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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空间格局
——基于 2011—2014 年百度指数的分析
朱华晟，丁 玥， 方 明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转型以及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愈发普遍。文章以百度指数
为数据来源，弥补官方统计欠缺的不足，讨论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变化趋势，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在三大经济地
带、各省区市、典型省份内部等不同地域尺度的地区差异，并运用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该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性，并旨在以此
为基础，探讨如何发挥网络数据分析在政策决策中的作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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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Layou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Baidu Index of 2011-2014
Zhu Huasheng, Ding Yue, Fang Ming
(1.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s the eastern reg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the Midwest,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phenomenon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mon. Based
on Baidu index data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up the lack of official statistics lack, discusses the change trend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analyzes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zones
such as internal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 Then It uses the method of spatial statistics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the
index space. Itis aimed at discussing how to bring the function of network data analysis into full play in the policy decisions and value.
Key words: migrant-worker;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Baidu Index

一、引言

体迁移的典型特征是由中西部内陆地区
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个庞

末期开始，农民工返乡潮陆续出现，到

大而且重要的社会群体。过去，这一群

近几年更为普遍。据资料显示，2009 年

我国农民工出外打工率为 26.7%，返乡

率达到 72.5%。 ① 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动

向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鼓励创业
也被列入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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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2 年期间，中央连续六年均在“一号

症状患者有很好的正相关性，但是前者提供数据的时间要早于后者 7～10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所发布的 《关于切实做好当



融市场情况的关系，提出金融市场中的“早期预警效应”。

文件”中明确提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08



另有研究者运用众多相关词条的谷歌趋势数据，研究搜索关注度与金
天。

百度指数自 2006 年 7 月向用户开放查询功能，PC 趋势积累了 2006 年 6

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 中要求，地方人民政府
应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
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
更大的支持。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相继出台相
关的优惠政策。
2000 年以来，我国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量

以年均增长 7%的速度发展， ② 这也引起国内学

者的普遍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
③

业现象大量出现的原因和必要性 、现阶段农民
④

工返乡创业现象的特点和具有的优势 、社会流
动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路径⑤、当前农民工返
乡创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⑥以及对促进农民工返
乡创业政策和意见上。⑦然而，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普通大众对此关注程度如何？这种社会关注
是一时之热还是具有持续性？各地区之间是否
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值得追踪并探讨。
目前农民工的相关统计数据还比较缺乏，多
数研究基于在一定区域内开展的问卷调查⑧⑨。事
实上，互联网络提供越来越多样的海量数据，
为这一领域拓宽了新的研究主题与思路。本文
尝试运用网络数据，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
会关注度及其地区差异，也藉以此为基础，为

月至今的 PC 端用户查询数据，移动趋势则展现了自 2011 年 1 月至今的移动

客户端用户查询数据。基于海量百度网民使用搜索引擎的情况和相关的新
闻舆论情况，分别推出了“搜索指数”和“媒体指数”，以折线图的形式呈

现。“搜索指数”是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
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
而“媒体指数”只有折线图。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百度指数，将其运用于旅


游、经济和区域规划
等方面，也有学者对地域网络关注度进行深入分析，


探讨其内在成因。
本文以“农民工返乡创业”词条进行搜索，由于 2011 年

前并无有效数据出现，2015 年尚未形成完整的数据，因此选择 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2 月 4 年间的百度“搜索指数”，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户
关注度。

（二） 研究方法
以中国大陆 31 省区市为研究范围，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户

关注度的统计和分析，探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与
各地农民工输出输入情况的相关程度；进一步选取重点省份作为研究区
域，分析省区内关注度的地区差异及其与各地级行政单位政治地位、经济
发展情况的相关程度。考虑到相邻省份和省内相邻地区出台政策的相互影
响以及人口迁移也会受距离影响存在空间近邻效应，假设用户对于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关注度也受空间距离的影响，以各年用户关注度为唯一变量，
利用 Geodata 软件计算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情况。

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地区差异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总体关注度的年际变化
以 2011—2014 年为研究时间，从百度指数中提取各年份全国“农民工

（一） 数据来源
近年来，以搜索引擎关注度—谷歌趋势
（Google Trends） 和百度指数 （Baidu Index） —

为基础数据的相关分析、预测等研究日益兴
起。它们均通过以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

返乡创业”用户关注度年均值。年际变化情况如图-1 所示，除 2012 年有小

幅度上升外，用户关注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在中国期刊网 （CNKI） 中以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得到 3400 条搜索结果，按年度发

表文章数进行统计，结果与社会关注度类似，呈逐年递减的态势 （如图-2

数据分享平台，提供某关键词在一定地域范围

所示）。网络用户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均呈下降趋势，其背后可能透

内的搜索规模、频次等，并提供原数据的下

射出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被列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激

载。后者还能指示一段时间的涨跌态势以及相

励政策，其实际的政策效应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注热情正在消退；二是创

关的新闻舆论变化、关注该关键词的网民地域

业农民工在各地被视为普通创业者，其农民身份和打工经历等一度被强调

分布情况等。

的形象标签逐渐弱化。

国外学者利用谷歌趋势进行疾病监测、经
济预测等方面的研究。与传统数据和方法相
一些明显优势，并且具有巨大前景 ，并在经济
短期行为预测、旅游目的地规划等方面有所尝

100

据与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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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例如有研究者运用谷歌流感趋势，将该数

比，发现搜索流感相关词条的人数与流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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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关注度下降可能由于最初是政策所引导的一时之热，虽

（二） 东、中、西三大地带关注度差异




从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来看 ，按“农民工返乡
创业”用户关注度由高到低排列，2011 年整体呈“中东西”
格局，即中部地区为最高，其用户关注度达 17.9，明显高于

东部和西部，分别是后两者的 1.4 倍和 1.6 倍。此后三大地带

然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涌动，成功率却不高⒄，许多人再度选
择外出工作。
表-2 2011—2014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高值省市的排名变化

关注度均呈递减趋势，中部地区的关注度更迅速下滑，其

省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的百度指数仅为 4.9，是 2011 年的 27.4%。2014 年三大

贵州

5

2

1

1

广东

4

5

2

3

重庆

1

1

4

7

河南

2

4

3

13

安徽

3

3

6

4

地带的关注度由高到低呈“东中西”格局，而且内部差距不

断缩小，居于最高的东部分别是中、西部的 1.1 倍和 1.3 倍

（如图-3 所示）。西部及中部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出主要来源
地，用户关注度却明显大幅度下降，可能由于在政策激励的
一时之热后，由于地区经济水平较差，对农民工返乡的吸引
程度相对较弱。

告》，按输入地、输出地农民工数量对省份进行排名 （分别赋
值为 1-31），与各省份“农民工返乡创业”四年均值及 2012

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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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年关注度均值的排名 （赋值 1-31）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

14.9
11.11

东部地区

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民工输出地省份排名与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用户关注度具有更好的拟合度及较高的正相关程

9.98
6.28

7.11 7.2

5.6

4.9 4.4

度，也就是说，农民工输出更多的省份用户可能更加关注
“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输入地排名与关注度存在一定的
正相关程度，但拟合度相对较差。

2012 年

中部地区

2013 年

西部地区

2014 年

图-3 三大地带“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

表-3 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与农民工输入、
输出地排名的相关性
2011—2014 年
平均关注度排名

（三） 省区市差异

相关系数

以各省区市 2011—2014 年四年的百度指数平均值为基

础，通过 Arcgis 的自然分级，将全国各省份分成五个类别

农民工输入地排名
农民工输出地排名

0.698

0.8484

R

2

0.4872
0.7198

2012 年关注度排名
相关系数
0.6669
0.8173

R2

0.4448
0.668

（见表-1）。中西部的河南、安徽、贵州、重庆以及东部的广
东等省市用户关注度最高，东北及西部的省区用户关注度相
对较低，其中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关注度最低。

（四） 重点省份内部差异
选取关注度排名靠前的贵州省和广东省进行省内差异分
析，两者分别代表了两种典型地域：贵州代表了西部较为落

表-1 2011—2014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省区市差异
关注度（百度指数）

省区市

＜2.0

津、新、宁、青、藏

≥2.0, ≤6.0

辽、吉、黑、蒙、晋、甘、沪、闽、云

＞6.0，≤11.0

＞11.0，≤14.0
＞14.0，≤23.0

冀、鲁、苏、鄂
京、陕、浙、赣、湘、桂、川
豫、皖、渝、贵、粤

在四年平均关注度最高的 5 省市之中，贵州和广东的排名

不断增长，两省分别从 2011 年的第 5 位和第 4 位，增加到

2014 年的第 1 位和第 3 位。安徽基本维持在第 3、4 名，而重
庆由 2011 年的第 1 位下降至 2014 年第 7 位，河南在 2014 年跌

出前 10 名。这几个省市都是重要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

数量较多，因此对于返乡创业的关注也相应较高。河南省的

后地区，农民工向外输出较多；广东代表了经济发达的东部
地区，既是农民工的输入大省，也是输出大省，其外出农民
工主要来自于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城市。
1．贵州省内差异。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获取 2011—

2014 年贵州省内 9 个地级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用户关注度

的 平 均 值 ， 结 果 如 图 - 4。 贵 阳 市 平 均 关 注 度 最 高 ， 达 到
11.5， 是 第 二 位 安 顺 市 （数 值 为 2.5） 的 4.6 倍 。 占 全 省 的
52.27%，关注度主要集中于此市，远远超过了其他地级市。

作为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及经济中心，贵阳市是中国西南

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经济保持了相对平稳较快
发展的水平，GDP 排名多年居全省首位，具有经济、政治优
势，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响应中央政策，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
供有利机会。贵阳市 2009 年起成为全国首批创建的国家级创

业型试点城市，开始实施“创业工程”，据统计，截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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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市已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发放一次性扶持资
金 983.5 万元，扶持 3835 人创业。 贵阳市还为农民工创




业提供了足够的小额担保贷款、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等资
金帮扶，贷款额度从 2 万元提高至 8 万元。每年市财政划

拨返乡创业专项奖励资金 300 万元。2013 年，贵阳落实

内 21 个地级市的 2011—2014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平均百度指
数，结果如图-5。平均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地级市为广州市和深圳

市，对应数值为 6.25 和 5.5，这两个城市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地
级市，共占全省的 74.6%。广州、深圳和东莞作为珠三角地区经济

发达的城市，是外地务工人员输入的主要目的地，能获得的资本

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项目 500 个，扶持 2000 余名农民工

和经验更为丰富，更有利于农民工创业的实现。但经济发达地区

2.85 万户 （个）。参与创业人数 5.1 万人，带动就业 9.1 万

东，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户关注度也相对较高。此外，广东省出

创业，发放贷款 7000 余万元。农民工返乡创办经济实体

创业门槛通常较高，农民工往往更加关注与返乡创业，因此在广

人，年创产值 11.25 亿元。贵阳市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业

台了针对户籍为广东的农民工创业贷款的优惠政策，和外地务工

政策支撑，促进了当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现，因此
本地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的意愿更强，用户对这方面的关
注度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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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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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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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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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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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人员创业小额补助，政策的鼓励也有利于提高用户对返乡创业的

图-5 广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城市间差异

毕节 黔东南 六盘水 黔西南

图-4 贵州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城市间差异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空间相关性
而安顺市属于贵州省经济落后地区，也是农民工输
出的主要地区。农民主要通过外出打工解决当地就业机
会少、家庭收入低的困境，但是随之而来的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等问题也不断加剧，因此许多外出多年的农民
工希望带着行业经验、创业资金等回到故乡创业，具有
较强的返乡创业意愿。此外，当地地方政府重视为返乡
农民工提供创业的政策扶持，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进一步利用百度搜索发现，安顺市是

（一） 空间自相关测量指数
根据以上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
及省区内差异，这种差异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下
文利用 Geodata 软件，采取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

讨论。

本文采取空间自相关来分析创业活动的空间集聚状况。空间
自相关分析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用于确定某一变量是

全省中返乡创业政策较多，且扶持水平较高的城市，农

否在空间上相关，其相关程度如何。常用 Moran' s I 统计量来反映

民工就业与创业是当地政府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探索整个空间上属性数据的分布模式及

题。例如当地实施“助农民工外出打拼有依靠、返乡创

空间结构情况。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

业有保障、活跃基层有舞台”的“三助三有”工程；成

的相似程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 （Global Moran’s I） 计算如下：

立“农民工外出金融服务中心”，为外出创业、返乡创业
及困难的农民工提供贷款，提供金融优惠政策支持；组
织和引导县区创办园区，引导返乡农民工中成熟的产业
工人集中入驻，较好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据不完全统
计，安顺市返乡农民工开办小微企业 339 个，带动灵活
就业人数超过万人，主要从事种植、养殖、水晶工艺品
粗加工、车辆零配件、民族手工艺品等加工制造、饲料生


产及技术咨询等行业。

2．广东省内差异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获取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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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和聚集状态。

I=

∑∑ w（x - x）（x - x）
1 （xi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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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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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式中， Xi 和 X j 分别为 i 和 j 所在位置的观察值，Wij 为空

间权重。并对 Moran’s I 结果进行 z 统计检验。

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索属性数据在空间上的聚

集 行 为 、 聚 集 位 置 等 空 间 信 息 。 本 文 采 用 Local Moran’ s I

（LISA） 来衡量局域空间自相关，其公式如下：

I i = Z∑
W ij Z j
i
n

（2）

j li

Ii 代表 Local Moran I，其中 Zi，Zj 是观察值的标准化形式，

空间权重矩阵 Wij 是行标准化形式。结果同样采用 z 统计检验。

主要为西藏、新疆、甘肃等地，可能由于西部这几个地区的
发展情况类似，农村地区网络通讯条件较差或农民工创业意
愿相对不高。这些省区之间的相关性影响着全国的全局相关
性格局。

Moran‘s I 取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区域存在空间正

表-5

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省区市聚集类型

相关；负值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零值表示不存在空间

年份

自相关。

2011

鲁、皖、鄂、渝、赣、湘、川、桂

新

2012

鲁、皖、豫、鄂、渝、赣、湘、川、桂

新

2013

湘、渝、鄂、川、桂

新

滇

2014

渝、赣、湘、桂

新、陇、藏

闽

（二） 全国范围全局空间自相关
用 Geodata 软件计算出 2011—2014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

关注度的空间相关统计量，结果如表-4 所示。Z 值为 I 值的标

准化统计量，显著性水平则可以由 z 值的 p 值检验来确定。如

果 p 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值，则拒绝零假设 （即 n 个单
元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反之，则接受零假设。

表-4 各省区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值
年份

Pseudo p-value

I

z-value

2011

0.012

0.2342

2.3172

2012

0.008

0.271

2.6046

2013

0.079

0.1324

1.462

2014

0.343

0.0079

0.3068

度在 2011—2013 年显著，且 I 值为正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即“农民工返乡创业”用户关注度在空间上的分布不

低－低型 低－高型
闽

（四） 重点省份内部空间自相关
对贵州和广东两省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统计结果
如表-6 所示。当置信度α取 0.1 时，只有贵州省 2012 年数据显
著。因此可以判断贵州和广东两省内部各城市之间无明显空
间自相关。
表-6 贵州与广东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年份
2011

以α=0.1 进行显著性检验， “农民工返乡创业”用户关注

高－高型

2012
2013
2014

贵州
Pseudo p-value

广东
I

z-value Pseudo p-value

I

z-value

0.471

-0.1172 0.1718

0.145

0.0867 0.9528

0.166

-0.0554 0.9943

0.254

-0.0048 0.3614

0.064
0.238

0.0593 1.6580

-0.0732 0.7108

0.137
0.177

0.0881 0.9407
0.057

0.8243

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相互关联情况，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用户关注度较高的省份会相对地与关注度较高的省

五、结论与讨论

份相邻，关注度较低的省份则会相对地与关注度较低的省份
相邻。但从时间上来看，全国用户关注度的空间正相关性逐

本文以百度指数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分析农民工返乡创

年减弱，直到 2014 年不显著。这也与社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

业的社会关注度及其地区差异，探讨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的整体关注减弱相关。

（三） 全国范围局部空间自相关
利用 Geodata 软件输出四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用户关注

省份农民工输出输入情况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
空间自相关情况，得到两点主要结论。
（一）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关注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度高低的省区聚集状况，大致有六种结果，即不显著、高—

在三大经济地带中，按关注度由高到低，整体格局呈现

高型 （本身数值为高，且与数值高的省份相邻）、低—低型

出由“中东西”转向 “东中西”，而且地带之间的差距不断缩

（本身数值为低，与数值低的省份相邻）、低—高型 （本身数

小。在省内，贵州省和广东省省会城市都具有较高的关注

值为低，与数值高的省份相邻）、高—低型 （本身数值为高，

度。这既与中心城市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吸引本省农民工的

与数值低的省份相邻）、无邻近单元 （在本文中指台湾和海南

数量较多、当地创业机会较多等因素有关，又与中心城市对

省）。2/3 左右的省区市与其相邻地区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并不

中央政策的响应速度快有关。两省关注度次高城市的特征具

显著，而且不存在高—低型集聚，其余省区市则以低—低或

有明显差异，贵州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安顺，而广东则出现

高—高集聚为主，个别地区呈现低-高型集聚较少 （见表-5）。

在经济发达的东莞。

高-高型集聚主要存在于中部及东部地区，主要为湖南、广

（二） 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关注度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为

西、重庆，湖北和贵州等农民工输出大省，但随着时间减

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并且各省份与邻近省份的关系以“高—

少，这种集聚省份正不断减少，范围缩小，与全局空间正相

高”型为主

关性减弱的趋势一致。而低—低集聚主要出现于西部地区，

在省区尺度上，农民工返乡创业关注度存在较大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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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自相关显著性，即高关注度地区之

返 乡 创 业 路 径 研 究》， 载 于 《特 区 经

间互相邻近，低关注度地区之间相邻，

济》 2009 年第 12 期第 183 至 184 页。

这可能与相邻省域单位之间在公共决策

⑥林斐 《对百名“打工”回乡创业

及个体行为方面更容易相互借鉴、学习

农民的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载于 《江

与模仿有关。在省区内部城市尺度上，

淮论坛》 2001 年第 5 期第 64 至 67 页。

通过重点省份贵州及广东省的分析，均
未发现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至 47 页。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等 11 个省市；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⑦刘庆宝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

返乡创业条件分析与对策思考——基于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

虽然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探索存在数

安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分析》，载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据来源问题和计算方法的限制，但是它

于 《乡镇经济》 2009 年第 10 期第 81 至

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12 个省区市。

能够相对准确地表示关注度的趋势以及
地区差异。用户对于“农民工返乡创

84 页。

⑧胡伊瑾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

河南经济报 《河南农民工返乡创



业潮来袭 如何让创业之梦成为现实》，

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农民工对

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资 料 来 源 ： http://henan.qq.com/a/

于返乡创业的潜在意愿与现实趋势。这

基 于 湖 北 省 崇 阳 县 539 份 问 卷 调 查 研

20160113/017450.htm.

是在官方统计数据缺失并且统计工作有
难度的条件下的一种有效补充。就本文

究》，载于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

刘锡秋 《贵阳市在探索中走出一



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8 期第 47 至

条西部创建创业型城市之路》，载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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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 《安顺返乡农民工创业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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