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视点·

农民工工资结构的地区差异
———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农民工为例

李超海
*

摘 要: 基于 2010 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 珠三角地区

和长三角地区企业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地区显著高于珠三角地区; 企业农民工

工资结构则呈现出不一致的变化，长三角地区企业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显著高于珠三角地区，但两地

企业农民工在加班工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加班制度是珠、长两地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共有特

征，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权益不如长三角地区，主要在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基本工资低于长三

角地区，并且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不公平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要想维持或不

扩大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差距，需要付出更多的加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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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长期以来，诸多研究均揭示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不如长三角地区。2002 年浙江

省乡镇企业外来工的年收入集中 10000 元以上，而同期珠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外来工年平均工资大

约在 7000 多元，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年平均工资比珠三角地区高 3000 多元; 2005 年 7 月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农民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表明: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数

在 600 元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大约在 650 ～ 750 元之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

民工月平均工资比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略高; 刘林平、万向东和张永宏基于 2006 年调查问卷

数据比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差异: 2006 年珠三角地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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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月平均工资为 926. 18 元，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 1191. 84 元，长三角农民工的月平

均工资高出珠三角 265. 66 元，并且珠三角的企业工作时间较长 ( 9. 86 小时) ，长三角较短 (

9. 01 小时) ; 刘林平等基于 2010 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

统计得出: 珠三角的月平均工资为 1917. 85 元，长三角为 2104. 06 元，再结合两地的开支情况，

珠三角外来工的实际收入要比长三角低 113. 17 元; 进一步的区域细分研究显示，政府主导的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的苏南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最高，内源型经济模式的浙江农民工次

之，外源型经济模式的珠三角农民工最低。

上述探讨农民工工资地区差异的研究多属于工资总量分析视角，忽视了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特

征。事实上，在正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其工资总量一般由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构成，并且基本工

资和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和决定机制受制于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语。此外，金融危机以来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频繁出现的抗争行为暗示着工资结构分析比工资总量分析更具有合理性。自2009

年遭遇工人连续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出台了管理规范化和缩减加班时间的制度，因管理规范而导

致加班时间减少却招致工人的强烈反对，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富士康普工的工资总收入中加班工资

占 42. 3%，并且在富士康没有不加班的自由，只有加班的自由，工人每天工作在 10 小时及以上的

人数占 76. 9%。此前，有研究表明 70%以上的农民工所在企业需要加班，其中长三角地区农民工

加班比例为 61. 23%，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加班比例为 71. 48%。

可见，加班时间和加班行为对农民工的劳动形态和工资总量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对企

业农民工的工资研究要考虑到将工资总量分析和工资结构分析相结合，对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地

区比较应该采用工资结构比较而非简单的工资总量比较，从而建构出一种拆分比较和统合解释

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二、研究框架与数据资料

( 一) 研究框架

在封闭的工厂体制中工作的企业农民工，其工资由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构成，基本工资作

为一种刚性工资，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小，而加班工资作为一种弹性工资，受劳动力

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 其中，刚性的基本工资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同时与农民工所在的企

业规模和工作岗位密切相关，而弹性的加班工资受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同时与农民工

的工作时间和劳动付出密切相关; 此外，基本工资作为企业依据最低工资标准设置的 “底线工

资”或“地板工资”，更多与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干预程度有关，加班工资作为企业依据劳

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工厂赶工制度而设置的 “市场工资”，更多与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有关。因

此，在农民工工资结构中，弹性的加班工资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体能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劳动

时间越长，弹性的加班工资越多，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总量的作用越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加班机会越多，加班工资越高; 刚性的基本工资取决于区域性的制度设置，作为政府干预农民

工工资权益的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刚性的基本工资越高。

·111·

2015 年第 11 期



某种程度上，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受制度干预明显，遵循最低工资标准定价机制，加班

工资是正常上班时间之外的劳动所得，遵循投入与产出的市场定价机制。农民工的工资结

构受行政干预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直接约束，而非简单通过集体议价和劳资博弈得以提高，

需要政府重视和政策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需要企业资方遵循市场供求规律提高加班劳

动报酬标准，而政府的制度设置是前提条件，市场定价的上限通常会基于政策标准的下限，

没有基础性的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农民工工资的市场化就不会实现，农民工的低工资水

平陷阱就会长期延续。

因此，在探讨农民工工资的地区差异时，需要将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差异跟基本工资差异、

加班工资差异结合进行研究。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工资总量差异并不能完全套用于工资

结构差异，而是要将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差异和工资结构差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林平教授主持的

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于 2010

年 7 到 8 月在珠三角 9 市 (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和江门) 和长

三角 10 市 ( 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 进行的问卷调

查结果。调查对象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19 个城市中跨县 ( 区) 域流动、具有大专学历及

以下的、正式在企业或单位就业者，既包括农村户籍的农民工，也包括城镇户籍的农民工。由

于无法做到随机抽样，通过计算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被调查城市外来人口比例作为样本分

配的基本依据，在控制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的基础上进行配额抽样。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为

确保问卷的代表性，还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农民工样本数量进行了规定，其中，30 人以下的企业

只做 1 份，30 ～ 299 人的企业最多只做 3 份，300 人以上的企业最多可做 5 份。总共发放调查问

卷 4152 份，其中长三角地区 2152 份，珠三角地区 2046 份。

由于调查涉及面广以及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在对某一些问题或指标回答时

存在遗漏，所以在进行统计数据整理时，对遗漏或没有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数据差值处理，尽可

能恢复数据应有的分布状态。

( 三) 样本选择

在统计分析时，本文按照以下条件筛选出样本对象: 首先，按照就业性质将调查总样本进

行分类，选择在正规企业就业的农民工，而将个体户、散工等等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删除; 其

次，梳理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分析其上月实发工资、上月加班工资和上月加班情况，保留上

月实发工资、上月基本工资和上月加班工资都回答完整的样本，凡三项回答有一项或一项以上

存在缺失的样本都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最后，将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加总所得结果减去剩

余农民工的上月应发工资数，凡结果不等于“0”的样本均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上述方

式进行处理之后，所有样本均满足以下条件: 正规企业工作，上月应发工资、基本工资和加班

工资无缺失情况，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加总结果等于上月应发工资。最后，本文进行统计的样

本量为 2504 份，占总样本 4152 份的 6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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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样本情况如下所示: 从性别来看，女性占 46. 8%，男性占 53. 2% ; 从年龄来看，平

均年龄为 29. 4 岁 ( 标准差为 9. 0 岁) ; 从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占 13. 8%，初中为 52. 0%，

高中为 17. 2%，中专、职高、技校为 11. 5%，大专为 5. 5% ; 从婚姻情况来看，未婚占 41. 7%，

丧偶占 0. 1%，离婚占 1. 1%，已婚占 57. 1%。

三、工资结构地区差异的模型分析

( 一) 工资总量、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地区差异的一般描述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总量和基本工资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而加班工资却高于长

三角地区农民工 ( 见表 1) 。其中，月工资总量较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低 313. 89 元 /月，基本工资

低 355. 92 元 /月，但加班工资却高 42. 03 元 /月。

此外，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占比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而加班工资占比却高于

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其中，基本工资占比较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低 4. 59 个百分点，而加班工资却

高 4. 59 个百分点。

可见，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总量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与此同时，基本工资占比也

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加班工资占比高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这意味着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底

薪设置较低，并且珠三角地区维持且不继续扩大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差距，需要付

出更多的加班劳动，这也间接体现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不公平程度要远远高于长三角地

区农民工。在工资总量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总体态势下，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加班工资绝

对量和占比均高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这意味着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底薪设置较低，并且珠三角

地区农民工要想获得高薪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加班时间和加班劳动。

表 1 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比较

月工资总量 基本工资 加班工资 基本工资占比 加班工资占比

珠三角地区 1879. 93( 933. 07) 1603. 31( 965. 02) 276. 62( 407. 21) 85. 35( 19. 45) 14. 65( 19. 44)

长三角地区 2193. 82( 3161. 48) 1959. 23( 3116. 88) 234. 59( 649. 72) 89. 94( 16. 76) 10. 06( 16. 77)

差距 － 313. 89 元 /月 － 355. 92 元 /月 + 42. 03 元 /月 － 4. 59% +4. 59%

增减比例 － 73. 04% －18. 17% +17. 92

( 二) 工资总量、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回归模型

1. 因变量

2010 年调查问卷中，将农民工工资问题设计为: “您上月实发工资为 元 /月，其中基

本工资 ( 底薪) 为 元 /月，加班工资为 元 /月，其他收入为 元 /月。”由于本

文的研究对象为在企业工作的正式农民工，其他收入基本为 0 或缺失。因此，直接采用调查问

卷中获得的上月实发工资数据作为工资总量的操作化结果，而以调查问卷实际调查得到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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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加班工资作为工资结构变量进行操作。

2. 自变量

( 1) 特征变量

农民工群体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主要体现在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上。新生代农民

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前卫的消费观念、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职业流动性，并且更不愿

意承担繁重的劳动和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此外，男女两性农民工在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也存

在较为明显的区别，此前有研究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更高，从事中高层

级职位的职业概率也较高。因此，采纳前人研究的经验和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本研究的特

征变量是性别、年龄和年龄平方。

( 2) 人力资本变量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跟城镇劳动力市场虽然存在区隔和差异，但是大多数研究都表明，人力

资本在两类市场中都发挥了正面的效应。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和劳动经验对农民工的价值和回

报是存在差异的。明赛尔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及培训、经验和职业

流动会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和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

民工也不例外。新韦伯主义者赖特认为，技术和技术资格证书是社会中一种财产不平等的分配

形式，技术资产的基础是技术证书，而技术证书是由权威部门和各种法律法规所决定的，这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保障拥有技术和具有技术资格证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较高的汇报。

新韦伯主义者帕金则指出，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跟财产制度同样重要，技术证书可以决定

什么人进入什么样的职位和获得怎样的工资水平。因此，考虑到中国农民工的阶层特征，受教

育年限、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证书数，可以将其作为衡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

( 3) 劳动时间变量

农民工生产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低工资和高劳动强度，而工作时间长是农民工高劳

动强度的重要标志。大多数农民工需要接受较长劳动时间的制度规定，并且只有完成工厂或企

业规定的劳动时间，才能全额获得劳动回报。因此，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有

重要影响，本研究选择“一般每天工作时间”作为测量农民工劳动时间的指标。

( 4) 社会资本变量

大多数研究揭示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市场回报，但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的劳动回报存在多元化影响，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更有研究认为没有影响。此外，也有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劳动回报或工资水平并非直接作用，而是存在层次性和中介变量的

影响。不管怎么说，研究农民工的劳动回报或工资水平不可漏掉社会资本变量。本研究着重研究农

民工的网络性质，也即农民工求职前在企业内部有无熟人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一般来看，

在企业内部有熟人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帮助农民工获得较好的工种类型。为此，本研究以

“农民工在企业内部是否有熟人”作为测量农民工社会资本变量的操作化指标。

( 5) 企业与工作变量

企业规模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差异。大多数农民工主要在低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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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工作，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企业规模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有重要关联。通常来说，企业规

模越大，所雇佣的农民工数量越多，其所要面临的管理压力越大、劳资关系协调越复杂，应对

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程序和制度相对越完善。此外，工种类型对农民工的工资回报具有重要影响，

在向上流动机会缺乏的低端劳动市场中，工种差异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因此，在本研究中，我

们引入企业规模和工种类型来测量农民工的企业与工作特征。

( 6) 产业与区位变量

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整体水平好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这也已经被很多研究予以

证实。此外，不同产业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相当数量

的农民工选择从第二产业流入第三产业，这可能跟两种产业的工资回报和工作环境有关。本研

究中，我们选择了“是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工作”和 “是在珠三角地区工作还是在长三角

地区工作”来测量农民工工资的产业差异和区位差异。

表 2 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 N =2504)

类型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性质 编码

特征变量

性别 0. 54 0. 49 定类变量 0 = 女性，1 = 男性

年龄 29. 4 9. 04 连续变量 16 － 67 岁

年龄平方 945. 97 592. 59 连续变量

受教育年限 9. 78 2. 30 连续变量

小学 = 6 年，初中 = 9 年，高中、

中专或技校 = 12 年，

大专 = 15 年，本科 = 16 年

人力资本变量
职业资格证书数量 0. 25 0. 62 连续变量 0 － 6 个

职业技能培训 0. 33 0. 47 定类变量 0 = 没有，1 = 有

社会资本变量
企业内部有无认识

的熟人
0. 68 0. 46 定类变量 0 = 没有，1 = 有

劳动时间变量 每天工作时间 9. 26 1. 91 连续变量 1. 0 小时 － 24. 0 小时

企业工作变量

工种类型 1. 84 1. 04 定类变量
1 = 普工，2 = 技工，

3 = 管理员，4 = 其他工种类型

企业规模 2. 36 1. 16 定类变量

1 = 100 人以下，

2 = 100 － 299 人，3 = 300 － 999 人，

4 = 1000 人以下

产业变量 产业类型 0. 16 0. 37 定类变量 0 = 第二产业，1 = 第三产业

区位变量 地区 0. 49 0. 50 定类变量 0 = 长三角，1 = 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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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归模型

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还对问卷调查中相关量表指标进行了信效度的检验，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 0. 879，显示不同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通过对问卷调查中相关主观题进行了

结构效度分析，KMO 为 0. 859，显示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月实发工资”、“上月实发基本工资”和 “上月实发加班工资”分

别取对数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工资总量回归模型、基本工资回归模型和加班工资回归模型。

表 3 农民工工资总量、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 指标 工资总量模型 基本工资模型 加班工资模型

特征变量

性别 ( 女 = 0)
0. 190＊＊＊

( 0. 014)

0. 181＊＊＊

( 0. 017)

0. 088
( 0. 052)

年龄
0. 063＊＊＊

( 0. 005)

0. 048＊＊＊

( 0. 006)

0. 074＊＊＊

( 0. 019)

年龄平方
－ 0. 001＊＊＊

( 0. 000)

－ 0. 001＊＊＊

( 0. 00)

－ 0. 001＊＊＊

( 0. 00)

人力资本变量

受教育年限
0. 025＊＊＊

( 0. 003)

0. 027＊＊＊

( 0. 003)

0. 004
( 0. 011)

职业资格证书数量
0. 029＊＊

( 0. 011)

0. 027*

( 0. 013)

0. 012
( 0. 041)

职业技能培训 ( 没有 = 0)
0. 059＊＊＊

( 0. 015)

－ 0. 018
( 0. 017)

0. 108
( 0. 051)

社会资本变量 企业内有无熟人 ( 没有 = 0)
0. 009

( 0. 015)

0. 011
( 0. 017)

0. 102 ( 0. 053)

劳动时间变量 每天工作时间
0. 008＊＊

( 0. 004)

－ 0. 011＊＊

( 0. 004)

0. 094＊＊＊

( 0. 014)

工种变量

普工 = 0

技工
0. 123＊＊＊

( 0. 019)

0. 085＊＊＊

( 0. 022)

0. 180＊＊＊

( 0. 067)

管理人员
0. 177＊＊＊

( 0. 019)

0. 169＊＊＊

( 0. 022)

0. 137＊＊

( 0. 065)

其他类型
0. 066＊＊＊

( 0. 023)

0. 113＊＊＊

( 0. 027)

－ 0. 032
( 0. 098)

产业与地区变量

产业类别 ( 第二产业 = 0)
－ 0. 118＊＊＊

( 0. 018)

－ 0. 105＊＊＊

( 0. 021)

－ 0. 232＊＊＊

( 0. 076)

地区 ( 长三角 = 0)
－ 0. 029＊＊

( 0. 014)

－ 0. 103＊＊＊

( 0. 016)

0. 001
( 0. 050)

常数项
6. 044＊＊＊

( 0. 096)

6. 160＊＊＊

( . 113)

3. 913＊＊＊

( 0. 363)

Adjusted Ｒ Square 0. 194 0. 158 0. 073

N 2504 2346 2276

注: ＊＊＊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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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农民工工资总量和基本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加班工资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

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总量高于女性农民工，但从工资结构的角度来看，男性农民工基本工资高于

女性农民工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男女两性农民工在加班工资上的差异没有显著差异。

受教育年限越高，经受过正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数量越多，农民工的工资总量

越高。具体到工资结构来说，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民工的

加班工资有非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受教育年限对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但与加

班工资在统计上不显著; 职业资格证书数量对农民工基本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民工加

班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也即职业资格证书数量越多，基本工资越高，而对加班工资没有显著影

响。此外，有无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都没有显著影响。

劳动时间对农民工工资总量有显著影响，劳动时间越长，农民工工资总量越高。此外，劳

动时间对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有负向显著影响，对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农

民工劳动时间越长，基本工资越低，加班工资越高。

企业类别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影响。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

都比第二产业农民工高。这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愿意进工厂就业，而愿意从第二产业

流入第三产业工作。

地区对农民工工资总量有显著影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总量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

但农民工工资结构表明: 地区对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有非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工资高于珠三角地区，但在加班工资上没有

统计上的显著性。

四、基本结论

( 一) 珠三角、长三角两地农民工工资权益的差距源于基本工资，但加班工资上两地差异不

具有显著性

长期以来，所有的研究都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工资水平不如长三角地区

农民工，问题在于加班行为和加班制度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共有特征。

关键在于珠三角地区企业设置的基本工资水平低于长三角地区，这种基本工资设置的地区差异

才是造就珠长两地农民工劳动权益和工资水平差异的根本所在。

对此，早期也很多学者指出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不如长三角地区的原因。比如两

地制度环境的差异，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社会主义传统 ( 国有企业) 和社区人际关系网络 ( 乡

镇企业) 的企业较多，这两类企业劳资关系的处理模式不单单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同时也包含

着受社会主义传统影响并嵌入到社区结构和人际网络之中的 “人情型”模式，因而工人劳动权

益状况较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此外，企业中本地工人的比例也影响了农民工工

资的地区差异。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来说，企业招聘了相当数量的本地工人，对这些具有本

地户籍的工人管理就不能够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而需要考虑社区反应和公民身份，使得管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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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性化和更加柔性，这种管理风格自然也会延生到外地农民工身上，造成了长三角地区农民

工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正如王珺和郑筱婷的研究所指出的: 广东是外向型

经济的典型和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则是 “草根”民营经济的典范，扎根于社

区的企业家和政府要比外来的企业家和管理外来劳动力的政府更多地考虑劳动者效用或对于劳

动者有更多的同情心。

此外，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以依靠加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依赖低端劳动力，

并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较低的产业地位决定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

而长三角地区由于引入更多技术水平较强和产业定位较高的产业布局模式，在全球产业链中占

据较好的位置，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苏

南和浙江地区发展的特点对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由此导致了苏南和浙江地区的劳工月均

收入要比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更高。

事实上，这种两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差异，表面上看是工资总量的差异，实质上是工资结

构的差异，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因此，长三角

地区的“人情型”制度环境和企业公民权只不过是保护了该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为该地区

的农民工设置了较高的基本工资水平。

( 二) 珠三角、长三角两地农民工工资差异的结构分析表明，加班生产制度是两地共有的劳

动形态

农民工的工资总量和基本工资在珠、长两地有显著差异，而加班工资没有显著差异。这有

两方面含义: 一是加班行为在珠、长两地普遍存在，加班行为和加班制度是两地农民工生产的

共有劳动形态，两地农民工都不得不接受加班生产，但在具体的加班制度和加班待遇上存在差

异; 二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权益不如长三角地区，根本在于珠三角地企业或工厂的基本工

资较低。统计表明，在工资总量中地区差异的回归系数为 2. 9%，而基本工资中地区差异的回归

系数为 10. 3%，前者比后者低 7. 4%。在加班制度相同，而基本工资设置存在较大差异的结构制

约下，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权益低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权益自然就顺理成章。

( 三) 探讨珠三角、长三角两地农民工工资差异，应该尊重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的特性，建

立拆分比较和统合解释的研究思路

首先，在封闭的工厂中工作的企业农民工，其基本工资具有一定的刚性工资性质，受到所

在地区的制度设置和行政干预影响较大，作为一种依据最低工资标准设置的 “底线工资”，与当

地的政策水平和制度保护密切有关。因此，刚性的基本工资取决于区域性的制度设置，作为政

府干预农民工工资基础制度的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刚性的基本工资越高。

其次，加班工资作为一种弹性工资，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较大，更与农民工的工作

时间和劳动付出密切相关。因此，弹性的加班工资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体能动性，劳动时间越长，

弹性的加班工资越多，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总量的作用越大。此外，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由都采用的以加班为特征的农民工生产制度，两地的工厂形态和市场经济性质相同，因此两地

农民工在加班工资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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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农民工工资结构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双轨制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治理某种程度也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兼容的问题。一方面，农民工作为中

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生产因素，需要采用各种政策和手段进行激励和引导，使之成为中国经济

正常运行的良心因素，农民工供给过度或短缺都不利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农民工又是构成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分子，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参与者，维护和保护好他们的

各类权益，就成为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之外重点考虑的公共问题。

一方面，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与行政干预密不可分。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是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国内的资源、劳动力、政策结合的产物。转移到中国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采用的多数是国外落后或淘汰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的产品也集中在服装、玩具、电

子产品、皮革低价值、低技术和低收入的工业或服务行业，因此，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通

过劳动者的低成本劳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其赚取利润的多少直接与劳动者收入和福利的

份额以及劳动条件相关。但是，长期维系农民工低工资状态既不利于企业创新和升级改造，也

不利于劳资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因此，政府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方式制定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限，作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

多数劳动者择业和就业时可以参考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保证每一位劳动者能够获得维持生存的

回报。这种通过政府定价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赋权和制度确权，通过

政策和制度规定了劳动者享有获得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劳动回报的权利，同时也限定了企业资方

的管理边界，一旦越过政府定价的边界，国家权力就要进行干预。因此，通过政府定价设定劳

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某种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但在现有强资本和弱劳工的背景下，

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对劳动力价格进行调整和干预，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公共职能。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加班工资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农民工工资收入中相当部分来

源于基本劳动以外的加班劳动，加班劳动所形成的加班工资构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同于基本劳动，政府对加班劳动或加班行为并无严格限定，加班劳动由市场机制决定，劳资

双方通过互动交往形成了加班市场的一般规则和报酬水平。某种程度上，农民工的高工资和企业的

高利润都是由基本劳动以外的加班劳动所创造的。加班劳动是农民工基本劳动时间之外的个体选

择，在完成基本劳动基础上的额外劳动行为，企业资方只需要支付劳动的报酬，虽然占有了农民工

的休闲时间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工资总量，而企业在弹性订单生产模式下，通过加班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利润。

国家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干预劳动力市场，维护了农民工的基础性劳动权益，并且进一步增

强了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这也表明农民工想要摆脱制度身份的限制或

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身份限定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加班劳动付出能够提升劳动回

报，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激发了农民工的加班热情和愿意接

受长时间的生产劳动，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逐

年提升和加班工资的存在，农民工在基本工资标准较低的背景下，大量加班劳动的合力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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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量发展，也逐渐演变成为所谓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劳动支撑的 “世界工

厂”和“中国制造”。

此外，由于中国农民工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一直遵循着这种 “低劳工成本竞争优势”的策略，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整体劳动状况和生存环境在逐步改善，但是远

远低于全国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这就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农民工政策

的根本所在，最低工资标准的渐进调整和干预也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

总之，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受制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直接约束，而非简单通过集体议价和劳

资博弈得以提高，需要政府重视和政策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需要企业资方遵循市场供求规

律提高劳动报酬标准，而政府的制度设置是前提条件，市场定价的上限是政策标准的下限，没

有基础性的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农民工工资的市场化就不会实现，农民工的低工资水平陷阱

就会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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