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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让人们更信任社会
———就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信任感研究

朱　晨，岳园园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５）

摘　要：采用ＣＬＤＳ数据，实证研究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发现工作是增加居民社会信任感
的重要因素。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要

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社会信任感显著正相关，个人收入越高的居民反而对社会越不信任，周工作时间仅

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使得女工和农民工加

班过多现象明显，降低了其社会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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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４０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相比经济的繁荣，中
国的社会信任却未得到同步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程度进一

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２０１１年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仅为５９．７分，已经进入“不信任”水
平。２０１３年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不到３０％的人
信任陌生人。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ＷＶＳ）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年３轮调查数据显示，
“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４％、５２．５％和４９．３％，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存在明显的下降趋
势。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信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中。

信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是社会团结的润滑剂，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

良性发展等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关乎生计，作为获得身份地位和社

会认同的重要途径关乎尊严，就业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对社会信任水平有所影响。那

么，失去工作会对社会信任水平有什么影响？除去工作本身，工作的某些特征和性质，如：工作待遇、

工作自主权、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等，即工作好坏或就业质量高低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又有什

么影响呢？弄清楚就业以及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对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就业质量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的就业质量（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主要指包括工资水平、失业率和
劳动关系状况等维度的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总体的就业环境和条件（赖德胜等，２０１１）。［１］本文研究的就业
质量则是微观个体层面的工作质量（ｊｏｂｑｕａｌｉｔｙ），包含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等特征维度，以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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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者的匹配状况等（Ｂｕｓｔｉ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采用卿石松和郑加梅（２０１６）［３］不计算高度抽象化的指
数代表就业质量高低的方法，即由于就业质量的结构维度在理论上并没有统一标准，而且如果先得到一

个高度抽象化的就业质量指数，再分析这个指数对信任感的作用，将会无法知道具体是哪些就业质量维

度对信任感有影响，影响程度具体有多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是就业质量的内涵和结构维度的

测量，并且在实践中，大多采用关键维度来代表就业质量考察其对信任感的作用，故采用收入、工作时间

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要测量指标。此外，由于工作满意度可以简化就业质量的定义和测量，故又把工作满

意度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三个维度作为

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从就业质量视角研究居民的社会信任感。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社会信任的概念和定义。Ｆｕｋｕｙａ
ｍａ（１９９５）［４］将社会信任定义为“社会成员对他人行动合乎社会规则、规范的一种期待”。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
和 Ｄｕｒｌａｕｆ（２００４）［５］将个体间的信任划分为来自反复多次的人际交往的个人化信任（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和基于对象群体的构成、动机、教养等一般性知识产生的信任，即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人
的一般化信任（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ｕｒｓｔ），也称为社会信任。第二类是关于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有的学者发
现社会信任对经济金融具有影响：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４］发现社会信任能够促进经济繁荣。Ｋｎａｃｋ和Ｋｅ
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６］以及 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２００４）［７］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Ｇｕｉｓｏ等
（２００４）［８］发现社会信任可以发展金融市场。有的学者发现社会信任对人力资本具有影响：Ｐｏｒｔａ等
（１９９６）［９］认为社会信任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并提升其质量。Ｒｏｓｅ（２０００）［１０］认为社会信任可以增
进个体的健康。有的学者发现社会信任具有影响社会和法制的效应：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１１］发现社会信任
能够抑制腐败并改良法制。Ｌｅｄｅｒｍａｎ等（２００２）［１２］发现社会信任对犯罪具有抑制作用。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２００２）［１３］发现社会信任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第三类是关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Ｂｒｅｈｍ等
（１９９７）［１４］就美国１９７２～１９９４年“一般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水平高、不处于失业
状态都会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而婚姻状况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不显著。Ｇｕｉｓｏ等
（２００３）［１５］得出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而性别因素的影响不显著。Ｂｒｅｈｍ等（１９９７）［１４］以及 Ａｌｅｓｉｎａ和 Ｆｅｒｒａｒａ（２００２）［１６］发现收入差距（Ｇｉｎｉ
系数较高）显著降低了社会信任程度。Ｄｅｌｈｅｙ和 Ｎｅｗｔｏｎ（２００３）［１７］发现居民的邻里关系对社会信任
水平有显著但不稳健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主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高

虹和陆铭（２０１０）［１８］基于农村调查数据发现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了负向影响，在市场化程度
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信任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刘斌等（２０１１）［１９］基于中国大陆分地区
行业数据发现，社会信任影响 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地区信任度越高，外商投资额越大。张敦力和李四
海（２０１２）［２０］发现社会信任对民营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影响。彭代彦和闫静（２０１４）［２１］基于世
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中国部分的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感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作
用。刘宝华等（２０１６）［２２］考察了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内在联系，认为社会信任抑制
了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类，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李涛等（２００８）［２３］采用
２００４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
会信任水平。唐有财和符平（２００８）［２４］利用中国综合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发现，市场化对一
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的社会信任均有显著影响。黄健和邓燕华（２０１２）［２５］对比了中国和英国
的数据发现，中、英两国的高等教育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苗红娜（２０１４）［２６］发现提高
政府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际信任并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史宇鹏和李新荣

（２０１６）［２７］使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中国综合调查（ＣＧＳＳ）数据发现，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会导致人
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周广肃和李沙浪（２０１６）［２８］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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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现，县级层面消费差距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居民的信任水平。申广军和张川川

（２０１６）［２９］发现社会地位较高和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收入差距通过加剧社
会分化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

国内外既有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但是仍无从就业

和就业质量角度研究居民社会信任感的文献。本文利用ＣＬＤＳ（２０１４）数据，从就业质量视角探讨其对
社会信任的影响，希望能够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三、数据来源、变量描述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数据。该数据
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

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ＣＬＤＳ样本覆盖中国２９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海南
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为１５－６４岁的家庭成员）。根据研究目的，本文的
研究对象为１６－６０岁居民，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１２１８７个有效微观样本。

（二）变量描述

１．社会信任感
社会信任感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测量居民对社会的长期情绪体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

查（ＣＬＤＳ）采取广泛使用和可靠有效的方式，即单项综合的自陈量表法，利用被调查者对社会的主观
信任评价得分加以测量。ＣＬＤＳ（２０１４）调查问卷中关于居民对社会的主观信任感的问题为：“总的来
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种看法？”该问题的选项分别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

意”和“非常同意”。本文将这４个选项按升序排列赋值１－４的整数，代表居民对社会的信任感依次
增强。

２．核心解释变量
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分别从工作状况（是否就业）、年收

入、周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４个维度对此进行评估分析。对于工作状况，设置为虚拟变量，将“无工
作”赋值为０，“有工作”赋值为１；年收入变量使用居民个人年收入的对数；周工作时间指居民每周工
作的小时数；对于工作满意度变量，采用问卷中居民对工作的自评量表中的“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问

题，将“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１－５。
３．控制变量
由于居民对社会的主观信任感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引入控制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籍状况、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家庭社会地

位、生活自由选择度和朋友数量，为了考察年龄 －信任曲线是否存在 Ｕ型特征，加入年龄的平方项。
对于受教育年限变量，将“未上过学”赋值为０，“小学”赋值为６，“初中”赋值为９，“普通高中、职业高
中、技校、中专”赋值为１２，“大专”赋值为１５，“本科”赋值为１６，“硕士”赋值为１９，“博士”赋值为２２；
对于婚姻状况变量，将“未婚、离异、丧偶”赋值为０，“初婚、再婚、同居”赋值为１；对于健康状况变量，
采用问卷中“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问题，将选项“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

“健康”和“非常健康”依次赋值为１－５；对于个人社会地位变量，采用问卷“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
等级上？”问题，将自评个人社会地位赋值为１－１０依次增高；对于生活自由选择度变量，采用问卷“您
觉得您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程度如何？”问题，按照问卷中的赋值方式，１代表完全没选择权，１０代表
有很大的选择权，将生活自由选择度赋值为１－１０依次增强；对于朋友数量变量，将没有朋友赋值为
１，有１－５个朋友赋值为２，有５－１０个朋友赋值为３，有１０－１５个朋友赋值为４，有１５个以上朋友赋
值为５。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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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信任感 赋值为１－４，信任度依次上升 ２．８５６ ０．５１６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工作状况 无工作赋值为０，有工作赋值为１ ０．９４０ ０．２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个人收入 个人年收入的对数 ９．８６１ １．１１８ １．７９２ １５．５９６

周工作时间 周工作小时数 ４５．２８６ ２１．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工作满意度 赋值为１－５，工作满意度依次上升 ３．３８７ ０．７８８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性别 女性赋值为０，男性赋值为１ ０．５４８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年龄 被访者当年年龄 ４１．９４７ １０．５９４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年龄平方／１００ 被访者当年年龄平方／１００ １８．７１８ ８．６６４ ２．５６０ ３６．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被访者当年受教育年限 ９．３２７ ４．１７４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和丧偶赋值为０，初婚、再婚和同居赋值为１ ０．８８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赋值为１，其他赋值为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户籍状况 农村户口赋值为０，非农村户口赋值为１ ０．３０８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赋值为０，有宗教信仰赋值为１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健康状况 赋值为１－５，自评健康状况依次增强 ３．７９４ ０．９０９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家庭社会地位 赋值为１－１０，自评家庭社会地位依次增高 ４．５６８ １．６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生活自由选择度 赋值为１－１０，自评生活自由选择程度依次增强 ６．７１２ ２．０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朋友数量 生活所在地朋友数量 ２．７９１ １．２７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数据来源：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三）模型选择

为了检测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Ｔｒｕｓｔｉ＝βｉＱｕａｌｉｔｙｉ＋γＸｉ＋εｉ
其中，被解释变量Ｔｒｕｓｔｉ是衡量居民社会信任感的指标；解释变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是衡量居民就业质量

的指标，βｉ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Ｘｉ表示影响居民主观信任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矩阵（如：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ｉ代表随机扰动项。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感（Ｔｒｕｓｔ）是有序离散变量，因此遵循国内外研究中的通用处理
方式，采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考察就业质量对社会信任感的作用。

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够代表被解释变量（Ｔｒｕｓｔ），但又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
（Ｔｒｕｓｔｉ），本文假定潜在变量（Ｔｒｕｓｔｉ）由下式决定：

Ｔｒｕｓｔｉ ＝βｉＱｕａｌｉｔｙｉ＋γＸｉ＋εｉ
同时，设待估参数αｉ（ｉ＝１，２，３），并且α１＜α２＜α３，并定义：
Ｔｒｕｓｔ＝１，如果Ｔｒｕｓｔ≤α１
Ｔｒｕｓｔ＝２，如果α１＜Ｔｒｕｓｔ≤α２
Ｔｒｕｓｔ＝３，如果α２＜Ｔｒｕｓｔ≤α３
Ｔｒｕｓｔ＝４，如果Ｔｒｕｓｔ ＞α３
如果随机扰动项ε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用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得到居民主观信

任感Ｔｒｕｓｔ的条件概率分布，表示如下：
Ｐｒ（Ｔｒｕｓｔ＝１｜Ｘ）＝Ｐｒ（Ｔｒｕｓｔ≤α１）＝φ１
Ｐｒ（Ｔｒｕｓｔ＝２｜Ｘ）＝Ｐｒ（α１＜Ｔｒｕｓｔ≤α２）＝φ２
Ｐｒ（Ｔｒｕｓｔ＝３｜Ｘ）＝Ｐｒ（α２＜Ｔｒｕｓｔ≤α３）＝φ３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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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Ｔｒｕｓｔ＝４｜Ｘ）＝Ｐｒ（Ｔｒｕｓｔ ＞α３）＝１－φ３
其中，φｊ＝φ（αｊ－ｆ（ｘ））（ｊ＝１，２，３）；ｆ（ｘ）＝βｉ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Ｘ′ｉγｉ。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如果随机扰动项与

解释变量相互独立，那么采用极大似然法（ＭＬ）对参数进行估计，得出的参数β与γ就是一致估计量。

四、实证结果

（一）就业质量与社会信任感

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进行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为了方便解释，同时汇报了各个变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边
际概率影响。实证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

回归系数
边际效果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工作状况
０．１９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个人收入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工作满意度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年龄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政治面貌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户籍状况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宗教信仰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健康状况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家庭社会地位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生活自由选择度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朋友数量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观测值 １２，１８７ １２，１８７ １２，１８７ １２，１８７ １２，１８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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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在控制变量不变条件下，工作状况（是否就业）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个人收入、周

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等代表就业质量的核心解释变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也显著。证明居民

有无工作以及就业质量高低显著地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

工作状况（是否就业）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为０．１９９，显著大于其他解释变量，说明有无工作是居
民社会信任感的首要影响因素，与无工作的居民相比，有工作的居民表现出的社会信任感更高。可

能的解释是：工作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活、社会地位和尊严，无工作的人一般无收入来源或依靠补助

或救济生活，同时其被社会认同度较低，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时往往表现为自卑和毫无尊严，从而

与社会其他人群交流较少，社会信任感低下。变量个人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收入的提高

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社会信任感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中国的人际

关系通过血缘、地缘的纽带联系而相互叠加，呈现出以个体为中心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状态，发

生在人际关系内的各类信任也呈现出差序格局（费孝通，２００５）。［３０］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
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５）的数据发现，人们对家人、朋友等群体比较信任，而对不熟悉的人不信任。低收入
群体（如：农民群体）的交往范围较小且相对固定，能够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加深了解，因而对周围

的人更加信任。高收入群体往往社会交往范围较大，流动性强，对周围的人了解较少，因此信任度

较低。变量周工作时间的回归系数在５％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每周工作时间的增加，居
民的社会信任感显著降低。变量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工作满
意度越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

第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现有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李涛等，２００８）。［２３］其中，年龄变量的
回归系数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而年龄的平方对信任感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居民年龄与信任
感之间无倒 Ｕ型曲线关系，年龄越大，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与既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虽然国
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受教育年限与社会信任感显著正相关（申广军和张川川，２０１６），［２９］但本文发
现受教育年限高的居民表现出更低的社会信任感。可能的原因是：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越长，

居民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也越高，从而能够获得更多关于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也更愿意关注这些信

息，对社会信任的评价标准就越高，结果由于评价标准的提高导致对社会信任的“评分”较低，表现

出较低的社会信任感。婚姻状况变量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影响不显著，这与Ｂｒｅｈｍ等（１９９７）［１４］的
研究发现一致。相比非中共党员，党员的政治身份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从边际影响

来看，拥有中共党员身份能使回答“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群体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分别降低

０．５％和３．２％，使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群体对社会的信任感分别上升２．１％和１．６％。宗
教信仰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对社会的信任感比无
宗教信仰的居民要低，拥有宗教信仰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个人健康状况显著影响了居

民的社会信任感，如果个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好），其社会信任感越低（高）。家庭社会地位也显

著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如果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低），其社会信任感也越高（低）。生活自由

选择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生活自由选择权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
著，越能够自由选择生活的居民，其社会信任感越高，相反，对生活缺少自由选择权的居民，其社会

信任感越低。朋友数量显著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朋友越多（少）的居民，其社会信任感越

高（低）。

（二）稳健性检验

表２的回归结果表明，代表就业质量的收入、周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居民
的社会信任感，而周工作时间不超标和对工作满意代表了较高的就业质量。根据表２可知，在忽略
个人收入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但是工作满意度和社会信任

感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社会信任感较低的人其工作满意度较低的可能性也越大。工作满

意度与社会信任感之间的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将会使得就业质量的关键指标工作满意度成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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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感决定方程中的内生解释变量，这就会导致极大似然估计得到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系数不
具有一致性。

本文选取问卷中“目前／最后一份工作是因为兴趣”和“目前／最后一份工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
力”作为工作满意度的工具变量，以检验表２的结果是否稳健。选取原因是认为兴趣越高，工作越能
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发挥，对工作满意的可能性越高，且兴趣和能力发挥与社会信任感的关系不是很

明显。过度识别检验的Ｐ值为０．３２２，故接受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进一步的
检验结果显示，Ｆ统计量为５５１．２０２（超过１０），而且 Ｆ统计量的 Ｐ值为０．００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工具变量不是工作满意度的弱工具变量。

表３ 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第一阶段回归

兴趣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０）
能力发挥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１）

第二阶段回归

工作满意度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１）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工作状况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１）
政治面貌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５）

个人收入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
户籍状况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２）

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宗教信仰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５）

性别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健康状况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６）

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家庭社会地位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生活自由选择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朋友数量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表３显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在１％统计
意义上显著，说明工作满意度代表的就业质量是影响居民社会信任感的显著因素，同表２的结论一
致，在不考虑个人收入因素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提高居民社会信任感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同表２一致，故不再详细说明。
（三）分群样本回归结果

前文的全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忽略个人收入因素，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显著增加居民的社会信任

感。为了考察就业质量在不同群体中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按照性别和户籍将全

样本分为女性和男性样本、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样本，通过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就业质量对各子样本
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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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分群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性别 户籍

女性 男性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工作状况
０．２４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１）

个人收入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工作满意度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性别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４）

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７）

政治面貌
０．１１５ ０．１６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

户籍状况
－０．１１３ －０．２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０）

宗教信仰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３）

健康状况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家庭社会地位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生活自由选择度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朋友数量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观测值 ５，５０２ ６，６８５ ８，４３２ ３，７５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性别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拥有工作都会显著增加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且

有无工作对女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要大于男性。个人收入因素对女性和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

影响都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受收入的影响更大。周工作时间变量对
女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虽然为负，
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女性比男性对于超额的加班工作时间更为敏感，同时由于社

会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使得女性居民的社会信任感降低。工作满意度变量对女性

和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统计意义上都显著为正，表明更高的工作满意度无论对女性还是
男性都能够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年龄变量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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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年龄平方变量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０％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年龄与男性居民
的社会信任感存在着显著的倒Ｕ型关系，在一定年龄拐点之前，男性居民的年龄与其社会信任感正相
关，超过年龄拐点之后，男性居民的年龄与其社会信任感负相关。对于女性居民来说，受教育年限越

长，对社会信任感的降低程度越显著，而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却不显著。朋友数

量变量对女性和男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统计意义上都显著为正，且朋友数量对于女性居民
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对男性居民的影响，在朋友数量相当的情况下，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表

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感。

户籍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农村户籍居民，工作状况、个人收入、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４
个变量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都显著，对于城镇户籍居民，工作状况、周工作时间２个变量对社会信任
感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农村户籍群体即农民工群体常常从事低质量的非正规工作，该群体

的工作主要呈现为找工作难、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等特点，有无工作和就业质量好坏这些相关因素更

能够显著影响其生活从而影响其社会信任感。无论是农村户籍还是城镇户籍居民，工作满意度对他

们社会信任感的影响都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再一次证明作为以工作满意度为重要指标的就业
质量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影响显著。在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几个变量中，年龄、宗教信仰对农村

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影响显著，而政治面貌对城镇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影响显著。可能的解释

是：对于处于城镇环境的居民，其中共党员身份不仅能够给个人带来相应的特权收益，而且还有额外

的工资溢价（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Ｓｏｎｇ，２００８），［３１］而在农村环境里这些特权和溢价不明显，这就使得政治面
貌变量显著地影响了城镇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而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农村的环境

原因，相对于城镇户籍居民，农村户籍居民信息较闭塞、文化水平较低，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较大，而宗

教信仰对其信徒的各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所以宗教信仰变量对农村户籍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

朋友数量变量对农村户籍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而对城镇户籍居民的影响不
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在融入城镇社会过程中，朋友这种社会资本能够起到

很大的帮助作用，朋友越多越方便融入城镇，同时朋友作为主要的倾诉对象，能够方便抒发压力从而

提高社会信任感。

五、结论与启示

采用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数据，针对就业状况与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

且按照性别和户籍将全样本分为女性和男性样本、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样本，进一步分析就业及就业

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影响的异质性。结论如下：

第一，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代表就业质量的个人收入、周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等变量是影响

居民社会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忽略收入因素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信任

感。工作状况（有无工作）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如果居民有工作，那么其社会信任感会

显著提高。个人收入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负，收入越高的居民反而表现出对社会越不

信任。

年龄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年龄越大，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受教育年限对居民

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负，文化水平越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低。相比非中共党员，党员的政治

身份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对社会的信任感比无宗教信仰的居民要

低，拥有宗教信仰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健康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生活自由选择度和朋友

数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身体健康状况好、家庭社会地位高、生活自由选择度高、朋友

数量多的居民社会信任感越高。

第二，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忽略收入因素的情况下，不论按照性别还是户籍分类，高质量的就

业都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和男性、农村户籍居民和城镇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周工作时间仅对女性

和农村户籍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工作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使得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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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工这两类弱势群体加班时间过多的现象明显，从而影响到这两类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政治面

貌对男性和城镇户籍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是：中共党员身份对男性和城镇户

籍居民的溢价效应明显，从而影响了其社会信任感，而中共党员身份对女性和农村户籍居民的溢价效

应不明显。健康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生活自由选择度和朋友数量对女性和男性、农村户籍居民和城

镇户籍居民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朋友数量对女性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要显著大于男性居民，这表

明在朋友数量相当的情况下，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表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感。朋友数量对农村户籍

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镇户籍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信任关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营造更好的社会信任环

境，构建和谐社会，政府部门应着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促进就业创业，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帮助失业者重新就

业或者为在职人员提供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适应能力。其次，加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根据不同劳动群体的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针对农民工、劳务派遣和零

散工等低质量就业人员，着重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增加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减少工作中不合

理的加班情况，提高其工作满意度；针对城镇合同职工，增加其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提升工作和

生活品质，提高其工作满意度水平。再次，改善劳动收入分配机制，努力减少收入差距。消除城乡、行

业和性别之间的就业歧视和制度壁垒。最后，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不断提升城

乡居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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