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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遥 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
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袁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尧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新生代农民工对
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袁加班尧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
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袁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遥 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尧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尧农民工加入
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遥 出生年代尧受教育程度尧婚
姻状况尧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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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认为袁 农民工对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缺乏清晰的认识袁

十六大以来袁中国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权

总体认知水平较低遥

[2]

邓秀华通过对长沙与广州两

益的保障力度袁出台了一系列农民工市民化支持政

地农民工的大样本调查发现袁农民工对于政治典则

策袁但这些政策并未有效缩小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

的认知水平相当有限袁不熟悉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

与户籍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袁两者之间的差距从

法规遥

2000 年的 10.14%上升到 2013 年的 16.37%袁 其中

[3]

尽管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农民工政策认

知问题的理解袁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院一是

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了解农民工的

侧重于农民工对国家政策典则的认知袁没有针对农

政策认知水平遥

民工具体政策的问题设计袁并且对农民工的政策认

到目前为止袁农民工的政策认知问题仍未受到

知研究较为笼统袁缺乏具体分析曰二是仅仅是对农

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袁现有的少数研究存在

民工政策认知的描述性分析袁缺乏理论分析和实证

两种不同的观点遥 其一袁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政策诉

分析遥 因此袁对农民工政策认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遥

求与政策认知袁刘小年通过对东莞企业农民工的调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袁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

查发现袁67.3%的农民工要求政府制定反映农民工

外出就业的主体袁据国家统计局叶2013 年全国农民工

利益的政策袁51.4%的农民工要求政府办事程序公
正透明袁研究认为农民工对政府政策具有较高的认
[1]

知水平遥 其二袁农民工的政策参与水平以及政策认
知度较低袁潘泽泉和杨莉瑰基于长沙农民工的调查

监测调查报告曳显示袁2013 年新生代农民工为 12528
万人袁占农民工总量的 46.6%袁其中 10061 万人选择
外出从业袁占 80.3%袁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普遍较高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 81.1%遥 着力解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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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农民工问题既符合中央政策要求袁又是实现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需要遥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
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袁但新生代农
民工作为高流动性的社会群体袁个体对市民化支持
政策的认知既受到自身学习成本的约束袁又受到同
群效应的影响遥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
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与案例访谈袁试图解
释如下问题院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具有较高的政策认
知度钥 学习成本与同群效应怎样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的政策认知度钥 与现有研究相比袁本文的边际贡献
在于院第一袁构建了农民工政策认知的理论模型袁把

度冤袁根据最优时一阶条件袁渊1冤式尧渊2冤式可得院
=

渊3冤

由渊3冤式得出推论 1院如果市民化政策对农民工

效用变化的敏感度 越小袁 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付
出的学习成本 越高袁 那么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
认知程度

越低遥 反之则反是遥

考虑农民工之间对政策认知存在社会互动与
学习的外部性袁假设农民工对每项政策的学习时间
与拥有共同利益的群体规模 和外部性程度 相
关袁 沂渊-1,1冤表示存在正向与负向外部性袁那么袁农

农民工的政策认知细分为日常型认知尧 习得型认

民工对每项政策的学习时间为 忆=

知尧交往型认知尧权利主张型认知袁采用野OLS+稳健

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认知的最优策略问题院

标准误冶的估计方法对农民工政策认知度进行了实
证分析袁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曰第二袁针对农民工
市民化支持政策设计了具体问题袁提高了农民工政

策认知调查的可信性与精准性曰第三袁采用 2014 年
东莞与昆山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展开研究袁提

max

袁 进一步求解

= ln +渊1- 冤ln

n袁c

.忆
忆 + 臆m
由最优时一阶条件袁渊4冤式尧渊5冤式可得院
=

忆

=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由渊6冤式得出推论 2院如果农民工之间对政策认

高了研究的时效性尧针对性与典型性遥
二尧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政策认知是政策接受者对政策本身尧政策制定

知产生正外部性袁即 沂渊0袁1冤袁那么袁农民工之间的
政策认知产生规模经济袁农民工个体的政策认知程

个体的工作尧收入与幸福感遥 在农民工户籍属地与

度 n 上升曰如果农民工之间对政策认知产生负外部
性袁即 沂渊-1袁0冤袁那么袁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认知产
生规模不经济袁 农民工个体的政策认知程度 下

工作所在地空间分割的情况下袁提高自身的政策认

降曰如果农民工之间对政策认知的外部性

知度是农民工效用最大化的选择遥

民工个体的政策认知程度不变遥

主体和政策执行主体的主动融入与认同遥 个体选择
必然受到各种制度与政策的影响袁而政策认知影响

本文认为袁政策认知应纳入农民工的效用函数袁

为 0袁农

综合推论 1尧推论 2袁可得院 = 渊 袁 袁 袁 冤遥 据此袁

知的价格曰作为经济当事人袁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

本文提出假说院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与农民工效用
变化的敏感度正相关袁与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负相

政策的认知程度取决于农民工的最优策略选择遥

关袁与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正相关遥

同时政策认知需要农民工付出学习成本袁即政策认

为简化分析袁假设代表性农民工的效用函数为

对数线型函数袁他拥有 1 单位时间袁能够创造收入
m曰政策认知程度设定为 n袁也可视为农民工学习的
政策数量袁对每一项政策的认知需要农民工付出学
习与认同时间 袁农民工消费约束表述为院 = -

遥

同时假设农民工消费 c 的单位价格标准化为 1袁政
策认知被视为正常品遥 那么袁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
政策认知的策略选择问题表述为院
max
n袁c

.

= ln +渊1- 冤ln
+ 臆m

渊1冤
渊2冤

为政策认知对农民工效用的影响程度渊敏感

三尧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
两地对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遥 东莞市作为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输入数量较多的城市袁1994 年外
来人口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袁 到 2013 年东莞市
常住人口达到 831.66 万人袁其中本地户籍人口仅为

188.93 万人袁外来农民工占 70%以上曰昆山市作为

长三角地区外来人口集中的县级市袁2005 年外来人
口达到 68.92 万人袁超过本地户口人数 65.46 万人袁

到 2013 年昆山市常住人口为 200.82 万人袁 其中外
来人口占 63%袁远超过本地户籍人口遥 尽管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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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隶属于不同的行政辖区袁但都以新生代农民工

育工作的意见曳尧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的流入为主袁 并且较早开展了针对农民工问题的

见曳尧叶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

野新莞人冶与野新昆山人冶的政策试验袁因此袁本文的

见曳尧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的通知曳等涉及农民工教育培训以及随迁子女教

样本选择具有针对性遥 本次调查采取访谈与问卷相
结合的方式袁 选择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问卷作

育的政策设计为教育支持政策曰把叶保险法曳尧叶流动

为有效问卷袁共 96 份袁其中东莞 49 份袁昆山 47 份遥

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曳尧

叶关于开展农民工健康关爱工程项目试点工作的通

渊二冤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

知曳等设计为健康支持政策曰把叶保险法曳尧叶城镇企

状况
现有调查往往把农民工对政策的认知局限为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曳等设

一种形式袁[2][3]这不足以反映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认

计为养老支持政策曰把叶劳动合同法曳尧叶关于进一步

知的真实水平遥 为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

规范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曳等

知状况袁本次调查根据农民工的学习方式把政策认

设计为就业支持政策曰把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

知细分为日常型认知尧习得型认知尧交往型认知尧权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曳等设

利主张型认知袁采用 5 分制的分级赋值方法袁得出

计为住房支持政策曰把叶农村土地承包法曳尧叶土地管

不同类型的认知程度袁然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

理法曳尧叶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曳等

认知度进行综合评价遥

设计为户籍迁移支持政策曰把叶城镇居民委员会组

1. 日常型认知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

织法曳设计为政治权利支持政策曰把叶野新莞人冶子女

政策的日常认知度较低袁偶然关注与不关注所占比

实施细则曳尧叶关于加强 野新昆山人冶 建设工作的意

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曳尧叶东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

日常关注方面袁调查显示袁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
例为 84.4%袁日常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为 1.83袁男性农

见曳尧叶野新昆山人冶 子女在昆山就读实施意见曳尧叶昆

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关注程度高于女性渊见表 1冤遥

山市外来人员野集居工程冶实施意见曳等设计为流入
地支持政策遥 表 2 的调查结果显示袁新生代农民工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型认知渊%冤
日常关注
很关注
比较关注
一般关注
偶尔关注
不关注
平均分值

性别
男性

女性

1.70

0.00

1.00

10.70

7.50

9.40

7.10

2.50

就业支持政策渊2.43冤尧户籍迁移支持政策渊2.47冤的
得分相对较高袁但也只到一知半解的认知程度曰与此
程度仅仅是偶尔看过 渊平均分值为 1.81要2.06冤袁其

40.00

44.70

1.98

1.63

1.83

50.00

平均分值为 2.14遥 具体来说袁教育支持政策渊2.51冤尧

5.20

48.20
32.30

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习得型认知度不高袁5 分制的

总体比例

同时袁新生代农民工对其他类型的支持政策的认知

39.70

中住房支持政策与政治权利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最
低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流入地
打工袁但对流入地支持政策的了解程度只有 1.98遥

2. 习得型认知袁即新生代农民工对各种政策内

3. 交往型认知袁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新生代农

容的理解袁 本文用了解程度来表示习得型认知状
况遥 为方便被调查者回忆具体政策内容袁本次调查

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情况袁本文以新生代

把叶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

农民工与亲友同乡谈论市民化支持政策的月平均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习得型认知渊%冤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一知半解
偶尔看过
完全不知
平均分值

14

教育支持
0.00

健康支持
0.00

养老支持
0.00

就业支持

0.00

23.70

21.00

14.30

45.70

12.00

10.90

12.60

17.00

37.00

38.60

37.00

45.00

39.00
12.00

2.51

13.50
37.00
1.98

15.40
35.00
2.06

住房支持

0.00

2.43

户籍迁移支持 政治权利支持
0.00

2.10

33.50

17.90

18.70

16.00

41.00

35.00

5.00

14.50

28.30

36.00

1.85

流入地支持

0.00

2.47

2.10

39.00

1.81

4.20

40.00

1.98

张俊：
学习成本、
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次数来度量交往型认知度袁 表 3 的调查结果显示袁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仅为 1.87袁近

表4

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
东莞 昆山 男性 女性 80 年代 90 年代 总体

政策认知度

五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不谈论

样本

市民化支持政策遥

平均分值

4. 权利主张型认知袁 即在个人权益受到侵犯

49

47

2.11

2.37

56

2.58

40

19

1.90

2.41

77

2.07

96

2.24

四尧实证分析

时袁 新生代农民工维护和主张个人权利的认知情

渊一冤变量选择

况袁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主张的首选策略表示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袁本文把市民化支持政策有

权利主张型认知度的高低遥 与日常型认知尧习得型

用性评价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效用变化敏感度的变

认知尧交往型认知不同的是袁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主

量袁把是否加班尧工作强度尧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作

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达到 3.61袁24.6%的新生代农

为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学习成本的变量袁把企业

政策渊见表 3冤袁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

策有无谈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同群效应的变

民工主张个人权利的首选策略是利用农民工支持
政策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功利性遥
表3

育程度尧婚姻状况尧政治面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

认知与权利主张型认知渊%冤
比例

至少 5 次

2.10

至少 3 次

5.80

权利主张的首选策略
利用农民工支持政策
向农民工管理部门反应

2-3 次

18.70

找亲友同乡帮助

0次

48.90

离开所在单位

1 次以上
平均分值

24.50

默默忍受

1.87

平均分值

量袁把是否参加正规组织作为农民工拥有共同利益
的群体规模变量遥 此外袁本文选取性别尧年龄尧受教

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交往型

谈论政策次数

与社区是否主动宣传政策尧农民工之间对市民化政

比例
24.60

个体特征变量遥 变量选择与赋值见表 5遥
渊二冤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34.80

为检验前文假说袁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为院
= 0+

22.60

13.50
4.50

3.61

渊三冤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
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出日常型认知尧习得型认
知尧交往型认知尧权利主张型认知的权重袁再采用加
权平均获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认知
度的平均得分遥 表 4 显示袁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
支持政策认知的总体平均得分为 2.24袁认知度位于

+

1 1

+

2 2

+

渊7冤

其中袁 i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

的认知度袁 1尧 噎 n 表示政策认知度的影响因素袁

为扰动项遥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个体特

征袁可能产生异方差袁这时 OLS 不再是最优线性无

偏估计遥 但在扰动项协方差矩阵未知的情况下袁
FGLS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冤处理异方差可能失效袁
而野OLS+稳健标准误冶的估计是稳健的袁本文采用这
一估计方法遥

中等偏下水平遥

渊三冤实证结果

表 6 汇报了模型的估计结果袁模型的 F 统计量

表 5 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情况

均值

标准差

性别渊x1冤

女=0曰男=1

0.58

0.47

受教育程度渊x3冤

小学及以下=1曰初中=2曰高中及以上=3

2.12

0.78

年龄渊x2冤

80 年代出生=1曰90 年代出生=2

婚姻状况渊x4冤

未婚=0曰已婚=1

政治面貌渊x5冤

群众=1曰共青团员=2曰中共党员=3

是否加班渊x6冤

不加班=0曰加班=1

工作强度渊x7冤

轻松=1曰一般=2曰满负荷=3曰超负荷=4

企业与社区支持渊x9冤

没有向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政策=0曰宣传=1

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渊x11冤

从不谈论=0曰偶然谈论=1曰经常谈论=2曰热情参与=3

市民化政策的有用性渊x8冤

没有实际用处=1曰一般=2曰比较有用=3曰非常有用=4

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渊x10冤

非正规渠道=0曰正规渠道=1

组织化程度渊x12冤

未参加正规组织=0曰参加正规组织=1

1.8

0.28
1.32
0.85
2.97
1.74
0.13
0.28
0.58
0.11

0.40
0.45
0.51
0.38
0.55
0.76
0.33
0.45
0.64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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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4.57袁R2 为 0.94袁white 检验的 p 值等于 0.000袁
存在异方差遥 基于本文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
赋值方式袁不需要关注具体的回归系数袁可以不考
虑多重共线性遥 具体分析如下院
1. 市民化支持政策的有用性是主要解释变量袁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遥 调查发现袁3/4 的新生代农民工
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当期效用评价较低袁主要原因
在于地方政府秉承发展主义的行为逻辑袁追求本地
经济和财税增长遥 从调研城市来看袁作为农民工迁
入的典型城市袁1986要2010 年东莞市 GDP 和财政
收入与新莞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3尧0.934曰
1990要2011 年昆山市 GDP 和财政收入与外来人口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3尧0.925遥 尽管两地政府重视
对外来农民工权利的保护袁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涉
及到中央政府政策尧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尧上下级
政府以及同级政府间的协同袁单兵突破式的政策创
新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遥 如 2010 年东莞实行了
积分制改革政策袁 提供了新莞人异地市民化的机
会袁 但积分制门槛相对于普通农民工仍然很高袁远
远不能满足当地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需求袁到
目前为止仅有 2.5 万新莞人加入东莞户籍遥 此外袁新
生代农民工对政策效用评价注重个人当期感受袁可
能低估了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远期效用遥
2. 加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显
著为负袁其原因在于加班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业
余时间袁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遥
工作强度的系数为负袁但不显著袁其可能原因在于
工作强度越大袁新生代农民工越没用精力来学习市
民化政策袁但同时也会产生主张个人权利的学习激
励遥 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系数为负袁但不显著袁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从正规渠道获得政策信息的机会成
本高袁而从非正规渠道获取更为快捷方便遥
3. 企业与社区支持尧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都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显著为正遥 野人
以群分冶袁 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住在企业提供的集
体宿舍袁一方面企业与社区主动宣传政策可以创造
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合作了解政策的学习氛围曰另一
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相互谈论政策可以有效弥
补个体政策认知的不足袁这两方面可以产生新生代
农民工之间政策认知的正向同群效应袁提高新生代
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遥 反之则反是遥
4. 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系数为正袁 但不显著遥
其可能原因在于正规组织与新生代农民工并未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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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利益袁对农民工的政策认知不能产生规模经
济遥 如 67.8%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各种正规组

织没有多大作用遥
此外袁 新生代农民工性别变量的系数为正袁且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袁表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比女
性农民工更加关注市民化政策遥 可能的原因在于女
性农民工的权利诉求相对内敛袁对日常生活细节与
婚恋情感投入较多时间与精力遥 年龄的系数为负袁

但不显著袁 表明 80 后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高于 90
后农民工袁 可能原因在于 80 后农民工打工时间相
对较长袁在流入地与工作转换过程中需要解决社会
保障尧住房以及户籍迁移等问题袁必须不断关注市
民化支持政策的变化遥 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正袁但
不显著袁这与 Campante 和 Chor 的研究结果相同遥 [4]
婚姻状况的系数为正袁但不显著袁其原因在于一方
面已婚农民工更加渴望在流入地实现就业与居住
的稳定性袁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带有很强的针
对性袁另一方面已婚农民工承担家庭责任袁没有过
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学习市民化支持政策遥 政治面貌
的系数为正袁但不显著袁其可能原因在于加入党团
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袁政策学
习更加主动袁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工作
流动性袁党团组织生活难以正常开展袁对各类市民
化政策的学习主要取决于政策学习的机会成本遥
表6

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认知度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性别渊x1冤
年龄渊x2冤

受教育程度渊x3冤
婚姻状况渊x4冤
政治面貌渊x5冤
是否加班渊x6冤
工作强度渊x7冤

市民化政策的有用性渊x8冤
企业与社区支持渊x9冤

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渊x10冤

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渊x11冤
组织化程度渊x12冤

系数

稳健标准误

0.21*

0.11

0.07

0.07

-0.26

0.14
0.43

-0.37***
-1.12

0.64

0.06**

-0.34

0.19**
0.01

0.29
0.12
0.44
0.08
2.04
1.06

0.025
0.76
0.09
0.03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水平下显著遥

五尧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
民工调研数据袁分析学习成本尧同群效应对新生代
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袁研究表明院第一袁新生代
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

张俊：
学习成本、
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水平袁综合评价得分为 2.24遥 其中日常型认知尧习得

习型群体袁产生正向同群效应曰其四袁支持新生代农

别为 1.83尧2.14尧1.87袁 权利主张型认知位于中等偏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遥

型认知以及交往型认知位于较低水平袁平均分值分

上水平袁平均分值为 3.61遥 第二袁新生代农民工的政

民工成立维护自身以及群体共同利益的合法组织袁
必须承认的是袁本文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袁如本

策认知度与农民工效用变化的敏感度正相关袁与政

文的调查样本量较小袁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新生

策认知的学习成本负相关袁与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

代农民工袁 需要进一步扩充样本数量和样本范围曰

群效应正相关遥 具体来说袁市民化支持政策的有用

如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时间较短袁只对一些当前

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袁但不

政策产生认知袁对过去政策没有听说过袁这种近因

显著遥 加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显著

效应没有在问卷设计中体现袁可能使新生代农民工

为负袁工作强度以及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有负向影

的政策认知度产生偏差袁需要设计能够细分当期政

响袁但不显著遥 企业与社区支持尧农民工之间的政策

策和远期政策的调查问题来完善遥 此外袁新生代农

谈论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显著为

民工的家庭特征尧地区差异尧就业性质以及务工地

正遥 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系数为正袁但不显著遥 第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没有考虑袁这些有待于在今后

三袁 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显著袁

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遥

其中男性比女性更为关注市民化支持政策袁而出生
年代尧受教育程度尧婚姻状况尧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遥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袁 本文获得如下政策启示院
其一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支持力度
与执行力度袁 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袁提
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曰 其二袁维
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利袁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
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曰其三袁加大企业与社区对农民
工政策的宣传力度袁支持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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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ost, Peer Effects and the Cognitive Degree of Polici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ZHANG Jun

渊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China冤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ust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degree of policies
to support citizen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survey da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Dongguan and
Kunshan,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costs, peer effects to the cognitive degree of policies of it's in the empiric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ognition degree of policies to support citizenization locat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 Working overtime, the intensity of work and obtaining policies information from the formal channels increase
the cost of learning, which produc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omprehensive cognition degree of policies. Propagating policy
on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s initiative, discussing policies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joining the
formal organization produces positive peer effects, which has positive influence. Age,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political
statu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t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gnitive degree of policies; learning cost; pe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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