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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有临时居住证，父母一方有居住证，且积分达到１２０分。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挤出效应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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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３７６亿人。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建设者
和贡献者，他们的子女是否平等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在城市的发展成果分配时，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被“挤

出去”？为此，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使用Ｐｒｏｂｉｔ和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检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
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越低。城市规模越大，教育和医疗的不足所带

来的“挤出效应”，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在父母的流入地不能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

率。且相比于体制内劳动者来说，体制外劳动者的子女随迁比例更低，更容易被“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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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３７６亿人，流动人口规模还将
进一步扩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

相比于流动儿童更易遭受欺凌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随迁

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化的潮流中，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正在向着都市化演变，人口向大城市（群）聚

集的现象普遍存在，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倾向。但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政策却是以中小城镇为

导向的，这就使得较多流动人口受落户条件所限②③，流入地的城市规模越大，越难享受到当地的基本

公共服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与孩子的发展相关的公共

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供给－需求”矛盾尖锐。同时，与老人息息相关的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同样面
临着“供给－需求”不匹配的尖锐矛盾。

从长远上看，人口的流动与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生产者，其子女作为

消费者，应该有权利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流动人口的子女是否能够分享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福

利，这不仅涉及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也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因此，需要考察城市规

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相关关系。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他们的亲属尤其是子女

是否平等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在城市的发展成果分配时，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被“挤出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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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检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行为是

否会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其次，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其中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估计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净效应。最后，探讨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行为

产生影响的机制。

为此，本文使用量化数据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重点围绕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

响，并论述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拓展了研究维度，验证了城市规

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本文通过公共服务这一影响机制，厘清了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理论上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维度与深度。其次，从实践上为构建面向家

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支撑，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城市化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系统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厘清社会矛盾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对今后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分析

尽管对于整个家庭来说，父母外出务工能提高家庭的经济水平，但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也是

不容忽视的。因此，流动人口家庭的“再团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实现家庭的亲子团聚，关注外出

父母的返乡只是其中一方面，另外，也应当重视子女的随迁（Ｋｗａｋ，２００３；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１～２］。以
往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

在个体因素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孩子的性别和年龄上来考虑。吕利丹等（２０１３）［３］的研究表
明，男孩和学龄前儿童更可能实现随迁（刘成斌等，２０１６）［４］。柯宓（２０１６）［５］发现学龄前子女的随迁
可能性会明显高于学龄子女，且以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尤甚。家庭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家庭整体的生

活条件、父母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职业状况、迁移状况等。杨舸等（２０１１）［６］认为子女的随迁决策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动人口自身能为子女所提供的物质保障程度的影响，在流入地拥有良好的住房

条件和独立性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子女随迁，而在户籍地老家住房条件较差也成为促使儿童随迁的一

大推力（吕利丹等，２０１３；许传新等，２０１０）［３］［７］。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倾向
于在迁移时把子女带在身边（梁宏等，２０１０；孙志飞，２０１０；宋锦等，２０１４；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８～１１］。另外，
母亲是否流动也对子女是否随迁有关键作用（吕利丹等，２０１３）［３］，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
机会较多，子女被带进城的可能性就进一步提高（宋锦等，２０１４）［１０］。

可以看出，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层面来探讨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因素，对

宏观层面上的探讨还依然较少。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市民化等社会经济行为等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朱明宝等，２０１６；张文武等，２０１８；李瑞等，２０１８）［１２～１４］，有研究表明，城市规模的增大会通
过提高流动人口稳定就业概率和同乡集聚效应来促进外来人口的留城意愿（黄梦琪等，２０２１）［１５］，那
么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决策产生影响吗？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部分研究主要从城市规模会影响父母的迁移决策、进而影响到子女的随迁决策来展开的。

东部的大城市作为发达地区集聚地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不友好”地区，一线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留守概率

显著升高，而父母的流动距离越短，流动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胡霞等，２０１６；梁宏等，
２０１０）［１６］［８］。农民工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迁移时，往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因此，这种迁移常常
伴随子女的留守。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在进入到中小城市务工时，减少了高工资与子女随迁的权衡和取

舍，其子女随迁决策更加中性（梁宏等，２０１０；宋锦等，２０１４）［８］［１０］。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表明，城市社会保
护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概率，在特大城市尤为显著（王春凯等，２０２１）［１７］。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则是直接从家庭化同住趋势方面来展开研究的。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与农

民工的家庭化同住趋势呈现出负向的相关关系（汪建华，２０１７）［１８］。与之结论不同，有些研究则发现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核心家庭的团聚存在着“倒Ｕ型”的关系，大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有可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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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团聚，特大及以上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难实现团聚（谷莎菲等，２０１８）［１９］。
以往的研究主要就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行为等方面

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但是就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仍然欠缺。具体

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部分研究主要以家庭同住趋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侧重于家庭结构的完

整性，而对随迁子女这一群体的具体研究相对欠缺。其次，现有的研究对于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概率的内在机制并没有给出较好的解释。最后，对于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更多的也是将城市分为几

个大类分别做回归，忽视了城市的相关特征。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以城市规模为依据制定的城镇化政策

是影响其子女随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如何顺应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回应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

求，是完善当前城镇化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之一。那么，我们需要研究城市的规模对儿童随迁的决策究

竟存在着怎样的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可及性又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

为了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本文将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在有效控制了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分析城市
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理论机制与假说

在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２）［２０］构建的健康人力资本模型中，医疗服务作为维持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
投入品被纳入到模型中。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关于家庭化流动的研究开始探索子女的发展需求对家

庭迁移决策制定的重要作用（Ｈａｌｆａｃｒｅ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２１］。Ｂｕｓｈｉｎ（２０１０）［２２］对英国乡城迁移家庭的研究
发现，父母在作家庭迁移决策时会充分考虑其子女的未来发展，因此，他们倾向于考量迁移地是否能

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除了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流入地的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

的提供也对父母所作出的家庭迁移决策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教育和医疗资源。

健康和教育同属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Ｃａｓｅ等（２００５）［２３］的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儿童当
前的健康状况较差，那么他们当前的学业整体水平不甚理想，成年之后的社会地位和健康状况也处于

相对劣势的地位。因此，在地区间、城市间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仍不均衡的大背景下，他们能否享有充

分的公共资源也成为父母在决定其是否随同流动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１．父母流入地城市规模会影响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
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较低，门槛较高，构成了儿童随迁的阻力。当前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仍然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辜胜阻等，２０１４）［２４］，城市规模越大，相应的流动人口规模也越大，而这
会显著降低人均普通教育经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杨刚强等，２０１７）［２５］。与
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更加紧张，在这些大

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往往是当地户籍人口的几十倍。也就是说，虽然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更好，但可

及性较低，外来人口难以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宋锦等，２０１４）［１０］。
户籍制度壁垒显著降低了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拉动作用（陶然等，２０１１）［２６］。就随迁

儿童的就学现状来看，随迁儿童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均处于低水平失衡状态（宋月萍等，２０１７；
黄颖，２０１５）［２７～２８］，儿童转学率和失学率比较高，而且教学质量也相对缺乏保障（谢建社等，２０１１）［２９］。
另外，研究还发现跨省份随迁儿童在就学机会和就学环境方面都处于劣势（王宗萍等，２０１０）［３０］，且不
同地区流动儿童教育现状存在较大差异。就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来看，流动儿童对流入地的医疗卫生

服务的利用率依然相对较低（高春梅等，２０１３）［３１］，计划免疫建证、建卡及接种率也比较低，除流动儿
童自身家庭的因素外，流入地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可获得性不高也是阻碍儿童随迁的重要原因

（贾伟华等，２０１０）［３２］，从而构成儿童随迁的阻力。
假设１：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越低，子女随迁可能性越低。
２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日渐成为影响儿童随迁的主要因素，与成人看重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儿童的流动决策则更加看重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一方面，大城市拥有总体水平高、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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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基础教育资源，并且还拥有包括先进的医疗设备、高技能的医务人员和相对健全的医疗保障体

系在内的医疗资源（魏守华等，２０１５；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３３～３４］。同时，还拥有丰富多彩的公共科技和文
化资源、便捷的公共交通和公共安全保障资源（覃成林等，２０１６）［３５］。另一方面，父母的工作单位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能否更好享受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体制内的工作享有更完整的法定休假

福利，体制内工作更加稳定，且在户口、医疗、教育等方面确实有更优厚的待遇。相关研究也表明，体

制内就业者对福利保障的满意程度高于体制外就业者（韩丹，２０１０）［３６］。
假设２：相比于体制外劳动者，体制内劳动者获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更高，城市规模通过公共服务

“挤出效应”对子女随迁的影响越低。

三、实证策略、数据与模型

（一）实证策略

１普通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中非常重要的模型之一，在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中经常使用

（都阳等，２００３；洪炜杰等，２０１６；朱农，２００２；樊士德等，２０１６；刘靖，２００８）［３７～４１］。根据数据样本的类
型，子女的随迁决策有两种类型：随迁和不随迁，而影响随迁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子女的性

别、年龄、家庭特征、城市特征等。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否随迁”是一个二元０～１变量，因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为基于个
人层面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假设每个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由以下方程决定：

Ｐｒｏｂ（Ｓｕｉｑｉａｎｉｊ＝１）＝（α１Ｉｎｄｉｉｊ＋α２Ｆａｍｉｉｊ＋α３Ｓｃａｌｅｊ＋α４Ｃｉｔｙｊ） （１）
其中，ｉ和ｊ表示居住在城市ｊ中的个人ｉ。回归的样本限于０～１４岁的孩子。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关
个体随迁状态的０～１变量，若一个孩子随父母到父母务工的城市，则取值为１；若没有，则取值为０。
在回归方程的右边，是可能影响是否随迁的个人特征向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等；可能影响孩

子随迁的家庭特征向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情况、父母的流动状态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表示有

关城市规模的一个度量指标；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包括在向量中，主要包括城市的外商实际

投资额和产业结构水平。

２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两步估计法
本文的主要模型ＩＶ－Ｐｒｏｂｉｔ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进行参数估计。第一阶段，把内生解释变量城

市规模（Ｓｃａｌｅ）对所有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作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得到潜变量Ｓｃａｌｅ的拟合值Ｓｃａｌｅ＾，即
Ｓｃａｌｅｊ ＝ρＺｉ＋δＩｎｄｉｉｊ＋ФＦａｍｉｉｊ＋ωＣｉｔｙｊ＋ｕｉ （２）
Ｓｃａｌｅ＾ｊ ＝ρ

＾Ｚｉ＋δ^Ｉｎｄｉｉｊ＋Ф^Ｆａｍｉｉｊ＋ω^Ｃｉｔｙｊ＋ｕｉ （３）
其中，^表示变量的拟合值或参数的估计值，Ｉｎｄｉｉｊ，Ｆａｍｉｉｊ，Ｃｉｔｙｊ是与普通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相同的控制变
量，Ｚｉ为工具变量构成的向量。第二阶段，将对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外生解释变量等作 Ｐｒｏｂｉｔ回
归，即

Ｐｒｏｂ（Ｓｕｉｑｉａｎｉｊ＝１）＝（α１Ｉｎｄｉｉｊ＋α２Ｆａｍｉｉｊ＋α３Ｓｃａｌｅ
＾

ｊ ＋α４Ｃｉｔｙｊ＋εｉ） （４）
通过以上两个阶段的回归，就可以得出α３ 的一致估计。参数α３ 能够反映Ｓｃａｌｅ与Ｓｕｉｑｉａｎ的关

系，但与普通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的α３不可混为一谈（连玉君等，２０１５）
［４２］。

（二）数据与变量设置

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数据是由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持开展，该调查覆盖全国３１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本文主要选取个人问卷数据，重点关注流动人口家庭中１４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剔除不符合年龄
和户籍条件以及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此外，还在个体数据上匹配了２０１６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
据，包括各地级市、直辖市（以下简称各市）人口、教育、卫生等数据，以进一步分析城市公共资源及服

务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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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其中，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数据是各市的常住人口数
据，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数据是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为了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得到的最终有效样本共８６９０６份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介绍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随迁 是＝１，否＝０ ０７１３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百万） ４５９７ ４８９５ ０１５４ ２１２９１

２０１０年各市常住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百万） ８２９３ ６６８８ ０２３２ ２８８４６

２０００年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百万） ３７０８ ３９８２ ０１６０ １３９６３

１９６４年各市年末总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百万） ２６１１ ２９８５ ００７６ １０８１６

孩子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５４５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孩子年龄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６５３６ ３９７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孩子户口 农业户口＝１，非农业户口＝０ ０８２８ ０３７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１０３４４ ２６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在＝１，不在＝０ ０９３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受访人流动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５５５０ ４８０３ 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是否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１，否＝０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 是＝１，否＝０ ０６８７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是否在本地购有住房 是＝１，否＝０ ０２９３ ０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受访人流动范围
１＝跨省份，２＝省份内跨市，

３＝市内跨县
１７０９ ０７５３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全家在本地月总收入取对数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８７７１ ０５４４ ０６９３ １５６０７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１１６９１ ２０４５ １３８６ １４５６４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１５４４ ０８９３ ０３１２ ４７６１

人均教育支出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百元） ２９２３８ １６６９９ ２９０３ ８１２８５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单位：张） ８７９４８ ２６５２５ １３６５２ １７００３８

因变量的测量。子女随迁的界定。本文以子女是否跟随父母流动为标准，来判定子女是否处于

随迁状态，若子女跟随父母流动，则视为随迁状态，赋值为１。若子女没有跟随父母流动，则视为留守
状态，赋值为０。

自变量的测量。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通常人

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因为城市地域规模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是各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城市规模，用人口规模来衡量，后面也会使用地级市辖区建成面

积来做稳健性分析。关于人口规模的测量，分别用２０１６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２０１５年各地级市（或
直辖市）的年末总人口、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或直辖市）常住人口和２０００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市辖区常住人口。

控制变量的测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大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关于个体特征变

量主要体现在个体人口学特征：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１，女性赋值为０；年龄变量，是受访者在接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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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时其孩子的周岁年龄；户口变量，我们以孩子自己的户口来体现城乡二元区别。家庭特征主要包括

家庭整体的经济、流动状态等状况，还包括父母的一些个人信息。城市方面的特征我们控制了实际使用

外资总额和产业结构。外资总额衡量城市的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更是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息息相关。产业

结构参照朱明宝等（２０１６）［１２］的研究，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
工具变量的测量。参考城市规模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一些研究（孙三百等，２０１４；陆铭等，２０１２；范

红忠等，２０１５）［４３～４５］，我们用以往年份的城市人口规模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到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普查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再加上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三年自然灾害，这对当时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以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年末人口作为工具变量。

中介变量的测量。以人均教育支出和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来衡量城市里的人均基本教育和医疗

公共服务。

四、描述性统计：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

（一）不同城市规模下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年龄和户口差异

从流动人口的户籍来看（见表２），总的来说，具有农业户口的孩子其随迁比例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
孩子。对于农业户口的孩子来说，依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随迁比例较低。但是对于非农业户口的

孩子来说，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随迁比例较低，而超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相对较高。从孩子的年龄

和城市规模的交互分析来看，无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的城市规模属于哪一类，子女年龄越小，其随迁的可

能性就越大。对于超大城市来说，子女在０～５岁学龄前教育阶段和６～１１岁小学教育阶段的随迁比例
分别为６６８％和６２４３％，１２～１４岁初中教育阶段的为５２８４％。而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
小城市来说，１２～１４岁的孩子较其他年龄段的孩子随迁比例相对低一些，但差别不是很大。

表２　不同年龄、不同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状况的分布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农业户口 ６４２ ６６３４ ７６８３ ７６４ ７８１４

非农业户口 ６１７５ ４５５７ ６３５３ ４９２１ ６１９

０～１４岁 ６３４３ ６２３ ７５０１ ７２１５ ７５８７

０～５岁 ６６８ ６３０５ ７５３３ ７１９４ ７６２

６～１１岁 ６２４３ ６１７３ ７５７２ ７２７１ ７６９３

１２～１４岁 ５２８４ ６１５９ ７１９８ ７１２ ７２３９

（二）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所能享受到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差异

表３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入学比例（０～６岁小孩托育）

超大城市 特大／大城市 中小城市

第一个孩子
在家 ４９３７ ４２１８ ３５９５

入托／入园／入学 ５０６３ ５７８２ ６４０５

第二个孩子
在家 ６２４８ ５３３１ ５０１５

入托／入园／入学 ３７５２ ４６６９ ４９８５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其０～６岁孩子的入托、入园和入学情况，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和大城市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中小城市。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第一个孩子只有５０６３％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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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而在中小城市则有 ６４０５％。就进入学校的性质来看（见表 ４），随迁儿童在超大城市只有
６７６９％能够进入到公立学校，特大和大城市则是７２６５％，而中小城市则有７８０７％。因此，超大城市
的随迁儿童获得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的比例占比更低，公共服务的获取难度更大。

表４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

超大城市 特大／大城市 中小城市

公立 ６７６９ ７２６５ ７８０７

私立 ２５８６ ２５４ ２１

五、计量分析：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

（一）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基本回归

表５报告了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估计结果。表５第（１）列没有添加控制变量，仅
仅考察了城市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城
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表现出抑制作用，即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越不容易随迁。经测

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００１３５，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００１３５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越大，会降低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比例。

表５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

（１） （２） （３） （４）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孩子性别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孩子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孩子户口
０３８４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０

（００２２）
０４８７

（００２３）

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２０９２

（００３８）
２０７１

（００４０）

受访人流动时间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

是否签有固定期限的合同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５年以上）
０４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４３７

（００１８）

是否在本地购有住房
０２６６

（００２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２１）

流动范围（１＝省份内跨市，０＝其他）
０３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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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１） （２） （３） （４）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流动范围（１＝市内跨县，０＝其他）
０３９１

（００２５）
０３８１

（００２８）

全家本地月总收入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０）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６）

产业结构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

＿ｃｏｎｓ
０７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４）
－２９００

（０１６１）
－２７８６

（０１７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５

Ｎ ８６９０６ ８６９０６ ３５４７９ ３２５２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５第（２）列是在第（１）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和户口性质。回归结
果发现，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的关系依然为负。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

应为－００１２，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００１２个百分点。另外，研究发现，孩
子的性别对于随迁概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由于近年来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重男轻女思想得到了有效遏制（陆方文等，２０１７；陆万军等，２０１６）［４６～４７］。因此，研究发现对于孩子
的随迁来说，不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异。总的来说，孩子的年龄越大，其随迁的概率越小。农业户口相

比于非农业户口，其随迁的概率更大。

表５第（３）列是在第（２）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家庭层面上的变量，包括父母以及家庭整体情况
的相关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依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其在城市规模均值
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００１１，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００１１个百分点。
另外，研究发现，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子女随迁的概率越大。母亲在流入地，能有效提高子女

的随迁概率。父母的流动时间越长，打算在流入地待得越久，其子女越容易随迁。相比于跨省份流动，省

份内跨市以及市内跨县，子女的随迁概率越高。父母能为子女在流入地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子女的随

迁率更高，回归结果也证实，全家在流入地总收入越高，在流入地购买了自己的住房的家庭，其子女的随

迁率越高。以上结果与杨舸等（２０１１）［６］、吕利丹等（２０１３）［３］、许传新等（２０１０）［７］的研究相一致。
表５第（４）列是在第（３）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上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

与流动人口的子女随迁之间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其在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０００７，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０００７个百分点。在城市特征变量
上，实际使用外资越高，其子女随迁的概率越低。第三产业占比越大，流动人口子女越容易随迁。其

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几列基本一致。

（二）内生性和稳健性讨论

１内生性处理
表５的回归结果可能会有偏估计。在考察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的影响过程中，一

方面，回归中可能遗漏了既影响城市规模又影响子女随迁的变量，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虽然我们在

回归中尽可能地控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以克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

然存在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对二者同时存在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的偏误。另一方面，子女的随迁与城市

规模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城市规模的扩张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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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随迁难度，又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到该城市的意愿，从而影响城市规模。因此，有必要寻找合

适的工具变量来克服上述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１９６４年的人口数量作为２０１５年城市规模
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以减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所

带来的偏误。

首先，在第一阶段检验了工具变量对用２０１５年市辖区总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估
计。研究发现，１９６４年的城市人口数量对２０１５年市辖区总人口数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逐步加入
相关控制变量，在考察１９６４年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显著性 Ｆ检验的值分别
为４３３０２、８７１２和６７１４，都超过了１０，且Ｐ值均为００００。而且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
城市规模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模型具备相当好的解释力，由此，我们认为回归中并不存在

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说明选取的工具是合理的。

表６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子女的随迁依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比表５的回归结果
可知，与采用普通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相比，采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结论不变，但是城市规模的回
归系数的绝对值都有所提高，也就是说其影响效应有所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具变量法起

到了预期的作用，有效降低了内生性所带来的偏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

连续边际效应的范围在００３３～００４５之间，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００３３
～００４５个百分点。各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上也与表５中的结果保持一致，但回归系数稍微有变
化，系数的绝对值基本上也都是有所提高，在此不一一赘述。

表６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回归

（１） （２） （３） （４）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第一阶段

１９６４年城市人口规模
１１４５

（０００３）
１１３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６７９

（０００３）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７５４

（０００８）
０５１９

（００１７）
－３２６２

（０１７２）
－３５２３

（０１９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 ６９１７ ５５７５ ４４５６ １１０１３

Ｎ ７６７９９ ７６７９９ ３１５６６ ２８９４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２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变换了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分别加入２０１５年市辖区

年末总人口的平方项，使用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建成面积、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各市常住
人口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其中，
市辖区建成面积代表的是城市的土地规模，普查数据代表的是城市的人口规模。

一方面，在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实现了居住空间的转移和“身

份上”的市民化，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使得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流

动人口在社会融入、幸福感、市民化意愿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分化。一些学者在研究城市规模与社会

融入和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Ｕ”型关系（朱明宝等，２０１６；张文武等，２０１８；李瑞等，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城市规模是否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也存在“Ｕ”型关系。在
表７中，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人口规模的平方项，结果表明，这一平方项并不显著，说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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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并不存在“Ｕ”型关系。
另一方面，本文的主要自变量使用的是２０１６年城市统计年鉴中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这一项指标，

而这一项指标的统计口径是户籍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存在，标准的对城市规模的定

义应该是对城区常住人口的统计。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统计的是各市的常住人口，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统计的是各市市辖区的常住人口，因此，我们同时选用这两项指标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关键变量。

另外，从表７和表８的回归结果中看出，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
系，这表明前文的结果是稳健的。使用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建成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可以发现
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００７，也就是说，城市市辖区建成面积每扩张１％，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的概率降低００７个百分点。使用２０１０年各市常住人口，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经测算，城市规
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００２８，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００２８个百分
点。使用２０００年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
应为００４５，即城市规模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下降００４５个百分点。可见，表６的结果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７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稳健性回归：“Ｕ”型、市辖区面积

（１） （２）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建成面积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ｃｏｎｓ
－２８４６

（０１７７）
－２５５７

（０１９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２

Ｎ ３２５２２ ２８６６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表８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稳健性回归：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０年总人口

（１） （２） （３） （４）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第一阶段

１９６４年城市人口规模
１６３８

（０００４）
１０９６

（０００５）
１０５８

（０００３）
０６７１

（０００４）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０年各市常住人口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０年各市
市辖区常住人口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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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１） （２） （３） （４）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ｃｏｎｓ
０８１０

（０００９）
－３５４３

（０１９０）
０７３６

（０００８）
－３５７１

（０１９３）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 ７０６ ２１９８ ３３２５５ １３２３５

Ｎ ７６６６９ ２８８９５ ７６３６８ ２８８１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六、城市规模、挤出效应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制检验

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强调要充分重视城市中每一位成员的社会保障，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充分享

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目前，就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贡献者，其子女

作为城市发展成果的消费者，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流动人

口的子女留守比例在上升，随迁的比例在下降。总的来看，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越容易被“挤出

去”，其被“挤出去”的方式之一则是子女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城市公共服务，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对

此，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方法对该“挤出”过程以及该过程的人群异质性分化进行检验。本文借

鉴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４８］提出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和 Ｓｏｂｅｌ检验方法，该检验程序也适合多个自变量和
多个中介变量的情形，本文主要检验教育和医疗两种公共服务。

（一）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总体检验

表９是城市规模通过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影响子女随迁的总体检验结果，简便起见，所有的中介效
应的考察回归表格，都省去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

回归结果，第二步是城市规模对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的回归结果，第三步是加入教育和医疗以后，城市规

模对子女随迁的回归结果。表９回归结果揭示出，不管是否控制了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城市规模的回
归系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大会降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

由于第一步城市规模的系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入第二步。第二步
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教育和医疗的影响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城市规模越大，
人均教育支出和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越低。然后，进入第三步，在城市规模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模型中加

入教育和医疗之后，城市规模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且城市规模的系数绝对值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

００４５降低到００４４，因而存在以教育和医疗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其中，教育和医疗在城市规模对流
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０００１，该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为２２２％。

表９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过程中，教育和医疗这两种公共服
务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存在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医疗这两种公共服务

不足的情况，而教育和医疗的不足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没办法在父母的流入地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

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概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验证了我们设想的“城市规模越大→人均
公共服务水平越低→子女随迁可能性越低”这一传导机制。为此，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９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总体检验

第一步（１） 第二步（２） 第三步（３）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５９８０

（００３８）
－６３７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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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第一步（１） 第二步（２） 第三步（３）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 —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ｃｏｎｓ
－３５０２

（０１８８）
４４１５

（０２１５）
６３１１０

（０６７２）
－３３６０

（０１９３）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 １１０５６ １０８８６
Ｎ ２８９４６ ９７６５５ ９７６５５ ２８９４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二）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体制内外差异

父母的工作单位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子女能否更好地享受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为了考

察城市规模通过教育、医疗两种公共服务对孩子随迁影响的中介效应，是否因为父母的单位性质不同

而表现出差异，本文根据样本分布的特点，将样本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

归，检验结果如表１０所示。表１０的结果显示，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而言，城市规模对子女随迁的回
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就其中介效应来说，对于体制内这一群体，无论是否加入中介变量，城市规模系数的绝对值始终

都是００５３，中介效应并不明显。对于体制外这一群体来说，城市规模系数的绝对值在不加入中介变
量时是００４５，而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是００４３，中介效应明显，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为４４４％。为
此，假设２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体制内的人员来说，他们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且能够享受到
城市的高福利，所以他们倾向于将孩子带在身边。而对于体制外的这一群体来说，即使城市整体上拥

有较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等，他们也更难获得城市的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因此，其孩子随迁的可能性也较低。

表１０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体制内外差异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体

制

内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７）
－５９８０

（００３８）
－６３７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人均教育支出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５００４

（０６１８）
４４１５

（０２１５）
６３１１０

（０６７２）
－５０５０

（０６２６）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 ３０９ ３２２

Ｎ ２８３６ ９７６５５ ９７６５５ ２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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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体

制

外

２０１５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５９８０

（００３８）
－６３７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人均教育支出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ｃｏｎｓ
－３２７０

（０１９９）
４４１５

（０２１５）
６３１１０

（０６７２）
－３１０９

（０２０４）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１） １０８０２ １０５６６

Ｎ ２６１１０ ９７６５５ ９７６５５ ２６１１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以城市规模为依据制定的城镇化政策是影响其子女随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如何顺应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回应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求，是完善当前城镇化政策最基本的

立足点之一。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他们的子女理应作为城市发展成果的享用

者，但是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享受到了他们应有的福利，享受到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公

平待遇呢？

本文使用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实
证模型验证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及其机制。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的

随迁比例越低。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的范围在００３３～００４５之间，即城市规模
每扩张１％，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下降００３３～００４５个百分点。

这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发展的越好，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流动人口的子女越难享受到城

市的发展成果，越不容易随迁，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城市规模通过“公共服务”的作用渠道影响

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与否。城市规模越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人均拥有量越少，而教育和医疗的

不足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没办法在父母的流入地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

概率。且相比于体制内劳动者来说，体制外劳动者的子女随迁比例更低，更容易被“挤出去”。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积极促进大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在制定当

地的发展规划、公共设施等方面，应该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对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

按照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将流动人口统筹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去，以保证他们基本

的生活需要。第二，实施流动人口的精细化管理，鼓励第三方资金投入。一方面，政府要对流动人口

实施更加精细的管理，对本地的流入人口建卡立档，实施跟踪，以明确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既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又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多地应该是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

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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