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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90 后”这一群体引发了诸多关注。“90 后”成

长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所处的

社会环境较之以前有了巨大的改观，接受教育的环境和所接

受教育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家庭物质条件更加

优越，父母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90 后”，其人力资本水平、就业状况、生

活满意度以及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等，都与前几代存在明

显的差异。

“90 后”的成长和教育环境 ：成长于教育水平更高的城

市地区，父母的文化水平更高

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阶段是一个

人行为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期”。一个人如果在小学阶段能够

打下坚实基础，其教育生涯就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的教育

质量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城市地区的教育质量远远高

于乡村。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以及广州六个城市，选取了

大约 6400 户家庭进行调查，最终形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调

查”。据调查统计，与前几代相比，“90 后”就读的小学位于

城市的比例是最高的。

初中教育是衔接小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重要阶段。假定

一个人从 6 岁开始上小学，16 岁以前即可完成小学和初中教

育。因此，16 岁以前的主要居住地基本反映了一个人接受小

学和初中教育的地理位置。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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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的“90 后”在 16 岁以前居住于城市，75.1% 的“80 后”

在 16 岁以前居住于城市，70.0% 的“70 后”在 16 岁以前居

住于城市。无疑，“90 后”的比例仍是最高的。以上两个情

况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即“90 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接受了

相对高质量的教育。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子女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通常就业和收入状况较好，对子女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较强，能够给予子女学习更多的指

导。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加

重要。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统计，38.8% 的“90 后”

其母亲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在“80 后”中，仅有 31.6% 的

人其母亲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70 后”和“60 后”的这一

比例分别仅为 15.4% 和 7.9%。由此可知，“90 后”其母亲的

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前几代。同时，“90 后”其父亲的受教育

水平也远高于前几代。51.1% 的“90 后”其父亲受过高中及

以上教育 ；在“80 后”中，仅有 38.0% 的人其父亲受过高中

及以上教育 ；“70 后”和“60 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23.5%

和 14.6%。

“90 后”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前几代

人力资本是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方面的

总和，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概

括起来，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个主要方面。受教育水

平是衡量教育状况的最直接和最重要指标。根据“中国城市

——对“90后”的着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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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调查”，在“90 后”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高达 79.2%。在“80 后”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为 76.4%，“70 后”和“60 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50.2% 和

22.8%（如图 1）。这表明，“90 后”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

前几代。

图 1 ：不同代际群体受教育水平的分布

除了教育，健康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衡量健

康状况既可以使用主观指标，也可以使用客观指标。“中国

城市劳动力调查”对衡量健康的主观和客观指标都进行了询

问。关于主观指标，调查询问了人们对健康的自我评价，并

且将人们对健康的自我评价分为三类 ：“好”“一般”“差”。

根据调查，在“90 后”中，91.7% 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

“好”；在“80 后”中，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好”的比例为

86.5% ；在“70 后”中，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好”的比例

为 76.7% ；在“60 后”中，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好”的比

例为 58.8%。“90 后”中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

的比例分别为 7.0% 和 1.3%，明显低于前几代。这些数据表明，

“90 后”对健康的自我评价明显好于前几代。

BMI（身高体重指数）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

方计算得到的，这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指标。

BMI 低于 18.5 为“过轻”，处于 18.5—23.9 之间为“正常”，

处于 24—27 之间为“过重”，处于 28—32 之间为“肥胖”，

高于 32 则为“非常肥胖”。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90 后”

的平均身高为 169 厘米，高于前几代的平均身高。有意思的是，

“90 后”“80 后”“70 后”“60 后”的平均身高相比前一代均

高出 1 厘米，这反映了营养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对“90

后”而言，其身高体重指数处于正常的比例为 65.4%，仅略

低于“80 后”，高于“70 后”和“60 后”。

“90 后”的就业状况 ：受雇比例和就业于高端服务业的

比例高于前几代

一个人的就业身份分为受雇和自我雇用两类。受雇是指

受雇于他人，例如受雇于单位或公司、机关（事业）单位

等 ；自我雇用是指私营企业雇主和合伙人、自营劳动者、个

体工商户等。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在“90 后”中，

91.2% 的人为受雇，仅有 8.8% 的人为自我雇用 ；在“80 后”

中，86.6% 的人为受雇，13.4% 的人为自我雇佣 ；在“70 后”

中，82.6% 的人为受雇，17.4% 的人为自我雇佣。这表明，“90

后”的受雇比例高于前几代，自我雇用比例则低于前几代。

从各代比较来看，年龄越大的就业人员受雇比例越低，自我

雇用比例越高。从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来看，在“90 后”中，

3/4 的人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前几代。

就业人员的所有制分布在各代之间具有明显差异。在“90

后”中，60% 的人在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就业，这一比

例高于前几代 ；在“80 后”中，53.9% 的人在私营企业就业

或从事个体就业 ；在“70 后”中，53.5% 的人在私营企业就

业或从事个体就业 ；在“60 后”中，44.4% 的人在私营企业

就业或从事个体就业。同时，在“90 后”中，9.1% 的人在外

资或合资企业就业，这一比例高于“70 后”和“60 后”，与

“80 后”基本相当。“90 后”就业于机关 / 事业单位的比例为

11.2%，就业于国有 / 集体企业的比例为 19.7%，均低于前几

代。从各代比较来看，年龄越大的就业人员在私营企业就业

或从事个体就业的比例越低，在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 / 集

体企业就业的比例越高。

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在各代之间也具有明显差异。我们

把第二产业划分为三大类 ：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把第三产业划分为三大类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房地产、水利、环境，信

息技术、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其中，信息技术、科研教

育、文化卫生属于高端服务业。数据表明，在“90 后”中，

13.1% 的人就业于第二产业，这一比例远低于前几代 ；86.9%

的人就业于第三产业，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前几代。从各代比

较来看，年龄越大的就业人员，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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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越低。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细分

行业分布进行分析，同样也能发现显著的代际差异。在第二

产业中，“90 后”就业于各类行业的比例均低于前几代 ；在

第三产业中，“90 后”就业于信息技术、科研教育、文化卫

生行业的比例超过总就业的一半，明显高于前几代。也就是说，

“90 后”就业于高端服务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前几代。从各代

比较来看，年龄越大的人，就业于高端服务业的比例越低。

“90 后”对于未来家庭经济状况有最乐观的预期

满意是一种心理状态，满意度反映了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

状况的满意程度。“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将人们对生活水平

和工作（或不工作）状况的满意度分为三类：“满意”“一般”“不

满意”。从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看，在“90 后”中，表示“满

意”和“不满意”的比例与前几代相比，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

平；表示“一般”的比例则高于前几代。从对工作（或不工作）

状况的满意度看，在“90 后”中，表示“满意”的比例与前

几代相比是最低的，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与前几代相比处于

较低水平，表示“一般”的比例则高于前几代（如图 2）。

同时，不同代际群体对家庭经济状况变化的评价也不相

同。“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将人们对目前家庭经济状况与五

年前相比如何的评价分为三类：“更好了”“没变化”“更差了”；

将人们对五年后家庭经济状况与现在相比会如何的评价也分

为三类 ：“将会更好”“不会变化”“将会更差”。从对目前家

庭经济状况的评价看，在“90 后”中，认为“更好了”的比

例为 78.1%，与前几代相比仅低于“80 后”；认为“更差了”

的比例为 5.4%，仅高于“80 后”。这种状况表明，“90 后”

对于目前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略差于“80 后”，好于“70 后”

和“60 后”。在“90 后”中，认为五年后家庭经济状况与现

在相比“将会更好”的比例达到 90.5%，明显高于前几代 ；

认为“不会变化”和“将会更差”的比例分别为 8.9% 和 0.6%，

明显低于前几代。从各代比较来看，年龄越大的人，认为五

年后家庭经济状况与现在相比“将会更好”的比例越低，认

为“不会变化”和“将会更差”的比例越高。这种状况表明，

相比前几代，“90 后”对于五年后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最好。

换句话说，“90 后”对于未来家庭经济状况有最乐观的预期。

总之，与前几代相比，“90 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均接受

了质量更高的教育，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在这种环境

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90 后”，不论是从教育方面还是健康

方面衡量，人力资本水平都明显高于前几代。当前，“90 后”

普遍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最好的主观

评价，身高体重指数处于正常范围，由此，这一群体在就业

中更具优势。然而，由于“90 后”工作年限短，工作经验少，

其收入水平目前仍较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刘易斯转折期间的劳资关系

治理”（项目编号：71473267）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716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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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代际群体对生活水平和工作（或不工作）状态的满意度（％）

出生年代

90 后

80后

70后

60后

满意

62.0

65.0

64.1

55.5

满意

55.4

59.9

61.3

56.2

一般

30.0

27.2

25.5

28.4

不满意

8.0

7.8

10.4

16.1

不满意

10.1

8.3

10.4

15.7

生活水平                                 工作（或不工作）状况

一般

34.5

31.8

28.3

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