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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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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２０００年以来各级政府出台的落户政策及其变化

进行了量化分析,构建了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研究发现,一线城市

和部分二线城市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而且有上升趋势;三、四

和五线城市总体上落户门槛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人口规模、公共

服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与落户门槛相关性较强的主要因素.落户门

槛指数作为基础数据,可以用来开展跟户籍改革、城镇化、空间错

配、劳动力流动障碍与歧视等相关的实证和数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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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户籍制度随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变革,对人口流动和地方发展有

深刻影响.６０多年来,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至１９５８年)、发展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和改革 (１９７８年至今)三个阶段.
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年代受国家宏观经济与社会变动的影响,地方政府的作

用有限.由于户籍的严格限制,流动人口数量很少１,地方政府变革动力也较

小.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始于２０００年.一方面,广东、浙江、上海

等省市宣布废除农转非指标限制;另一方面,国家正式取消了粮油迁徙证制

度,粮食供应关系和户籍迁移脱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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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流入城市.２００６年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中心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

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一决定为各地２０１４年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指

明了方向.
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

发展的战略选择.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改进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资

源的空间配置,实现国家层面上经济增长、效率和福利的最大化.劳动力资

源在空间上 (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之间)的配置效率受制于户籍制度造成

的人口流动障碍.同时,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改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

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而不断变化.所以,需要对各地户籍制度的变化进行定

量分析,进而研究如何改进劳动力的空间配置,设计和优化城镇化发展的政策.
本文对城市落户门槛的分析基于户籍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机制展开.首先,

如何理解和衡量劳动力在空间流动的成本,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对于研

究劳动力和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及其对福利的影

响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跟户籍制度安排相关的如下方面:地方劳动力市场

的开放和效率 (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的落户要求),招商引资 (投资与纳税的

落户优惠),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购房落户与租房).其次,各地户籍

制度和落户门槛的差别还会影响到整个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一、二、
三、四和五线城市的不同户籍政策存在相互影响,这对理解流动劳动力回流

和住房空置率等问题也很有帮助.再次,跟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是劳动力在

空间上的流动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得性,这二者跟人力资本积累、公平与社会

和谐密切相关,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公共制度安排,包括社保、住房公积金

与保障、教育培训和社会救助等.最后,城市的落户门槛还间接影响到农村

发展,包括土地、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村基层治理,因为这些与各地的城镇化

发展规划和农转非落户政策相关.
各地的落户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条件准入落户制度 (准入制)与积分

落户制度 (积分制);其中准入制包括:普通就业、人才引进 (人才引进、大

学毕业生及留学回国人员)、投资与纳税、购房落户、亲属投靠、地方有效户

口 (有地方称为蓝印户口)等.准入制的各类别可能有所重叠,比如投资购

房与地方有效户口制度,但是地方有效户口只在部分城市存在过而且已经被

废止.积分制则是新兴的落户制度,只在大城市存在.
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侧重于理解与城镇化发展特别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差

异.从时间上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从２０００年由中小城市开始有实质性地推

进,２０１３年以后改革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所以本文区分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这两个阶段.从空间上来看,本文区分不同级别的城市,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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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差异很大,进而导致各地的户籍制度变化的不

同,并且不同级别城市的比较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很有价值.
户籍制度安排对城镇化的影响涉及就业、住房、投资等不同方面,同时

鉴于各类城市在户籍政策上的较大差异,把所有城市纳入一个系统来构造单

一的指数需要非常谨慎.本文的思路是:由原始的政策文件开始,逐级提炼

信息构造一个数据库,以方便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层次的数据,
而不是依赖于一个简化的指数.具体步骤是:先对落户文件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根据标准化的信息整理为表格,再提取相关的数量信息,然后按照不同

类别的落户安排和不同级别的城市分别构造相应的落户门槛指标体系,最后

构造出一组统一的指数.本研究基于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收集了国家和

省份层面,以及２５１个城市的约１０００份户籍政策文件,构造了３个数据库和

１２０个城市两个阶段的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分类测算了各城市的投资２、
购房、人才引进、普通就业和综合落户门槛指数.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①对全国、各省份和２５１个城市历年的落户政策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了各类落户政策的基本特征.②构建了城市落户

门槛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１２０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落户门槛及其变

化.③基于落户门槛指数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探讨城市落户门槛设置的空

间分布规律.④从投资、购房、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落户门槛指数的关系,
探讨城市落户门槛设置偏好及其对各地城镇化发展的含义.

现有文献中还没有研究系统性地针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这段户籍变动较为频

繁的时期进行各线城市的落户门槛的分析.已有研究对落户门槛的刻画主要

有三类方法.第一种是利用代理变量来代表落户门槛,具体如:户籍迁入人

口和原户籍人口之比 (蔡昉等,２００１)、新增入籍人口数占当年新增移动电话

用户数比重 (丁菊红和邓可斌,２０１１)、户籍人口除以常住人口估计值得到的

“户籍率”(邹一南和李爱民,２０１３)、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 (陆万军和

张彬斌,２０１６)等.第二种是根据户籍制度改革的次数和性质来近似刻画户

籍管理的松紧程度,比如孙文凯等 (２０１１)、Kinnanetal (２０１７).第三种

是根据各个城市各类型落户实施细则,从投资和就业等方面计算落户门槛

(吴开亚和张力,２０１０;刘金伟,２０１６;孙文凯,２０１７).由于用代理变量等

来刻画落户门槛不够准确,我们采用第三种方式.
已有文献关于户籍制度影响的研究非常丰富,跟户籍制度改革最相关的

是公共服务的可得性与均等化.已有研究发现,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是影响

劳动力流向的重要动力 (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优质公共服务也是地方政府

吸纳外来人口的资源 (汤韵和梁若冰,２００９).户籍制度对公共服务可得性的

２ 在测算落户门槛指数时,鉴于投资和纳税落户在要求上基本一致,仅存在具体金额的差异,将投资

和纳税合并在一起,统称为投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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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导致了农民工迁移的不稳定性 (Yuanetal,２０１５),降低了进城农民

工在城市的住房需求,阻碍了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 (范剑勇等,２０１５).本文

对户籍门槛指数与城市特征的相关分析也发现,公共服务和发展水平好的城

市的户籍门槛往往较高.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交代了数据处理和样本选择,并对

户籍制度改革 (以下简称户改)内容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三和第四部分,基

于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不同类型的落户门槛指数并分析其特

征,探讨了城市落户门槛的影响因素,讨论了居住证和大城市积分落户制度

对落户门槛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总结.

二、数据处理与描述分析

(一)原始数据:来源与质量

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数据来自各级政府历年出台的落户政策文

件.我们依次通过 “法律之星” “正保法律信息网” “法律图书馆” “北大法

宝”等法规政策数据库,各地公安局网站,以及实地调查,累计收集了９５９
份政策文件;然后对文件进行逐个的详细阅读和核对,尽可能提取了所有可

以标准化的信息,把每个文件按照相关内容和分类整理到统一格式的表格中;
最后,对所有文件中的信息进行数量化处理,生成数字化表格,作为本文分

析的基础数据.
目前收集的政策主要来自网络,而非政府部门的系统总结整理,原始数

据的全面性是首要的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目前文件的代表性.①通

过分析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户籍政策的变化来检查对应于一个中央政策的变化,
各个地方是否有相应的文件支持.我们整理了一个表格对此进行说明 (见表１).
基于表１中央和地方文件的对比,本文数据能够反映国家层面上户籍制度的

变革.②通过对部分省份和城市 (贵州、四川、山东、东北三省、广西、海

南等)进行实地调研,能够确认户籍文件的基本完整性.３当然,如果一项研

究是关注个别城市,应当进行单独的更加细致的文件收集.③基于对中央、
各省、地市政府之间户改关系的思考和调查,发现一个省内除主要城市 (基
本是省会城市)之外,各地的户改政策非常接近.比如,浙江近期的户改除

了对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地级市的户改有较特别的规定,其他地方都作为

一个群体来对待.如果浙江某地的文件有缺失,其影响在总体上应该能够被

其他地市的文件抵消.

３ 本文的原始政策文件确实存在缺失,但是比例不大,不影响总体数量分析的结论.比如,在贵阳市

的调研发现只有１份缺失文件.研究团队在２０１８年年初对全国城市的电话访谈中也进一步确认了文件

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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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家户改政策与地方户改文件数量

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地方户改

文件数量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推动 １ 亿 非 户 籍

人口在城市落户方

案的通知»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１个百分点以上,年均

转户１３００万人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全国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提高到４５％,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

住人 口 城 镇 化 率 差 距 比 ２０１３ 年 缩 小 ２ 个 百 分 点

以上.

５０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国务 院 关 于 深 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

同等义务.
３５

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国务 院 关 于 进 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

合发展.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

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４５

２０１４０３１６

«国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

城镇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

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５１

２０１１０２２０

«国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积极稳妥推进户

籍管理制度改革的

通知»

在设区的市 (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

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

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

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

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２７

２０１００４１５

«关于 规 范 留 学 回

国人员落户工作有

关政策的通知»

切实做好部分人员的落户工作,妥善解决以往出国

(境)前已注销常住户口、且未在国 (境)处入籍、

定居的留学人员回国落户问题.
１２

２００６０３２７

«国务 院 关 于 解 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

意见»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 ７０

２００１０３３０

«关于 推 进 小 城 镇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意见的通知»

通过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引导农村人口向小

城镇有序转移,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加快我国城

镇化进程.同时,为户籍管理制度的总体改革奠定

基础.

１６

２００００６１３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于促进小城镇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凡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

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

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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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地方户改

文件数量

１９９７０６１０

«小城 镇 户 籍 管 理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和关于完善农村户

籍管理制度意见»

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

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

和农村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２８

(二)样本选择

已有研究认为,２０００年以来是户籍制度全面改革开启的时段 (蔡昉等,

２００１),这与我们研究历年户籍文件的发现一致.１９９９年及以前,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落户文件占比分别为 １１８５％,５２６１％ 和 ３５５４％.

１９９９年及以前的落户文件涉及投资、购房等落户信息较少,没有纳入本文的

分析.本文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两个阶段分开研究,因为落户

政策在２０１３年后新一轮户改背景下有较多变化.
城市样本选择考虑覆盖面和发展水平,包括一、二、三、四和五线城市

且覆盖所有省市 (区)和重要城市.然后结合落户文件的齐全性,选出１２０
个城市４进行分析.在区域上,东中西各有５０、３４和３６个城市.

各线城市的划分参考了国务院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出台的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５１号)文件,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采用 «中 国 城 市 建 设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１６)»及 «中 国 县 城 建 设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１６)»的城区常住人口数.到２０１６年年底,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城市共７８
个.其中北上广深属于超大城市 (城区人口１０００万及以上),也是通常大家

认可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包括城市人口规模较大的苏州、东莞、无锡和

“３５个大中城市”统计口径中的３１个省会城市 (除去拉萨)和计划单列市,
这些城市大都属于特大城市 (城区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下、５００万及以上)或大I
型城市 (人口５００万以下、３００万及以上).剩余的大II型城市 (城区人口

３００万以下、１００万及以上)属于三线城市;中等城市 (５０万及以上)和小城

市 (５０万以下)分别称为四、五线城市.

(三)数据处理

通过对各地落户文件的整理发现,现存的落户渠道主要有投资、纳税、
购房、就业、投靠、特殊贡献和其他７类.特殊贡献和其他类落户渠道的覆

盖面有限,不具有普遍意义.投靠类落户的限制较少,中央政府对投靠类落

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上共有城市２９２个,本文收集的户籍文件涉及２５１个城市,大约有一

半城市缺失较多类别的落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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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也有明确要求,地方政府的操作空间不大.考虑到跟城镇化的相关性,本

文重点分析投资、购房、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类落户政策.
地方历年的文件对各类落户渠道都有详细的实施细则,可以总结为落户

门槛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２).我们依据表２把所有城市历年来落户规则的变

化整理成为文字化和数量化的两个表格,作为构造落户门槛指数的基础数

据.研究人员并不需要依赖本文下面构造的单一指数来理解户籍门槛的变

化,可以直接利用这些基础数据来分析个别城市户籍制度变化的细则、原

因和影响.

表２　　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评价内容 指标类别 评价内容

投资落户 实际投资总额

投资落户附加条件

学历要求

人才引进附加条件

纳税落户

购房落户

人才引进落户

实际纳税总额

纳税落户附加条件

购房价值 (面积)

购房落户附加条件

职称要求

普通就业落户 学历要求

就业规范

居住要求

社保要求

普通就业附加条件

　　注:(１)量化规则:实际投资总额和实际纳税总额是落户文件中对投资落户和纳税落户的金额要

求;购房价值 (面积)是指落户文件中对购房落户面积的具体要求;普通就业落户和人才引进落户的

职称要求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分别赋值为１、２和３;学历要求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中

专)、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赋值为６、９、１２、１５、１６、１９和２３.(２)投资落户和纳税落户

附加条件是指有无投资行业限制,有无社保缴纳限制,有无住房条件限制等;购房落户附加条件是指

有无购房类型、区位、年限、经营时间等限制;人才引进附加条件是指有无劳动合同年限的限制、

有无缴纳社保限制等.就业规范是指受雇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经过政府劳动主管部门认可的劳动合

同;居住要求是指居住时间;社保要求是指购买社保的年数;普通就业附加条件与投资落户附加条

件一致.

(四)落户文件量化信息的描述分析

(１)投资与纳税落户.表３显示,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一线城市 (北、上、广和深４个特大城市)投资落户要求的平均投资金额基

本保持不变,且处于较高水平.二线城市 (成都等３２个城市)投资落户要求

的平均投资金额在２０１３年之后有所下降,但附加条件有增加.三线城市 (珠
海等２１个城市)和四线城市 (菏泽等３７个城市)的投资落户要求的金额有

所上升,但附加条件变少.五线城市 (梅州等２６个城市)的投资落户要求的

金额和附加条件数量有下降.总体来看,投资落户要求的金额随城市级别的

提高而提高,城市间在投资金额和限制条件上有较大的差异.



１５１６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８卷

纳税落户所需平均金额变化不大,附加条件略有增加.纳税落户所需纳

税额和附加条件的数量随城市级别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一线城市的平均纳税

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城市.鉴于投资和纳税落户要求的相似性,后面的分析中

合并了投资和纳税落户,统称为投资落户.

表３　投资落户特征

城市级别
投资金额 (万) 附加条件 (条)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一线城市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５０

二线城市 ９６０９ ８０４７ １３４ ２０６

三线城市 ４３９５ ５９７６ １２９ １３３

四线城市 １７４９ １９１９ ０９５ １１９

五线城市 ９５４ ８６２ １００ ０８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１２０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的落户文件整理所得.

(２)购房落户.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一、二线城市购房

落户所要求的平均面积变化不大,附加条件有所增加,且整体上都处于较高

水平 (见表４);三、四和五线城市购房落户的平均面积在２０１３年之后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附加条件也略有增加.从不同级别城市的对比来看,四、五线

城市购房落户的面积要求大于二、三线城市,但附加条件上,二、三线城市

明显要多于四、五线城市.虽然四、五线城市的购房面积要求更高,但是二、
三线城市的房价更高且增长很快,所以从价值来看,一、二和三线城市购房

落户的门槛远远高于四、五线城市.

表４　　购房落户特征

城市级别
购房面积 (㎡) 附加条件 (条)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一线城市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５０ ２２５

二线城市 ７８２５ ７８４０ １３１ １６９

三线城市 ７４６４ ８２７５ １６７ １２４

四线城市 ８３９４ １０１４４ １０８ １１１

五线城市 ８３８７ １０２０２ ０５６ ０６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１２０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的落户文件整理所得.

(３)人才引进落户.表５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一线城市人才引进落户中

的职称、学历要求和附加条件数量,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

提升,比如职称要求为２５０ (接近高级职称),学历要求为１８５０年 (超过大

学本科毕业水平).整体上,其他各线城市的人才引进落户中的职称要求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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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学历要求有所提高,附加条件的变化相对较小.一线城市的职称、学

历和附加条件要求远高于其他城市,而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表５　　人才引进落户特征

城市级别

职称 学历 (年) 附加条件 (条)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一线城市 ２７５ 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８５０ ２５０ ２７５

二线城市 １５６ １５６ ５９４ ６３８ １３８ １６３

三线城市 １５３ １３４ ８００ ９５７ １０８ １１７

四线城市 １０６ ０９５ 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０８２

五线城市 ０８１ ０６２ １１７７ １３３４ ０７７ ０４３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１２０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的落户文件整理所得.

(４)普通就业落户.表６显示,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

一线城市普通就业落户中的学历、就业规范、固定住所和缴纳社保年限的要

求都有所提高.总体上,普通就业落户的要求随城市级别的提高而提高,一

线城市的各项要求都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通过普通就业的方式获得一线城市

户籍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表６　普通就业落户特征

城市级别

学历 (年) 就业规范 (年) 固定住所 (年) 缴纳社保 (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一线城市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５０

二线城市 １２５９ １０３１ １４３ １４７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９４ １１６

三线城市 ８４８ ６５７ １５７ １３３ ０８１ １０５ １３４ １２２

四线城市 ７４１ ５７６ １１４ ０９５ ０７１ ０９２ ０７６ ０７５

五线城市 ５３１ ５６６ １１６ ０７５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５９ ０４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１２０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的落户文件整理所得.

三、计算方法

基于户籍文件收集的原始数据普遍非线性、非正态的多维特征,而层次

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评价方法又受到主观评价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

投影寻踪模型.该方法是一种用来分析和处理非线性和非正态高维度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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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工具 (FriedmanandStuetzle,１９８２),处理数据时无须主观假定,
能克服高维度数据造成的 “维度祸根”问题.该方法在企业效益、人口竞争

力、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等方面都有应用 (刘晓霞和解建仓,２０１２;杨杰,

２００８;毕克新等,２０１３;陈文峰,２０１２;张欣莉等,２００５).吴开亚和张力

(２０１０)使用投影寻踪模型对中国４５个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进行了测算,为

本文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依据.
投影寻踪模型的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评价指标归一化.假定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落户评价指标,n

为城市样本的个数,p 为落户评价指标的个数.评价指标值形成的样本集为

X＝ (xij|i＝１,２,,n;j＝１,２,,p).为了消除各个指标的量纲

和变化范围的影响,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在评价指标中,正向

指标值越大则落户门槛越高.具体公式如下:

xij
∗ ＝

xij－minxij

maxxij－minxij
．

第二,构造投影指标函数Q (a),把X 综合成以一个n 维单位向量a＝
(a１,a２,,ap)为投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Zi:

Zi＝
p

j＝１
ajxij

∗ ,i＝１,２,３,,n ．

综合投影值要求Zi的局部投影点尽可能密集,最好能凝聚成若干个点团,
而点团之间要尽可能散开.基于此,采用Friedman－Tukey投影指标函数表

示,Q (a)＝S (a)D (a).其中S (a)是类间散开度,用投影值Zi的标

准差代替;D (a)是类内密集度,表示投影值Zi的局部密度:

S(a)＝ 
n

i＝１

(Zi－E)２

n－１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２

＝ 
n

i＝１

n

j＝１
ajxij

∗
－E( )( )

２

n－１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２

,

D(a)＝
n

i＝１

n

j＝１

(R－rij)×u(R－rij),

其中,E 是序列Zi的均值;R 为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与数据特性有关,根

据具体的实验确定;rij是样本之间的距离,rij＝|Zi－Zj|;u (R－rij)
在 (R－rij)≥０时函数值为１,否则为０.

第三,优化投影指标函数.投影函数只随投影方向的变化而变化,不同

的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要最大可能反映高维度数据

的结构特征.鉴于此,最佳投影方向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的最大化问题来

估计,具体为:
最大目标函数:MaxQ (a)＝S (a)×D (a),

约束条件:st 
p

j＝１
a２

j ＝１且aj(j＝１,２,,p)≥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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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是投影方向a 为变量的复杂非线性优化问题,本文采用实数编

码遗传算法进行求解.
第四,对落户门槛值进行排序.把最佳投影方向a 带入各样本点的投影

值Zi,按Zi之间的大小关系进行排序,对不同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进行

排序.

四、落户门槛指数的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一)整体特征

表７总结了各线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两个阶段的综合落

户门槛指数的变化.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呈现

上升趋势,部分二线城市的落户门槛在下降,而大部分三、四和五线城市的

落户门槛在降低.整体上,落户门槛增加的多为沿海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
落户门槛下降的主要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

表７　１２０个城市落户门槛变动情况

级别 落户门槛增加 落户门槛降低

一线城市 (４)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４)

二线城市 (３２) 天津、杭 州、重 庆、青 岛、大 连、宁

波、厦门、武 汉、哈 尔 滨、沈 阳、西

安、长春、福州、郑州、南宁、昆明、

乌鲁木齐、海口、银川、苏州、东莞、

无锡 (２２)

南京、济南、成都、长沙、呼和浩特、

太原、合肥、南昌、西宁、石家庄 (１０)

三线城市 (２１) 淄博、吉 林、襄 阳、常 州、汕 头、温

州、台州、包头、佛山 (９)

珠海、烟 台、徐 州、潍 坊、株 洲、淮

南、江门、芜湖、柳州、南通、咸阳、

惠州 (１２)

四线城市 (３７) 三亚、日 照、东 营、泰 州、德 州、聊

城、滨州、湛 江、菏 泽、邢 台、丹 东

(１１)

嘉兴、榆 林、中 山、湖 州、六 安、玉

林、宜春、乐山、渭南、宿州、乌海、

铜陵、威 海、岳 阳、茂 名、宝 鸡、赤

峰、揭阳、黄石、盘锦、本溪、蚌埠、

阜阳、漯河、宜昌、马鞍山 (２６)

五线城市 (２６) 防城港、运城、阿拉善盟、黄山、海

东、嘉峪关、铜仁、六盘水、黔西南

(９)

滁州、衢 州、梅 州、北 海、晋 城、鹤

壁、鄂州、云浮、贵港、河池、来宾、

崇左、钦 州、汉 中、商 洛、安 康、亳

州 (１７)

合计 ５５ ６５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该类别城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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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显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处于较高水平.
比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北京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最高,其次分别为上海、深

圳和广州.不同城市对投资、购房和就业等分类落户门槛的设置有较大差异.
一、二线城市综合落户门槛指数较高更多是由于较高的普通就业落户门槛和

人才引进落户所导致的,其次是购房和投资落户门槛.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地

方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由原来单一型的以户籍为工具吸纳资金、人

才等稀缺资源促进地区发展,转向兼顾公平,适当放宽普通就业落户限制,
但重点仍是人才引进.

表８a　部分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投影寻踪模型)(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城市 投资 购房 人才引进 普通就业 综合落户

北京 １６８３７ ０８４３７ １４１４２ １５０８２ ２６２８４

上海 ０９４４３ ０６１８７ １１８０６ １３６４５ ２１３８５

广州 ０９４４４ ０５６３０ ０９６３６ １２２０５ １７８９２

深圳 １０７３５ ０６１８７ １０７３１ １２２０５ ２００３２

天津 ０３０４５ ０４５００ １２９０２ ０７１７９ １１２６９

杭州 ０２９６６ ０７３１２ ０４９６４ ０５７４９ ０８６２１

南京 ０３０４５ ０４５００ ０４６７６ ０７１７９ ０７３７９

济南 ０２０５１ ０６７５０ ０５８９３ ０５０３５ ０８７５５

重庆 ０３６０１ ０６１８７ ０６０５８ ０６４６８ １１６１５

青岛 ０２８３７ ０６７５０ ０４６７６ ０６４６７ ０７７９９

淄博 ００３１８ ０５６２５ ０４６７６ ０３５９２ ０７２０３

吉林 ０１４９４ ０５９５１ ０４６５３ ０２８７５ ０５２７８

襄阳 ００１５３ ０８４１４ ０６５３３ ０３５９２ ０６０５３

珠海 ０１０５３ ０８０５４ ０２３４０ ０２１７０ ０７１５２

烟台 ０２２６３ ０３３８０ ０９３２５ ０１０８２ ０６７７６

徐州 ０１８１２ ０３９３７ ０４６７７ ０１４４１ ０６１１５

嘉兴 ０１０８１ ０５９９９ ０４６７６ ０３５９１ ０４６９４

榆林 ０１０８１ ０６８９５ ０４６７６ ０３５９１ ０４９１２

中山 ０３３６９ ０５６２５ ０９３２４ ０５０３２ ０８５１２

三亚 ００９４２ ０５０６８ ０７１５７ ０５３９８ ０６７７９

黔西南 ０００８７ ０６７５０ ０４６７６ ０２１６９ ０３９７２

亳州 ００１５０ ０７０５９ ０６５３３ ０２１６９ ０３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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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b　部分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投影寻踪模型)(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城市 投资 购房 人才引进 普通就业 综合落户

北京 １８８８７ ０８３３３ ０７０１８ ０９２１７ ２４９６０

上海 ０９０４９ ０５５５６ ０６００９ ０７９００ １８３２１

广州 ０９０４９ ０６９４４ ０９０１４ ０５９２６ １５５３４

深圳 １１２１９ ０５５５６ １００１２ ０６２６１ １８６２６

天津 ０３９０９ ０４１６７ ０７００７ ０６２６０ １００１４

杭州 ０３３０３ ０４１６７ ０３００５ ０４９５３ ０５１４０

南京 ０３９０９ ０４１６７ ０５０１１ ０９２１４ ０７７３２

济南 ０７８８７ ０５５５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７２３９ １１７５０

重庆 ０３８４７ ０６２５０ ０２０１６ ０４９５３ ０５０６８

青岛 ０３０７３ ０６９４４ ０６００９ ０６２６０ ０６７０７

淄博 ００７７４ ０３１２５ ０３００５ ０５９２３ ０３５６３

吉林 ０１９７１ ０３４７２ ０６０２９ ０５９３０ ０５０３１

襄阳 ０３００７ ０７４５８ ０４０２３ ０５９２４ ０５５８３

珠海 ０５０８７ ０５７６４ ０９０１４ ０１９８９ ０９４３２

烟台 ０３４８８ ０４１６７ ０６０２９ ０６２５９ ０８９８５

嘉兴 ００８７３ ０４７２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３９５０ ０５１４９

榆林 ０２６４４ ０６５２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２９７０ ０４９３４

中山 ０３１２６ ０５２０８ ０５０１１ ０１００３ ０８９７５

三亚 ００９５５ ０６２５０ ０４０２３ ０５９３０ ０５１４０

黔西南 ０００９７ ０７６２１ ０１０１８ ０２９７０ ０３８９５

亳州 ００３６２ ０４１６７ ０５０１１ ０３９５０ ０４６９４

(二)空间差异

表９显示,一线城市和东部综合落户门槛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落户门

槛降低的城市占大多数.细分区域的分析发现,华南、华北和华东地区落户

门槛最 高;其 次 为 华 中 和 东 北;而 西 南 和 西 北 地 区 落 户 门 槛 普 遍 较 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华南、华北和华东落户门槛仍旧较高;华中地区有显著下降

趋势;西北地区落户门槛上升的城市多为西安、银川等发展较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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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北上广深、东中西部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统计 (投影寻踪模型)

区域 时间 类别 投资 购房 人才引进 普通就业 综合落户

北上广深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均值 １２０５１ ０６５９７ ０８０１３ ０７３２６ １９３６０

中位数 １０１３４ ０６２５０ ０８０１６ ０７０８１ １８４７４

标准差 ０４６７１ ０１３２９ ０１８２６ ０１５２７ ０３９８４

北上广深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均值 １１６１５ ０６６１０ １１５７９ １３２８４ ２１３９８

中位数 １００９０ ０６１８７ １１２６９ １２９２５ ２０７０９

标准差 ０３５３４ ０１２４６ ０１９２５ ０１３７７ ０３５６０

东部 (４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均值 ０２６６６ ０５４９８ ０４４１６ ０５２７９ ０７０１９

中位数 ０２６７６ ０５５０７ ０５０１１ ０５９２４ ０６７２５

标准差 ０１５８９ ０１３０３ ０２３６１ ０２０３３ ０２１２４

东部 (４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均值 ０２２２６ ０５９２０ ０６２２０ ０４６９６ ０７４７３

中位数 ０２０８５ ０６０６７ ０５９７５ ０５０３２ ０７１２８

标准差 ０１８８１ ０１５２５ ０２０２４ ０１９８４ ０２３３７

中部 (３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均值 ０１４２９ ０５７１３ ０３４１７ ０４５１７ ０５８９７

中位数 ００５９３ ０６２５０ ０４０２３ ０３９５０ ０５１６７

标准差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４０８ ０２６０８ ０１６４５ ０２０３５

中部 (３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均值 ００７０３ ０５８１０ ０５６８２ ０３１８７ ０４７９７

中位数 ００１５３ ０５９２３ ０４６７７ ０２８７９ ０４３０５

标准差 ００８９１ ０１２２３ ０２１０８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３４７

西部 (３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均值 ０１７５１ ０５４６２ ０２５０４ ０４５９９ ０５０１０

中位数 ０１５４２ ０５８３３ ０２０１６ ０４９４３ ０５０６８

标准差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４４５ ０２２６２ ０１８４７ ０１６８３

西部 (３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均值 ０１０５５ ０５７３９ ０５３８０ ０３５５０ ０５２９０

中位数 ００８０７ ０５８４４ ０４６７６ ０２８８０ ０４７２２

标准差 ０１１６７ ０１３４８ ０１２５７ ０２２４６ ０２０４２

整体 (１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均值 ０２３５１ ０５５８７ ０３６８７ ０４９２７ ０６５１７

中位数 ０１８１９ ０５５５６ ０４０２３ ０４９４４ ０５３１４

标准差 ０２５４９ ０１３７７ ０２６２０ ０１９２１ ０３２４４

整体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均值 ０１７５３ ０５８５８ ０５９９６ ０４２０８ ０６５２０

中位数 ０１０１８ ０５９３７ ０４９６４ ０３５９１ ０５９４１

标准差 ０２４６８ ０１３７５ ０２１３８ ０２７０３ ０３６３４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该类别城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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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的高低具有区域上的相对集中性,临近城市的落户门

槛比较一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尤为突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我国综合落

户门槛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经济区,
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主要是省会城市)往往也设置了较高的综合落户门

槛.投资、购房、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是地方政府设置的主要落户渠道,在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经济区普遍都有较高门槛.

(三)落户门槛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资本和劳动力是城市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投资与购房跟资本流

入直接相关,普通就业和人才引进跟劳动力供给直接相关.这四类户籍政策

的相互影响可以初步通过相关分析来考察.图１显示,一、二线城市对投资

和普通就业落户都设置了相对较高的门槛,而且普通就业门槛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大大提高了.三、四和五线城市在投资和普通就业上设置的门槛明显低

于一、二线城市,而且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强.投资与人才引进落户门槛之

间的关系与普通就业非常相近.就购房落户与就业落户的关系来说,跟投资

与就业的关系比较一致.

图１　投资落户门槛和普通就业落户门槛关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两个阶段,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落户门槛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７９８和０５７５３,这说明不同就业的落户要求有所趋同.
但是,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级别城市有很大差异.图２显示,一、二线城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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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就业的落户门槛高于人才引进,而且有所加强.相反,在三、四、五线城

市中普通就业和人才引进的落户要求都较低而且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存在较高的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落户

门槛,而成都、济南和太原等城市则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各类就业的落户门

槛.三、四和五线城市在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门槛的政策指导下,普遍降

低了落户门槛.值得一提的是,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各大城市包括一线城市纷纷

出台了新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引进的落户门槛有降低的趋势.

图２　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落户门槛关系图

(四)稳健性分析

鉴于指数构造的复杂性,我们做了尽可能多的稳健性检验.鉴于篇幅限

制,相关研究结果没有放入正文,但是可在户籍门槛指数的网站上找到

(wwwcpbsorgcn).这里就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总结如下.首先,为了弥补

投影寻踪法在数据更新时权重会发生变化的缺陷,使用等权重和层次分析法

(孙文凯,２０１７)对１２０个城市的落户门槛进行了测算和比较.总体结果与投

影寻踪模型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其次,本文投影寻踪模型的测算结果与吴开

亚和张力 (２０１０)的结果具有共同的特征,比如在地域分布上,落户门槛指

数居高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落户门槛指数较低的城市则相对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此外,本文还使用熵值法对落户门槛指数进行了测算.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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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熵值法的测算结果与投影寻踪模型计算投资、购房等落户门槛指数的

结果是一致的.最后,对于在投资、购房、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某一方面未

给出具体规定的部分城市,本文采用同类城市替补方法和同类落户类型最大

(最小)值替补的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５.为了考察数据替补对计算结果

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样本数据中有数据缺失的城市,重新采用投影寻踪模型

对剩余９０个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进行测算.剔除有缺失文件的城市后的测算

结果与插补数据后的１２０个城市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五)落户门槛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孙文凯 (２０１７)、刘金伟 (２０１６)、吴开亚和张力 (２０１０)等人的研

究,本文对１２０个城市的户籍门槛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标 (包括城市级别、外

商直接投资额、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指标 (包括

人均财政支出额、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中学教师人数、人均道路面积、人均

绿地面积)、地理区位 (是否为沿海 (内河)港口城市、离最近大港口的距

离)、城市开放度 (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 (户籍人口数和就业人口数)

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 (见表１０).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户籍门槛密切相关.沿海开放和经济相对发达城市

人口流入较多,地方政府迫于压力可能设置较高的户籍门槛.相关性分析发

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两个阶段,城市级别、外商直接投资额、

人均 GDP和第三产业比重等指标均与城市户籍门槛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值在００９－０７３,且在１０％水平下显著.

教育、医疗卫生等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高户籍门槛的另一主要

影响因素.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对移民很有吸引力,地方政府担心完

全放开户籍门槛,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原有居民的社会福利

水平,因而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相关性分析显示,户籍门槛与人均公共

服务水平之间有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包括人均财政支出额、每万人拥有医生

数、中学教师人数、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等的 Pearson相关系数在

００８６－０４６.

人口规模和就业情况是直接影响户籍门槛的因素.已有的研究 (宁光杰,

２０１２;宁光杰和段乐乐,２０１７)表明,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是导致

农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基于户籍人口数、就业人口数和失业人口数与城

５ 本文中对于部分城市在投资、纳税等方面缺失的数据主要采用同类插补的办法进行补充.具体的,
购房面积数据缺失,则通过查找缺失数据那一年该城市最低住房面积 (按三口之家标准)进行补充;
投资金额、纳税金额、职称、学历等数据缺失则找到该城市所在区域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具体是

GDP、财政收入和每万人医生数等)相近的城市的投资和纳税落户金额、职称、学历等数据进行补充.



１５２６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８卷

市落户门槛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户籍人口数和就业人口数与户籍门槛之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基于地理文化因素分析发现,沿海 (内河)港口城市、距离大港口较近

的城市、城市开放度 (利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文化发展水平 (每百人图

书拥有量)较高的城市落户门槛更高.

表１０　户籍门槛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类别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投影寻踪模型 等权重法 熵值法 投影寻踪模型 等权重法 熵值法

城市级别 ０５１７５∗∗∗ ０６３４９∗∗∗ ０６１１０∗∗∗ ０７２７９∗∗∗ ０６７４８∗∗∗ ０７０９７∗∗∗

外商直接投资额 ０３０５４∗∗∗ ０３２１８∗∗∗ ０３１０７∗∗∗ ０４５３９∗∗∗ ０４４３５∗∗∗ ０４４７２∗∗∗

人均 GDP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９３３∗ ０１０７７∗

第三产业比重 ０２０３８∗∗ ０２５７４∗∗ ０２３９３∗∗∗ ０４６６４∗∗∗ ０４３４５∗∗∗ ０４５１５∗∗∗

人均财政支出额 ００８５６∗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８４３ ０３７７４∗∗∗ ０３６４９∗∗∗ ０３８５２∗∗∗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０２０９４∗∗ ０２２１２∗∗ ０２１４８∗∗ ０４４６４∗∗∗ ０４１４２∗∗∗ ０４５８３∗∗∗

中学教师人数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９６∗∗ ０１９１０∗∗ ０２２１５∗∗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２１５４∗∗ ０２１６０∗∗ ０２１９８∗∗ ０１６２９∗ ０１８５７∗∗ ０１８７５∗∗

人均绿地面积 ０２９６７∗∗∗ ０２３４４∗∗∗ ０３０３４∗∗∗ ０３０２０∗∗∗ ０２８７５∗∗∗ ０３０９８∗∗∗

户籍人口数 ０４４０５∗∗∗ ０４９１０∗∗∗ ０４８４０∗∗∗ ０５９５２∗∗∗ ０５３４８∗∗∗ ０５５０７∗∗∗

就业人口数 ０６４４９∗∗∗ ０６４６０∗∗∗ ０６６２７∗∗∗ ０７８５３∗∗∗ ０７２４９∗∗∗ ０７５７８∗∗∗

离港口距离 －０３４６０∗∗∗ －０３５６４∗∗∗ －０３４５４∗∗∗ －０３０４２∗∗∗ －０３２２０∗∗∗ －０３２５９∗∗∗

是否为港口城市 ０１５６５∗ ０２３０１∗∗ ０１９４２∗∗ ０２９５２∗∗ ０２８０２∗∗ ０２９７８∗∗∗

城市开放度 ０５４５２∗∗∗ ０５５８７∗∗∗ ０６０５４∗∗∗ ０４０６９∗∗∗ ０４２５６∗∗∗ ０３９９５∗∗∗

文化发展水平 ０４７２９∗∗∗ ０４７５６∗∗∗ ０４９７０∗∗∗ ０６８７２∗∗∗ ０６３５７∗∗∗ ０６８１６∗∗∗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投影寻踪模型、等权重法和熵值法分别是

指使用投影寻踪模型、等权重法和熵值法测算的户籍门槛指数.

(六)居住证制度和大城市积分落户制对落户门槛的影响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国务院令第６６３号 «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随

后,各省相继出台或修订相关居住证实施办法与条例接轨,落实 «居住证暂

行条例»规定的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
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居住证虽然稀释户籍福利,但是作用

有限,在大多数城市还不能跟户籍相比,另外居住证的推行在全国的执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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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比较一致,总体上不影响地方户籍门槛的衡量和横向比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间,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在保留准入制的基础上,相继

出台了各自的积分落户政策.比较同等条件的劳动者在不同城市之间能够获

得的积分多少,也可以作为这些大城市之间落户门槛高低的一个测度.积分

制都设置了积分落户的前提条件 (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居住证、社会保险、
一票否决 (犯罪记录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和稳定就业等方面.积分落户

的规则,主要由基本指标、加分指标和减分指标构成.基本指标由年龄、教

育、技能、稳定工作、稳定住所和社保缴纳年限等构成,加分指标由荣誉、
纳税、创新和创业等构成,减分指标包括违法、违背诚信、参与非法组织等.
不同指标的积分分值在不同城市间差异较大.积分制是新兴的落户制度,只

在大城市存在,对象主要是普通就业群体.积分制作为大城市准入制的重要

补充,并不能替代准入制.

五、总结性评论

户籍作为基本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对经济与社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涉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实证研

究中,尚没有文章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进行

系统的量化分析.本研究对全国、各省份和２５１个城市历年的落户政策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对有代表性的１２０个城市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户籍制度

变革进行了量化分析,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料.
本文对各城市的主要落户渠道 (投资、购房、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的

门槛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发现不同类型的落户要求在不同级别和不同地区的

城市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有不同的变化趋势.整体来看,一线城市和部分二

线城市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而且有上升趋势;其他城市总体上落户门槛

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落户门槛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泛珠三角、长三角和

京津冀地区以及中西部的省会或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公共

服务、人口和就业规模以及地理文化是与城市落户门槛相关性较强的主要

因素.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原始数据,即各地方的历史落户文

件,可能存在缺失,尽管这些缺失不影响总体的分析结论,但是对于个别城

市的测算可能不够准确.其次,通过对不同方法的尝试发现投影寻踪模型等

因子分析法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权重选择比较敏感.因子分析方法与简单

权重等方法的分析结果总体上一致,但是单个城市某一时点的数值会存在较

大不同.因子分析的结果更有相对的可比性,绝对数值的意义不大.再次,
购房落户的门槛主要基于面积要求测算,后续研究应当考虑房价在城市间的

差异.最后,本文只对落户门槛进行了相关分析,后续的研究应当关注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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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地方政府落户政策的具体细则来看,落户门槛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

城市对资源的竞争和自身城市的发展与综合承载力决定的,较少考虑公平和

普通劳动者的落户意愿.
各地户籍制度的演变对于理解地方政府发展改革的动机与特征,城市发

展以及国家空间经济效率具有一般意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户口作为促

进城镇化发展或者控制人口流动的工具,降低了社会流动性,不利于劳动力

和其他生产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公民 (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
福利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不利于解决当前的社会

主要矛盾.要实现城镇与乡村的均衡发展,减轻户籍制度的不利影响,可能

有两个途径:一是取消或降低城市间的户口迁移限制;二是逐步增加对外来

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推动

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改革? 这需要更多的实证和数量研究对相关

的理论和政策设计提供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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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quantitativelyanalyzingthesettlementpoliciesissuedbylocalgovernments
since２０００andtheconstructsoftheChinaHukouRegistrationIndex (CHRI),wefindthat
firstＧtiercitiesandsomesecondＧtiercitiessetahigherrequirementthreshold,andthere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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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trend;whilethirdＧtiercities,fourＧtiercitiesandfifthＧtiersetalowerrequirement
threshold,andthereisadownwardtrend．Populationsize,publicservice,geographic
loc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rethemainfactorsthathaveastrongcorrelation
withthedifficultyofgettinglocalHujiregistrationmeasuredbyCHRI．TheCHRIcanbe
usedforquantitativeresearchonhouseholdregistrationreform,urbanizationandsocialimＧ

pactsoflabormobility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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