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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收缩背景下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
——以东莞为例
孙文睿，黄

旭，薛德升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摘 要：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
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
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
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 2013 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
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
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
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
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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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统外向型制造业遭到严
重打击，“倒闭潮”“失业潮”下东莞接近一半的城
镇面临收缩，出现大量人口流失、企业外迁的现象
（杜志威 等，2017）。收缩现象发生后，城市面临
着人力资源匮乏、厂房出租屋空置、经济持续放缓
和城市竞争力大幅下降等问题（高舒琦，2015）。
对于本地人口数量有限的东莞来说，如何减少人口
流失、减弱城市收缩影响尤为重要。从引起城市收
缩的影响因素来看，入户入学难度大、人口政策吸
引力不足是导致东莞人口流失的重要因素（李郇
等，2015；符家铭 等，2018）；从已有成功实践来
看，莱比锡政府通过制定外来人口吸引政策有效缓
解了城市收缩现象（Ubarevičienė et al., 2016）。综
合影响因素与成功实践可知，制定满意度高和具有
吸引力的外来人口政策是缓解东莞城市收缩的重要
措施。
以往关于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的研究，大多数

关注单一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如工作满意度
（姚植夫 等，2012）、就业满意度（程名望 等，2013；
王自亮 等，2014）、住房满意度（李世龙，2015）、
公共服务满意度（徐增阳 等，2017）、培训满意度
（伍旭中 等，2014）和信息满意度（陶建杰，2013）
等。上述研究发现个体特征、社会保障和对城市生
活方式的认同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
度；收入、医疗卫生、户籍制度和城市适应性等因
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政策制度、
社会公平和社会组织等因素影响外来人口就业满意
度；性别、年龄、收入和进城务工时间等因素对新
生 代农民 工的住 房满意 度有 显著影 响。李 练军
（2016）对于综合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进行研究
发现，就业、房屋租住、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变
量显著影响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但尚未关注不同特
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与影响因素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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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选择综合外来人口政策作为评价
对象，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重点对比东莞
不同人口特征与迁移经历的外来人口的政策满意程
度及其影响因素，试图具体探讨“东莞综合外来人
口政策满意度怎样？”
“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已
入户与未入户人群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何差
异？”以期为城市外来人口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参
考，从而更好地提升外来人口城市生活质量并增强
其定居意愿，稳步应对城市收缩与外来人口流失影
响，为应对城市收缩提供案例支撑。

研究区域：东莞城市收缩与外来人
口政策

1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毗邻港澳，地处“穗
莞深港”世界级城市走廊。改革开放后凭借其地缘
优势、外来人口红利成为“世界工厂”，但高速增长
的东莞模式同样存在产业附加值低和外向依赖性太
强等问题（刘继云 等，2009；孙霄汉，2009）。在
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工厂倒闭，东莞外
来 人 口数 量由 2008 年的 552.5万 锐减 至 2009 年的
429.96万（图1）。人口收缩的同时，部分地区出现
了经济衰退、厂房与出租屋空置等城市空间收缩现
象（秦小珍 等，2017）。
为应对金融危机与城市收缩，东莞市政府提出
“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策略。社会转型方面关注
外来务工人员的本地化，确定“新莞人”为外来人
口的新称谓，试图实现从本地与外地户籍人口分割
外来暂住人口数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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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向本地与外来人口融合型社会转变（陈洪，
2007；徐建华，2011）。2008年东莞市政府率先建
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专门机构——新莞人服务
管理局，从就业、社保、劳动和子女入学等方面力
求为新莞人打造理想居地（王晓易，2014）。就业
方面保障同工同薪，保护新莞人权益，严格落实最
低工资标准，实施新莞人培训工程，提升其劳动技
能；社保方面打破户籍和城乡界限，建立了全市统
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全市参保人统一制度与标
准；住房方面建设新莞人廉租公寓，改善新莞人生
活环境；子女入学方面每年建设10所新莞人子女学
校，进一步解决新莞人子女的就学问题；鼓励新莞
人参与东莞事务管理等（吴冰，2011）。
同时，东莞市政府不断完善作为外来人口政策
核心的积分入户政策。2010年，东莞市政府颁布《东
莞市积分制入户暂行办法》，
积分入户加分项目包括
个人素质、社会贡献、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在莞投
①
资纳税情况、激励条件和居住情况等六大类 （东
莞市政府，2010）。2011年积分制入户办法进一步
规定：满足年龄、在莞工作时间等要求的技术人员
与高学历人员、受市委或政府表彰人员、杰出投资
纳税人3类人群可直接在申请街道获得入户资格（东
莞市政府，2011）。2012年加分项目中增加了企业
引导与选拔考试两类加分项
（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
2012），充分体现了东莞对于高学历、高素质和高
资本人才的重视。
综上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人口收缩现象出现
后，东莞政府高度重视占总人口比重超大的外来人
口的民生问题，积极推行外来人口政策。因而，以
东莞为例研究城市收缩背景下的外来人口政策满意
度具有代表性与可行性。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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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0—2016年东莞外来暂住人口变化
Fig.1

Temporary resident population of Dongguan during 1990-2016

数据来源：东莞统计年鉴 2017。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2013年4月于东莞全市范围内所有
②
镇街 进行的《东莞市社会建设规划——积分入户
口工作生活调查》
《东莞市社会建设——未入户人口
工作生活调查》的调查问卷，调查面对已入户人群
和未入户人群两类群体，共发放800份问卷，回收773
份问卷，剔除缺失值的个案后进入分析模型的有效

① 个人素质（文化程度、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作年限），社会贡献（参加献血、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和表彰奖励），参加社会
保险情况，在莞投资纳税情况，激励条件（科技专利与成果、技能竞赛奖项、计划生育和地区引导），居住情况（在莞居住时间和居所情况）
。
② 所有镇街包括莞城街道、南城街道、东城街道、万江街道、石碣镇、石龙镇、茶山镇、石排镇、企石镇、横沥镇、桥头镇、谢岗镇、东坑镇、
常平镇、寮步镇、大朗镇、黄江镇、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长安镇、虎门镇、厚街镇、沙田镇、道滘镇、洪梅镇、麻涌镇、中堂镇、高埗镇、
樟木头镇、大岭山镇和望牛墩镇 32 个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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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为661个，问卷有效率为82.63%。
观测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制度因素、社会认同、社
2008以来东莞各城镇收缩发展情况存在内部差
会参与4大类，共13个指标。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方面
异。其中潜在收缩城镇包括石碣镇、石龙镇、石排
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和东莞有无房产；制
镇和企石镇；显著收缩城镇包括东南部山区片区樟
度因素方面重点关注户籍制度对于外来人口教育、
木头镇、黄江镇、塘厦镇与西北部水乡片区中堂镇、 医保和住房等方面的影响；社会认同方面，褚荣伟
高埗镇、望牛墩镇、道滘镇；剩余城镇为持续增长
等（2014）认为当地语言熟悉程度对于外来农民工
或转型增长型城镇（杜志威 等，2017）。其中面向
的社会认同感塑造至关重要。此外，满意治安环境、
收缩（潜在收缩与显著收缩）城镇的发放问卷278
越熟悉东莞，其社会认同感也会越高，因此选择粤
份，占比34.75%；面向增长型（持续增长与转型增
语熟悉程度、治安环境评价和熟悉东莞与否作为构
长）城镇共发放问卷522份，占比65.25%。
建社会认同的具体指标。社会参与方面，主要选择
2.2 调研对象特征
是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是否经常利用网络浏览
因变量为受访者的综合政策满意度，在问卷中的
新闻作为具体指标。
具体问题设定为“您认为东莞针对外来人口的相关政
本研究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34.2岁；男性比例
策如何？”，若受访者“认为东莞针对外来人口的相 （60.4%）高于女性；15.0%的人群学历为本科及以
关政策很好或好”则视为满意，其余选项视为不满意。 上；29.5%的人群在东莞有房产；46.0%的群体（曾）
统计结果显示，全体外来人口有661人，政策满意度
因没有本地户口而遇到教育与培训政策差别待遇；
为44.2%，已入户人口有185人，政策满意度为56.8%， 相较于教育差别待遇，仅有13.3%的人因没有本地
未入户人口有476人，政策满意度仅为39.1%（表1）
。
户口而遇到住房制度差异的困难（见表1）。可见外
结合问卷设置与模型自由度考虑，自变量选择
来人口以中青年人为主，他们既是主要的劳动力，
表 1 外来人口、未入户人群与已入户人群基本特征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non-r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household population
基本特征

全体外来人口

未入户人群

已入户人群

政策满意度

44.2

39.1

56.8

均值

34.2

33.2

35.1

女

39.6

38.4

42.2

男

60.4

61.6

57.8

本科以下
本科及以上

85.0
15.0

90.8
9.2

70.3
29.7

≤2 000 元
2 001~5 000 元

28.6
50.4

35.5
50.4

11.9
49.7

年龄/岁
个
人
社
会
经
济
特
征

性别
学历

月收入

＞5 000 元

21.0

14.1

38.4

在东莞无房产

70.5

80.9

44.9

在东莞有房产

29.5

19.1

55.1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教育与
培训政策待遇差别

否

54.0

47.7

70.8

是

46.0

52.3

29.2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
社保医保待遇的麻烦

否

65.7

62.4

74.6

是

34.3

37.6

25.4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
住房制度差异的困难

否

86.7

84.9

90.8

是

13.3

15.1

9.2

完全不懂/能听一些/能听但不会说
完全可以听、说/基本可以听、说

46.9
53.1

47.3
52.7

45.9
54.1

不满意

57.9

60.7

50.3

满意

42.1

39.3

49.7

否
是

23.3
76.7

27.3
72.7

13.5
86.5

否

90.2

92.0

85.4

是

9.8

8.0

14.6

否

39.0

43.3

28.6

是

61.0

56.7

71.4

东莞房产情况

制
度
因
素

粤语熟悉程度
社
会
认
同

治安评价
是否熟悉东莞

社
会
参
与

是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是否经常利用网络浏览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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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变量发生比的变化幅度，被称为发生比率。
Exp(β)＞1，意味着自变量增加，因变量发生的概率
增加；＜1意味着自变量增加，因变量发生的概率减
小；＝1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或不发生没有影
响（王济川 等，2001）。

也是未来定居入户的主要潜在群体。其中占比不小
的高学历人群是入户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群。另外，
外来人口中仍有超过大半的人群子女教育问题亟待
解决。
2.3 研究方法
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设立模型1、2、3分
别探究全体外来人口、未入户人口和已入户人口政
策评价影响因素。二项Logistic模型的公式如下：
n
 P 
（1）
ln  i   α  βk χ k
k 1
 1  Pi 

3个模型Hosmer and Lemeshow检验的P值＞
0.1，且模型的卡方检验的P值均＜0.01，说明3个模
型拟合效果较好，且自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因变量。

3

 Pi 

式中： 1  Pi  为第i个个案的因变量发生概率与不发

东莞外来人口的政策满意度与影响
因素

3.1 全体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
据模型1显示
（表2），
在个人与家庭特征方面
“学
历”和“东莞有无房产”对全体外来人口的政策评
价有显著的影响。
“学历”与政策满意度呈正相关，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群对政策满意概率是本科以下学历人群的1.661
倍。本科以上学历者往往也是享受人才引进和子女

生概率之比，在统计上称为事件的发生比，将发生
 Pi 

ln
比取自然对数值即  1  Pi  。Logistic模型假定它与

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估
算模型的参数值。将各自变量的参数值β进行指数转
换后得到Exp(β)，它表明自变量的单位变化所引起

表 2 外来人口政策评价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2
因变量（满意＝1，不满意＝0）
个
人
社
会
经
济
特
征

模型 2（未入户人口）

模型 3（已入户人口）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年龄对数

0.094

0.122

1.098

-0.797

0.960

0.451

0.132

1.216

1.142

性别（参照组＝女）

-0.318

0.186

0.727

-0.392

0.227

0.676

-0.129

0.378

0.879

学历（参照组＝本科以下）

0.507*

0.269

1.661

0.608

0.386

1.837

0.773*

0.456

2.166

*

0.251

1.552

-0.218

0.609

0.804

0.372

1.272

0.087

0.665

1.091

**

0.299

0.519

-0.295

0.418

0.745

2 001~5 000 元

0.352

0.223

1.422

0.439

＞5 000 元

0.315

0.294

1.370

0.241

东莞房产情况（参照组＝
在东莞无房产）

**

0.234

0.587

-0.656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教育与
培训政策麻烦（参照组＝否）

-0.389**

0.186

0.678

-0.436**

0.219

0.646

-0.061

0.426

0.941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社保医保
待遇的麻烦（参照组＝否）

-0.190

0.190

0.827

-0.239

0.224

0.788

-0.015

0.420

0.985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住房制度
差异的困难（参照组＝否）

-0.516*

0.284

0.597

-0.816**

0.341

0.442

0.610

0.652

1.840

能否听说粤语
（参照组＝不能听说粤语）

0.218

0.181

1.243

0.140

0.218

1.150

0.527

0.363

1.694

满意治安环境与否
（参照组＝否）

0.737***

0.220

2.089

0.879***

0.265

2.409

0.471

社
会
认
同

是否熟悉东莞（参照组＝否）
是否参与过公共政策制定
（参照组＝否）

社
会
参
与

是否经常利用网络浏览新闻
（参照组＝否）
常量

*

模型 1（全体外来人口）
β

月收入（参照组＝
2000 元以下）

制
度
因
素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valu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policy

-0.532

0.526
1.031

**

***

0.232

1.692

0.318

0.261

1.374

1.929

0.453

1.602

***

0.623

6.882

*

0.617

3.052

**

0.396

2.712

1.116

-0.141

0.403

0.868

-2.831

4.321

0.059

0.318

2.803

0.998

0.253

0.186

1.288

0.363*

0.221

1.437

-2.126

0.451

0.119

-0.605

1.491

0.546

模型卡方检验

144.265（P＝0.000）

99.781（P＝0.000）

51.146（P＝0.000）

-2 对数似然值

763.085

538.067

201.930

Nagelkerke R2

0.263

0.256

0.324

Hosmer and Lemeshow 检验

10.158（P＝0.254）

7.148（P＝0.521）

10.181（P＝0.253）

分析案例数/个

661

476

185

总问卷数/份

773

553

220

**

***

注： 、 、 分别代表 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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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各种优惠政策的群体，因而其对外来人口政
策评价更高。如2013年东莞市义务教育阶段新莞人
子女积分制入学积分方案规定：初中学历的人群其
子女加分为15分，本科学历为80分，硕士研究生或
以上学历为100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加强对低学
历者的政策普及与支持力度是未来提高政策满意度
的重要方向。
“东莞有无房产”与政策满意度呈负相
关，东莞有房产的外来人口对政策满意的概率仅为
参照组（在东莞无房产）的58.7%。可能的原因是：
相较于无房产者，外来人口中的有房产者不仅经历
购房前的诸多限制因素，同时还经历了购房后享受
相关落户待遇的期望落空。因此减少外来人口购置
房产中制度阻碍和提升购房福利待遇等是提升政策
满意度的重要方向。
制度因素方面，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教育政
策差别待遇的外来人口对政策满意的概率为参照组
的67.8%，
（曾）因无本地户口遇到住房政策差别待
遇 的外来 人口对 政策满 意的 概率仅 为参照 组的
59.7%，这与外来人口的生活经历有关，没有遇到
不平等待遇的人群对于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另外，
相比于遇到社保医保问题来说，外来人口更为关注
教育与住房问题，之后的政策制定应高度关注教育
与住房领域。
社会认同方面，
“满意治安环境”的人群对政策
满意的概率是参照组的2.089倍，表现出外来人口对
于治安环境的关注。
“是否熟悉东莞”与政策满意度
呈正相关，熟悉东莞的人群政策满意的概率是参照
组的1.692倍。
社会参与方面，
“是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与政
策满意度呈正相关，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政
策满意的概率是参照组的2.803倍。说明提高公众对
政策的参与度和了解度，有利于政策的接受与实施。
综上所述，所有外来人口中，高学历、东莞无
房产、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
治安、熟悉东莞以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群其政
策满意度更高。
3.2 未入户与已入户人群特征与政策满意度影响
因素差异对比
根据表1、2中进一步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人群
特征与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差异。
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方面为，相较于未入人群，
已入户人群男女比例更为接近，在东莞有房产的比
例（55.1%）远远高于未入户人群（19.1%），同时
具有高学历和高收入的特征。从政策满意度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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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差异来看，
“收入”
“东莞有房产”对未入户人口
的政策评价有显著影响，而对已入户人口无显著影
响。
“学历”对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评价有显著影响，
而未入户人群没有表现出类似特征。
未入户人口模型中“收入”与政策评价满意度
呈正相关，月收入2 001~5 000元的未入户人群对政
策满的概率是月收入≤2 000元人群的1.552倍。相较
已入户人群，
未入户人群中低收入人群比例更高
（见
表1），因收入等经济因素带来的阶层分化导致各个
阶层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评价有明显差异。政府在制
定政策时应给予未入户中的低收入人群更多关注。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东莞有无房产”与未入户
人群的政策满意度呈负相关。未入户人群中在东莞
有 房产的 人群对 政策满 意的 概率仅 为参照 组的
51.9%。2008年起，东莞市政府取消购房入户的政
策，购房人群中尚未达到积分入户要求的群体仍需
办理暂住证，不能直接获得户籍与享受相关入户福
利。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期待购房入户并依靠户
籍解决子女求学等问题的愿望落空，因而未入户人
群中有房产的人群政策满意度不高。
制度因素方面，已入户人群曾因无户口遇到教
育、社保和住房等差别待遇的比例均低于未入户人
群。从政策满意度影响差异来看，户籍制度主要对
未入户人群的政策满意度有影响，已入户人群对教
育和住房差别待遇感受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已入
户人群整体拥有学历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优势，
更能自主跨越户籍制度门槛解决基本的教育与住房
问题，故其感受到的待遇差别不明显。再一次印证
解决未入户人群的教育与基本住房问题成为提高政
策满意度的关键。
社会认同方面，两类人群对于粤语熟悉程度没
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入户群体治安评价更好、对
东莞更熟悉。从政策满意度影响差异来看，
“满意治
安环境”与未入户人群政策满意度呈正相关，与已
入户人群政策满意度关系不显著。相较于已入户人
群，未入户人群对生活中稳定的治安环境更为关注，
这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相吻合。
“是否熟悉东莞”与已
入户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未入户
人群相关性不明显，表明已入户人群更为关注情感
的寄托与当地的融合熟悉度，随着其与当地人在物
质等方面的待遇差距逐渐缩小，内心精神情感需求
凸显。
社会参与方面，已入户人群参与公共政策以及
浏览新闻的比例均高于未入户人群。从政策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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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差异来看：
“是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对于已入
户与未入户人群的政策评价均有影响，呈正相关。
“经常利用网络浏览新闻”与未入户人群的政策满意
度相关性显著，而与已入户人群相关性不明显。这
说明通过网络方式宣传普及外来人口政策，是提高
未入户人群政策了解度与满意度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未入户人群中：中低收入、东莞没
有房产、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与住房差别待遇、满
意治安环境、参与东莞政策制定和经常浏览新闻的
人群政策满意度更高；而已入户人群中：高学历、
熟悉东莞和参与东莞政策制定的人群政策满意度更
高。这种差异性表明未入户人群更关注教育、住房
和治安环境等基础生活需求，已入户人群则更关注
认同感等心理需求，未入户与已入户人口的共性表
明公众参与对于政策满意度的重要性。

4

结论与讨论

实证表明，东莞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评价与影
响因素存在以下特点：1）东莞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
历、东莞无房产、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与住房差别
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群对
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2）已入户人群比未入
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表明以户籍政策为核
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3）相
比于已入户人群，未入户人群因制度和自身经济条
件等因素的限制，更为关注住房、子女义务教育问
题以及需求稳定的治安环境。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
注情感的寄托与社会熟悉度、融入度。
为进一步提升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缓解东莞
城市收缩、人口流失的情况。之后的城市外来人口
政策应重点关注低收入的未入户人群，并首要关注
未入户人群基础教育与住房问题的解决与治安环境
的保障。针对未入户人群的基础教育问题，一方面
不断加大基础教育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减少外来
人口基础教育的障碍，如逐渐稳步推行租售同权制
度，减少房产与教育资源的直接挂钩。针对住房与
治安问题，需要调动政府对外来人口刚需住房问题
的重视，针对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制定差异化政策，
利用多级政府联动与市场手段解决资金和土地等问
题，共同为外来人口提供安全的居所。
第二，已入户人群随着其与当地人在物质等方
面待遇差距逐渐缩小，其内心精神情感需求凸显，
更为关注情感的寄托与当地的融合熟悉度，之后针
对入户人群的政策与措施应加强入户人群与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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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社会融合，宣扬城市的平等包容精神，创造多
元整体。
第三，从政策制定与宣传来看，落实公众参与、
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网络新闻的宣传方式是提高政
策普及度与满意度较为有效的渠道，倡导本地人和
外来人口共同献计献策，提升认同感与归属感。
本文以东莞综合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为研究对
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关注已入户人口
与未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差异，试图理
解不同阶段外来人口需求差异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对于吸引人口定居、应对城市收缩具有一定意
义。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等趋势下城市收缩的现
象将不断出现，同时外来人口群体也在逐渐发生变
化，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城市收缩背景、不断变
化的外来人口群体特征从而保障政策的时效性与可
行性。在利用统计数据把握综合外来人口政策满意
度的同时，也需采用访谈等质性研究手段切实了解
个体诉求，真正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薛德升 等，
2016）才能更好缓解城市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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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Migrant Policy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the Shrinking City: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Sun Wenrui, Huang Xu and Xue Desheng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Dongguan City shran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shrinkage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loss of popul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se, Dongguan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policy to
attract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o settle down. Previous studies on migrant popul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mostly
focus on single policy, such as job satisfaction,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and housing satisfaction.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in policy satisfaction among different migrant population groups ar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population policy (with the hukou system as its 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the non-resident foreign population and the new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2013 survey in Dongguan, the study us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s toward Dongguan migrant policy and its
determina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among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hose with high educational background, no
real estate in Dongguan, no differential treat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housing due to hukou, satisfied with
public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os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migrant population policy. In addition, on comparing non-hukou migrants with new citizens, the study found that
new citizens hold a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This suggests that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some way.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hukou system and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s, Non-hukou migra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housing, children's obligations education and stable publ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contrast, new
citizen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policy should focus on the low-income non-hukou migrants, and focus on the basic education, the
solution of housing problems an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are effective ways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and
satisfaction of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ncourage local people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o
contribute ideas, so a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Final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different urban shrinking backgrounds and understand the population’s real
deman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urban shrinkage.
Key words: shrinking city; migrant; hukou access policy; policy satisfaction; Dongg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