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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基于江苏省 59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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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基于江苏省 14个村庄 597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
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近转移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个人特
征、家庭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分
担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返乡意愿，均能显
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夫妻合作型家
务劳动，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以持续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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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劳动力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就业
创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
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 2019 年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部署，要求重点解决好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对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厉以宁，2018) ［1］。

从转移就业的地点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分为就近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模式。作为连接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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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纽带，县域通常被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本地与异地的分界线;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
产业的时间达到 6个月及以上则实现了转移就业。与此相应，就近转移指农村劳动力在其家庭所在县域范
围内从事非农产业，而异地转移则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本县范围以外地方非农就业。自 21世纪 90年代开始，
异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渠道，出现了民工潮的奔涌。然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异地
转移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并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撂
荒现象;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也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可以有效地减弱
异地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凸显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转移人数
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8 652 万人，比上年增长 1．7%，增速同比提高 0．2个百分点。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地域流向来看，2017
年我国外出农民工( 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17 185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 本地农民工
( 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11 467 万人，比上年增长 2．0%。本地农民工的增速近年来连
续高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逐渐呈上升趋势。此外，报告显示，女性农民工在
全部农民工中的占比达到 34．4%。毋庸置疑，女性劳动力已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
的关注。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包括对农户家庭
增收、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的影响( 盖庆恩 等，2014) ［2］。二是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
的决定( 影响) 因素的研究。例如，王东平( 2011) 从农村劳动力个人、家庭、社区等非制度层面和户籍、土地、
社会性别规范等制度层面，构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决策的理论模型［3］; 韩洪云等 ( 2013 ) 和赵卫红等
( 2012) 重点关注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转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4-5］; 田东芳和范建刚( 2010) 认为人力资本对
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6］;一些研究运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河北、山东和新疆等地区农村女
性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王弘钰 等，2013;吕臣 等，2014; 苏荟，2016) ［7-9］。

总的来看，既往研究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然而大
多数研究未进一步区分劳动力就近转移与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尤其是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社会意义缺乏足够的关注。此外，相关研究大多未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作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就
业创业，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就近转移就业或自主创业，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环境纳入农村劳动
力就近转移的研究范围。基于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资料，
实证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并将制度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模型，进而为实现农村女
性劳动力优质、高效的转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将是否实现就近转移视为一个二向型问题，因此
选择 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决策，将“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
转移”定义为 Y= 1，“农村女性劳动力未实现就近转移”定义为 Y= 0。同时，将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
( 即 Y= 1) 的概率记作 P，其与自变量 X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pi =P Yi = 1 Xi( ) = 1
1+e－Xi＇β( )

其中，Yi 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决策，向量 Xi 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β 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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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pi 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概率。农村女性劳动力未实现就近转移的概率可表示为: 1－pi =

1
1+eXi'β( )

。经过数学变换可得: ln
pi

1－pi( )[ ] =Xi'β。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的概率 P的 Logistic转换可

以表达为:

ln it pi( ) = ln
pi

1－pi( )[ ]
更进一步地，表达成一组自变量的线性组合:

ln it pi( ) = ln
pi

1－pi( )[ ] =Xi'β

因此，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决策的 Logit模型可表示为:
Yi =α+Xi'β+μi

其中，因变量 Yi 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决策，Xi 为自变量，β 为回归系数，α 为常数项，μi 为随机扰
动项。

2．变量选择

本文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禀赋与制度环境三个维
度。其中，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等变量。Schultz( 1961) 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
取决于其迁移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10］。从年龄来看，劳动者的年龄越大，意味着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的
经验越丰富，其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较低，因此预期年龄较大者未实现转移就业的概率较大。Schultz 关于
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启发了后续研究者分析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劳动者受教育
程度越高，其对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学习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就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因此预期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概率较大( 关爱萍 等，2019) ［11］。此外，结合我国国情，农村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使得已婚女性较多从事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因此预期已婚者未实现转移就
业的概率较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未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
业的可能性较大;反之，未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家庭是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庭
禀赋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传统社会分工模式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
但是女性依旧需要兼顾家庭与工作，导致女性外出就业具有较强的家庭依附性。在以家庭总体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的前提下，家人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支持态度、家中儿童少年及老人的照料责任成为影响农村女性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著名经济学家 Ｒeid( 1934) 指出，提升家务劳动技能在家庭中的应用会导致重
新分配家庭内外的劳动力资源［12］。因此，家务分担情况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不可忽视。同
时，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如果家庭经济状况
越好，劳动力转移就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实现转移就业的概率也越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家人
支持转移、家中无儿童少年或老人、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家务劳动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劳动
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较大;反之，未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从制度环境来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败( 张亮 等，2017) ［13］。近
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财政、税务以及金融等各方面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就
业创业，并且相关政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江苏省为例，2016年江苏省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培训 5年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的通知》，在“互联网+”背景下，提出大力发展返乡创业培训基
地、健全完善创业培训体系。到目前为止，江苏省共计 9 个县( 市、区) 入选国家级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为
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揭示制度环境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
就近转移的影响，引入“农民工返乡意愿”变量，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若农村女性劳动力知悉政府关于支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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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并且受政策鼓励有意愿返乡就业创业，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由此，本
文提出假设 3:具有返乡意愿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反之，未实现就近转移就
业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本文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控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
接收容量。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由于本文将农村
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界定为县域范围之内，因此选取劳动力所属县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 来反映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各解释变量的具体赋值方法见表 1。

表 1 解释变量的设定及赋值说明

变量 赋值说明

年龄 16～19岁= 1，20～29岁= 2，30～39岁= 3，40～49岁= 4，50～55岁= 5

个人特征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1，小学= 2，初中= 3，高中或中专= 4，大专及以上= 5

婚姻状况 已婚= 1，未婚= 0

家人态度 0=反对，1=中立，2=支持

家中是否有儿童少年 有= 1，没有= 0

家庭禀赋 家中是否有老人 有= 1，没有= 0

家务分配 自己= 1，自己和丈夫= 2，双亲= 3，家庭所有成员= 4

家庭年收入 1万及以下=1，1万～5万=2，5万～10万=3，10万～15万=4，15万及以上=5

制度环境 农民工返乡意愿 有= 1，没有= 0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所属县域 GDP 的自然对数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在江苏省的实地调查。2018年 8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在江苏省苏州市、盐城市和连云
港市下属 14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按照问卷内容对受访者以一问一答形式进行，受访者均为农村家
庭中的女性劳动力。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苏州市、盐城市和连云港市由南向北排列，因此受访者的分布情况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08 份，其中有效问卷 597 份，有效率达到 98．2%。在有效问卷
中，苏州市 202份，占 33．8%;盐城市 200份，占 33．5%;连云港市 195份，占 32．7%。

对于上述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共有 409位受访者实现了就近转移，占有效样本总数的
68．5%，未实现就近转移者占 31．5%，可见就近转移就业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分地区来
看，苏州市、盐城市和连云港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的比率分别为 92．6%、65．0%和 47．2%，从南至
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地区间差异较大。

对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与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个人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统
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年龄来看，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与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分
布人数最多的组别均为 40～49岁，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分布人数第二多的组别为 50 ～ 55 岁，
占比达 29．3%，而该年龄段农村女性在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中仅占 5．1%;总体上看，未实现就近
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高于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分别为 42．3岁和 39．1岁。从受教
育程度来看，受访者中 62．8%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
动力与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分布人数最多的组别均为初中文化; 总体上看，实现就近转移的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略高于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从婚姻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受访
者为已婚状态，两组农村女性劳动力之间的分布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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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现就近转移与未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个人特征比较

实现就近转移( 409人) 未实现就近转移( 188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6～19岁 0 0．0% 1 0．5%

20～29岁 38 9．3% 18 9．6%

年龄 30～39岁 162 39．6% 46 24．5%

40～49岁 188 46．0% 68 36．2%

50～55岁 21 5．1% 55 29．3%

小学以下 16 3．9% 31 16．5%

小学 126 30．8% 49 26．1%

受教育程度 初中 200 48．9% 86 45．7%

高中或中专 56 13．7% 21 11．2%

大专及以上 11 2．7% 1 0．5%

已婚 399 97．6% 187 99．5%
婚姻状况

未婚 10 2．4% 1 0．5%

进一步考察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地区差异，如表 3所示。从工作年收入来看，苏州市实现
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年收入明显高于盐城市和连云港市，其一半以上的工作年收入达到人民
币 5万元以上; 从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冲突来看，三个地区的分布相似，认为两者不冲突的均超过了 60%。从
外地高薪与就近低薪工作的选择来看，三个地区选择外地高薪的受访者所占比重均是最低的。此外，离家
距离被认为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条件
下，三个地区受访者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均超过了 70%。

表 3 实现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分地区比较

苏州( 187人) 盐城( 130人) 连云港( 92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万及以下 0 0．0% 0 0．0% 0 0．0%

1万～3万 22 11．8% 82 63．1% 38 41．3%

工作年收入 3万～5万 56 29．9% 48 36．9% 52 56．5%

5万～8万 100 53．5% 0 0．0% 1 1．1%

8万及以上 9 4．8% 0 0．0% 1 1．1%

冲突 9 4．8% 0 0．0% 10 10．8%

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冲突 一般 51 27．3% 39 30．0% 25 27．2%

不冲突 127 67．9% 91 70．0% 57 62．0%

外地高薪 9 4．8% 31 23．8% 15 16．3%

外地高薪与就近低薪的选择 就近低薪 43 23．0% 31 23．8% 58 63．0%

视具体情况定 135 72．2% 68 52．4% 19 20．7%

工资收入 36 19．3% 7 5．4% 28 30．4%

回家频率 48 25．7% 37 28．5% 11 12．0%

对就业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 离家距离 99 52．9% 81 62．3% 49 53．3%

自身能力 4 2．1% 1 0．8% 1 1．1%

个人兴趣 0 0．0% 4 3．0% 3 3．2%

是 151 80．7% 97 74．6% 73 79．3%
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是否继续工作

否 36 19．3% 33 25．4% 1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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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本文获取了实证研究所需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所示。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 597)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就近转移状况 0．685 0．465

个人特征 年龄 3．586 0．834

受教育程度 2．719 0．860

婚姻状况 0．982 0．135

家庭禀赋 家人态度 1．620 0．654

家中是否有儿童少年 0．941 0．235

家中是否有老人 0．822 0．382

家务分配 2．342 1．348

家庭年收入 3．032 0．838

制度环境 农民工返乡意愿 0．414 0．493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6．673 0．706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计量结果如表 5 所
示。由模型回归结果可知，该模型拟合优度良好。此外，LＲ检验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自变量全为 0的
原假设，因此该模型总体显著性检验得以通过。结合前文提出的假设，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个人特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中，劳动者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
响均不显著，与假设 1不一致。虽然上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
原因，由于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存在离家近的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劳动力年龄因素而造成的
适应困难，并能缓和已婚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间不同内容和角色而引发的冲突，因此劳动者的年龄和
婚姻状况的差异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就业。

受教育程度这个反映劳动者人力资本特征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就业。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
性，其就业选择的范围越大，也更容易在当地找到较高收入的工作，并且能够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因此
更愿意选择就近转移就业。由此，假设 1部分得到验证。

2．家庭禀赋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

根据表 5，反映家庭禀赋的变量中，家庭中是否有儿童少年和家中是否有老人这两个因素对农村女性劳
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与假设 2不符。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升，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培训机构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母亲对孩子的照料负担;
同时，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老龄化程度也较高，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走在全
国前列，相对来说减轻了家庭照料老人的压力。因此，家中是否有儿童少年或老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
转移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家人态度、家务分配以及家庭年收入等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家人态度
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获得家庭成员支持的农村女性劳
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就业。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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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距离，这说明农村女性在进行就业决策时以家庭整体利益为重，因此家人态度对于其就业选择的影响不
言而喻。家务分配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为正，并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其他家庭成员
参与家务劳动程度越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就业。由于丈夫、双亲或其他家庭成员的
参与大大降低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家务负担，从而使得她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就业中。
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
村女性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就业。实地调查发现，在苏州市、盐城市以及连云港市三个地区实现
就近转移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中，家庭经济情况良好仍然选择继续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比例均超过了 70%，这
意味着家庭收入越高，越能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稳定的生活状态，其转移就业的机会成本越低。由此，假
设 2得到了部分验证。

3．制度环境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

农民工返乡意愿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具有返乡意
愿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与假设 3一致。这一点也得到了描述性统计的佐证，受到政府
的政策鼓励有意愿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实现就近转移者中的占比( 44．5%) 要高于其在未实现
就近转移者中的占比( 34．6%) 。创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江苏省各级政府积极
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并推进落实包括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农村女性
劳动力创业。调查发现，在“互联网+”背景下，受政府政策影响，电子商务创业已逐渐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重要方向。可见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假设 3 得
到了验证。

另外，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
著，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就近转移。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数量往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
越容易吸引当地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

表 5 Logit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参数估计值 Z统计量 P 值

年龄 －0．119 －0．755 0．450

个人特征 受教育程度 0．352＊＊ 2．328 0．020

婚姻状况 －0．564 －0．470 0．639

家人态度 1．534＊＊＊ 8．435 0．000

家中是否有儿童少年 －0．295 －0．485 0．628

家庭禀赋 家中是否有老人 －0．473 －1．617 0．106

家务分配 0．207＊＊ 2．202 0．028

家庭年收入 0．546＊＊＊ 3．199 0．001

制度环境 农民工返乡意愿 1．014＊＊＊ 4．251 0．000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877＊＊＊ 3．674 0．000

常数项 －9．051＊＊＊ －4．469 0．000

McFadden Ｒ－squared 0．309

LＲ Statistic 229．855

Prob ( LＲ statistic) 0．000＊＊＊

观测值 597

注: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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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 2018年在江苏省苏州市、盐城市以及连云港市 14 个村庄对 597 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
据，实证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以教育为特征的人力资本
能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越
大。第二，包括家人态度、家务分配以及家庭年收入在内的家庭禀赋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家人越支持转移、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家务劳动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实
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第三，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知悉政府相关
政策、并且受政策鼓励有意愿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第四，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就
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依据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本文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搭建劳动力资源供求对接平台。从提升人力资本的角度出
发，地方政府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通过丰富培训课程、提高培训质量以及强化机构监
管等措施，进一步增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技能，以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就业。同时，地方政
府还应积极搭建用工企业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对接的服务信息平台，采用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拓
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平衡劳动力的资源供求。

二是改变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
响，长期以来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性别平等的状况。
随着我国市场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有助于促进夫妻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特别
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改变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观念，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推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扶
持，有利于减轻农村女性的家务负担，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

三是加强女性创业辅导服务，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从完善制度环境的角度出发，各级政府应加大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扶持，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管理与服务体系，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地方政府应针对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积极开展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技能与创业水
平。当前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网店、微信售卖的势头正劲，积极合理引导农村女性劳动力寻找商机并利用电
子商务平台创业，在解决就业的同时也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民增收。

四是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从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出发，
地方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特色
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产业覆盖面和资源支配力有限，更需要
发挥特色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作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应合
理规划县域内乡镇企业的产业布局，发展壮大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近
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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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Family Endowment，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Nearby Transfer of Ｒural Female Labor: Based on 597

Questionnaires from Jiangsu Province

SUN Jun-fang，BAO Yue，YAN Wen-ting
( Dongwu Business School，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00，Jiangsu，China)

Abstract: Ｒural female labor transfer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is helpful to farmer income growth and rural village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97 rural female
labors in 14 villages of 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uses Logi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nearby transfer of
rural female lab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arby transf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rural female labor transfer，and that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human capital，family endow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have an impact on the nearby transfer of rural female labor，among which，the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family support attitude，housework sharing，family income，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to start busines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nearby
transfer of rural female labor; while age，marital status，and whether there are children，adolescents or the elderly
in the family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earby transfer of the rural female labor．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arry out vocational training of rural female labor，boost the house work by the cooper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create rural female employment opportunity，so as to
promote the nearby transfer of rural female labor．
Key words: rural labor transfer; nearby transfer; rural female labor;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 human capital; family endowment;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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