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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人口迁移的政策制定应建立在对流动人口特征及

变化趋势的深入了解基础之上。在京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对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缓解老龄化压力做出

了显著的贡献。多数流动人口在京居住依赖租房，房租是导致其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程度较低，尤其城乡接合部地区社会隔离现象较为显著，大量流动人口未能有效融入现代城市的生产生活体

系。首都的人口管控与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通过“控”“收”联动，加强人口的有序流动，也要疏解与引导

相结合，使流动人口的结构与行为更符合首都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流动人口；人口管控；人口疏解；城市治理；首都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2-0103-09 收稿日期：2019-1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农业地域功能与实现机制—以北京为例”

（41571160）。

作者简介：刘玉，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张雪，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石敏俊，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教授（杭州 310058）。

【城市经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

增加，目前已超过2亿人。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人口和常住居民增长的主要

来源。因此，人口迁移政策和流动人口落户及市民

化政策成为国家、区域和城市等不同层面关注的重

点问题。美国学者E.S.Lee的人口迁移理论——推

拉理论，从迁出地、迁入地、迁移过程中的障碍和个

体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

见人口迁移与流动是一个受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

人口迁移与流动格局正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流

动人口引导与疏解政策的制定需要深入了解流动

人口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流动人口结构特征、空间流向与行业流向

及影响因素对流入地产生的影响，以及安置与市民

化等方面，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发

现，在现阶段，城乡迁移人口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

体，他们在城市面临制度障碍、社会歧视和受教育

水平低等劣势，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环境和待遇较

差的行业或边缘行业，与当地居民在职业构成、生

产条件和收入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受教育程

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共同影响

着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

平以及区域（城市）吸引力引导着流动人口的空间

分布，同时对收入水平有决定性影响。流动人口对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城市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环境治理、住房供给、社会治

安等方面工作带来挑战。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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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偏低，个体异质性会对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

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市民化政策出现了目标偏

差现象。

2015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空间流向

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北京等大都市仍然对流动人

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17年末，北京常住外来人

口794.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6.6%。随着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首都确定了“四个中心”

的新定位，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减量提质”发展

模式。疏解非首都功能，实施严格的人口管控，加

强城市治理，提升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水

平，让北京的城市发展更符合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

已成为其首要任务。首都人口疏解政策已初显成

效，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其中外来

人口较上年末减少 13.2万人。与此同时，研究发

现，批发零售行业、住宿和餐饮业的转移带来的人

口疏解效果并不明显。北京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

力进行人口疏解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河北各个

城市的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提升并非短期内就能

实现。还有研究指出，北京人口疏解中会存在京内

重新聚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社会风险加剧等问

题。部分学者基于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调查探讨了

首都人口疏解的效果，发现短期内不同类型及层次

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均处于高位，54.3%的流动人

口仍希望留在北京。

综上，已有研究在流动人口迁移的原因、生产

生活状态以及对迁入地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对区域（城市）人口迁移政策实施效果，尤

其是首都人口疏解政策等进行了评价，但将两者结

合起来进行分析并不多见。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的

迁移行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迁移政策

不能片面地只从迁入地的角度考虑，应充分考虑流

动人口的行为特征及变化趋势。对于首都而言，人

口总规模必须控制，部分流动人口也急需疏解，但

人口控制和疏解的规模、方向、途径、配套措施等，

需要在全面深入分析流动人口行为特征的基础之

上进行统筹规划，在京流动人口是怎样的一个群

体？人口素质、就业、消费、居住等方面的特征是什

么？与首都北京产业结构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

间是否匹配？流动人口在京空间分布与流向偏好

如何，是否有机融入了城市的现代生产生活体系？

对城市治理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在京流动

人口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首都流

动人口的疏解和管控政策，以期为首都人口疏解、

管控和城市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科学参考。

二、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0—2016年）和相关

年份《北京统计年鉴》的数据，结合作者2014年在北

京海淀区对流动人口进行的338份有效问卷调查的

数据，对北京流动人口的特征进行分析，进而通过

2010年和2016年数据对比来反映其变化趋势。

1.家庭式流动过半，劳动年龄人口为绝对主体，

少年儿童和老人占比有所提高

与 2010年相比，2016年北京流动人口中与家

庭成员一起流动的比例下降了 8个百分点左右，但

仍然超过半数，家庭式流动特征较为明显。在京流

动人口中劳动年龄组人口（15—64岁）为绝对主体，

2016年占比高达76%。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在京

流动人口中少年儿童组和老年人口组占比相对

2012年均有所提高，其中少年儿童组提高了 3.1个
百分点，老年人口组提高了 2.6个百分点。对孩子

教育及家庭照顾问题越来越重视，以及劳动年龄的

不断延长等促使现阶段流动人口中少年儿童与老

人占比有所提高。

2.素质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行业集中

受教育程度方面，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中，受

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人员占比为51.95%，2016年
下降为39.83%。同时，拥有大学（大专、本科）及研

究生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16 年达到

38.14%；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和中专人员所占比例则

维持在 20%左右（见图 1）。显然，北京流动人口的

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人员占比仍高达近 4成，流动人口整体素质结构优

化提升的空间较大。

2016年，在京流动人口雇员占比为 71.99%，自

营劳动者身份所占比例为17.05%，雇主身份所占比

例为 9.45%，家庭帮工身份所占比例最低。与 2010
年相比，雇员、雇主身份占比有所增长，而自营劳动

者、家庭帮工身份所占比例则出现下降（见图 1）。

可以看出，在京流动人口大多数处于被雇佣状态。

从就业结构看，北京流动人口就业占比前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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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并且，第三产业劳

动力就业所占比例从 2010年到 2016年呈上升趋

势，与北京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趋势一致。然

而，在京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

在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领域，这些行业具有劳动

密集型、就业门槛低、竞争力较弱等特点。2016年流

动人口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以

及住宿餐饮的就业占比总和高达49.7%（见表1）。

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和行业分布与受教育程

度密切相关，素质结构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和

就业选择空间产生影响。

3.收入整体提高，但住房成本不断上升，拉高了

消费总支出

比较2010年和2016年在京流动人口的就业收

入发现，0—3000元低收入组所占比例下降了36个
百分点，其余收入组所占比例均有所提高，1万元以

上收入的人口比重上升显著。这一方面与北京平

均工资水平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京流动

人口的就业收入水平普遍上升。

比较 2010年、2016年在京流动人口的家庭/个
人月度总支出发现，0—2000元低支出组所占比例

下降了41.3个百分点，其余支出组均有所提高。在

流动人口家庭/个人每月总支出中，房租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房租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超过40%的样本占

30%以上。与2010年相比，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35.9%。其中，房租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60%以上的

样本增长迅速，6年间提高了 6.63个百分点。在京

流动人口总支出不断提高，尤其是住房成本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总体生活成本。

流动人口收入与支出的增加主要受北京经济

社会发展宏观环境的影响，尤其住房支出的快速上

升已成为流动人口在京生活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

之一。需要警惕的是，住房支出比例的上升，会挤

压流动人口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降低生活质量。

4.居住稳定性仍有待提高，社会参保率偏低

第一，在京流动人口租住私人房屋所占比例较

高，2010年为 62.45%，2016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57.51%。第二，在京流动人口自购房的比例逐渐提

高，2010年 10.9%的在京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产权

房，2016年该比例上升为20.93%。第三，2016年在

京流动人口中由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享有政府

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的比例均比 2010年有所提高，

但占比仍然很小，其中政策保障房享受率极低。总

体上来看，在京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稳定性有一定

改善，但稳定性仍有待提高，6成左右的流动人口居

住问题仍然依靠租住私人房屋解决（见图2）。

图1 2010年、2016年北京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身份结构及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表1 流动人口就业占比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布

2010年
行业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社会服务

制造业

建筑

百分比
（%）

27.2
15.84
13.64
8.36
8.18

2016年
行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批发零售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

住宿餐饮

制造业

百分比
（%）

19.63
17.33
13.24
12.73
6.25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C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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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北京的高房价，流动

人口的购房能力显著不足，加

上住房限购等政策的实施，使

得流动人口在京购房的空间

愈发狭小。自购房比例上升

部分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中

的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受多

种因素影响，政策性保障房的

供需缺口还非常大，流动人口

尚未被有效纳入保障体系。

单位提供住房的能力也一定

程度上受制于高房价的影响，

使得租住私人房屋成为流动

人口的主要选择。

从纵向比较看，在京流动

人口五险一金参保率不断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但社会保险参保率仍不高。

2016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

险参保率都在 50%以下，住房公积金参保率仅为

25.33%（见表 2）。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流动人

口的高流动性、临时性就业等都影响着社会保险的

参保率。

5.空间集聚性显著，城六区流动人口明显下降，

但总体占比仍超六成

北京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

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流动人口

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据《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2010年，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居

住的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87.86%，2016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90.02%（见表 3）。这些区域发

展较快，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居

住成本相对较低，吸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

有些行政区流动人口占本区域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

40%，可以说，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

市发展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2 2010年、2016年在京流动人口居住结构及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注：2010年政府提供廉价房和政府提供公租房缺少数据。

表2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

年份

2010
2016

养老保险（%）

28.10
46.54

医疗保险（%）

33.8
39.94

工伤保险（%）

27.6
45.97

失业保险（%）

19.8
45.1

生育保险（%）

4.65
42.64

住房公积金（%）

8.55
25.33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表3 北京各区域流动人口占全市比重及变化

行政区

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区
西城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城市发展新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

生态涵养发展区
门头沟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2010年（%）

7.76
3.12
4.64
53.81
21.50
17.83
11.54
2.94
34.07
2.77
6.17
3.96
12.02
9.14
4.36
0.67
1.46
0.70
0.98
0.55

2016年（%）

5.99
2.38
3.62
51.15
21.65
17.25
9.89
2.35
38.87
3.47
7.06
5.33
12.85
10.17
3.99
0.62
1.31
0.68
0.89
0.48

数据来源：2011年、2017年《北京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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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北京各区流动人口分布聚集程度及其变化

指标

年份

东城

西城

朝阳

丰台

石景山

海淀

房山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门头沟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庆

密度指数 Id
2010
3.33
4.08
2.05
1.70
1.53
1.85
0.06
0.31
0.17
0.40
0.40
0.02
0.03
0.03
0.02
0.01

2016
2.92
3.66
2.37
1.68
1.41
2.07
0.09
0.40
0.27
0.49
0.51
0.02
0.03
0.04
0.02
0.01

比重指数 Ir
2010
0.81
0.89
1.44
1.30
1.14
1.29
0.70
1.24
1.08
1.72
1.59
0.55
0.93
0.40
0.50
0.42

2016
0.72
0.77
1.50
1.17
0.99
1.29
0.85
1.32
1.33
1.71
1.61
0.53
0.89
0.42
0.49
0.40

聚集区类型

2010
中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2016
中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高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中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低度聚集区

数据来源：2011年、2017年《北京统计年鉴》。

注：流动人口密度指数和比重指数的计算方法引自参考文献[21]。其中，密度指数为某

地域单元外来人口密度与各地域单元外来人口密度均值的比值。比重指数为某地域单元

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与各地域单元外来人口比重均值的比值。根据 Idi≥1,Iri≥
1；Idi≥1,Iri<1 且 Idi+Iri≥2或 Idi<1,Iri≥1 且 Idi+Iri≥2；Idi<1,Iri<1，依次划分为外来人口高度聚集

区、中度聚集区和低度聚集区。

基于流动人口特征的首都人口疏解与管控

从时间变化上看，2016年与 2010年相比，只有

石景山区在聚集类型上由高度聚集区降为中度聚

集区，但从两个时期流动人口的比重指数和密度指

数看，北京城六区均出现下降（见表 4）。表 4也显

示出，北京城六区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的比重

除朝阳区略有增长外，其余均出现下降。在京流动

人口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整体外移的趋势，但外移仍

主要局限在城市发展新区，远郊生态涵养区尚未出

现显著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发展新区经济发

展较快，提供就业岗位多，吸引了人口流入。值得

注意的是，2016年北京城六区流动人口占全市的比

重仍近六成。

流动人口在北京空间分布格局及变化受就业

机会、居住空间、政策、交通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区

产业、人口疏解目标与政策较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

口的空间分布与流向变化。

6.社会融合度不高，城乡结合部社会隔离最为

突出

第一，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较低。

北京流动人口的孤

立指数可以反映流动人

口在本地的融合情况。

孤立指数指在单位空间

里，同组个体之间（单组）

或异组个体之间（组间）

潜在接触的可能性。计

算公式为：

xPx= n
∑i=1 ］［（xi

X）（
xi
ti ）

xPx 为孤立指数；xi 为

区域单元 i的 x群体人数；

ti为区域单元 i的总人数，

X指整个城市范围内的 x

人数。 xPx 取值范围为

［0,1］，其数值越大接触

到同组个体的可能性越

大，接触到异组个体的

可能性越小。

北京各功能区流动

人口孤立指数计算结果

显示，城市功能拓展区流

动人口孤立指数最高，城

市发展新区次之，首都功

能核心区更低一些，生态涵养区最低。说明城市功

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外来人口接触到同组个

体的可能性要比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区高

得多，而接触到异组个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时间

变化上，2016年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孤立指数有

所上升，其他三个区域均出现下降（见表 5）。城市

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均属于广义的城乡结

合部地区，城乡经济要素混合、二元管理体制交错

等为在京流动人口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在某

种程度上割裂了其与本地社会的关系。

第二，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交网络简单，日常活

动半径狭小。

城中村是城乡结合部最典型的社区类型之一，

表5 北京各区域流动人口孤立指数及变化

区域

首都功能核心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

生态涵养区

2010年
0.020
0.214
0.145
0.008

2016年
0.014
0.207
0.174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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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流动人口，尤其是低收入流动人口聚集的区

域。据作者调查，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接触最多的

三类人依次是邻居、同乡和朋友，87.5%的流动人口

没有或拥有不多的本地人口朋友。25%的流动人口

认为与本地人沟通有一定困难，还有近30%几乎没

有沟通过。可见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交网络非常

简单。

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日常活动半径也非常

小，其中，就业通勤半径在 0.3km以内的高达近 6
成。日常购物、消费和闲暇娱乐等活动也主要集中

在所居住的城中村附近，有60.9%的流动人口选择在

本城中村内购置食品和日用品，生病就医有35.3%的

人选择就近的城乡结合部私人诊所，闲暇娱乐活动

也是以在居住地附近开展免费娱乐项目为主。城中

村是低收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这里的流动人

口一般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差，工作、居住获得途

径以亲缘或地缘关系为主，城中村的经济活动具有

典型的自服务特征，与外界联系较少，导致流动人

口的社交网络简单，日常活动半径比较狭小。

三、流动人口对首都人口管控和城市治理的

影响

流动人口是北京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为首都

人口管控和城市治理等带来挑战。

1.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

要求

北京流动人口规模大，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高，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严峻挑战。家庭式

流动特征对流动人口的生活配套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比如，与家庭成员一起流动通常使得以单

位为主解决住房的办法难以奏效，流动人口中租住

私人房屋比重较高，尽管房屋来源不在公共服务范

畴之内，但对出租房屋的管理成为重要问题。提高

公租房等政策保障房对流动人口的覆盖也是城市

政府今后要面临的问题之一。另外，少年儿童组和

老年人口组流动人口比例的上升则对北京教育、卫

生保健、养老等公共服务增加了更多的需求。

2.对人口调控后的决策提出挑战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

一方面，为北京经济发展补充了充足的劳动力，人

口红利效应显著；另一方面，拉低了北京人口老龄

化程度。这些对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但随着人口调控力度的加强，流动人口减少的趋

势必然会发生，“以业控人”的做法会直接影响流

动人口中劳动力规模的变化，相应地会改变北京

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和老龄化水平，对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影响，对城市管理决策也会提出新的

挑战。

3.城六区人口疏解压力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管

控难度加大

2015年起，北京城六区在常住人口增长方面陆

续出现拐点，2016—2017年累计减少 74万人，疏解

措施初见成效。但随着城六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

性市场、物流中心、高校等向外搬迁工作的完成，未

来人口疏解的空间在不断缩小，难度也在加大。

在前期人口疏解与城市治理政策的作用下，在

京流动人口有所减少，其中一部分人流向京外，还

有一部分在北京市内流动，主要趋势是从城六区向

城市发展新区流动。尽管城市发展新区达到“人口

天花板”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在流动人口空间外移

的大趋势下，也会面临人口急剧增长的挑战，人口

管控难度也在增大。

4.城乡结合部治理与改造任务艰巨

城乡结合部因其有利的地理区位和独特的住

房市场成为流动人口，尤其是中低收入流动人口聚

集的区域。在一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数

量出现严重“倒挂”，流动人口成为当地人口的主力

军。流动人口的生产消费能力、社会网络结构与经

济行为特征对城乡结合部空间结构和形态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第一，分散、小规模以及临时性的经

营活动等较多，对该区域正常经济秩序的维护和

经济发展层次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使这些区域

成为城市治理中的“洼地”。第二，流动人口社会

网络简单，日常活动空间狭小，形成了以居住地为

中心、相对封闭的“孤岛”，与周边社会融合度低。

第三，流动人口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只能寻求

与其竞争力相匹配的生活空间，如果现有格局被

打破，他们还会寻找类似的空间，并延续原来的行

为特征。因此一个城中村被拆除或者一个城乡结

合部被治理后，很容易在更外围的地方出现新的

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都是城乡结合部面临

的城市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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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都人口疏解与管控策略的思考

流动人口的家庭式流动、居住成本、就业行业、

空间分布及社会融合度等方面的特征对城市治理

将带来广泛的影响。本文基于前述分析提出了首

都人口疏解与管控策略，主要逻辑框架见图3。
1.“控”“收”联动，引导人口有序流出

坚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从源头上减少容

纳流动人口无序增长的空间，是首都控制人口规模

与结构的主要思路与举措。北京流动人口在劳动

密集型和低收入产业就业集中，租房比重高且住房

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较大，甚至存在一定的违

规租房现象等。因此，产业疏解和加强房屋管理方

面的举措对疏解流动人口，尤其是竞争力较弱的流

动人口效果会比较显著，近年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数量出现由增到降的拐点已表明政策收到成效。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从北京流出必然涉及流向

哪里的问题。现阶段，中国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

特大城市流动有着多元化的背景，不可否认，部分

流动人口尤其是低层次流动人口的流动尚带有一

定的盲目性。要改变这一趋势，重要的是给流动人

口找到新的去处。对首都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为

产业疏解和人口疏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首都人口

的“控”和天津以及河北各个城市的“收”是相辅相

成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序与配套措施。全国范围

内其他中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地等人口吸纳能力的

变化也是影响首都人口流出的因素之一。如果接

收流出人口的条件不具备，必然会影响首都人口疏

解的效果。因此，加强区域协调至关重要。一方

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可行的人

口疏解与承接政策，引导人口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

优化布局；另一方面，要加强北京内部各区域之间

的协调，掌控好流动人口从重点疏解地区向非重

点疏解地区的迁移，避免对城市新区发展造成过

大的人口压力，要严控生态涵养区人口的蔓延和

过度增长。

2.疏解与安置有机结合，提高人口就业结构与

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

疏解是必要手段，但未来流动人口仍将是北京

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人口管控与疏解的

同时，也应做好流动人口的安置与融合工作。人口

管控不仅体现在规模方面，还应注重质量和结构，

尤其是人口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一

个城市，既要有服务外部的优势产业，也要有支撑

本地生产生活的基础部门，首都作为拥有2000多万

人的超大城市也不例外。城市人口的疏解对象不

是既定的哪一类人群，而是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来判断具体的人口富余规模与领域。应加强

对首都北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性

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控制与管理措施。

人口管控不是一味地疏解，也包括通过管理，

让其规模和分布更加合理。不同社会群体间只有

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分工、联系与依赖，才能实现根

本上的融合。提升对流动人口的服务覆盖，增强其

与本地社会的融合对促进首都和谐、健康发展意义

图3 流动人口特征、对人口管控和城市治理的影响及对策之间的逻辑关系

基于流动人口特征的首都人口疏解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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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将符合北京发展需求的流动人口逐步纳入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其提供更加完善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条件，一方面，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在北京

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提升流动人口的竞争力，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对首

都建设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3.引导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现代生产生活体系

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让城市更美好，让生活

在其中的居民更幸福。城市管理与决策者在城市

空间开发、治理与改造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流动人

口的行为特征和生产生活需求，引导其摆脱现有的

不良生产生活状态，融入正常的城市生产生活体

系。例如，在城中村改造和城乡结合部治理中，应

将流动人口有效纳入当地的总体发展部署之中。

具体来说，结合城市发展需要，积极创造一些就业

岗位，扩大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安置；适当保留与开

发一些正规而廉价的住所，为中低收入流动人口提

供落脚之处；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惠及程度

等。变“堵”为“疏”，从而有效减少他们自己寻求临

时性就业和生存空间的可能性。

4.同步完成人口疏解和城市管理创新，提高城

市运行效率

人口疏解是医治首都大城市病的措施之一，但

不是全部。应加大城市管理的创新力度，尽快建立

起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尤其在推进人力资源

建设、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和健全其他公共服务等方

面做好规划与配套工作，巩固人口管控的成果并提

高城市运行效率。

要创新人口管控思路，探索更多更高效和科学

的人口疏解与管控措施，使其与北京整体产业结构

调整、空间格局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等相互匹配、相

互促进。对拥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高层次流

动人口可以提供更灵活、更多元化的安置与配套服

务，让他们更安心地为首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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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Capital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Based o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Liu Yu Zhang Xue Shi Minjun
Abstract: The migration behavior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polic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ul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Beijing's populatio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governance of the Capital.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is dominated by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hich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labor and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aging, but the low-end
service industry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still concentrate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ity. Mos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rely on rent and r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not high, especially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social segreg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a larg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not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modern
production and life system of the capital. Population control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capital is a long systematic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orderly outflow of the population through the linkage of‘control’and‘reception’,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dredge and guidance，so that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opulation Control; Population Dispersion; Urban Governance; Cap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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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动人口特征的首都人口疏解与管控

评《城镇化下土地利用变化与效应》

肖金成

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的钟业喜教授等人所著的《城镇化下土地利用变化与效应——以

江西省为例》一书，结合江西省新世纪多时段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手段和数理统

计分析，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及其相关生态与社会经济效应。该书在以下

四个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土地利用生态效应作为地理过程和生态过程集成的科学问题受到

学界的重点关注，构建合理有效的生态效应评价体系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该书综合采用土

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生境质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从生态风险、生境质量、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3个层面来综合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并集成ArcGIS空间分析手段对相关结果进行分

析，对中大尺度区域土地利用生态效应的评价方法有所拓展。（2）流域作为集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等生态功能和人类社会发展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生态地域系统，是构建区域资源利用和生态

保护相协调的和谐人地关系的最佳途径。作为自然流域与行政地域高度重合的赣江流域，其成为探

讨流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理想区域。鉴于江西省域与赣江流域范围的高度吻合，开

展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研究，揭示其土地利用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探索流域尺度内差别化的

城镇化路径和模式，为城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同时，引入景观生态学理论，构建支撑赣江流域

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也是景观生态理论在生态建设与规划领域的有益探索。（3）当

前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资源环境要素约束趋紧，生态环境矛盾凸显，传统的土地利用模式越

来越不可持续。该书深入分析了城镇化时期江西省土地资源利用的特征及演变趋势，为江西省转变

土地资源利用模式，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提高土地资源保障能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4）江西省是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及南方丘陵山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地位极为重要。

该书为构建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一个包含源/汇点、生态源地、生态分区、生态廊道等

景观要素的生态建设方案，可以为江西省不同地区实施具有针对性和差别化政策提供有益借鉴，为江

西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