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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户口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本报告认为，如果没有其

他政策的有力配合，仅仅取消城乡户口性质的区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新型城镇化的问题。那么，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改革中

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改革需要哪些政策支持？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

背景，分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方向。 

本报告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

革的必然性，第二部分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并指出当前我国哪些公共服务仍然与户籍属性挂钩，说明最近

取消城乡户口区别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

报告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在同一个区域内生活的

人们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待遇，而不受户籍属性的限制，这

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三个主要难点。首先，户

籍管理上严重分权，权力集中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强的

改革动力。其次，巨额的改革成本对各级政府的财力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抑制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最后，大城市环境承载能力相对饱

和，放开户籍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大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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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分析，本报告第四部分提出以下几点

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一，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

设计，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激励。第二，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

个人三方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共担机制，减轻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财

政压力。第三，通过区域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让中小城市分担大城市户

籍改革的压力。第四，逐步放开大中城市的落户条件与逐步增加对非

本地户口人群的公共服务应该同时进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

探索把积分和在目的地城市享受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如达到某个积

分值就可以享受城市的廉租房等等。第五，在居住证制度的基础上，

大中城市探索积分落户与摇号落户制度并举的落户政策。笔者认为，

除了积分落户以外，可以探索在当地工作时间很长、拥有居住证的人

群中实行摇号落户制度。如果在常住的外地人口中采用摇号落户政

策，可以让很多较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和普通工人看到希望，提高社会

的机会均等化程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五部分提供本报告的简要

结语。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积分落户；摇号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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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分析 

 

宋扬⃰ 

 

新型城镇化是 2014 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讨论议题，也是中共十八

大精神的精髓所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

核心，也是难点。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

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

等户口类型。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户口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本报告认

为，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的有力配合，仅仅取消城乡户口性质的区别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型城镇化的问题。那么，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

什么，在改革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改革需要哪些政策支持？本文

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分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方向。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为 52.6%，这是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的。

                                           
⃰
 宋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Email：ys337@ruc.edu.cn。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第三期经济体制改革论坛的与会者

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mailto:ys337@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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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户籍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 35.3%。1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

得出，我国目前有 2 亿多人生活、工作在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

制，这些人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带来的各项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因此，

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半城镇化”的状态，即农村劳动者流动到了城市，

但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户籍身份，被称之为“农民工”。而新型城镇化，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要使得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享受到同等的公共

服务与社会保障。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2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如

果能解除他们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顾虑，他们

的消费意愿就会增强，消费总支出会增加，尤其是在文化娱乐、教育、

交通通信、住房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逐渐增加。研究表明，城镇化

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新增 2000 万城镇人口，可带动约 1500 多亿

元消费需求。3另外，城镇化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增加的城镇人口中，

有 15%为适婚年龄人口。2020 年中国城镇人口规模增长 2 亿至 8.7

亿，若以人均 20 平方米来算则增加 40 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4由城

镇化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每年至少可维持 4%～5%的经济增速。

因此，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内需增长最强劲的动力。5
 

要想继续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

                                           
1
 中国统计年鉴，2013. 

2
 李克强，《问路城镇化——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报道》，

2013（3），18-25。 
3
 天津经济课题组，《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借鉴》，《天津经济》，2013 (1), 17-24。 

4
 陈柳钦，《新型城镇化赋予房地产业新活力》，《改革与开放》，2013 （3），7-9。 

5
 李芙蓉, 麻晓刚.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13 (9):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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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传统的城镇化的方式已不可持续。据测算，中国仍然有 1 亿

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6这些人为什么宁愿留在农村赚取非常低的

务农工资，也不愿意到城市中工作，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城市中，城镇户籍人口和

农村户籍人口的生活成本不同，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也不同。

另一方面，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地农村户籍的劳动者普遍存在

着就业歧视。7以上两点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工作的预期收

益，增加了预期成本，这才使得他们宁愿留在农村。8也就是说，如

果延续传统城镇化的方式，无法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预

期成本与收益，就会使得城镇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只有通过改革户

籍制度，进而使得农民工进城之后能够逐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消

除农民工因户籍身份所承受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才能继续推进我国城

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报告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在同一个区域内生

活的人们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待遇，而不受户籍属性的限

制，这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 

                                           
6
 张兴华.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新估算[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008): 49-54. 

7
 Meng, X. 2012.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75-101. 
8
 Fields, G. S., and Song, Y. 2013.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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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 

当前，不同户籍属性的人们在同一生活区域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

不均等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自 2001 年

公安部发布《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小城

镇的户籍大幅放开。在一些小城镇，只要公民在本地有稳定收入的工

作或住房，或者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就可以将户口迁入当地。但是，

尽管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激励措施，但是选择迁居中小城市的人数还是

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城市在提供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等方面相对薄弱。例如，中国大多数好的学校和医院都分布在东部大

城市中。另外，中西部的小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也不及大城市，例如

住房补助、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都较低。下图展示了几个地区低保水

平的差异，甘肃的低保水平还不如北京的一半。 

表 1 典型地区低保水平 （元/月）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北京市 328 390 410 429 500 520 580 

山西省 164 200 213 231 269 308 348 

黑龙江 178 201 217 240 278 324 330 

浙江省 262 297 334 367 429 463 505 

河南省 152 169 186 202 233 272 300 

广东省 218 256 244 254 286 314 371 

云南省 170 198 199 206 248 284 316 

甘肃省 156 157 171 189 207 251 278 

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大量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无法享受

到和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补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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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障性住房不向外来人口提供 

当前，国内大城市的房价高烧不退，对大多数国人来讲已经是难

以承受的价位。很多地方政府对持有当地户口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一定

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自主型商品

房等。当地的城镇居民能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居住或拥有住房。但是，

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即使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这些大城市，也不能享受任

何形式的住房补助。 

（2）外来人口子女在迁移地接受教育仍然困难重重 

关于学生教育，国务院于 2001 年 5 月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 号），提出地方人民政府要充

分发挥公办中小学的作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问

题。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做出了很多

尝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Wang and Holland （2011）对上海的调查研究发现近 40%的外来

人口子女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因为上海市公办学校的入学条件非常严

格。外来人口必须提供在本地正式工作的有效证明（劳动合同）或社

会保险缴费记录，其子女才可以在上海市的公办学校就读。9但是，

很多外来人口无法获得稳定的正式工作，也没有交纳社会保险，他们

的子女就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学习条件简陋，

老师水平低，上课不稳定。况且，即使父母能够提供工作证明，其子

女能否在迁移地接受教育还取决于当地公立学校的容量。只有在满足

                                           
9
 Wang, X., Weaver, N., and You, J. 2013.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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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户籍的孩子需求之后，余下的名额才能分配给外来务工子女。 

除此以外，义务教育只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外来人口的子女在

高中入学的问题上面临更加严格的程序、更加苛刻的条件和更加繁重

的经济负担。按照高考制度，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不能在当地参加高

考，所以这些外来人口的子女即使在当地就读高中，也要回到户口所

在地参加高考。 

（3）外来人口无法享受迁移地的社会保障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是政府给予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给予的救助，例如最

低生活保障，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本地人口由

政府给予一定现金资助，但是非本地户籍人员是无法享受的。社会福

利包括残障福利、老年人免费游览公园、图书馆等。但是外来人口不

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内。 

2010 年中国的《社会保险法》颁布，加快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险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劳动合同的覆盖城市就

业人群的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一类是基于户口的覆盖城市非就业

人群的城镇居民保险制度和覆盖农村人群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 

职工基本社会保险与职工的户口无关，只要用人单位愿意，都可

以为在岗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换言之，户口制度对职工基本社会保险

没有影响。按照 2008 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和 2010 年颁布的《社

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为所有职员缴纳社会保险。尽管如此，

用人单位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并非所有的城市就业人员都参保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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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本社会保险。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很少有雇

主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只有 10%左右。10
 

对未被职工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的人群，各地方政府会制定当地的

居民社会保险制度。以医疗保险为例，除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外，

城镇未就业的居民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可以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各地方政府制定的保费费率和保险赔偿存在差

异。 

因此，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参加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就只能在户口

所在地参加社会保险，而不能在居住地参保。这给外来人口带来了很

多的问题，比如异地医疗费用不能报销，即使能够报销，他们也需要

先自行垫付再申请赔付。 

2. 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并不意味着户籍与公共服务脱钩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户口制度从此消失，或者说不同户籍人口在同一地

域可以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国的户口具有

两个维度，即户口性质（农业与非农户口）以及户口所在地。即使取

消了户口性质的差别，但户口所在地的差别仍然导致不同人有不同的

户口属性，而这些属性会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就业机会以及在工作

                                           
10

  Chan, K. W. (2012). Crossing the 50 percent population Rubicon: Can China urbanize to 

prosperit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3(1), 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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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享受的各种公共服务。事实上，在《意见》出台以前，已经有很多

省份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区别，改为统一居民户口，但却无法满足流动

人口的落户需求。我国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是从中西部相对贫困的农村

流向收入水平更高的东部大中城市，这些人口即便有了中西部当地的

城镇户口，仍然无法在其工作所在地（即东部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公

共服务。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户口的属性主要差别已经从农业与非农

户口的差别转变为本地与外地户口的差别。 

可见，尽管统一城乡户口对于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但是并没有真正打破这种户籍隔离的格局。大量的农民工涌入

到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但是却很难落户，他们的户口仍然在原所在

地，无法享受与工作地居民相等的公共服务。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分析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城市中外来人口无法

享受迁移地的公共服务，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损害，是制约我国城镇

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户籍制度改革似乎已经成了包括学界、政界、媒

体界等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却雷声大、雨点

小。迄今为止，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迁移地仍然设立严格的入户

门槛，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并没有改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制约

着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何如此之难？本文认为，主要有

以下三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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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户籍管理上严重分权，权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而地方

政府并没有很强的改革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户籍管理的

职能从国家划归地方11，地方政府可以在其管理权限内制定当地的户

籍政策。通常情况下，各省制定省内户籍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各地区依据总的指导方针制定各自的户籍政策。例如，北京市政府有

权决定当地的落户条件，以及外来人口可以享受到哪些北京市的公共

服务。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会从当地的切身利益出发，给那些高学历、

高收入、高资产的群体北京户籍，因为这些人能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经

济贡献。而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或者允许大量农民工落户当地，

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换言之，尽管社会各界对户籍改革的

愿望很强烈，但是真正有权利改革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改革的动力和激

励。 

其次，巨额的改革成本对各级政府的财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抑

制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201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进

行了实地调研，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具体成本作过测算，包括各类社

保投入、公共服务投入、住房保障投入等，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包括

相应的抚养人口） 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12
 下表

反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成本分布情况。 

 

                                           
11

 Chan, K. W. (2010).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igrant labor in China: notes on a 

debat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 (2), 357-364. 
12

 见脚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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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元） 

项目 重庆市 嘉兴市 武汉市 郑州市 

义务教育 

小学生 3021.0 5807.6 7898.3 3252.2 

中学生 3077.6 7321.9 10067.7 4931.3 

校舍 2773.3 2659.3 2919.3 3016.8 

医疗保险 62.4 118.0 52.0 31.2 

养老保险 35816.3 36089.0 29753.9 42049.3 

民政部门

提供的其

他社会保

障和救助 

意外伤害保险   5  

低保 85.9 76.5 80.7 59.0 

医疗救助 9.0 8.2 49.4 15.9 

妇幼保健 13.5 46.1 6.3  

孤寡老人  14.2  8.0 

城市管理费用 490.7 338.0 401.0 259.8 

住房 8570.1 10284.0 9975.6 8696.9 

合计 80408 83690 85087 77361 

数据来源：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此外，据重庆市测算，为了在两年内实现300多万人口转为城镇

居民，政府在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吸纳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

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投入316亿元，每年所需财

政投入接近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10。13如此巨大的财政投入对政府

的财政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最后，大城市环境承载能力相对饱和，放开户籍可能会引发更严

重的“大城市病”。大城市的人口相对集中，生活和生产中产生大量的

垃圾和污染物。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相对饱

和，有的甚至已经超过极限。如果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必然会进一步

加剧城市环境的恶化和交通的拥堵。这就导致大城市政府在户籍制度

                                           
13

 数据来源：《重庆农民进城成本每人6.7 万》，新浪网新闻频道，http://news.sina.com.cn，

201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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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问题上有了更多的顾虑，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非常审慎的

态度。 

 

四、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分析，笔者认为在中期内户籍制

度仍然会继续存在，大中城市的户籍不可能全部分开。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给予地方政府更

多的政策激励。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是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本地人口的

就业问题，往往会忽视外来人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此，中央政

府需要从全局着眼，对外来人口在大中城市的落户提出明确要求，可

以把城市对外来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纳入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

考核指标，指导并激励地方政府逐步放松户籍管制，对长期居住在当

地的外地户籍人员给予落户。 

第二，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市民化成本共担机制，减

轻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和农民工本

人的支付能力，支付相应的市民化成本。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应分担职

工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等方面的部分成本。企业应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和政策，保障农民工正常的工资待遇，加强对农民工的

技能培训，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职业病防治措施、缴

纳相应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等。此外，可以通过建立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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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为农民工进城积累启动资本，使农民工个人也有能力承担一部

分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包括城镇定居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子女和自身

的教育培训等费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各级政府统筹协调财政开支，

建立健全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分担机制。改革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政

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以城市实际承载人口为主要依据的政府

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要对支出压力较大、外部性较强、跨

省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作用重要的领域进行补助，从财政上保障新型城

镇化的顺利进行。14
  

第三，通过区域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让中小城市分担大城市户籍改

革的压力。只要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资源配臵差异和公

共福利落差，大部分人口就会向大城市流动。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极

度不平衡，农民愈想落户的城市,愈难落户;农民愈不想落户的城市,愈

容易落户。如东部大中城市不仅就业机会多,而且公共福利质量高,深

受农民的喜爱。15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少，工资相对低。

因此，若要实现中西部小城市分担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压力，就要致力

于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在中西部

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三个“1 亿人”的目标，即到

2020 年，要解决约 1 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 1 亿

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 1 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

                                           
14

 李振京，张林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与总体思路[J].宏观经济管理，2014 （3），

23-26. 
15

 许经勇.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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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个目标表明了中央政府要发展中西部城市以缓解东部大城市户

籍改革压力的决心和思路。近些年，产业集群抱团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的情况越来越多，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工作也成了一个潮流。虽

然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速度较快，但水平较低，各地区人口规模相

差也比较大，城镇体系结构并不合理，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明显。在上

述背景下，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及城市自身的产业发展是市场经济规律

作用下优化产业分工格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东部地区“推力”与中西

部地区“拉力”的双重作用力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该抓住这个历史

机遇，有效积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提高城市自身的“内生”能力。这

样不仅有利于带动当地农业人口的向城市的转移，加速城镇化进程，

而且有利于减少大规模的“非家庭式”异地流动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代

价。16
 

第四，逐步放松大中城市的落户条件与逐步增加对非本地户口的

人群的公共服务应该同时进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考虑到人口规

模、资源紧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短时间内放开大中城市

的落户并不现实。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上，我国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即：将全面

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

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

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尽管大城市放开落户目前并不现实，但

                                           
16

 蒋阿简。“三个“一亿人”考验着谁”，城市中国网：

http://www.ccud.org.cn/2013-12-26/113740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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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例如，很多大城市现

在实行了积分入户制，达到某个积分值即可申请入户。笔者认为，可

以探索把积分和在目的地城市享受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如达到某个

积分值就可以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者子女可以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

等等。这样一来，尽管很多外地户籍人员无法拿到当地户口，但是可

以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才是户籍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事实上，这种积分与当地公共服务挂钩的政策已经在上海、张家

口等城市开始了试点。2013 年 6 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上海市居住

证管理办法》、《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及实施细则，推

出居住证积分制，在户籍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居住证附加公共服

务，随着使用者在工作地生活、工作的时间越长，公共服务也将随之

“升级”。例如，在上海如果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同住子女可在上海市

参加中高考，配偶和同住子女可参加上海市居民社会保险。17也就是

说，居住证是介于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之间的一种身份，享受的当地

公共服务数量也介于二者之间。 

笔者认为，应该继续扩大试点范围，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全国的其

他地区。同时，在积分与公共服务挂钩的数量和等级上可以更加细化

和多元化，逐步缩小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同户籍人口所享受公共服务的

差距。 

第五，在居住证制度的基础上，大中城市探索积分落户与摇号落

                                           
17谢宝富。居住证积分制:户籍改革的又一个“补丁”?——上海居住证积分制的特征、问题及

对策研究[J].人口研究，2014（1），90-97.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3267.htm


 

 

 20 

户制度并举的落户政策。笔者认为，除了积分落户以外，可以探索在

当地工作时间很长、或者拥有居住证的人群中实行摇号落户制度。这

是因为，积分落户制度的本质还是要吸引所谓“三高”人群落户，即高

收入，高学历，高资产，而对于大多数技能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外

来人口而言则毫无机会。例如，上海市实行的居住证积分制度中，把

教育水平、财富高低作为主要的积分指标，这会让很多人丧失提高积

分、进而享受更多公共服务的机会。 

表 3 现有积分制度的显著特征（以上海为例） 

特征 具体表现 

高资产、高收入者更受欢

迎 

持证人在本市投资创办企业，按照个人投资份额计算，最近连续

3 年平均每年纳税额在 1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或平均每年聘用本市

户籍人员在 10 人及以上，每纳税 10 万元人民币或每聘用本市户

籍人员 10 人积 10 分，最高 100 分。持证人最近连续 3 年在本市

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等于以及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社会平

均工资的 80%～1 倍、1 倍～2 倍、2 倍以上的，分别积 25 分、

50 分、100 分 

高学历者 

更受欢迎 

持证人取得大专学历、大学本科学历、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分别积 50、60、90、

100、110 分 

高技能者 

更受欢迎 

持证人取得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分别积 15、30、60、100、140 分; 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分别积 100、140 分 

 

如果在常住的外地人口中采用摇号落户政策，可以让很多较低收

入的外来人口看到希望，提高社会的机会均等化程度，促进公平正义。

这实际上与很多大城市实行的车牌摇号制度类似，尽管不是有效率的

市场手段（没有让支付意愿最高的群体得到商品），但却让每个人都

有相同的摇号机会，是一种典型的偏向公平的政策选择。著名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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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 Ravallion 和 Lokshin（2000）18提出过“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

指出如果每个穷人都能看到变富有的希望，这个社会就构造了一种社

会阶梯（social ladder),使得每个人都充满希望进而努力工作，就比如

那些在隧道中等火车的人们，也许这班车没赶上，但是相信自己能赶

上下一班列车。因此，在大中城市实行积分落户与摇号落户并举的制

度，是一种效率和公平的权衡结果，让一位户口在中西部地区、却在

北京工作很多年的普通工人也能有落户北京的希望和机会，对中国来

说也就构造了一种“社会阶梯”，促进了社会公平。 

 

五、结语 

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当前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主要因素，是制约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障碍。本文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公共

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使无论何种户籍属性的居民在同一地区内享受到

同等的公共服务与各种社会福利。此外，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工程，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激励，还需要很多与户籍

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如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等。

最后，探索大中城市的积分落户与摇号落户并举的改革措施，会在兼

顾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尤其是促进机会的均等化，有利于实

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只有这些政策共同作用，协调实施，才能真

正推进“人的城镇化”，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18

 Ravallion, M. and M. Lokshin, 2000, “Who Wants to Redistribute?: The Tunnel Effect in 1990s 

Russi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1), pp. 8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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