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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各地出台的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政策，分析这一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制度层面和农民工个体层面对该政策的制度背景及执行过程进行模拟。

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使该项政策真正能惠及广大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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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博弈分析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这一构

想的实施，依然存在众多的困难，配套细则尚需

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覆盖农民工要变成现

实，依然任重而道远。 从公平角度看，农民工理

应像其他城镇就业群体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

等福利待遇。但从现实角度看，享受住房公积金

对于农民工而言，还是更像一只权利“画饼”。

1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问

题分析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面临着

三方面问题：第一，缴存的主体，即谁来缴纳农

民工住房公积金。由住房公积金制度可知，住房

公积金是由员工所在单位为员工缴存。但在实践

中，很多雇主甚至不能保证按时足额给农民工发

放工资，要其再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具有

很大的难度。因此，其结果可能是雇主拒绝或拖

欠缴存，或者扣留农民工工资来完成住房公积金

的缴纳。第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必要性，即农

民工是否需要住房公积金。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

言，他们并无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因而不需要在

城市购买住房，而且依据农民工的经济承付能

力，一般也买不起住房。第三，如何使用住房公

积金，即住房公积金能否给农民工的生活带来便

利。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便是其住房公积金能否

异地提取、使用。大部分省市对住房公积金异地

提取、使用加以限制，使得农民工只能在打工城

市购买房屋的时候才能使用住房公积金。如果他

们需要在家乡买房、建房，住房公积金是无法提

供任何便利的。另外，住房公积金对农民工来说，

实质上相当于一笔定期存款。只有当定期时间到

时（需要买房时），这笔钱款才能被提取。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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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笔存款的可用性和实效性大大降低了。

2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博

弈分析
2.1 制度层面的博弈分析——隐形共存制度的

演进逻辑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住

房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往的覆盖范围是城市

居民，若将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民工，无疑要对以

往的制度作出改变，可以认为是产生一项新的

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变化遵从对一个业已形成

且成熟的制度和一个尚未形成的制度之间利益

的相互比较的过程。执行一项尚未成型的新制度

的风险远远大于去执行一项已形成且成熟的制

度。究其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是一个博弈共存的过

程，在博弈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各项指标因素以

达到共存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对尚未成形的新制

度而言，博弈的 终结果能否达到平衡或者共

存并不确定。如果确定了博弈的一方行为的选

择，但另一方却缺乏行为的动力（将农民工纳

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但各方都没有行动的

动力），这样制度不被执行的概率是很大的。因

此，作为制度的监督者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或

者农民工雇主而言，对现有的业已成熟的住房

公积金制度（未将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实行

拿来主义不但能规避风险，而且也不会降低农

民工的外在效用，如地方政府基于城市居民的

考虑认为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会

使城市原本就不丰富的住房保障资源更加窘迫，

而农民工雇主则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为

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但对农民工的负效用

并没有产生，农民工不会因为不为其缴存住房

公积金而不来城市或企业打工。因此，这两种制

度是隐性共存的，即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

覆盖范围的新制度并不能取代未将农民工纳入

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旧制度，两种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在实践中，往往表

现在虽然新制度被推行，但却遭到地方政府或

农民工雇主的变通执行或折扣执行，不能按期

为农民工缴交住房公积金，而这一现象在实质

上是执行的旧制度。

因此，隐性共存制度实际上描述的是这样

一种状态，即博弈主体不能在不同的领域完成

其策略决策的协调，他们的决定受限于另外领

域的决策影响。

比如站在A域的决策参与者来看待B域的现

存制度，如果B域的制度被A域的人当作决策影

响参数，而超出了A域博弈主体的控制范围，就

会形成一种新的制度环境（如对农民工普遍形

成的制度区隔作用）。因此，A域的博弈参与者面

对B域现状而作出的决策也会对B域的博弈主体

的决策造成影响。反之亦然。于是，新旧制度环

境是作为一种博弈的均衡结果出现的，本来相

斥的两个制度隐性共存着。

假设存在两个不同域D和G（可看作传统的

住房公积金运作域和新的住房公积金运作域），

博弈主体参与者的集合分别为M和N，这两个域

是不连结的，但某个域会通过对另外域参数的

影响来改变该域其他博弈参与者的决策。

设域D的参与人面临着决策 或者 ，而

域G的参与人面临的决策规则是 或 。每

个域的所有参与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报酬函数

和 ，他们分别定义在

参与人自己二元决策集合 或 上

（如对农民工雇主而言，可分别表示为在旧制

度下为农民工不缴存或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及在

新制度下为农民工不缴存或缴存住房公积金），

其中每一个域的参与人视另一个域的决策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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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数。当内部性规则在相关域中作为均衡决策

被采用时，该域被制度化，即

           （1）

          （2）

式（1）说明，当域D的博弈参与者面临的

制度环境是而 不是 时，他们选择 的边

际收益是增加的。

式（2）说明，当域G的博弈参与者面临的

制度环境是 而不是 时，他们选择 的边

际收益是增加的。

因此，包含D和G的系统将存在两个纳什均

衡，即 和 ，当这种多重的均衡

成为可能时，则域D和G是隐性共存的。

在制度隐性共存的情况下，如果

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即为农民工缴存住

房公积金），其中 ，

，但由于某些其他因

素，在相应的域被选择成了另一个域的制度环

境（如由于农民工的特性，是否拥有住房公积

金对其是否在城市打工的决策不产生影响，即

农民工雇主的效用并没有因不为农民工缴存住

房公积金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域的

参与人就会相应选择 和 ，即农民工无论在

旧制度还是在新制度下都不会对住房公积金产

生明显的倾向性。

因此，从制度上来看，虽然将农民工纳入住

房公积金覆盖范围改变了旧有的制度，但由于

新旧制度隐性共存的情况，无论是地方政府、农

民工雇主还是农民工本身，都倾向于不为农民

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这一旧制度下的行为选择，

而新制度只是“理论上”的存在。

2.2 个体层面的博弈分析——个体的决策逻辑

进一步分析农民工雇主与农民工两方在住

房公积金缴存方面的博弈。

假设对于雇主，其行为可有两种策略可以

选择：不缴存（R）与缴存（S），而农民工也有

两个可供选择的策略：抗拒（Ｉ）与不抗拒（Ｎ）。

不缴存时雇主的得益为v，缴存时得益为w，从

经济上衡量，显然w<v ；一旦农民工抗拒（假设

抗拒行为为离开雇主），由于雇不到工人，其得

益为u。对于农民工而言，若能享受到住房公积

金，其得益为r，若不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其

得益为s。由于雇主与农民工在作出决策时，并

不知晓对方的选择，即双方是在独立环境下进

行的决策选择。假设二者均清楚自己的决策会带

给自己什么样的得益，在此前提下，可将雇主与

农民工的博弈当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来考察。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

弈模型构建雇主与农民工一次性博弈扩展形如

图1所示。

显然，在这个抽象的博弈扩展模型中，并不

存在纳什均衡。我们可以依据模型进一步分析博

弈主体的 优行为选择，假设两者均为理性经

济人，他们会通过自身情况和对对方决策的猜

测从后备选项中选择 优的行为过程。

设农民工抗拒雇主的不缴存行为的概率为 ，

则得出雇主选择不缴存行为的预期价值为：

     （3）

根据效用 大化原则，雇主 是否选择不缴

存取决于 是否成立。则

           （4）

假设曲线 ，则曲线 就是

雇主的选择依据，也即雇主选择不为农民工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充要条件。由于 ，而 ，

因而雇主选择不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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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工的抗拒概率 ，以及雇主在各种条件下

的得益 、及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工抗拒雇

主不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概率很低，即在实

践中几乎没有农民工因为住房公积金问题而选

择离开雇主，因此假设 ，则式（4）变为

                          （5）

上式的意义是，雇主决定是否为农民工缴

存住房公积金取决于雇主在不缴存的情况下的

得益 与在缴存情况下的得益 之间的差值。就经

济意义上而言，通常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会产生额外的生产成本，因此，大多数雇主自然

会选择不为农民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或者变通

执行（如将需缴存的数额变相转嫁为农民工工

资的扣除）。

3 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的政

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将农民工纳入住

房公积金覆盖范围这一政策在出发点上是好的，

但如何不使得这一政策成为空中楼阁，需要政

府作出相应的政策支持。虽然农民工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机制的建立非常困难而且会面临很多

技术上的难题，但吸取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循

序渐进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应做

好以下工作。

（1）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可采取“低水平、多

层次、全覆盖”的原则。首先要保证将每个农民

工都吸纳入住房公积金的体系，即首先要求企业

按照农民工员工总数的一定比例建立住房公积

金，可先纳入农民工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条

件成熟时再逐步扩展到全体员工，分步骤实现住

房公积金制度建设目标；其次，住房公积金的缴

纳金额可以通过初期低水平和缴纳多层次原则

进行征缴，这一方法可以在不增加企业财政负担

的情况下解决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缴纳问题。

（2）为了便于使用和管理，住房公积金可以

纳入到外来人口综合保险中，采取一卡通的方

式，这样既保证了住房公积金的合法性和重要

性，又便于政府的管理；此外，政府应建立监督

机制，对于那些没能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

企业予以处罚和监督。

（3）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异

地转移机制。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住房公积金

缴纳标准，减少不同地区缴纳标准不同造成的

转移困难。其次，为实现异地转移机制的可操作

性，必须充分发挥不同统筹地区住房公积金中

图1：雇主-农民工一次性博弈扩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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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作用，即在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建立有

效的转移机制。当农民工社会关系转移时，不同

地区的住房公积金也应相应进行交接转移。例

如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可要求保留其住房公积金

账户，留待重新就业后续缴住房公积金；或者根

据实际情况，一次性取出住房公积金。 后，基

于我国农民工流动性强，换工作频繁的现状，要

一次性实现住房公积金资金转移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在现阶段采用完全积累式，农民工自我缴

存资金和用人单位缴存资金均存入个人账户，

待稳定后统一计入统筹账户。

（4）探索适合农民工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新渠

道。目前，住房公积金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却存

在福利滞后性。其必须由用人单位存入住房公积

金中心指定银行开设的专户内，实行专户管理。

同时住房公积金存储期间只能按规定用于购、

建、大修自住住房或交纳房租。对于一些类型的

农民工（如居住于工厂宿舍中的农民工），住房

公积金显然没有支取使用的机会，因此，应探索

放宽农民工住房公积金支取条件，允许农民工在

大病、失业等情况下支取使用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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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 Theory Analysis on Covering Overall Migrant Workers b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Legal Housing Reserves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olici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With the game theory analysis,backgrounds and processes of the policies are imitated 

based on institu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level.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some solutions are also 

proposed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to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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