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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其创业行为
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不仅能增加其创业概率,还能提高创业层次,与生存型创
业相比,流动人口进行机会型创业更需要获得本地人身份认同。本文的结论为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
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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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ial choi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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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local identity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o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Compared with survival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equires more local ident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Identity,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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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失业率),城市规模,金融环境 (金融机

是否创业

创业层次

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开放

解释变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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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程度(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地区生产

身份认同

0.037***

0.029***

0.027***

0.053***

0.034***

0.032***
(0.004)

总值),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7》。
1.2实证模型
为考察流动人口流入地身份认同
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
模型：
=
2

+

3

0

+
+

+

1

+

+

ℎ

+

(1)

(0.003)

(0.003)

(0.003)

(0.004)

(0.004)

个人和家庭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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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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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所在地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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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7***

0.588***

-1.010***

0.390***

常数项

(0.042)

(0.052)

(0.087)

(0.069)

(0.083)

(0.124)

观测值

99,065

91,620

80,874

99,065

91,620

80,874

R-squared

0.283

0.344

0.345

0.221

0.286

0.287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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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规模的创业制度差异。另外,流动
人口户籍所在地的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创
业行为,所以我们还加入了流动人口户
籍所在地的虚拟变量( ρ h )。ε ij 代表误
差项。在上述模型中, β 1 是本文关注的
重点,它代表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
同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2 实证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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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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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如表2所示。

业决策的变量,但回归仍可能存在内生

表2

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对创业

性问题。因此,为解决上述的内生性问题,

决策的影响：IV回归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进一步估计。本
文参考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的做法,
使用流动人口是否跨方言区流动作为本
地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变量。在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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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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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准回归结果

来说,本文参照徐现祥等(2015)的做法,

第一阶段回归：身份认同
IV:是否跨方言区流动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分类,首先
Cragg-Donald Wald F 值

-.0831***

-.0831***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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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的前三列报告了流动人口的本

衡量各县市所属的方言区。中国汉语方

地人身份认同对是否创业的基准OLS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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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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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

变量(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第

胶辽官话、中原官话、银兰官话、西南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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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收入溢价[J].经济学动态,2018,(4):

能与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J].中国人口

研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我们应该加快

28-42.

科学,2016,(06):36-46+126-127.

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流动人口的社

[3]孙文凯,王格非.流动人口社会身

会融合,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份认同、过度劳动与城乡差异[J].经济

进程,还有助于激发他们创业活力,促

学动态,2020,(09):96-110.

进经济增长。

注释：
①是否创业是个二值虚拟变量。所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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