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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内部迁移的趋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境之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宏观现象。2010 年后，我国的人户分离人口接近 3 亿，占总人

口的比重约 20%，其中省内迁移占 2/3，省际迁移占 1/3。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省

际迁移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个头部

省份吸引了超过 40%的迁移人口。 

■  人口内部迁移的驱动。不论从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的数据上看，迁移人口在空

间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就近”偏好，这与距离亲朋的远近、气候、饮食、语言、习俗等

因素相关。此外，经济因素能很大程度上解释迁移人口的流向：人均 GDP 越高、第

三产业越发达的地区，吸引迁入人口的规模越大。聚焦近三年的数据，发现一线城市

的人口迁入显著放缓，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开始出现了人口流出。这一“异象”很可能与

日益攀升的生活经营成本，特别是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关。 

■  人口内部迁移的意义。一方面，我国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便是城镇化率的不断提

升。近年来我国人口净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超过 80%。201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度

超过 60%，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人口的城乡迁移、特别是人口从第一产业

往第三产业的迁移并未完成，仍有巨大空间。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

变，第一产业 GDP 占比及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 1.9 亿劳动力。另一方

面，人口迁移并未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反而由于集聚效应使得各区域间

的经济差距日渐扩张，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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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境之内的人口迁移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人口迁移在

全球日益普遍。跨越国境的人口迁移在学术上被称为“移民”（migration），国

境之内的人口迁移则被称为“内部迁移”（internal migration）。我国人口的跨

境流动总体有限：据联合国估算，2017 年约有 1,000 万中国移民在海外生活，

中国吸纳的海外移民约 100 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0.7%和 0.07%；

2010-2015 年间，中国每年移民净流出约 3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为 0.024%，

可谓“沧海一粟”。因此对我国而言，人口的内部迁移是更具宏观意义的现象。 

从历史上看，我国人口的内部迁移往往与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有

关。改革开放前，我国对户口迁移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城镇化进程也因此几乎

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84 年我国户籍制度开始放松后，我

国的流动人口的规模快速扩张，增长速度远超总人口。人口内部迁移也更多地

表现出内生性，呈现出从低生产率地区向高生产率地区流动的趋势。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多力量大”。人作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

人的福祉又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因此，分析解释人口在我国人口在国境之

内如何迁移、为何迁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而随着我国步入低生育老

龄化时代（参见招商银行首席观点《花儿与少年：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

未来人口存量的收缩难以避免，对存量人口的分布及其变化的研究就显得更加

重要。 

一、内部迁移度量：存量与流量 

从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看，度量人口内部迁移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

“存量”维度，根据各省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关系判断该省人口净流动的累

计情况；二是“流量”维度，根据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数据估测整体

迁移规模。 

（一）居住状态：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 

各地的人口统计口径主要有户籍人口1和常住人口2两种。若一地区常住人

口数量大于户籍人口，则该地区处于人口净流入的状态；同理，若一地区常住

人口数量小于户籍人口，意味着该地区处于人口净流出的状态。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户籍管理机关进行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即属于当地的“户籍人口”，

并且无论是否外出以及外出时间长短，都属于该地区户籍人口的统计范畴。 

2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入当地半年以上流动人口-流出当地半年以上流动人口。 

http://ipoipo.cn/


 

2 / 22 

[Table_Yemei2] 报告栏目·报告类型 

 
图 1：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关系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7 年末，在中国大陆的 31 个省/自治区中，有 17 个省的人口处于净流

入状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14 个省的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广东是全国

人口流入最多的省，规模达 1,852 万；上海、北京的人口流入规模分列二三位，

均超过 800 万。河南是全国人口流出最多的省，规模超过 1,800 万；贵州、四

川、安徽的人口流出均超过 800 万，分列 2-4 位。 

图 2：2017 年各省人口净流入规模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近十年（2008-2017）的数据上看，大部分省份常住与户籍两类人口的

增速差别不大。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常住人口的复合增速大于户籍人口，

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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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类人口均呈收缩状态（除辽宁的常住人口外）。而广东的两类人口增长较

快，在各省份中仅次于西藏，而西藏人口基数较小，同广东不具有可比性。 

进一步考察近五年（2013-2017）的数据，发现我国人口内部迁移似乎更

为活跃。各地两类人口增速的散点距离 45°线更为发散，表明总体各地人口净

流动的规模有所上升。但随着基数的上升，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常住人口增长

放缓，均出现了户籍人口增速大于常住人口的情况。而新疆和西藏则是全国常

住人口增长最快的两个省份。 

图 3：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近十年复合增速  图 4：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近五年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迁移统计：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 

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均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

且离开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但二者覆盖范围不同，流动人口不涵盖市域

内的人口流动，即从人户分离人口3中扣除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所得部分。 

图 5：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3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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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00 年前的人口普查并未对各类型的人户分离人口进行区分统计，

使得我国并无 2000 年以前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但从 2000 年之后的数据看，

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高度吻合。两类口径统计的人口以同样的

趋势变动且差距稳定，表明市域内的人口流动规模总体稳定（约 4,500-4,700

万）。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非常稳定，2010 年后

一直分别保持在 21%、17%左右。为了与人口普查口径一致，后文的讨论将主

要基于人户分离人口4。 

我国人口迁移总体十分活跃，表现为人户分离人口增速远超总人口。根据

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人户分离人口由 1990 年的 0.20 亿增加至 2000 年的

14.4 亿5，十年间复合年化增长率达到 22.0%，远高于同期总人口 1%的复合年

化增速。2000-2010 年，人户分离人口的复合年化增长率较之前十年有所下降

（6.10%），但依然远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0.57%）。另外，流动人口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以 6.21%的复合增速从 1.21 亿增加至 2.21 亿。 

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 年以来我国人口内部迁移的规模边际上

有所下降。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均在 2014 年达到峰值，分别为 2.98 亿和

2.53 亿，之后逐年小幅下降，2018 年分别为 2.86 亿和 2.41 亿。 

图 6：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图 7：人户分离人口保持高增长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省内迁移：距离及本土偏好 

我国人口的内部迁移以省内迁移为主。根据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资料，省

内迁移占总迁移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2/3 以上。这首先与距离因素相关，人们会

倾向于选择距离家乡/亲朋好友较近、方便返乡的地区进行迁移。 

此外，这一现象也很可能与“本土偏好”（Home Bias）相关。French and 

Poterba（1991） 发现，尽管分散化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收益，但投资者在进

行跨境资产配置时，会更为偏好国内的资产，对海外资产的配置比例相对有限。

                                                                 

4 在讨论省内迁移时，需要以人户分离数据为准，因为该指标覆盖范围全面；在讨论省际迁移时，因本身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

情况，以流动人口或人户分离人口为准均可。 

5 以“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为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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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本土偏好之谜”（Home Bias Puzzle）。随后的研究发现，

投资者的“本土偏好”根源于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监管、税收、汇率等）。迁

移的人们选择离开家乡开始新的生活，事实上是在将其人生进行空间配置。从

这个角度便不难理解他们的“本省偏好”：除距离之外，气候、饮食、语言、习

俗等因素都使得省内相较省外更有吸引力。 

图 8：省内迁移占 2/3 以上  图 9：川渝地区迁移呈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1990、2000、2010 人口普查资料，1995、2005、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1990、2000、2010 人口普查资料，1995、2005、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0： 各地区省内迁移人口/该省户籍人口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的省内迁移越来越活跃。各省的省内迁移规模

占其户籍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1990 和 1995 年，各省省内迁移人口占户籍人

http://ipoipo.cn/


 

6 / 22 

[Table_Yemei2] 报告栏目·报告类型 

 
口比例的中位数仅为 2.0%、1.3%，至 2010 和 2015 年已升至 13.8%、13.7%。

1990 年，各省的省内迁移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除广东达到 4.3%外，其他均不

超过 3%。而 2015 年除河南、西藏以外，各省省内迁移人口均达到了户籍人口

的 10%以上，其中内蒙古、福建和宁夏的比例超过 20%。 

由于省际迁徙的统计数据相对更丰富，下文将尝试对我国人口省际迁移动

的空间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省际迁移：空间特征 

（一）迁移趋势：孔雀东南飞 

广东一直是全国人口迁入规模最大的省份。在历次人口普查的人户分离人

口中，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及其在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占比始终排在第一位。

该比例在 2000 年的普查中达到 35.5%的峰值，其后开始下降，2010 年后降至

约 25%。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母效应”：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的人

户分离人口接近 8,600 万，是 1990 年的 7.7 倍（1,110 万）。迁入广东的人口

仍在快速上升：2010 年达 2,150 万，是 1990 年的 17 倍（126 万）。 

图 11：1990 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图 12：2000 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资料来源：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3：2010 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图 14：2015 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资料来源：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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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2000 年后，31 个省份中，人口省际迁移的目的地集中在 6

个头部省份，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格局。1990 年的人口迁移数据尚未表现出

明显的集中趋势，迁移人口在各省的分布相对较均匀，排名前 6 的省份在全国

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占比合计为 41.1%。2000 年之前，除北上广和江苏之外，山

东、新疆、辽宁曾是排名在 5-6 位的人口流入大省。进入 21 世纪，排名前六

的省份依次分别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总体占全国人户分

离人口的比重在七成左右。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余地区均位于东南沿海，占全

国流入人口的比例在六成左右。 

图 15： 各省/自治区迁入人口/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与 2000 年相比，2015 年人口向广东迁移的比例显著下降，而向江浙沪地

区和北京、天津的迁移比例显著上升。广东的迁移人口占比下降了 10.7 个百

分点，江浙沪占比上升 8.8 个百分点，北京和天津上升 4.2 个百分点。 

（二）空间偏好：就近原则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在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表现出不同的空间上偏好。迁移群

体中的大部分会更倾向于选择迁入相邻省份或相对较近的省份。这也符合“本

土偏好”的解释。 

（1）来自北方地区的人更倾向于向北方地区迁移，且向北京集聚。2010

年之前，来自天津的流动人口迁入河北的比例最大，但 2010 年天津迁出人口

中迁往北京的比例达到 30.4%，居于首位。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地迁

入北京的人口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2010 年从当地迁入北京的流动人口比例

分别为 24.8%、22.1%、24.4%和 19.3%。从河北迁入北京的流动人口规模也是

最大的，2010 年达到 155.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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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22 

[Table_Yemei2] 报告栏目·报告类型 

 
（2）江苏、浙江、安徽的移民主要迁入上海，且集中度不断提高。江苏、

浙江、安徽三省 2010 年迁入上海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 49.2%、24.3%和

27.0%。1990 年与 2000 年从安徽迁往上海与迁往江苏的人口比例相当，但在

2010 年上海超过江苏。因为安徽整体迁出规模庞大，在各省份中安徽迁入上

海的人口数量最多，2010 年达到 260.2 万。 

图 16：天津、河北等地迁入北京人口比例最大  图 17：江苏、浙江等地迁入上海人口比例大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3）南方地区湖南、海南、广西主要迁入广东，集中度先升后降。向广

东迁移的比例在 1990-2000 期间集中度提高，2000 年从广西、湖南、海南迁

出至广东的流动人口比例高达 90.6%、77.3%和 75.6%，但 2000-2010 期间南方

地区向广东集中的趋势有所减弱。仅从 2000 与 2010 两次普查数据推断，这些

省份向江浙沪的迁移比例均有所提升，指向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有所减

弱，可能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升有关。 

图 18：南方地区向广东的集中度减弱  图 19：2010 年吉林、黑龙江人口主要迁入辽宁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4）东北三省人口边际上向南移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是东三省

人口主要的迁入省份，而东三省内部的人口迁移也较为活跃，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迁移方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 19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除黑龙江迁往

吉林的人口比例为 10.8%外，东三省内部的人口迁移比例均超过 15%，特别吉

林和黑龙江迁入辽宁、吉林迁入黑龙江的人口比例均超过 20%。但 2015 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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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辽宁的跨省迁移人口中有 23.6%迁入北京，迁入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占比小

于 7%。同年吉林和黑龙江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迁入辽宁的人口比重仍为最大，

接近 20%。另外，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的跨省迁移人口的比例也大幅下降至

小于 8%。 

辽宁是三个省份中最靠南、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因此成为东北地区人口

的主要流入地区。另外在建国初期，三个省份人均 GDP 水平差别不大，黑龙

江而非辽宁拥有最高的人均 GDP，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被辽宁反超，其后直至

2015 年，辽宁都是东北三省中人均 GDP 水平最高、增长也最快的6。  

图 20：东三省人口呈下降趋势  图 21：三个省份中辽宁人均 GDP 最高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四、省际迁移驱动：经济与产业 

（一）经济发达程度 

图 22：各省迁出比例与人均 GDP 负相关  图 23：各省迁入比例与人均 GDP 正相关 

 

 

 
资料来源：人口抽样调查、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人口抽样调查、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难发现，流动人口主要迁入的珠三角、长三角都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2015 年的数据显示，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跨省迁出的人口占比越高：各地

                                                                 

6 2017 年辽宁省主动对 2016 年 GDP“挤水分”，使得 2016-2017 年辽宁的人均 GDP 略小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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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人口占其户籍人口的比例与当地的人均 GDP 负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跨省迁入的人口占比越高：各省迁入人口占总跨省迁移人口的比重与人均 GDP

正相关。这很大程度上能够验证人口迁移与经济发达程度之间的紧密关

系。 

然而，广东作为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却是一个异常值：2015 年广

东的人均 GDP 为 6.75 万元，排名全国第八。当年北京、天津、江浙沪的人均

GDP 都高于广东，但迁入人口/户籍人口的比例却远低于广东。 

这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内各市经济发达程度不平衡。2015 年，在广东的 21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人均 GDP 最高的是深圳（16.3 万元），其次是广州（13.8

万元），远高于当年全国省一级行政区中最高的天津（10.8 万元）。但广东各

市人均 GDP 的中位数仅为 4.1 万元，最低值仅为 2.18 万元。由于广东省的人

口密度与人均 GDP 高度相关，不难推测跨省迁入广东的人口主要往深圳、广

州、珠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聚集。 

图 24：2017 年广东各市人口密度与人均 GDP 正相关  图 25：2017 年广东各市净流入指标与人均 GDP 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因无法获取各市具体迁入迁出数据，我们用（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

人口作为外来人口净流入指标。数据显示，2017 年仅有深圳、珠海、广州、

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江门共八个市的人口为净流入状态，而这些城市恰

好在广东省内人均 GDP 排名前八。人口流动仍与人均 GDP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产业结构变迁 

（1）劳动力的产业迁徙 

经济发达程度与产业结构互为表里。从数据上看，各地净迁入人口与第一

产业的产值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二三产业的产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

主要是因为第二、三产业各行业平均工资的中位数是第一产业平均工资的 2 倍

以上。考察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7，不难发现二三产业产值越高，人

                                                                 

7因该数据为 1%抽样调查结果，所以与实际量级有差，但不影响关于迁入迁出相对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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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净流入越多：二三产业占比最高的六个省份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

东与江苏均表现为人口净流入，而剩余 25 个省份中有 17 个省份人口净流出，

其他 8 个省份的平均人口流入仅为 0.9 万。2019 年，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

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占比分别为 27.9%、18.6%、

12.2%和 12.1%。 

图 26：三大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不变价）  图 27：二三产业平均工资中位数显著高于第一产业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8：二三产业 GDP 占比与人口净流入正相关  图 29：2018 年农民工就业领域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迁移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

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但选择进城务工，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业劳动 6 个月

及以上的劳动者。虽然近几年农民工的增长显著放缓，但其绝对数量仍在上升，

2017 年达到 2.9 亿。在本地、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三类农民工8中，留在本地

的农民工比例上升，由 2009 年的 36.8%上升为 2017 年的 40.0%；省内流动务

                                                                 

8 三类分别为：留在当地、外出省内务工与外出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省内

流动农民工+跨省流动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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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比例较稳定，一直保持在 33%左右；而迁出省外的农民工比例则有所下降，

从 2019 年的 32.3%下降至 2017 年的 26.8%。 

虽然外出农民工（省内+省外）占农民工整体的比例降低，但其数量仍有

小幅增长。由于 2014 年以来流动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占流动人

口的比例自 2014 年来开始反弹，2017 年达到 70%，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力。 

图 30：农民工数量增长但增速下降  图 31：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 

 

 

 
资料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农民工的迁移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由第一产业转向收入更为

丰沃的二三产业，故而前往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我国的农民工群体

也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劳动力迁移的主角。 

（2）产业结构与就业份额 

直觉上，各产业所产生的 GDP 与其吸纳的就业应当正相关。从美国的情

况看也是如此，各产业的就业份额与其在 GDP 中的占比十分接近：2017 年，

美国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不足 1%，就业份额为 1.4%；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占为 19%，就业份额为 20%；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为 80%，就业份

额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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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美国各产业 GDP 贡献率  图 33：美国就业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资料来源：World Bank、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orld Bank、招商银行研究院 

而从我国的情况看，各产业吸纳的就业与其对 GDP 的贡献率并不匹配，

特别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其对 GDP 的贡献率。建国初期，我国第一

产业创造的 GDP 占比超过 50%，吸纳的就业份额超过 80%；二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20.8%、 28.7%，吸纳的就业份额均不到 10%。其后伴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不断进化，二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和在 GDP 中的占

比逐渐上升，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仍大幅高于其在 GDP 中的占比。2018 年，

我国第一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降至 7.2%，但吸纳的就业份额仍达 26.1%；

二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分别为 40.7%、52.2%，就业份额分别为 27.6%、46.3%。 

图 34：中国各产业 GDP 贡献率  图 35：中国就业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 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再分别选取我国人口流入和流出的代表地区北京和安徽分析，可以发现主

要迁入地北京第二三产业的占比高达 99.6%，吸纳的就业占比达 96.1%。尽管

北京的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和吸纳的就业份额极低，分别为 0.4%和 3.9%，

但北京的第一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份额仍显著高于其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

而主要迁出地安徽虽然二三产业的经济份额在不断提高，但其劳动力仍有相当

一部分集中在第一产业。安徽省第一产业 GDP 占比从 1978 年的 47.2%降至

2017 年的 8.8%，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 2017 年仍达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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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北京各产业部门 GDP 份额  图 37：北京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38：安徽各产业部门 GDP 份额  图 39：安徽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参考美国经验，不难推断我国人口的产业迁移仍在进行中。美国农业的就

业份额/GDP 份额的比值为 1.6：1，即美国的农业部门用 1.6%的劳动力可以创

造 1%的 GDP；而我国农业部门的这一比例为 3.6：1，需要用 3.6%的劳动力才

能创造 1%的 GDP。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第一产业仍然是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蓄水池”：

2018 年，我国的就业人口为 7.76 亿，若以美国第一产业的就业/GDP 比值计，

我国第一产业 7.2%的 GDP 份额对应 11.5%的就业份额，相较当前 26.1%的水平

将释放 14.6%的劳动力，即 1.13 亿。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变，

第一产业 GDP 占比降至 1%且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 1.9 亿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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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价“挤出效应” 

（1）一线城市人口迁入：显著放缓 

从中期看，2009-2018 十年各省的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各省人口流动的净

值9有 18 个省份为净流入，13 个省份为净流出，与普查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净流入规模最大省份依次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和江苏。 

结合前述经济和产业两个维度，取 2013 年数据将各省人均 GDP、第三产

业在 GDP 中的占比与全国各省的中位数进行比较，发现人口净流入的省份大

多人均 GDP 及第三产业/GDP 均高于各省中位数（散点位于第一象限）。有 3

个人口净流入的中西部省份分布在第三象限（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GDP 均低

于全国中位数），但距离原点（全国中位数水平）仍相当接近。西藏、海南位

于第二象限（人均 GDP<全国中位数，第三产业/GDP >全国中位数），但这两

个省份的人口净流入规模极小，十年间人口流入的规模仅为 23.9 万、2.2 万。 

在人口净流出省份中，山东是个异常值，尽管其人均 GDP 显著高于全国

中位数，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原因，人口总体上仍呈净流出状态。 

图 40：2009-2018 各省人口净流动  图 41：人口流动与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聚焦最近三年的数据，发现人口省际迁移的趋势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

迁移的方向总体上更为集中，人口净流入的省份数量下降到 13 个，人口净流

出的省份数量上升到 17 个10。另一方面，有 9 个省份的人口净流动在方向上

发生了变化。其中，内蒙古，海南的人口净流动规模不大，十年间在零附近小

幅波动，其符号变化并不意外；北京、上海、辽宁、湖南的人口从净流入变为

净流出；安徽、四川、陕西的人口从净流出变为净流入11。 

                                                                 

9 人口流动净值=常住人口增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量。其中，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数-死亡人数。 

10 根据统计局数据，河北近三年的人口流动恰好等于 0。 

11 2009 年以来，除 2010-2011 年，四川省人口均处于净流入状态，但因 2010 年人口流出规模较大，使得 2009-2018 十年间四川省

人口整体处于净流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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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经济数据，依然从人均 GDP 和产业两个维度分析，发现这两

个中期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与人口流动的关联性大幅减弱。特别是北京和上海

两个直辖市，尽管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GDP 占比均远高于全国各省中位数，

但其常住人口近期并未延续增长，反而出现了净流出。北京于 2016 年首度出

现了 6.5 万的人口净流出，此后净流出规模不断增长，2018 年升至 22.3 万；

上海于 2015 年首度出现 16.4 万的人口净流出，2016-2017 年流出幅度有所收

窄，2018 年则出现了 1.1 万的净流入。 

图 42：2016-2018 各省人口净流动  图 43：人口流动与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相关性减弱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同时考察广州和深圳，发现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近年来开始显著放缓。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净流入从 82 万降至 47 万，降幅达

43%；而自 2016 年起，一线城市的净迁入人口在全国净迁入人口中的占比也

开始连续下降，从 42%回落到 20%。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近年虽仍为净迁入，

但近两年迁入规模却连续减小，占总体净流动的比例也显著下降。这表明一线

城市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显著下降。 

图 44：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显著放缓   图 45：北上广深人口净迁入/全国净迁入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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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房价格与限购政策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一线城市不断攀升的居民生活与企业

经营成本，特别是与“房”相关的成本，以及日趋严格的户籍政策；另一方面，

我国“新一线城市”快速发展，在居住与营商环境上与一线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

并为吸引人才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分流”了我国的迁移人口。在这些因素中，

高房价对一线城市人口的“挤出效应”尤为显著。 

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不论水平还是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根据百城价格

住宅指数，2015-2016 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价快速攀升，相较 2014 年

末分别上涨了 29.7%、44.2%和 78.7%，分别突破 4 万、4.5 万和 5 万元每平方

米的大关。户籍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和上海便在此期间首度出现了人口净流出，

深圳的人口流入也有所放缓。根据贝壳找房最新发布的《2019 新一线城市居

住报告》，2019 年北上深的房价收入比12分别达到 22.5、17.5 和 24.4 倍，房

租收入比则分别高达 93.4%、70.7%和 91.4%。对于迁移人口而言，不论是租还

是买，想要在一线城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已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 

图 46：一线城市房价远高于二三线城市   图 47：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 

 

 

 

资料来源：贝壳找房、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贝壳找房、招商银行研究院 

快速上涨的房价也使得房地产调控政策日趋严格。自 2010 年 4 月 30 日

“国十条”推出以来，各地陆续推出限购政策，北上广深的购房限制尤其严格。

在购房条件和套数限制方面，一线城市均要求购房者缴纳当地社会保险或个人

所得税 5 年及以上，且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在首付比例上，北京和上海均要求

不低于 35%的首付，而广州与深圳首付比例要求则稍宽松，为 30%。另外北京

                                                                 

12 房价收入比 = 套均住房市场价值/平均家庭年收入 =（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套均住房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户均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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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暂停发放期限 25 年以上的个人住房贷款13，这无疑增加了人们的购房

难度。 

对于迁移人口而言，在新城镇开始新生活，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儿育

女是最基本的需求。一线城市对户籍与购房的限制，以及高企的房价，开始令

人“望而却步”。在一线城市中，北京对户籍和购房的限制性政策最为严格、房

租收入比最高。这也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其为何成为四个城市中人口净流出最

显著的一个。 

四、人口迁移的经济意义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人口从乡村迁往城市的过程。我国人口内部迁移的直接结果便

是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的主力农民工正是生

产活动转移的一大体现，而人口与经济活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

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人口的增长有三个主要来源：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城乡迁移与行政区

划的变动。如果把 1978 年人口作为基数，根据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城镇

人口增长，至 2018 年城镇人口仅为当年实际城镇人口的 30.4%，说明自然增

长对城镇人口的贡献是有限的。若不考虑行政区划的变动，简单将城镇人口的

增长归因于自然增长与城乡净迁移两部分，可以发现近年来人口净迁移对城镇

化的贡献超过了 80%，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图 48：城乡净迁移是城镇化主要动力   图 49：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与城镇化率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orld Bank、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2020 年社会蓝皮书》，表示 2019 年我国城镇化率

首次超过 60%，相较改革开放之初（不到 18%）提升了超过 42 个百分点。根

据国际标准，我国已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入城市社会时

                                                                 

13 2017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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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5.3%），但较发达国家

仍有相当距离：美国的城镇化率为 82.3%，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 91.6%。 

从城镇化率与人均 GDP 的关系来看，二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在人

均 GDP 高于中国的经济体中，超过 80%的经济体城镇化率高于中国。所以中

国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的人口迁移，特别是人口从第一产业

往第三产业的迁移，将推动我国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 

（二）区域分化 

理论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解决劳动力边际产出不均衡的问题：当各

地区以及城乡部门之间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资源的分配会达到最优

（即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在此基础上，有经济学家认为，农村劳动力到外地

打工后，家里的土地可以出租，并且务工者可以向家中汇款，在返乡时还能够

将掌握的技能、储备的资金带回来，所以人口迁移能够降低区域之间以及城乡

之间的差距。 

但数据显示，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内部迁移，我国经济的区域分化不仅没

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这也与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并不支持上述理

论假说。 

图 50：各省 GDP/人均 GDP 的标准差  图 51：各省 GDP/人均 GDP 标准差 

 

 

 

资料来源：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论从 GDP 还是人均 GDP 上看，各省增速不一，且数值差距持续扩张。

以标准差衡量各省 GDP/人均 GDP 的离散程度，发现该值持续上升、斜率愈发

陡峭，且人均 GDP 的标准差显著高于 GDP。进一步考察 GDP/人均 GDP 的复合

年化增速，发现各省的增速水平均有所下降，但近五年（2014-2018）与近十

年（2009-2018）比各省的增速差异进一步拉大。这指向随着人口迁移规模的

增加，各省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 

这很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使

得区域之间的分化趋于扩张而非收敛。例如，城镇人口密度上升会使得公司的

分布趋于集中，随之而来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s）和网络效应（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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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将促进整个经济体生产率的提升。如前文所述，省际迁移的目的地愈

发集中，这也会使得生产要素与资源更为集中，产生更强的集聚效应。 

余吉祥，沈坤荣（2015）14归纳了经济集聚的几种方式，包括厂商层面的

规模经济、行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集聚的相互作用。

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是指劳动力跨省迁移使得迁入地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令

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行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是

指同行企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与知识溢出三大优势。

在此基础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集聚将相互作用：劳动力流动会使得外部收益

递增的产业集聚，而外部收益递增又会吸引劳动力集聚15。如此循环将导致区

域间的经济差距逐步扩张。 

此外，当劳动力迁到其他地方，虽然理论上当地的边际生产率应当得到提

高，但是留在当地的劳动力却可能只是没有生产力或生产力很低的人。而返乡

者更多可能是老人、病患或在外打拼不成功的人，并不能带回劳动力、技术和

资金可能促进家乡的发展。 

图 52：就业人员增速与人口机械增量相关  图 53：2010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净流入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数据表明，人口净迁入地区的劳动力规模趋于扩张，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

高。2008-2017 年，各省份就业人员数量的复合增速与当地人口的机械增量16

正相关。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各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7确与人口净流入

正相关。总而言之，人口迁移总体上将使得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趋于扩张而非

收敛。 

 

 

                                                                 

14 余吉祥, 沈坤荣. 跨省迁移、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J]. 经济科学, 2015, Vol.35(2):33-44. 

15 徐承红[1]. 聚集经济理论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10(6). 

16 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人口迁入和迁出而引起的人口数量变化，此处根据人口增量减去自然增量计算得出。 

17 与统计年鉴选择相同方法，根据当年的全民生产总值除以年初和年末从业人员均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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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集聚 

人的日常生活必然伴随着工作、消费、居住等活动，因此人口的流动也就

意味着资源的流动。以金融资源为例，我国 2018 年各省份的存贷款余额均与

当地的常住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总人口越多往往意味着存款和贷款的余额

规模越大；若某地区迁入人口规模较大，则意味着当地存贷款增量也较大。 

图 54：2018 年各省住户存款余额与总人口正相关  图 55：2018 年各省住户贷款余额与总人口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变化量的角度分析，近十年来各省总存款的增量与人口的增量正相关，

人口增量来源于自然增长与人口的净迁入，而我国各省的自然增长率总体上呈

下降趋势，其中最大值也仅为 10‰左右，所以人口的净流动将是未来影响人

口增量的决定性因素。伴随着日常工作生活地点的转移，人们的存款也会迁入

新的常住地。而随着迁入后生活、工作的稳定，人们会选择购房、购车以提升

生活质量，迁入地的贷款需求也随之增长。从数据上看，贷款增量与人口增量

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图 56：近十年人口增量与总存款增量正相关  图 57：近十年人口增量与贷款增量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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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孔雀东南飞”之因果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境之内的

大规模人口迁移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宏观现象。2010 年后，我国的人户分离

人口接近 3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约 20%，其中省内迁移占 2/3，省际迁移占

1/3。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省际迁移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广东、浙

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个头部省份吸引了超过 40%的迁移人口。 

不论从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的数据上看，迁移人口在空间上均呈现出显

著的“就近”偏好，这与距离亲朋的远近、气候、饮食、语言、习俗等因素相关。

此外，经济因素能很大程度上解释迁移人口的流向：人均 GDP 越高、第三产

业越发达的地区，吸引迁入人口的规模越大。但若聚焦近三年的数据，发现一

线城市的人口迁入显著放缓，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开始出现了人口流出。这一

“异象”很可能与日益攀升的生活经营成本，特别是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关。 

我国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便是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人口净迁

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超过 80%。201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度超过 60%，但与主

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人口的城乡迁移、特别是人口从第一产业往第三产业

的迁移并未完成，仍有巨大空间。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变，

第一产业 GDP 占比及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 1.9 亿劳动力。 

数据显示，人口迁移并未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反而由于集聚

效应使得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扩张，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表明人的集聚同时意味着经济和资源的集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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