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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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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高质量就业是当前受雇农民工流动的主要驱动力，职业流动能否提升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
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向着公平竞争、高质量就业的方向发展。基于 2016 年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职业
流动的发生对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 0.78% 的正向影响，并且不同类型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高技能流动和行业内流动都能显著提升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程度分别为 4.84% 和 2.78%；低技能
流动和跨行业流动都能显著降低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降低程度分别为 2.87% 和 1.26%。平均处理效应显示，
已经发生了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如果未发生职业流动时，就业质量会下降 11.42%。倘若未发生职业流动的
受雇农民工能发生职业流动时，其就业质量能上升 15.46%。受雇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的最佳选择是高技能且
行业内流动，低技能者无论是行业内流动还是跨行业流动都会显著降低就业质量。据此，提出针对受雇农民工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受雇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
引导他们实现理性、有序的行业内流动，降低跨行业流动造成的损失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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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mobi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employment. Hence, explor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job mobility can improve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will drive China’s labor market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CLDS data in 2016,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job mobility on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by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model and 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job mobility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0.78% increase) with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job mobility, where high-skilled mobility and intra-industry mobil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by 4.84% and 2.78%, respectively, while lowskilled mobility and cross-industry mobilit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by 2.87% and 1.26%,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indicates that if the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with
occupational mobility, did not have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would decline by 11.42%. If the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without occupational mobility had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could
increase by 15.46%. The best choice for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s high-skilled
and intra-industry mobility. Both intra-industry and cross-industry mobility of low-skilled workers coul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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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H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providing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s for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o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mproving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to provide timely and accurat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guiding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o realize
rational and orderly intra-industry mobility, and reducing the losses caused by cross-industry mobility.
Key words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employment quality; high-skilled mobility; low-skilled mobility;
cross-industry mobility; intra-industry mobility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充分
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出现的劳动者群体，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
巨大 [1]。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农民工监测数据，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高达 2.86 亿人，其中新生代农
民工占比 49.4%。他们的就业质量和工作状况引起
的学术界的关注。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普遍相对较低 [2]，存在着就业稳定性差、职业
流动性强、工作城市和务工单位更换频繁的显著特
征 [3-4]。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
是寻求工资及相关待遇的改善，是“用脚投票”和
“无声的抗争”[5]。因此，如何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已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职业流动作为一
种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市场机制，对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对其开展研究具有理论
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让要素实现自由流动，
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实现社会性流动的体制与机
制弊端，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辛勤工作实现自
身发展。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看，劳动者在不同
城市、不同行业和不同工作单位间的流动，可以对
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无论对于劳动者个体收
入水平提升，还是对于劳动者整体收入分配结构的
优化都有明显作用 [6]。由此可见，职业流动是实现
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甚至是劳动者提高就
业质量，实现职位提升和收入上涨的最快的一种方
式 [7]。职业流动的实质，是劳动力与新的工作条件
优化整合的过程。合理且适当的职业流动能够增强
单位组织的工作效率，为劳动者实现更好的工作机
会 ；但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则是一种损耗，对于组
织和个人都不利 [8]。实现高质量就业是当前农民工
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农民工的利益需求不仅仅在于
工资收入的改善，还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对高质
量就业表现出强烈的需求 [9]。
目前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成果颇为丰
富，但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方面，
包括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等。对于职业流动这一因素的研究相对有限，

且结论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
工的就业质量有负向影响，而对自雇佣农民工影响
不显著 [10]。也有研究发现，职业流动能显著提升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并且对男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
升效应明显优于女性农民工，这一性别差异在高层
次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11]。
综合已有文献，本研究尝试从三个方面进行
新的拓展。第一，将主观指标纳入对就业质量的测
量。已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衡量，多采用
客观指标，对于主观指标考虑不足，将主观指标“工
作满意度”作为就业质量的测量维度之一加以补
充。第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健全，农民工
的职业流动呈现出异质性，不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
念，尝试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农民工的职业流
动进行分类，以检验职业流动所引起的人力资本水
平的变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第三，运用科
学方法处理由于“自选择”出现的内生性和异质性
问题。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的“自选择”问
题，以往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处理不足，采用内生转
换模型进行了处理。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
理论和职业匹配理论，选择工资性就业者（受雇农
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 CLDS2016 调研数据，采
用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
探究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群
组差异。为促进受雇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适度流
动，提升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1.1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理论分析
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12]，是针对劳动
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既包括工资水平，又包
括工作强度、工作安全性、工作稳定性、健康与社
会福利及个人发展等。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于 1999 年 提 出 了 体 面 劳 动
（Decent Work）的理念，即劳动者在自由、平等、
保证安全和个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体面和高效的工
作。现有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通常都围绕着体面劳
动理念展开，在具体构成上虽然有差异，但基本都
涵盖了工资水平、劳动时间、社会保险和就业稳定

第2期

陈瑶等：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13]

等维度 。从具体维度来看，核心指标是工资水
平，实现更高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工最为关注的问
题，也是他们从事非农就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工资
水平能够正向反映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工作时间是
指在劳动者工作上所耗费的时间，会挤压休闲时间，
而休闲时间是劳动者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因而会
负向影响就业质量 ；社会保险作为农民工抵御社会
风险的重要机制，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维持生计，
提供了福利和就业保护，也应作为提升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的维度之一 ；工作的稳定程度对就业质量的
影响不容忽视，稳定的工作让农民工得以产生更多
的职业积累，更有可能提升专用性人力资本 [10]。除
了在就业过程与结果中所体现出的客观内容，就业
质量还可以表现为农民工对自身职业境遇的主观体
验，即工作满意度，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
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测量就业质量的趋势 [14]。
1.2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现有理论关于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何影响就业
质量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视角。其一是人力资本视角，
人力资本水平是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提升就业质
量的主要因素。职业流动会引起劳动者人力资本损
失，尤其是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的损失，故会导致就
业质量下降 [15]。这一结论是基于企业专有人力资本
无法随职业流动发生一起转移的理论假设，如果放
宽这一假设，职业流动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是不
确定的。其二是工作匹配视角，随着工作时间的推
移，雇佣双方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当劳动者发现存
在比现在职位更高工资的就业机会时，就会主动放
弃现有工作，去寻找更合适的匹配职位 [16]。匹配效
果要看流动者是否获悉充足的就业质量信息，如果
充足则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匹配 ；反之，则会导致
流动后就业质量下降，劳动者可能会通过再次职业
流动来调整 [17]。对于那些为了实现更好匹配而主动
离职的流动者，职业流动对其就业质量会产生正向
影响，对于被动流动者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
两种视角着眼点不同，其实都聚焦于劳动者的
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者就业质量的
重要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效率
会更高，并且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更强，能更有效
搜集整理各种就业信息并合理配置要素禀赋，会拥
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机会，因而具有较高的就业
质量 [18]。Mincer [19] 认为劳动者会对自身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具体方式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后划分。
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以正式的学校教育为主，而在
这之后则是职业培训、工作经历和职业流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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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可以通过改变
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职业位置带来收入的提高。物质
资本在交换中产生流动从而产生价值的增值，人力
资本可以通过职业流动打破静态局面，去寻找更适
合的发展机会。流动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
市场具备健全的竞争机制，表明人力资本可以通过
劳动力市场实现更有效的利用 [20]。因而，适当合理
职业流动可以促进使劳动者获得更适合自己的就业
机会和更满意的工资收入。因此职业流动的发生会
显著提升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1.3 技能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流动者比安居原位者实现更高
工资的原因在于有工作技能和经验可以随着职业流
动的发生转移到新的职业中去 [21]。对这个结论应当
一分为二来看，职业流动者能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
之一在于自身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 ；关
键之二在于人力资本存量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能跟随流动者一起转移到新的职业中去。
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重要根源是人力资
本积累不足 [22]。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制度性因
素的缺乏，我国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很强的完全竞
争性 [23]，结果导致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实现高质
量就业的首要因素 [24]。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时，已完成了
学校教育，初始人力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但受教育
水平普遍较低 [25]。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想继
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方式是职业培训和“干
中学”[15]，而职业培训对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
平和工资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职业培训为农
民工带来收益率远高于教育收益率 [26]。在当前农村
劳动力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已接受了一定程
度的初等教育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不仅可以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工作环境，还能为他
们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实现更高的工资收入 [27]。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变化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职业技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亟需新的人口红利，即大量熟练技能型
人才 [28]。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发生了明显分化，新生
代农民工中出现了职业的“去体力化”
，即从“体
力型”劳动力转变为“技能型”劳动力 [29]。职业技
能培训对于农民工成为“技能型”劳动力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6]，对于改善农民工
就业层次，提升就业质量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
远远高于正规学校教育 [30]。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
研究推定职业技能培训能提升受雇农民工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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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而影响就业质量，且技能水平更高的受雇农
民工在发生职业流动时（以下简称高技能流动）能
够“携带”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而技能水平较低
的受雇农民工在发生职业流动时（以下简称低技能
流动）能够“携带”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低，职
业流动发生之后的就业质量也会有明显差异。因此，
受雇农民工发生高技能流动会显著提升其就业质
量，发生低技能流动会显著降低其就业质量。
1.4 跨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
企业专用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是指通用性的劳
动技能，具有普适性，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
能是可以转移的，对企业依赖程度较低，无论今后
流动到其他任何单位都能继续创造效益，并且发生
职业流动时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小，如企业里的保安、
保洁和司机等。企业专用人力资本是指转移成本较
大且对特定企业依赖性较高的人力资本，如特定设
备的操作技能、针对特定生产流程的知识、与特定
工作团队的人际关系等，只能在特定单位发挥作用，
无法随劳动者离职后“携带”到新的工作单位，难
以得到其他单位的认可和需求 [31]。因而职业流动的
发生会导致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引起劳动者
生产率下降，流动者会失去内部职位提升和工资增
长的机会，可能会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尤其对于
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技能型人才会出现“技术流动的
社会断裂”[32]。对于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学术界存在
大量争议，而行业专用人力资本则介于一般人力资
本与企业专用人力资本之间，既无企业专用人力资
本那么专用，又比一般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窄得多。
当劳动者长期供职某一行业，掌握了这一行业的专
用知识和特定技能后，相应就会形成行业专用人力
资本。即便这些劳动力发生职业流动 , 首先会在本
行业范围内搜寻，这是为了继续获得相应的行业专
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如果轻易转换行业，会造成
人力资本存量中某些特定内容成为沉没成本，出现
某些技能的迅速贬值 [33]。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职
业流动影响更大的是行业专用人力资本，而非企业
专用人力资本 [34]。因此受雇农民工发生行业内流动
会显著提升其就业质量，发生跨行业流动会显著降
低其就业质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

职业流动

按是否跨行业分

按技能等级分

高技能流动 低技能流动
+

行业内流动

-

+

跨行业流动
-

就业质量

Fig. 1

图 1 理论框架
Theoretical framework

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
。该
调查由中山大学开展，2016 年的 CLDS 调查在全
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海南）29 个省市区展开，
对东中西部省份均有涉及。共获取 21 086 份 15~64
岁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 16~64 岁
的劳动力，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涵盖了受访者的就
业、收入和职业流动等情况的详细信息。
本研究将受雇农民工定义为“具有农村户籍，
从事非农就业，并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
，包
括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本地农民工和进城务工的
外出农民。这样就将研究对象从进城务工人员扩展
到了全体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关键解释变量是
“是否发生职业流动”
，对于没有填这一问题的样
本，无法推定职业流动是否发生，故剔除掉。本研
究只关注工资性就业者，即雇员状态的农民工，剔
除掉雇主和自雇两种就业状态，对于变量有缺失的
样本、奇异值和明显不合逻辑的样本酌情剔除。因
此，共得到符合研究需要的 3 074 个受雇农民工样本。
2.2 变量选择和测量
1）因变量。本文考察的因变量为就业质量。
对就业质量的测量，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测度方
法，并结合 CLDS2016 数据的特点，最终选取了工
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社会保险和工作满
意度 5 个分项指标进行评价，具体情况见表 1。接
下来，将各分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
鉴于工作时间会负向影响就业质量，即工作时间越
长，就业质量越低，本研究用 1 减去标准化处理后
的该指标的差以获取这一指标的反向值，以期同
就业质量呈正相关。参考欧洲基金会等权平均的做
法 [35]，确定 5 个分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1/5，加总
计算得出就业质量指数 ：
Qi =

1

5

∑x
5

ij

j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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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均值

标准差

工资水平

指标名称
年收入的对数

赋值及含义

10.35

0.62

工作时间

周工作小时数

56.04

16.67

就业稳定

已签订合同 =1，未签订合同 =0

0.46

0.50

社会保险

享有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险种的个数 ；没有 =0

2.53

1.77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调查各项目的平均分，取值为 1~5，分值越高，表示工作满意度越高

2.50

0.58

就业质量指数

取值为 0~1，分值越高，表示就业质量越好

0.41

0.14

式中，xij 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i 表示受雇农
民工个体，j 表示就业质量的 5 个分项指标。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是否发生
职业流动”
（以下简称“是否流动”
）
，根据问卷中
的问题“刚刚谈的这份工作，是不是您的第一份工
作？（即您工作以来是否只有过这一份工作）
”进
行推断。如果选“是”
，则推定受访者没有发生职
业流动，取值为 1 ；如果选“否”
，则推定受访者发
生了职业流动，取值为 0。
3）虚拟变量。为了验证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
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设置了“技能等级”
和“是否跨行业”两个虚拟变量。
“技能等级”变量根据 CLDS2016 中可获得的
数据，并参考展进涛和黄宏伟 [36] 的划分标准，将
问卷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样本筛选出来，
接着根据问卷中的问题“为掌握这份工作所需要的
主要技能，您花了多少时间？”
，如果回答在一个
月以内的农民工样本视为“低技能农民工”
，取值
为 0 ；回答在一个月以上（包括一个月）的农民工
样本视为“高技能农民工”
，取值为 1。将“是否发
Table 2
变量类型

生职业流动”和“技能等级”两个二分类虚拟变量
结合生成三分类虚拟变量，
即“高技能流动”和“低
技能流动”
，均以“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
，即“未
流动者”为参照对象。
对于“是否跨行业”
，鉴于 CLDS2016 问卷中
对受访农民工当前工作所处行业和第一份工作所处
行业有详细描述，通过比对，如果一致则视同没有
跨行业，取值为 0 ；如果不一致，则视同跨行业，
取值为 1。将“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和“是否跨行业”
两个二分类虚拟变量结合生成三分类虚拟变量，即
“行业内流动”和“跨行业流动”
，均以“从未发生
过职业流动”
，即“未流动者”为参照对象。
4）控制变量。考虑到影响受雇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因素较多，综合以往的文献，本文还关注受雇
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等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还控制了行业和地区。
具体各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
2.3 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的构建。为分析职业流动对
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本文建立 OLS 回归模型为 ：

表 2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

赋值及含义

职业流动
者均值

未职业流动
者均值

差异
0.024***

因变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指数，取值为 0~1

0.428

0.404

自变量

是否流动

发生过职业流动 =1，否 =0

1

0

技能等级

高技能 =1，低技能 =0

0.415

0.514

-0.099***
0.561***

虚拟变量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是否跨行业

跨行业 =1，未跨行业 =0

年龄

实际年龄，为连续变量

性别

-

0.561

0

37.780

36.459

1.321**

男性 =1，女性 =0

0.530

0.588

-0.058**

婚姻

已婚 =1，单身 =0

0.812

0.728

0.084***

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 =7，本科 =6，大专 =5，中专 / 技校 / 职高 =4，
普高 =3，初中 =2，小学 =1，文盲 =0

3.148

2.577

0.571***

工作经历

从事非农工作的实际年限，连续变量

5.705

10.401

-4.696***

职业培训

参加过职业培训 =1，从未参加 =0

0.321

0.348

-0.027

健康状况

健康 =1，否 =0

0.713

0.735

-0.022

社会网络

与本社区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互助程度，非常多 =5，
比较多 =4，一般 =3，比较少 =2，非常少 =1

1.887

1.822

0.065***

1942

1132

-

样本量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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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职业流动的选择方程为 ：

4

yi = α + ∑ β JM ij + γ xi + ε i
j =0

（2）

式中，因变量 yi 表示第 i 名样本受雇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
JMij 为自变量，即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虚拟变
量，j=(0、1、2、3、4)，分别代表流动、高技能流
动、低技能流动、行业内流动和跨行业流动，并都
以未流动者（即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者）为参照对
象 ；xi 表示控制变量，εi 表示随机误差项 ；α 为常数
项，β 为核心自变量的系数，γ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估计模型主要有 ：模型 1 只包含单一的流动者
变量 ；模型 2 包含高技能流动和低技能流动两类 ；
模型 3 包含行业内流动和跨行业流动两类 ；从模型
4 到模型 7，将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分别设置交乘
项再进行回归。通过对以上 7 个模型的多层逐步回
归，以期对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影响效应予以更准确的分析。
2）内生转换模型的构建。因为是否发生职业
流动是受雇农民工基于理性预期作出的抉择，存在
样本自选择问题。如果采用简单最小二乘估计，结
果将会有偏。本研究借鉴 Falco 等 [37] 的做法，使用
内生转换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解决农民工职
业流动决策的自选择问题与内生性问题，能够分别
对流动组和未流动组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方程进行
估计，以考察每一因素的影响差异，有效处理信息
遗漏问题，构造“反事实”分析框架。
使用内生转换模型要考虑处理组（发生职业流
动）和控制组（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和 ATU）
。
首先对受雇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对其就
业质量的影响进行测算。考虑两种情形，即发生职
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和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
工。定义受雇农民工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方
程为 ：

Yi = β i X i + δ Di + ε i
'

（3）

式中，被解释变量 Yi 表示受雇农民工 i 的就业质量；
向量 X 代表影响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组协变
量 ；Di 为受雇农民工样本 i 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其
Di=0 表示未发生；
ε 为随机误差项。
中 Di=1 表示发生，
内生转换模型包含两个方程，首先是行为选择
方程，对受雇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用二元选择
模型来估计 ；然后是建立就业质量决定方程分别估
计受雇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和不发生职业流动导致
的就业质量差异。

D = γ Z i + ui
*

'

（4）

发生和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决定方程分别为 ：

YT = β T X T + ε T
'

i

i

（5）

i

YU = βU X U + ε U
'

i

i

（6）

i

式中，D* 是相应于是否职业流动的虚拟变量 D 的
潜变量 ；向量 Z 代表影响受雇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
流动的协变量 ；YT 和 YU 分别代表发生和不发生职
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μ、εT 和 εU
是随机误差项。
发生和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
ATT = E [YT | Di = 1] − E [YU | Di = 1]
i

i

= ( β T − βU ) X T + (σ T − σ U )λT
'

i

u

u

（7）

i

ATU = E [YT | Di = 0] − E [YU | Di = 0]
i

i

= ( β T − βU ) X U + (σ T − σ U )λU

（8）

'

i

u

u

i

使用内生转换模型时需要加入一个工具变量作
为排他约束变量，对工具变量的选取应考虑两点 ：
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工具变量要与职业流动变量
相关 ；二是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不能直接影响单个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鉴于上述两点，本研究使用区、
县层面发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样本比例作为工
具变量。工具变量计算方法为 ：以样本中受雇农民
工本人所在区县发生了职业流动的人数（受访农民
工本人除外）作为“分子”
，以样本所在区县农民
工总数（受访农民工本人除外）作为“分母”
。已
有研究表明，在研究微观个体层面时，将县级、社
区等“分析上层”的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是社
会科学领域常用的方法 [38]。

3 结果与分析
3.1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分析
基于构建的计量模型使用 Sata15.1 软件进行基
准回归分析。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同未流动者相比，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 0.78% 的正
向影响，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 3）
。受雇农
民工通过职业流动寻找更合适的发展机会，使自身
的人力资本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实现更理想的匹配，
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这一结论与周春芳等 [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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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of job mobility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变量
是否流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0.007 8*

高技能流动

0.048 4***

低技能流动

-0.028 7***

0.044 9***
0.027 8***

行业内流动
行业内流动 × 高技能流动

-0.045 7***

0.003 8

-0.012 6**

跨行业流动

0.065 7***
-0.034 8***

0.054 9***
0.008 1

-0.033 0***

0.027 1***

跨行业流动 × 低技能流动

-0.029 2***

跨行业流动 × 高技能流动

-0.000 3

行业内流动 × 低技能流动

-0.031 3***

年龄

0.000 3

性别

0.015 7***

婚姻状况

0.035 7***

0.012 4**

0.015 1**

0.009 8*

0.017 5***

0.010 7*

0.012 3**

受教育程度

0.036 0***

0.033 1***

0.038 1***

0.033 9***

0.036 3***

0.032 5***

0.031 6***

工作经历

0.001 7***

0.001 3***

0.001 6***

0.001 9***

0.000 7**

0.001 4***

0.001 0***

职业培训

0.051 6***

0.038 7***

0.051 4***

0.038 8***

0.047 0***

0.038 6***

0.040 8***

健康状况

0.018 7***

0.000 4
-0.001 7

0.013 0***

0.000 5*

0.000 2

-0.001 6

-0.000 3

0.017 0***

0.013 5***

-0.002 0

0.015 3***
-0.003 5**

0.000 4*
-0.001 0

0.011 5**
-0.003 1

0.000 5**
-0.000 9

0.011 5**

-0.003 7*

-0.003 8*

-0.003 8*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网络

-0.003 1

0.000 7**

-0.003 4*

_cons

0.274***

0.286***

0.238***

0.271***

0.268***

0.286***

0.301***

adj. R2

0.325

0.367

0.329

0.363

0.352

0.371

0.369

F值

92.74

104.73

94.77

97.56

92.84

100.99

99.98

研究一致。
鉴于职业流动的异质性，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
从不同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同未流动者相比，高技
能流动和行业内流动都能显著提升受雇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提升程度分别
为 4.84% 和 2.78%（表 3）
。影响受雇农民工实现高
质量就业的首要因素是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高
技能流动者接受过一定时间的职业培训，已具备了
一些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这些优势能通过职业流
动实现更合理的配置，改善受雇农民工的就业层次，
提高就业质量。行业内流动有助于劳动者保留行业
专业积累，受雇农民工即使换了工作，但只要和原
来单位还是在同一行业，行业工作经验和专业积累
仍可以得到新单位认可，继续发挥作用，有助于提
高就业质量。同未流动者相比，低技能流动和跨行
业流动都会显著降低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分别
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降低程度分别为 2.87%
和 1.26%。低技能流动者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不
足的限制，缺少必要的专业技能，和雇佣单位没有
太多的谈判资本，职业流动多发生在低端职业上，
制约了就业质量的提升。跨行业流动者离开了原来
行业后一些专业技能会迅速贬值，不会被新单位认
可，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中某些特定内容也会成为

沉没成本 , 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
模型 4~ 模型 7 将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分别设
置交乘项再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高技能受雇农民工
如果发生行业内流动能将就业质量提升 2.71%，且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低技能受雇农民工跨行业流
动会导致就业质量下降 2.92%，且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虽然高技能者跨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不显著，但低技能者即使行业内流动也会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降低就业质量，降低程度为 3.13%（表
3）
。高技能受雇农民工如果发生行业内流动能显著
提升其就业质量，究其原因是能保留行业专用人力
资本，原有的工作经验和职业积累在新的单位里能
继续发挥作用。低技能受雇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
量不足，无论是跨行业流动还是行业内流动，对就
业质量影响都为负向。这表明低技能者由于缺乏一
定的专业技能，只是盲目地换工作在市场机制作用
下只能是“水平流动”
，甚至是“向下流动”
，即使
没有离开原来的行业，劳动者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存
量的欠缺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没有实际意义，已有研
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11, 29]。
表 4 显示了受雇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与就业质
量模型的联立估计结果，Wald chi2 在 1% 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整体显著，rho0 和 rho1 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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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雇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决策会受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偏误，采用内生转换模式是
恰当的，且其结果优于基准回归结果。
从选择方程结果来看，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职业培训状况和地区
流动率会显著影响受雇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发生。具
体而言，年龄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负（表
4）
，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受雇农民工发生职业流
动的可能性会减小。相比女性，男性发生职业流动
的可能性更大。相比单身者，已婚的受雇农民工发
Table 4

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受雇农民工接受
的学校教育越多，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越长，发生
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越小。职业培训和地区流动比率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接受过职业培训
的受雇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会更大，原因
可能在于受雇农民工通过职业培训提高了人力资本
水平，增加了寻找更合适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他们
对职业的选择也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所在地区发
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越多也会促使他们发生职
业流动行为。

表 4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内生转换模型回归结果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job mobility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选择方程

变量

系数
年龄

就业质量方程（因变量 ：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因变量 ：职业流动
稳健标准误

-0.018 4***

发生职业流动（处理组）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未发生职业流动（对照组）
系数

稳健标准误

0.003 3

-0.000 2

0.000 3

0.000 4

0.000 5

性别

0.091 7*

0.054 1

0.007 2

0.005 5

-0.004 8

0.007 0

婚姻状况

0.401 0***

0.072 9

0.016 3**

0.007 8

0.004 5

0.009 7

受教育程度

-0.106 0***

0.019 9

0.041 5***

0.002 3

0.041 9***

0.002 4

工作经历

-0.065 7***

0.003 9

0.002 8***

0.000 5

0.002 9***

0.000 6

职业培训

0.173 0***

0.063 9

0.046 2***

0.006 6

0.050 8***

0.008 2

健康状况

0.083 6

0.060 0

0.020 1***

0.006 0

0.021 6***

0.007 9

社会网络

0.006 4

0.040 5

-0.004 1

0.014 0***

0.005 3

地区流动比率

0.819 0***

-0.001 9

0.031 7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2 0***

0.022 4

lns0

-2.173***

0.023 2

rho0

-0.239***

0.086 5

常数项

-1.729 0***

0.581 1

0.268 0***

0.017 7

lns1

-2.142 0***

0.019 3

rho1

-0.375 0***

0.062 2

LR test of indep

chi2(2) = 34.05

从就业质量方程来看，处理组和对照组影响就
业质量的机制略有差异。无论是否发生职业流动，
受雇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对就业质量影
响均不显著，工作经历和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受教
育程度、健康状况和职业培训情况对就业质量均会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从对照组发生了职业流动的受
雇农民工来看，已婚者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单身者，
社会网络对就业质量影响不显著。从控制组未发生
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来看，婚姻状况对就业质量
影响不显著，社会网络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表 4）
。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平均处
理效应结果见表 5。从总体上来看，发生职业流动
对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且在 1% 的

Prob> chi2 = 0.000

水平上显著。其中 ATT 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已经
发生了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假使他们未发生职
业流动时的就业质量会下降 11.42% ；而 ATU 的估
计结果表明，倘若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能
发生职业流动时，其就业质量能上升 15.46%。这进
一步说明职业流动能够有效提升受雇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
3.2 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
响分析
前文已将职业流动按照“技能等级”和“是否
跨行业”分为四种类型，接下来进一步运用内生转
换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别考察不同类型职业
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估计结果显示，四种类型职业流动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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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 5 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job mobility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类别

流动

未流动

ATT

ATU

变化率（%）

流动

0.403 7

0.357 6

0.046 1***

-

-11.42

未流动

0.493 6

0.427 5

-

0.066 1***

15.46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 6）
。其中，ATT 的估
计结果表明，倘若高技能流动、行业内流动的受雇
农民工没有发生相应类型的职业流动，期望就业质
量将分别下降 35.63% 和 44.55% ；低技能流动、跨
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没有发生相应类型的职业流
动，期望就业质量将分别上升 34.01% 和 26.21%。
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如果未发生高技能流动和
未发生行业内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发生了相应类型
Table 6
类别
高技能
低技能
行业内
跨行业

的职业流动，期望就业质量将分别上升 45.84% 和
44.71% ；未发生低技能流动和未发生跨行业流动的
受雇农民工假如发生了相应类型的职业流动，期望
就业质量将分别下降 12.85% 和 12.38%。显而易见，
高技能流动和行业内流动均能显著提升受雇农民工
的就业质量，低技能流动和跨行业流动则使受雇农
民工的就业质量明显下降。

表 6 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job mobility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是否流动

流动

未流动

ATT

ATU

变化率（%）

流动

0.479 4

0.308 6

0.170 8***

-

-35.63

未流动

0. 571 2

0. 389 0

-

0.182 2***

45.84

流动

0.261 4

0.350 3

0.088 9***

-

34.01

未流动

0.391 3

0.449 0

-

0.057 7***

-12.85
-44.55

流动

0.446 0

0.247 3

0. 198 7***

-

未流动

0.578 1

0.399 5

-

0.178 6 ***

44.71

流动

0.273 7

0.370 9

0. 097 2***

-

26.21

未流动

0.381 5

0.435 3

-

-0.053 9 ***

-12.38

3.3 群组差异性分析
为更深入理解职业流动对不同样本群体就业质
量影响的差异，本文依据受雇农民工的代际、受教
育程度、性别和收入进行分组。由于 CLDS2016 调
查是 2016 年进行的，故将 36 岁以内（包括 36 岁）
的受访者归为新生代农民工，36 岁以上为老一代农
民工 ；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归为受教育程度低组，
高中、中专、技校和大专及以上划入受教育程度高
组 ；收入按照三分位数分为高收入组、中收入组和
低收入组。基于 ESR 模型测算出的不同群组职业流
动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见表 7。
估计结果显示，受雇农民工无论受教育程度高
低，男性还是女性，职业流动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
效果都是显著的。从代际来看，职业流动对新生代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究其
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同父母一辈的农民工相比，更
有想法，更有远见，选择更趋于理性，懂得取舍，
更重视发展权利和机会，也更善于把握住市场机从
而提升其就业质量。从收入分组来看，职业流动对
高收入组的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最为显著，对
中收入组的影响效果次之，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效果
适得其反，流动反而会使得就业质量下降。这充分

说明现在受雇农民工职业分化很明显，低收入组从
事的大多是层次较低的工作，不但收入低，而且技
术含量不高，社会地位也低，即使换工作也只是在
社会底层徘徊，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没有太大意义。
3.4 纠正选择性偏误分析
由于职业流动的发生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
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纠正可能存在
的自选择问题。估计结果显示，是否流动、高技能
流动和行业内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有正向影
响，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低技能流动和跨行
业流动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有负向影响，且都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 8）
。虽然两种方法得到的
ATT 在数值上略有差异，但在影响方向及显著性水
平上一致，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得以体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实现高质量就业是当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驱
动力。研究表明，职业流动的发生能使受雇农民工
的就业质量提升 0.78%。平均处理效应显示，已经
发生了职业流动的受雇农民工如果未发生职业流动
时，就业质量会下降 11.42%。倘若未发生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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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农民工类别
新生代
老一代
受教育程度高
受教育程度低
男性
女性
高收入组
中收入组
低收入组

是否流动

表 7 群组差异比较结果
Comparable results between groups and teams
流动

未流动

ATT

ATU

变化率（%）

流动

0.420 4

0.364 7

0.055 7***

-

-13.25

未流动

0. 562 5

0. 437 2

-

0.125 3***

28.66

流动

0.372 7

0.348 0

0.024 7**

-

-6.63

未流动

0.415 7

0.415 4

-

0.003 0

0.07

流动

0.477 7

0.401 1

0.076 6***

-

未流动

0.570 7

0.487 8

-

0.082 9***

16.99

流动

0.362 2

0.317 0

0.045 2***

-

12.48

未流动

0.431 5

0.365 5

-

-0.066 0***

流动

0.407 1

0.366 8

0.040 3***

-

未流动

0.462 1

0.425 3

-

0.036 8***

流动

0.399 7

0.342 1

0.057 6***

-

-16.04

18.06
-9.90
8.65
-14.41

未流动

0.541 0

0.430 6

-

0.110 4***

25.64

流动

0.482 4

0.408 9

0.073 5***

-

-15.24

未流动

0.570 3

0.505 1

-

0.065 2***

12.91

流动

0.379 8

0.374 8

0.050 0*

-

-1.32

未流动

0.454 2

0.397 3

-

0.056 9***

14.32

流动

0.275 5

0.308 9

0.033 4**

-

12.12

未流动

0.292 3

0.299 8

-

Table 8

0.007 5

-2.50

表 8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
t 统计量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是否流动

0.404

0.385

0.019***

0.007

2.97

高技能流动

0.479

0.419

0.060***

0.007

8.53

低技能流动

0.352

0.395

-0.043***

0.007

-6.61

行业内流动

0.432

0.373

0.059***

0.007

8.57

跨行业流动

0.316

0.341

-0.025***

0.006

-3.72

注 ：采取有放回形式的一对四近邻匹配，标准误由 bootstrap 抽取 200 次得到。

的受雇农民工能发生职业流动时，其就业质量能上
升 15.46%。不同类型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
差异，其中高技能流动和行业内流动都能显著提升
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低技能流动和跨行业流动
都会显著降低受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雇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
的最佳选择是高技能且行业内流动，低技能者无论
是行业内流动还是跨行业流动都会显著降低就业质
量，这表明影响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首要原因是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并且这种积累能随着职业流动
的发生带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发挥作用。职业流动
的影响效应还存在群组差异。本研究为促进受雇农
民工实现稳定就业，适度流动，提升就业质量提供
了理论依据。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了截面数
据，对于职业流动的类型无法区分主动流动和被动
流动，今后有待利用更为丰富详尽的追踪数据进行
更深入的探讨。
4.2 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职业流动如何影响受雇农民工

就业质量，目的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帮助这一劳
动者群体实现稳定就业、适度流动。
1）建议针对受雇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受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水平是提升就业质量的最有效途径。受雇农民工在
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已完成了基础教育，频繁的职
业流动状态导致企业不愿对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积极为受
雇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培训
的时效性，特别是对专业技能的培养，注重结合农
民工自身文化基础较弱的特点，通过多种灵活的办
学形式提供培训机会，以技术原理和专业化操作并
重，有助于受雇农民工成为“技能型”劳动者，实
现“去体力化”
。
2）建议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受雇农民
工群体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职业流动能够
提高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是有助于受雇农民
工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更合理的匹配，
得到更高效的使用。因此流动者需要获取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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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信息以提高匹配的质量。建议相关部门完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农民工就业
信息平台，在招工需求、薪资待遇和社保福利等方
面提供充足的信息，并给予必要的职业指导，引导
农民工尽可能实现理性、有序的行业内流动，提高
工作匹配的质量，尽量避免盲目换工，降低跨行业
流动造成的损失。
致谢 ：感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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