ,L xik L , xip ) 是影响农民

定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就业是否具有稳定性的

工持续就业时间的p个因素，X即解释变量 。

问题。事实上，在同一时间纬度中，农民工或因种

首先，设h(t)为风险函数，风险函数是指t时刻
尚存活的被观测对象死于 t 时刻后一瞬间的概率，

种原因进入或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导致农民工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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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活到了t时刻而在t~ t + Δt 这一微时段内死亡的条

中，回归系数不是边际效应，它表示当其他协变量

件概率，h(t)可以表示：

不变时，X每变化1个单位，相应风险下事件发生的

h( t ) = lim

P( t < T < t + Δt T ≥ t )

瞬间概率变化为exp(βk)，或是说风险函数的自然对

Δt
m( t ) − m( t + Δt )
= lim
Δt →0
m( t ) ⋅ Δt

数变化βk个单位；若βk>0，则表明该因素为危险因

Δt →0

(1)

素，也就是X增加时，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的概率增加；若βk<0，则表明该因素为保护因素，

(1)式中，T为被观测对象的生存时间，m(t)为t
时刻的生存人数，m(t+Δt)为t+Δt时刻的生存人数，

也就是X增加时，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概
率减少；若βk=0，则表明该因素为无关因素。

在本例中可根据农民工持续就业的时长及生存状

(3)式右侧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非参数部
分，即h0(t)没有明确的定义，分布无明确假定，因

态计算出来。
令h(t,X)表示在受到就业影响因素X的作用下，

而其参数无法估计；另一部分是参数部分，其参数

农民工在时刻t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函数，

可以通过样本的实际观察值来估计。正因为Cox模

h0(t)则表示在不受就业影响因素X的影响下，农民工

型由非参数和参数两部分组成，故又称为半参数模

在时刻t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函数。Cox比例

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h0(t)的分布没有任何限制，

风险模型中，不同个体具有成比例的风险函数，即
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农民工(i≠j)，他们的协变量分
别 为 X i = (xi1 , xi 2 ,K , xip ) 和 X j = (x j1 , x j 2 ,K , x jp ) ，

(

)
出协变量 X = (x1 , x2 ,K , x p ) ，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h(t , X i ) / h t , X j 不随时间t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当给

h(t , X ) = h0 (t ) f ( X )

这就避免了异方差存在的问题。由于Cox比例风险
模型所具有的特点及其优势，非常适合于估计农民
工就业的持续时间及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
即分析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
2．变量选择
一般来说，影响一定区域市场内农民工持续就

(2)

业稳定性的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一是农民工

(2)式中，f(X)是X的函数，对于协变量函数f(X)

的个体特征。这类变量反映农民工的自身情况和人

最常用的是对数线性模型。如果生存时间的分布是

口学特征等，包括农民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连续的，且协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受教育年限、是否购买新农保。二是工作条件。这

则Cox比例风险模型表示为：

类变量反映农民工具体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等，包

h(t,X)= h0(t)exp(β1xi1+β2xi2+…+βik+…+βpxip) (3)

括农民工的收入、自评劳动强度、自评技术等级、

(3)式被称之为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

是否签订就业合同、是否购买社会保险、是否接受

β k (k = 1,2 ,L s L , p ) 称为Cox回归系数，是需要根据

过培训(表 1)。

样本估计的参数。由于βk是以指数形式出现在模型
表 1 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解释变量定义与预期影响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预期影响方向 a

主要来源文献

农民工个体特征
性别

农民工性别；男=1，女=0

－

白南生、李靖(2008)[9]

年龄

农民工的年龄(单位：年或岁)

－

孟凡强、吴江(2013)[8]

婚姻

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

王子成、赵忠(2013)[18]

教育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农民工是否参加新农保；有=1，无=0

+

D. Contreras et al.(2011)[14],
André Mollick et al.(2012)[15]
姚俊(2011)[11]

收入

农民工收入(单位：元)

－

王春超(2011)[10]

劳动强度

农民工自评劳动强度等级；大=2；一般=1；小=0

+

宋月萍、徐彦(2012)[19]

技术等级

农民工工作自评技术等级；好=2；一般=1；差=0

－

李培林、田丰(2012)[20]

就业合同

农民工是否签订就业合同；有=1，无=0

－

张艳华、沈琴琴(2013)[7]

社会保险

农民工是否购买社会保险；有=1，无=0

－

鲁建彪(2008)[21]

技能培训

农民工是否参加过培训；有=1，无=0

－

杨晓军、陈浩(2012)[22]

农民工工作条件

注：a 关系为“＋”
，表示该变量增加了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表示该变量减弱了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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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农民工就业累积概率就越低，而失业风险不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研究原始数据是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

断增加。这说明农民工持续稳定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表 2 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较多的市县2012年开展的社会调查所取得。调查共
发出入户调查问卷700份，回收668份，剔除那些因

变量名称

定义

持续就业的时间(月) 均值

逻辑错误或数据缺失等原因而失效的问卷29份，最
终获得639份有效问卷。

标准差
“生存状态”变量

在调查样本中，一类农民工在调查时刻已经退
出或曾经退出过城市劳动力市场，其持续就业时间

34.410
21.913

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1，持续就业=0 182.000

样本农民工总数

639.000

删失数据

样本农民工数

457.000

百分比(%)

长短明确；另一类农民工在调查时刻处于就业状

71.510

态，但不知道此后是否会退出或什么时候退出城市
劳动力市场，或者因为死亡、家庭突发因素、人口
迁徙等多种原因而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这类农民
工由于其持续就业的时间长短不明确，故在统计上
都称为删失数据。对于那些曾经处于就业状态，后
来又回归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其就业的持
续时间只算第一段时间。样本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
间长短详见表2，生存函数见图1。持续就业的部分
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由表 2 与图 1 说明，调查时已退出城市劳动力
市场的农民工总数为 182，占总样本数的 28.48%。
农民工持续就业时长平均为 34.41 个月，仅为 2.87

图 1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生存函数图

年，持续就业最短的仅为 7 个月，并且随着时间的
表 3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

变量
收入

性别

男=1

年龄

年

婚姻
教育
新农保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3000

0.063

0.242

0.702

0.457

2000~3000

0.230

0.420

38.265

9.385

1200~2000

0.507

0.500

已婚=1

0.838

0.371

年

9.329

2.167

是=1

0.872

0.335

劳动强度

工作条件

0.200

0.399

大

0.318

0.467

一般

0.249

0.434

小

0.433

0.496

就业合同

有=1

0.551

0.498

好

0.181

0.384

社会保险

有=1

0.265

0.441

一般

0.274

0.445

技能培训

有=1

0.335

0.472

差

0.545

0.498

四、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技术等级

≤1200

见表4。
1．个体特征的影响

借助SPSS20.0软件，采用逐步引入—剔除法

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年龄、婚姻状况及

(stepwise)引入解释变量，引入变量的检验水准是

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0.05，剔除变量的检验水准为0.1，运用Cox比例风

关系符合表1所示的预期影响方向。年龄每增加1

险模型研究农民工个体特征、工作条件等对农民工

岁，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

持续就业的时间长短影响。卡方检验结果显示，Cox

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

比例风险模型均在总体上显著，具体参数估计结果

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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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态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意义以外，其他各项因素

风险降低17.8%；其中，除了性别及参加新农保状

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表 4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变量定义

β

exp(β)

个体特征

变量

变量定义

收入

β

exp(β)

以“≤1200 元”为对照基准

性别

男=1

-0.87

0.829

≥3000

-0.176*

0.838

年龄

年

-0.057*

0.944

2000~3000

0.106

1.112

婚姻

已婚=1

-0.514**

0.598

-0.083**

0.920

教育

年

-0.196*

0.822

新农保

是=1

0.372

1.451

1200~2000
劳动强度

工作条件

以“小”为对照基准
大

0.097***

1.102

一般

0.150

1.162

就业合同

有=1

-0.054*

0.947

社会保险

有=1

-0.215***

0.807

技术等级
好

以“差”为对照基准
-0.166**

0.847

技能培训

有=1

-0.179*

0.836

一般

-0.030**

0.970

-2 log likelihood

1 910.599

卡方值

195.100

相伴概率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双侧水平上显著。

2．工作条件的影响
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从一定程度上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反映了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的影响情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

况。大体上，除收入在2 000~3 000元以内、劳动强

年限、收入、自评劳动强度、自评技术等级、是否

度等级为一般的农民工的退出风险无显著差异以

签订就业合同、是否购买社会保险、是否有过岗前

外，其余各变量的影响均符合表1中的预期影响方

培训等变量，不同程度地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

向，且具有统计显著意义。收入水平对农民工退出

市场风险产生影响。各市(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与收入水平

一致，也会导致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存

在1 2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民工相比，人均纯收入水

在一定差距。

平在3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平均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上述结论表明：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农民工退

风险要低16.2%，人均纯收入在1 200元到2 000元之

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确保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劳

间的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要低8%；自评

动力市场稳定就业，一是要进一步改进城市企业制

劳动强度为“大”的农民工比自评劳动强度为“小”

度，农民工在企业工作期间，应与所在企业其他劳

的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增加10.2%；农

动者享有同等的权利。企业应当与农民工签订就业

民工的技术能力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

合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安全生产和操作规

的影响显著，自评技术能力“一般”的农民工其退

程教育，组织技能提升培训。二是继续加大财政转

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相较于自评技术能力“差”

移支付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的农民工降低了3%，自评技术能力“好”的农民工

的财政投入，督促各级公司企业为农民工购买社会

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大大降低了15.3%；与未

保险。三是加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民受教

同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的农民工相比，签订就业

育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推行农民工劳动力技能就

合同的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

业计划，创造有效的人力资本。四是国家完善对农

5.3%；有单位提供或自购的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没

民工的政策制度，建立就业服务咨询基地，公共就

有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风

业服务机构依法向劳动者提供免费就业服务。总

险减少了19.3%，有过工作培训的农民工退出城市劳

之，认真研究现代农民工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动力市场的风险比没有培训的农民工小16.4%。

系，对落实中央“三农”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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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1] 姚俊．农民工的就业流动研究——基于江苏制造业调

注

[12] 纪韶．
“十二五”期间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流动就业影

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1(5)：88-92．

释：

① 它可以是定量的、定性的或定序的，在Cox模型中被称为
协变量。

响因素——微观决策模型分析视角[J]．经济学动态，
2012(8)：24-30．
[13] Melanie Arntz，Ralf Andreas Wilke．Unemployment
duration

in

Germany ：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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