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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special social groups have been a great concern in multi-

cultural background. At present, there is less study on the three special social groups which are the 

floating minority population,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foreign population. But they are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about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three specific social groups. 

Meanwhile, it analyses their mai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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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文化背景下需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归侨和境外人口等三类社会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比较少，但却非常重要且具有特殊意

义，需要特别关注。本文论述了这三类社会群体城市融入的现状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这三类

社会群体在城市融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归侨；境外人口；城市融入 

 

近年来城市融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仅在知网上刊登的相关文章就达到一千六百多篇。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城市融入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的对象都是农民工，

这对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的特定背景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有

几种社会人群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比较少，却非常重要且具有特殊意义，需要特别关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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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归侨和境外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 

 

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 

 

1.1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倾向于长期居住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达到 11379.22 万人，10

年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 736.26 万人，增长率为 6.92%。与此同时，城市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也持续快速增加，以上海为例，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达到来 27.6 万人，增长

率为 165.4%。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对城市原有的民族结构、民族分布、民

族关系、城市融入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突出问题不是人口增长

过快的问题，而是适应城市速度过慢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再是暂居于城市，而且倾向于长期居住，同时有

举家迁移的倾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风俗习

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其城市融入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

市融入方面将面临着城乡流动和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而积极促进城市少数民族的

城市融入，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多是从流动动机、民族特点与关系、城市社会管理

等角度出发，仅有少数学者从城市融入的角度出发研究，并且少数民族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

也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现象的表述，缺乏理论深度和科学的定量分析（李涛等，2011；

刘传江，2008）。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城市融入的衡量指标

体系，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进行系统的定量评价，通过定量的方法探析现

阶段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着重从民族因素与制度因素进行对比研

究。 

 

1.2 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存在体制、文化和身份三重弱势，其在城市融入问题上面

临着严重的困境。并且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不仅是城乡之间的反映，更是跨民族交往的反映。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障碍因素中，民族因素已不是主要障碍因素（高向东

等，2012）。在语言的使用上，多数少数民族使用普通话交流而其能很好的保持本民族语言。

与此同时，高学历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多数在与本地人的交往中会忘记自己是少数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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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并且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荣誉。由此看来，外来少数民族的民族特

性在上海的大环境中，并不构成阻碍其融入上海社会的障碍因素。 

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基础。外来少数民族

信任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获得，因此本民族老乡是外来少数民族的主

要交往对象。这种同质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容易找到安慰、鼓励和帮助（余运江等，2012），

成为其融入本地城市社会的坚强后盾，并增强其信心和决心。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融入本地社会的难易程度成正相关。文化素质

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外来少数民族城市融入的能力，学历越高融入本地社会的程度也越高，并

且高中学历成为能否很好融入本地社会的转折点。 

 

1.3  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做好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工作是一项

社会性较强的综合管理工作，横向涉及民族、宗教、经济、公安、司法、工商、民政、文化、

新闻出版等部门，纵向延伸至街道（社区）、乡、镇和居（村）委员会。 

——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发展的基本权益。要借鉴国内外民族立法中保障城市少数民族

的基本发展权的经验。要加大对城市少数民族基本需求的研究，完善扶持清真食品行业发展；

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就学、就业等的政策，修改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与少数民

族基本发展权益相关的法规条文。 

——积极发挥少数民族人士作用，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社区管理。城市中的

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对外来少数民族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应该发挥他们在外来少数民族

服务与管理的作用，促进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入。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社会团体的职责和作用。要注意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在承担社

会一定的管理职能和广泛联系社区居民中发挥很好作用的经验。如上海市少数民族联合会等

社会团体，多年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目前已经形成了市、区、

街道（乡、镇）三级联动的工作网络，成为上海市各级政府推进民族工作的好助手。 

 

2 境外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 

 

2.1 境外人口快速增长，在城市融入上遇到许多问题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境外人口”是指在我国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能够确定将居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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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上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境外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的高低是衡量城市国际化程

度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指标，境外人口的城市融入终将成为国际化城市的后赋资源。以上海为

例，作为全国境外人口最多的城市，常住境外人口数量从 2000 年 6.01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 20.81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1 万左右常住境外人口。 

作为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具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良好历史文化传统。目前上海境

外人口比重较低，相比较而言，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州国外出生人口数量为

429.76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22.16%，纽约市国外出生人口数量为 304.23 万人，占总人口

比重高达 37.17%，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移民（朱晓林，2013）。一个城市境外人口比重代表了

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是一个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之一

（Massey ，2003）,这个指标反映了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

外国留学生和外国人才移民。 

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上海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上海必然要

面对境外人口大量增多的现实，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上海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上

海中心城区将形成与全球经济联系很强的全球需求中心，城市郊区会形成大量的副中心和边

缘城市，而全球需求中心需要一定的数量的国际化人口和国际化人口集聚区。虽然上海人口

国际化程度较低，但是上海境外人口形成了空间集聚（黄祖宏等，2012），已产生了集聚效

应，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增强城市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

人文环境。 

境外人口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在经济融合方面有着比较高的融合度，但其身份标签，

语言能力、文化认知、及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不足，使他们在心理方面的城市融入度较低，

总体城市融入状况依旧很低。境外人口与我国公民的城市融入与其所处的空间集聚地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工作和学习单位、所居住的社区。这些空间集聚地是否国际化、有效管

理和优质服务？语言上的沟通问题，也使得境外人口在中国的城市融入问题在最初就彰显出

来。 

 

2.2  要营造多元化、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境外人口融入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都是开放的国际移民城市，人口中有接近或超过 1/3 是出生在国外的移

民，上海这一比重不足 1%，有很大上升空间。国际移民一直是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宁越敏，2010）。从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来看，拥有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文

化，是他们吸引世界各地、各种年龄和各种领域人才的重要原因（Johnson，2009；Bel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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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也正是有了这种人才的聚集，才成就了这些大都市。而上海目前在这种文化方面还

有不少欠缺，要努力营造多元化、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 

以上海为例，要研究制定境外人口发展规划，明确未来若干年的发展目标。在规划制

定中，既要注重上海境外人口的数量，也要注重境外人口的质量，吸引更多的境外人才来上

海工作。同时，对境外人口在沪工作生活的政策环境、医疗、教育需求，国际性经济、文化

等组织入驻，国际社区建设，涉外文化体育活动发展，涉外窗口服务水平，地方媒体在境外

人口中的覆盖率及国际影响等指标，制定专项规划，切实予以推进。通过调查研究，在促进

境外人口城市融入中，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欢迎各种境外人口，尤其是年轻境外人才。应积极发展高校外国留学生的规

模，尤其是高素质的外国留学生，可通过降低学费、提供奖学金等措施吸引这部分人群，同

时还应密切关注这部分人群毕业后的去向，可通过为其提供工作签证等措施留住这部分人

才。第二，应积极完善境外人才引进工作，探索境外人才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制度，从政

策上吸引并留住境外人才来沪工作和投资；上海境外人口以高素质劳动力为主，且近年来人

口规模不断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上海在未来发展中应注

意把握国际高技能移民的发展趋势，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状况来吸引所需境外人才。第三，积

极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配合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努力吸引国际艺术家、演员等来到上

海，促使上海成为国际艺术文化交流中心。第四，要营造能成功留住境外人才的环境。如提

高软吸引力，提供更好的英语环境，特别是提高涉外公共服务政府部门、涉外窗口工作人员

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外语水平，让外来人员更容易融入本地社区。同时要提供更多医疗、教

育的选择，以更优质的服务吸引国际人才。第五，要改变市民对境外人口的态度，营造一个

友好的城市环境，欢迎不同背景的人才来沪。境外居民特别是外籍居民，通常被视为“外宾”、

“外商”，事实上，许多在沪的境外居民已经成为“新上海人”的一部分，政府更应从“市

民”的角度来处理与外籍居民关系。 

 

3 归侨的城市融入问题 

 

3.1  归侨的作用和城市融入的困难 

根据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

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本研究中的归侨就是指回国定居的原定居在国

外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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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多数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工作、生活多年，有的在重要企业、重要机构甚至政府

重要部门工作过，对国内外不同体制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中

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政策使得华侨华人掀起了回国热潮。以上海

为例，现居上海的归侨有几十万人，这些归侨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

给上海城市带来了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他们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重

要的影响。 

归侨大多数都有着比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往往心存远大志向，渴望事业上的成功。

归侨所具备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强于其他群体，有可能使得这个社会群体产生较

高的身份认同（吴瑞君等，2010）。新生一代的归侨对国内的社会制度、日益激烈的竞争环

境、复杂的人际网络不能很快适应，并且有些人对自身认识不足，缺少坚持不懈、吃苦耐劳

的创业精神，从而对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调研中我们发现归侨的社会群

体中主要困难是因病治贫、失业下岗、生活困难等问题。 

归侨的城市融入需要经过心理调适和生活行为方式的本土化。归侨更倾向于对自身的

再融入经历做出评价，不管实际遭遇如何，其对现实的期待和满足程度有着密切的相关（刘

国福，2010）。因此，归侨群体的城市融入作为个体内在需求和外界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持续

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以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的个体微空间的建构行为。这种建构直接影响着

归侨个体的融入城市的程度。 

 

3.2  整合为侨服务资源，促进归侨的城市融入 

（1）要依托城市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建立社区为侨服务受理平台（桂世勋，2010）。以

上海为例，各街镇积极整合民政、司法等部门的资源，设立了“为侨服务受理窗口”。据统

计，目前，全市有 125 个街道、镇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设立了侨务受理窗口。“为侨服

务受理窗口”优先为侨界人士提供就业、就医、法律咨询等便利服务。 

（2）要努力丰富归侨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以上海为例，各街镇依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资源，以“侨之家”为载体，积极建设归侨人员文化活动平台。目前，全市区、街道、镇、

居委会的“侨之家”已达 476 个，丰富了归侨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加深了归侨人员之间的

感情，也促进了社会融合。 

（3）为归侨人员构建就医“绿色通道”。如上海市政府侨办与市卫生局联合发文，要求

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早期归侨配备家庭医生和提供日常医疗服务咨询。目前，上海市

凡是有早期归侨居住的社区都完成了为早期归侨配备家庭医生的签约工作，覆盖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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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4）要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把困难归侨人员与企业、热心人士结成帮扶对子，签订帮扶

协议，形成帮扶长效机制，变短期帮扶为长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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