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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自雇创业的城镇医疗保障效应

—— 以基于广州外来人口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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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自雇创业成为外来人口重要的就业形式，而关于自雇与受雇两

种就业形式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为重要。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州数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中的卡尺匹配，在消除自雇者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外来人口受雇就业与自雇创业者

间的城镇医疗保障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来人口自雇创业者在城镇医疗保障参与度方

面明显低于受雇者，自雇就业形式对于外来人口的城镇医疗保障具有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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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迁移是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

现象，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就业市场的迁移

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迁往

城市，以谋求更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但农

民工本身的素质和受教育水平的低下使其难以成

功的融入到城市工作中去，[1] 同时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的差异使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就业上面临

着城市就业部门的户籍歧视，[2] 从而使得农民

工群体在工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本地

就业员工都处于相对弱势。[3] 与此同时，城市

外来人口还包括一部分非农劳动力，他们虽然相

比农民工群体具有更高的素质水平和非农户籍身

份，但作为外来人口同样与城市本地员工存在就

业差异。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外来人口的就业状况可以

划分为自雇创业与受雇就业。在自雇创业还是受

雇就业的选择上，外来人口选择自我雇佣的比例

远高于城镇本地工人。[4] 外来人口选择自我雇佣

而不是受雇就业，往往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

益。相对于受雇就业，外来人口在城市中自雇创

业能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和更为自由的自我发展，

减少来自城市就业人员的的就业歧视与排斥。相

关研究表明，在农民工群体中，自我雇佣者不仅

在收入方面明显高于工资获得者，[5] 而且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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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社会融入感方面也明显高于受雇者。[6] 因

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中选择自雇创

业，且能力越强，资本越多的农民工更容易走向

自雇创业的道路，具有更好的自雇佣概率。[7][8]

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风暴后，城市农民工自我雇

佣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且农民工自我雇佣不再

是在城市就业歧视下的一种被动选择，相反，自

我雇佣已经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逐渐开始优先

考虑的就业形式。[9]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

人口就业形式的自我雇佣化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

进程的一大特点，对这一就业形式的研究也越来

越受重视。

作为就业待遇的重要方面，对外来人口自雇

创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重视。

有学者认为自雇农民工与受雇农民工相比拥有更

低的社会保障，主要原因在于受雇者拥有更为丰

富的社会保障选择。[10] 在众多社会保障中，医

疗保险是目前农民工最迫切希望完善与参与的险

种，[11] 这与农民工多从事高危、高劳工作有直接

联系。同时相比于受雇农民工，自雇者往往面临

着相对更高的工作风险，因此更为需要医疗保险

等社会保障的深入与全面覆盖。[12] 虽然自雇农民

工对于社会保障等劳动福利有着较高的诉求，但

现实中的他们实际享有各类社会保险的比率却显

著较低。[13]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城市医疗保险

在设计与对象方面主要考虑城市本地人，导致农

民工在城市参保率普遍偏低；[14] 另一方面，相比

于受雇者，自雇创业的农民工因为信息不对称等

因素，在城市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方面也会出现更

低的情况。[15]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多关

注外来人口户籍歧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而

专门针对外来人口自雇创业对城镇医疗保障影响

问题研究仍相对缺乏，已有研究对样本选择性偏

差问题的考虑不足，同时，现有研究多针对农民

工群体，而忽略了外来人口中的非农户籍人口。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数据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广州市为

例考察外来人口自雇创业对城镇医疗保障的影响。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

用的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对外来人

口群体的社会特征进行相应的描述，然后利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对外来人口自我雇佣对城镇医疗保

障的影响进行分析说明；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

结和政策建议。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调查，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调查对象为

外来流动人口（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

区（市、县）户籍的 15 周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流

动人口），既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也包括外来城

镇人口，调查范围覆盖广州全市，调查内容包括

流动人口的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等内容，样本量

为2000个，为本研究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数据支持。

（二）模型设定

本文要研究的主题是自我雇佣对外来人口城

镇医疗保障的影响，最理想的方法是分别采集到

外来人口自雇和受雇状态时的城镇医疗保障情况，

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即为自我雇佣的城镇医疗保

障效应。但是在现实的调查中只能收集到每个外

来人口作为自雇或者受雇身份时的其中一个观测

值。同时，由于不同的外来人口在年龄、受教育

程度、社会经历等因素上都存在许多差异，所以

也不能单独用自雇者与受雇者城镇医疗保障之间

的差异来衡量自我雇佣对城镇医疗保障的影响。

为此，本文将采用 Rosenbaum 和 Rubin（1983）

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自我雇佣的社

会保障效应进行研究。PSM 方法是建立在反事实

分析框架下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思想是通过

得分匹配的方法，找到与每一个处理组样本除核

心解释变量外其他方面特征都相同或类似的参照

组样本，通过将处理组与参照组进行匹配与比较，

以此来尽可能地消除偏误。在本文中，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首先，在分组的前提下，通过 logit 模型来

预测广州市外来人口选择自我雇佣的条件概率，

即每一个样本的倾向得分，logistic 概率分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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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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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和（2）式中，W 为被调查者是否进

行自我雇佣的二分类就业方式变量，Pi 为第 i 个

外来人口选择自雇形式的条件概率，β 为估计系

数，Xi 为纳入该模型的解释变量，μ 为误差项。

接下来本文主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中的卡尺

匹配法，卡尺匹配即以倾向得分为依据，在控制

组（受雇者）样本中向前或向后寻找最接近干预

组（自雇者）样本得分的对象，并形成匹配，使

自雇者都有一个倾向得分大致相同的受雇者与之

对应，采用卡尺匹配法能更好的消除自我雇佣样

本的选择性偏差。

假设在卡尺匹配法中，Pi 和Pj 分别表示的是

自我雇佣者和受雇者的倾向得分，用I1 和I0 来表

示自雇者和受雇者的集合，ε 表示两个样本之间

倾向得分的绝对距离，即卡尺。当样本之间倾向

得分的绝对距离小于所设定的卡尺时，即选取j

作为 i 的一个匹配：

01,, IjIiPP ji    

采用卡尺匹配后，匹配后的样本几乎可以使

用所有类型的多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由于本文

研究的是外来人口中选择自雇创业的城镇医疗保

障效应，把它作为解释变量，属于典型的二分变量，

因此本文采取离散选择模型 logit 模型来进行实

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基本模型假定如下：

  iii XWYlogit )(  

(4) 式中，Y 表示为外来人口是否参加城镇

医疗保障；a 为常数项；βi 为估计系数；W 代表

劳动者就业身份是否为自雇创业的二值选择变量； 

Xi 为纳入模型中的第 i 个影响外来人口城镇医疗

保障的解释变量；γi 为相应的解释变量系数； 

ε 为误差项。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参与城镇医疗保

（1）

（2）

（3）

（4）

障的因素很多，主要取决于外来人口城市融入度

和外来人口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本文尽可能多的

选取这些变量纳入模型方程中，外来人口的城镇

医疗保障主要取决于户口类型、流动类型、流动

时间、流动原因、离开户籍的时间与原因、是否

长期居住和总收入，此外模型方程中还加入了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有无老人小孩等控制变量。

变量的设置、含义以及取值见表 1。

表 1  变量设定与说明

变量 含义及取值

是否自雇 是 =1；否 =0

医疗保险
设为虚拟变量，对照组为没有医疗

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是 =1；否 =0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是 =1；否 =0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是 =1；否 =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是 =1；否 =0

户口类型
农业，农业转居民 =1；非农业、非

农业转居民 =0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年龄 以岁为单位

教育水平 设为虚拟变量，对照组为未上过学

小学或初中 是 =1；否 =0

高中或中专 是 =1；否 =0

大学及以上 是 =1；否 =0

婚姻状况 已婚 =1；其它 =0

本次流动类型
设置为虚拟变量，跨省流动 =1；省

内流动 =0

本次流动时间 以 2017 年为截至时间，以年为单位

本次流动原因 因工作流动设为 1，其他设为 0

首次离开户籍时间 以 2017 年为截至时间，以年为单位

首次离开户籍原因 因工作流动设为 1；其他设为 0

本地就业人数 受访者家中在广州市的就业人数

总收入 以月为单位，取平均值

是否想好长期居住 是 =1；否 =0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 是 =1；否 =0

是否有小孩 是 =1；否 =0

是否有老人 是 =1；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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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是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本文共获得

1821 个有效样本值，其中自雇者 730，受雇者

1091，自雇创业比率达 40.1%。自我雇佣者与受

雇者在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家庭中在本地

就业人数、总支出与总收入、流动时间与原因、

离开户籍年份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距，自雇者的

平均年龄 37.19 岁，受雇者平均年龄 33.49 岁，

高出 4.3 岁。受雇者在总支出与总收入方面与自

雇者有较大的差距，说明自雇创业可以为外来人

口创造更多的收入。

从城镇医疗保障来看，在城镇医疗保险参与

度方面，受雇者明显高于自雇者，从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来看，受雇者参与度（46.4%）远远高于自

雇者（5.9%），两者相差 40.5 个百分点，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的参与度受雇者也高于自雇者 2个百

分点。但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方面，自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全样本 自雇 受雇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0.552 0.497 0.747 0.435 0.423 0.494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0.037 0.188 0.048 0.214 0.029 0.169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042 0.200 0.030 0.171 0.050 0.217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0.301 0.459 0.059 0.236 0.464 0.499

户口类型 0.873 0.334 0.896 0.306 0.857 0.350

性别 0.532 0.499 0.540 0.499 0.526 0.500

年龄 34.97 8.588 37.19 8.120 33.49 8.575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0.556 0.497 0.666 0.472 0.482 0.500

高中或中专 0.312 0.463 0.275 0.447 0.336 0.473

大学及以上 0.126 0.332 0.0548 0.228 0.174 0.379

婚姻状况 0.743 0.437 0.907 0.291 0.633 0.482

本次流动类型 0.375 0.484 0.377 0.485 0.373 0.484

本次流动时间 5.284 4.203 5.507 3.888 5.135 4.396

本次流动原因 0.985 0.121 0.984 0.127 0.986 0.117

首次离开户籍时间 10.86 6.875 12.23 6.745 9.940 6.811

首次离开户籍原因 0.918 0.275 0.934 0.248 0.907 0.291

本地就业人数 0.271 0.581 0.0384 0.279 0.427 0.671

总收入 8.256 0.534 8.372 0.666 8.179 0.405

是否想好长期居住 0.577 0.494 0.644 0.479 0.532 0.499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 0.445 0.497 0.534 0.499 0.386 0.487

是否有小孩 0.946 0.227 0.966 0.182 0.932 0.252

是否有老人 0.560 0.497 0.638 0.481 0.507 0.500

样本量 1821 730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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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则高于受雇者 30多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合作

医疗保险方面自雇者也高于受雇者近2个百分点。

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自雇者在城镇医疗保险方

面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受雇者，但这种差异有可能是

由于自雇者与受雇者两群体间的特征差异造成的，

为了单纯考察自雇就业形式对城镇医疗保障的影

响效应，需要利用计量方法进一步验证。

（二）数据平衡性检验

在进行匹配之前，首先需要进行数据平衡性

检验，如果自雇者和受雇者在所纳入模型的变量上

没有显著差异，则数据是平衡的，样本间没有选择

性偏差，不需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反之，则需要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本文若直接将受雇与自雇者进

行比较，则无法得出偏好、能力等个体特征原因所

导致的估计偏差，进行数据平衡性检验则可以判断

外来人口的自雇创业行为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从全部样本均值和卡尺匹配处理后的均值比较结

果可以看出，除性别、本次流动类型和本次流动原

因外，其余变量方面自雇者和受雇者都存在着明显

的区别。这说明数据存在着不平衡性，需要控制

样本选择性偏差使结果无偏。在进行卡尺匹配后，

除本次流动原因外，自我雇佣者和受雇者在其他解

释变量上的差异变得不明显，说明匹配效果较好，

匹配结果与 logistic 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和预测倾向得分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全部样本均值 卡尺匹配均值 (Y1-Y4) 自雇倾向得分

logistic 回归系数自雇 受雇 P值 自雇 受雇 P值

性别 0.540 0.526 0.569 0.538 0.534 0.882 -0.014

年龄 37.195 33.486 0.000 37.157 37.359 0.628 0.010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0.666 0.482 0.000 0.662 0.661 0.991 0.837

高中或中专 0.275 0.336 0.006 0.279 0.276 0.893 0.394

大学及以上 0.055 0.174 0.000 0.055 0.058 0.816 -0.671

户口类型 0.896 0.857 0.015 0.897 0.899 0.919 0.249

婚姻状况 0.907 0.633 0.000 0.906 0.920 0.331 1.330***

本次流动类型 0.377 0.373 0.874 0.374 0.382 0.769 0.163

本次流动时间 5.507 5.135 0.064 5.535 5.679 0.518 -0.039***

本次流动原因 0.984 0.986 0.642 0.985 0.954 0.001 -0.703

首次离开户籍时间 12.232 9.440 0.000 12.142 12.139 0.994 0.023**

首次离开户籍原因 0.934 0.907 0.035 0.935 0.905 0.036 -0.098

本地就业人数 0.038 0.427 0.000 0.033 0.042 0.468 -2.063***

总收入 8.372 8.179 0.000 8.356 8.301 0.062 0.620***

是否想好长期居住 0.644 0.532 0.000 0.641 0.675 0.175 0.081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 0.534 0.386 0.000 0.531 0.556 0.340 0.368**

是否有小孩 0.966 0.932 0.002 0.967 0.969 0.789 0.787***

是否有老人 0.638 0.507 0.000 0.638 0.653 0.539 0.002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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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

在没有控制样本选择偏差时，自我雇佣的城

镇医疗保障与受雇者的城镇医疗保障存在明显的

差距。为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利用卡尺匹

配重新估计自我雇佣的城镇医疗保障效应。在被

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Y1）、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Y2）、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Y3）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Y4），

其中城镇居民医疗保险（Y3）和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Y4）代表城镇医疗保障，而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Y1）、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Y2）

作为比较对象。表 4 所示是对样本进行匹配前后

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匹配前，自雇

创业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自雇创业则

具有具有正向影响。

采用卡尺匹配法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的回归

结果表明，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自我

雇佣对外来人口的城镇医疗保障依然存在显著的

表 4  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决定方程的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

Y1

（匹配前）

Y1

（匹配后）

Y2

（匹配前）

Y2

（匹配后）

Y3

（匹配前）

Y3

（匹配后）

Y4

（匹配前）

Y4

（匹配后）

常数项 0.151 0.100 4.050 3.936 -19.800*** -19.050*** -6.960*** -7.416***

自雇 1.335*** 1.336*** 0.860*** 0.863*** -0.793*** -0.797*** -2.904*** -2.915***

性别 0.024 0.010 -0.141 -0.142 -0.570** -0.571** -0.051 -0.057

年龄 -0.032*** -0.031*** 0.007 0.007 0.093*** 0.091*** 0.001 0.001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0.284 0.297 -1.834 -1.831 16.040*** 16.040*** -0.704 -0.701

高中或中专 -0.192 -0.177 -1.712 -1.716 16.580*** 16.610*** 0.159 0.145

大学及以上 -0.641 -0.632 -2.536** -2.542** 15.880*** 15.930*** 0.974 0.948

户口类型 1.809*** 1.786*** -1.815*** -1.814*** -1.805*** -1.791*** -0.371* -0.374*

婚姻状况 0.392** 0.376** -0.634* -0.636* -0.649* -0.571 0.387** 0.379**

本次流动类型 -0.198* -0.203* 0.287 0.286 0.231 0.202 -0.032 -0.036

本次流动时间 -0.042*** -0.042*** 0.003 0.001 -0.038 -0.029 0.070*** 0.068***

本次流动原因 0.395 0.441 -1.166 -1.173 -2.372** -2.288** 1.331** 1.334**

首次离开户籍时间 0.051*** 0.051*** -0.067** -0.066** -0.058** -0.069*** -0.021 -0.019

首次离开户籍原因 0.609*** 0.588** 0.386 0.377 1.289 1.224 -0.877*** -0.886***

本地就业人数 -0.219** -0.223** -0.312 -0.305 -0.652** -0.632** 0.348*** 0.345***

总收入 -0.292** -0.290** -0.380 -0.363 0.177 0.0884 0.735*** 0.794***

是否想好长期居住 0.358* 0.356** -0.791 -0.788 0.811** 0.824** -0.142 -0.144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 -0.526*** -0.524*** 0.425 0.424 0.091 0.100 0.468** 0.472**

是否有小孩 0.058 0.056 0.355 0.348 -0.616 -0.611 0.069 0.069

是否有老人 0.017 0.018 0.309 0.309 -0.175 -0.170 0.052 0.052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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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自我雇佣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仍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

响在匹配后变得更为明显。同时，自我雇佣对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Y1）、城乡居民合作医疗

保险（Y2）的参与仍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匹

配后这种正向影响也更为明显。从农民工与非农

户籍外来人口比较来看，非农户籍外来人口的城

镇医疗保障参与度更高，这一结论在匹配前后都

成立。

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是匹配前还是匹配后，

自雇创业对于城镇医疗保险参与都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并且匹配后的这一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这

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纯因为就业形

式的差异造成的城乡医疗保障差异仍显著存在，

自雇创业这一就业形式的城镇医疗保障仍显著低

于受雇就业。此外，由于本研究在回归方程中加

入了户口类型变量，因此也控制了户籍身份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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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建立在匹配的基础

上，为了更加清楚的反映出 PSM 的结果，我们对

匹配前后自雇者与受雇者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密度

进行了比较（如图 1）。从图 1中可以明显看出，

在匹配前自雇者和受雇者在选择自雇创业的倾向

得分方面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别，而在匹配之后，

两者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分布已经非常接近。这

表明，两者在各特征变量方面都已经十分接近，

匹配效果较好。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外来

人口的就业形式不再仅仅局限于受雇就业，越来

越多的城市外来人口选择自雇创业的就业方式跻

身于城市劳动力市场，而自雇者的城镇医疗保障

问题作为就业待遇的重要内容理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本文通过采用卡尺匹配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

问题，对城市外来人口自雇创业的城镇医疗保障

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受

雇外来人口，自雇创业外来人口的城镇医疗保障

水平更低。也即相对于受雇外来人口，自雇创业

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低。针对不同类型的

社会保障，外来人口的其他特征也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医疗保险，年龄、婚

姻状况、就业人数和居住意愿均对其表现出显著

差异；对于城镇医疗保险，学历、婚姻状况和居

住意愿也将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在匹配的前提下，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自雇创业这一就业形式具有负向的城镇医疗保障

效应。

在当前“双创”的大背景下，自雇创业已成

为城市外来人口实现就业的重要形式，并将在新

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

作为就业待遇的重要内容，城镇医疗保障面向自

雇创业者的覆盖不足则有可能对这一就业形式产

生抑制作用，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的相关

政策，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自

雇创业者的医疗保障诉求，建立公平公正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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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前后自我雇佣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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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 Medical Security Effects of the Self-employed Migrants
——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Migrants 

in Guangzhou

LI Chao, MENG Fanqia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220 )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urba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employment. Thus, the comparative employment 

study of the self-employed and the employed workers draws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data of Guangzhou from the 

national migrants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s in 2015, this paper has made a comparison of the urban medical security effects between the self-

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s by using the caliper matching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eliminating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of the 

self-employed worker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under similar conditions, the urban medic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self-employed 

migrant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mployed workers and the self-employm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urban medical security.

Key words: Migrant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 urban med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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