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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袁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了郊区农民原有的土地大多都被征用为国家建设

用地袁农民的土地也转化为非农业用地遥 与此同时袁农民失去了地皮之后袁成为了一个边缘群体袁他们既有别于之前的

农民袁又不同于都市的住户袁也就是被大家称之为野失地农民冶的一个群体遥 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再就业问题是目前社

会关注的热点遥 本文以河南省安阳市西郊乡的三个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袁通过调查走访和问卷袁了解并记录了三个村庄

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现状袁运用 SPSS 软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袁以学历水平尧就业观念尧就业信息和政府政策为变

量袁构建了失地农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袁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各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影响袁提出了相应的可行

性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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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明确地指出解决好农业尧 农村尧农
民问题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遥 要构建组织化尧专业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新型

的农业经营体系遥 [1]根据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

领曳统计的数据推测袁2006要2037 年间袁我国被建设

所占用的耕地面积将超出五千万亩袁 而且有大概 2
亿的农民失去他们的耕地遥 [2]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

已成为国家当局关心的焦点遥
国内各领域的很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

我国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袁指出

了再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袁也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遥 邢月梅指出袁土地被征用后袁除
原来那些少数的以二尧三产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变化

不太明显以外袁其他农户的收入都明显下降遥 [3]失地

农民的再就业状况并不理想袁 一是就业不够稳固曰
二是失地农民大多都是以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相关

工作为主袁就业转失业的比例较高曰三是就业创业

观念落后袁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遥 [4]失地农民的就业

状况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院 一种是有一定的资本

可供投资袁市场意识比较强烈袁自己能开办企业或经

营较大的商铺曰 二是除务农外有一定的工作技能和

能力袁平时在外打工袁从事个体商业和服务业曰三是

没有稳定收入袁失去土地后生活比较困难的遥 [5]朱英

杰尧胡于成指出袁要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就

必须开发多元化就业岗位尧发展经济曰[6]鼓励农民积

极创业尧转变当事人的思想观念曰加大政策扶持的力

度,积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曰提高失地农

民的市场竞争力尧 加大培训力度曰 建立社会安全网

络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曰要加速经济发展袁增加就业

岗位袁并规范企业用工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遥 [7原9]还有

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行性政策院 一是像日本和欧

美早期的土地征用政策和失地农民安置措施曰 二是

在农业内部树立品牌袁 打造地方特色袁 发展现代农

业袁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曰三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曰四是

要发展第三产业袁 建立一套适合农业产业化的服务

体系袁 大力发展以物流和中小型企业为重心的农村

第三产业曰五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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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增加失地农民人力资本遥 [10原14]

对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相关研究目前在总体

上仅限于对失地农民再就业近况的调研袁对于失地

农民的保护和赔偿以及征地相关制度的文件较多袁
但是专门针对 野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冶
的研究就相对较少袁[15] 并且以往有关失地农民再就

业的实证研究中袁主要是从影响再就业的一个或者

两个因素来进行研究袁没有将这些因素综合归纳整

合袁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遥 因此袁本
文在对以前的那些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袁对安阳

市三个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袁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影

响失地农民再就业因素问题遥
二尧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将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状况分为再就业成

功率和就业后薪资水平袁再将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

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遥 其中袁个体因素选

取了学历水平和就业观念袁环境因素选取了就业信

息尧政府政策遥 据此袁本文提出以下假设遥
渊一冤个体因素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关系的假设

1. 学历水平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关系的假设

文化水平是指其接受的最高学历遥 众多研究中

都曾指出袁 学历是其研究中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袁
例如袁王旭梅渊2010冤在关于女性创业的研究中指出

学历是影响创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显著变量曰 宋泽

渊2011冤 在关于网络购买意图的研究中指出学历不

同袁人们的购买意图也很不一样遥 从历年来关于失

地农民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袁文化水平的高低对是

否能成功再就业以及就业后的薪资水平高低具有

显著影响遥 从经验角度看袁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越

高袁越有可能找到新的工作袁且工作后的工资比低

文化水平的人要多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遥
假设 H1a: 学历水平与失地农民再就业成功率

呈正相关关系遥
假设 H1b院学历水平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后薪资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遥
2. 就业观念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关系的假设

野观念冶一词曾在多个研究中作为变量被深入

探讨袁有的指出野消费观念冶对消费行为存在重大影

响袁有的提到野创业观念冶对女性创业成功与否有显

著影响遥 在大多数农民的观念里袁他们不愿意从事

竞争性较强尧流动性较大的劳动袁尤其是城郊失地

农民袁其生活水平比普通农民高袁对劳动报酬的要

求也高于普通农民遥 也有部分已经转变就业观念的

失地农民可以理智地看待现状袁积极主动地寻找就

业机会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院
假设 H2a院就业观念与失地农民再就业成功率

呈正相关关系遥
假设 H2b院就业观念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后薪资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遥
渊二冤环境因素与失地农民再状况关系的假设

1. 就业信息畅通程度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关系

的假设

信息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网络的普

及使信息能更快更高效地被运用袁但是失地农民的

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袁接收不到网络上大量的就业

信息袁只能通过传统方法奔走于各个地方遥 而且袁职
业介绍所在郊区很少存在袁失地农民不能集中获取

有效就业信息袁这对失地农民寻找新工作产生了一

定影响袁因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院
假设 H3a院就业信息畅通程度与失地农民再就

业成功率呈正相关关系遥
假设 H3b院就业信息畅通程度与失地农民再就

业后薪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遥
2. 政府政策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关系的假设

目前袁各地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后往往采用经济

形式进行补偿,但这一次性的补偿容易坐吃山空遥从
不同地方不同政策下失地农民再就业现状的比较

来看袁政府的鼓励帮扶政策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和

自主创业有积极影响袁因此袁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院
假设 H4a院政府政策与失地农民再就业成功率

呈正相关关系遥
假设 H4b院政府政策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后薪资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遥
渊三冤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通过总结以上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袁本文构

想出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渊如
图1冤遥

政府支持

学历水平

就业信息

就业观念
再就业状况

再就业成功率

薪资水平

个体因素

环境因素

图 1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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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实证研究

渊一冤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四部分组成遥 第一部分是

个人的基本信息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家庭经济情况等遥
第二部分是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调查袁即调查

再就业状况分为再就业成功率和再就业后薪资水

平袁前者的衡量指标为是否成功再就业及失地后多

久再就业曰后者的衡量指标为工资水平尧新工作稳定

程度和员工福利遥 第三尧四部分分别是失地农民个体

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再就业状况影响的评价调查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河南省安阳市西郊乡的

南士旺尧北士旺和赵常庄三个村庄的问卷调查遥 共

发放问卷 260 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240 份袁有效回收

率为 92.3%遥 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经整理尧 筛选以

后袁录入并分析信息遥
渊三冤实证结果的分析

1. 问卷基本情况分析

此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失地农民男女各 120 名袁
其年龄分布占表 1袁学历状况见表 2袁再就业状况和

方式选择件表 3遥 被调查者中袁 成功再就业的只有

128名袁占总数的 53.3%遥其中男性 82名袁女性 46名遥
表 1 年龄分布

年龄 人数 比例渊%冤
20~30 周岁

30~40 周岁

40~55 周岁

100
100
40

41.67
41.67
16.66

表 2 学历分布

学历 人数 比例渊%冤
文盲

小学学历

初中学历

高中学历

中专中职中技学历

大专或高职

本科及以上

8
14
96
20
64
30
8

3.3
5.8
40
8.3

26.7
12.5
3.4

表 3 再就业方式选择

再就业方式 人数 比例渊%冤
外地务工

在当地从事第三产业

创业或自营门店

打零工

其他

108
58
29
21
24

45
24
12
9

10

2. 量表的信度尧效度分析

渊1冤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因子的信度尧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因子进行了信

度分析袁 结果显示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 琢 值为

0.738袁可以判断各变量与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问卷

各个题目的一致性较好袁所以问卷中失地农民再就

业状况部分具有良好的信度遥
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效度采用因子分析方

法遥首先进行了 Bartlett 球形检验袁检验结果为 KMO
值为 0.726袁大于 0.7袁且显著性小于 0.001袁说明各

维度可以做因子分析遥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

再就业状况各变量的测量维度的结构效度较好遥
渊2冤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因子信度尧

效度分析

根据调查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

因子进行了信度分析袁统计结果表示失地农民再就

业状况影响因素测量题项的 琢 值为 0.849袁 说明影

响因素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遥
对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进行了

因子分析袁以便检验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

构成的有效性遥 由球形 Bartlett 检验得出 KMO 和

Bartlett 统计量是 0.83袁大于 0.7袁说明变量之间具有

比较强的相关性遥 对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的影

响因素要要要包括个体因素尧环境因素量表的 9 个项

目进行因子分析袁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这些影响因素

可以分成四类院学历水平袁主要内容包括最高学历

水平和是否具有专项技能曰就业观念袁主要内容包

括就业地选择尧就业方式选择和创业意愿曰就业信

息畅通程度袁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咨询中介尧是否利

用网络信息曰政府政策袁主要内容包括再就业帮扶

政策和鼓励创业政策遥
表 4 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旋转成份矩阵譹訛

再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 成份

1 2 3 4 5
最高学历水平

是否拥有专项技能

再就业地点选择

再就业方式选择

创业意愿

是否咨询中介

是否利用网络信息

再就业帮扶政策

鼓励创业政策

.100

.124

.158

.243

.659

.683

.728

.566

.141

.760

.736

.048

.160

.201
-.036
.223

-.210
.055

.129

.218

.073

.168

.038

.244

.079

.163

.039

-.157
.152
.863
.765
.011
.234
.081
.177
.073

.043

.070

.046
-.073
-.275
-.066
.234
.348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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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系分析

渊1冤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

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袁学历水平与再就业成功

率渊r=0.400,p约0.01冤尧再就业后薪资水平 (r=0.572,p
掖0.01)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曰就业观念与再就业成功

率渊渊r=0.555袁p约0.01冤尧再就业后薪资水平(r=0.572袁
p<0.01)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曰就业信息畅通程度与再

就业成功率渊渊r=0.422,p<0.01冤尧再就业后薪资水平

渊r=0.660,p<0.01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曰政府政策

与再就业成功率渊渊r=0.422,p<0.01)尧再就业后薪资

水平(r=0.473,p<0.01)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渊见表 5冤遥
表 5 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和其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再就业成功率 再就业后薪资水平

学历水平 Pearson Correlation
Sig.渊2-tailed冤
N

.400**
.000
240

.572**
.000
240

就业观念 Pearson Correlation
Sig.渊2-tailed冤
N

.555**
.000
240

.435**
.000
240

就业信息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422**
.000
240

.660**
.000
240

政府政策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359**
.000
240

.473**
.000
240

注院**.表示在 0.01 水平下显著遥
渊2冤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

回归分析

先进性再就业成功率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回

归分析遥 根据之前的相关性分析学历水平尧就业观

念尧就业信息和政府政策都与再就业成功率具有相

关性遥 利用 SPSS17.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袁结果见表 6遥 从回归系数上来看袁各个变量的显

著性均低于 0.05袁表示各个变量对失地农民再就业

状况都有影响遥 其中就业信息畅通程度回归系数是

0.445,对再就业状况影响最大遥
表 6 再就业成功率及其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分析譺訛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 Sig.
学历水平

就业观念

就业信息畅通程度

政府政策

0.147
0.337
0.445
0.156

2.65
3.374
8.513
2.177

0.009
0.001
0.000
0.030

进一步进行再就业后薪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之间的回归分析遥 根据前面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

出袁学历水平尧就业观念尧就业信息和政府政策都与

失地农民再就业后薪资水平具有相关性遥 利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袁结果见表 7遥从
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看来袁 其显著性水平均低于

0.05袁 可以认为这四个因素对再就业后的薪资水平

有着显著性影响遥
表 7 再就业后薪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分析譻訛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 Sig.
学历水平

就业观念

就业信息畅通程度

政府政策

0.104
0.194
0.229
0.193

1.07
3.036
3.316
3.422

0.045
0.003
0.001
0.001

渊四冤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的相关性和回归统计分

析袁对研究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袁结果显示假设

全部得到验证遥
四尧研究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结论

第一袁在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与再就业成

功率的关系方面袁学历水平尧就业观念尧就业信息畅

通程度和政府政策支持与再就业成功率都存在正

相关关系遥其中袁就业信息畅通程度的影响最显著遥即
学历水平越高尧就业观念越积极尧就业信息约畅通尧
政府政策越多袁会使失地农民再就业成功率提高遥

第二袁在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与在就业后

薪资水平的关系方面袁就业观念尧就业信息畅通程

度和政府政策支持与就业后薪资水平都存在正相

关关系遥 即学历水平越高尧就业观念越积极尧培训机

构越完善尧就业信息越畅通尧政府帮扶鼓励政策越

多袁会使失地农民再就业后的薪资水平提高遥
渊二冤建议

针对影响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个体因素袁 第一袁
失地农民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遥 提高自身素质是

促进再就业成功的内在基础袁只有自身的素质符合

了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袁并与市场上已有的工作岗位

要求相适应袁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尧成功实现再就

业袁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遥 第二袁失地农民需转

变思想观念袁积极创业遥 虽然我国的劳动力在总体

上供过于求袁但是仍旧存在着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现

象袁原因就在于劳动力的供求不匹配袁低素质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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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过剩袁高素质尧高技能的人才较缺乏遥 这就要求

一方面积极地开展自主创业袁并利用土地补偿金和

小额贷款进行自主创业袁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社

会环境和自身的处境袁积极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企业

和第三产业提供的相关工作袁抓住政府和征地企业

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遥
针对环境因素袁第一袁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袁

积极发挥培训机制的作用袁加大培训机构的完善程

度遥 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

制袁针对培训对象和目标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

念袁提高培训的实效性遥 第二袁要加大就业信息的畅

通程度袁完善就业促进服务机制遥 对技能要求不高尧
替代性较强的岗位可以建立岗位政府购买制度曰鼓
励信息中介服务门店的创建袁由中介集中提供大量

的就业岗位来供失地农民选择袁并将就业岗位与城

市对接袁让失地农民就业的范围变得更广曰还可以

根据不同失地农民的个性需求来提供就业服务袁变
被动提供信息为主动帮助其寻找就业机会遥

渊三冤展望

本研究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袁首先是数

据收集存在不足遥 由于样本数量及调研时间限制袁
本研究的样本目前只是局限于河南省安阳市西郊

乡的三个农村袁 没有和其他地区的样本进行比较袁
所以对调查到的数据和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都存在

一定的影响遥其次袁问卷的设计存在一定不足遥 失地

农民的再就业状况有着十分复杂的主观因素和客

观因素袁而在目前本研究只是选了其中的四个显著

变量来进行了模型构建和检验袁在后续研究中将进

一步引入其它变量进行相关深入研究遥
注 释院
譹訛 提取方法为主成份袁 旋转法指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

旋转法袁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遥
譺訛 因变量为失地农民再就业成功率遥
譻訛 因变量为再就业后薪资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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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employment Problem of Landless Farmers under New-style Urbanization

LIAO Liang, CHEN Jin-bo, WANG Lin-lin
渊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冤

Abstract: On account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ity, a large amount of farmland owned by farmers has been expropriat鄄
ed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armers' agricultural land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non-agricultural land and "villages" appears in the meantime. Landless farmers are both different from rural and urban resi鄄
dents, who has become to a marginal group.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this group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communi鄄
ty. This study aimed to three villages in Xijiao township in 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Throug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e, we try to understand and record the reemployment status of landless peasants in three villages and analyze the
data using SPSS software. We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less peasants which include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concept, flow of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as variables, and make a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re-employment of farmers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new-style urbanization; land-lost factors; re-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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