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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四类地区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 
 

   一、引言 
 

我国最低工资调整政策一直是劳动力关注的重点，我们持续多年的工人工资与开支

调查一再显示最低工资水平对工人的基本工资的调涨有指导意义，对保障基层工人生活

至关重要。 

2017年 4月，我们注意到广东省计划连续三年冻结最低工资1。时隔几个月后，我

们看到，全国一共 22个地区都于 2017年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如今深圳、上海、北

京、天津、浙江省这五个地方的最低工资均已超过两千元，领先全国2。而广东省的最

低工资不仅三年未见调整，连最高级别的广州市最低工资都不足两千元。 

我们深切关注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水平对该地区工人生计的影响。正在经历三年冻结

最低工资的广东省工人的实际生活开支水平如何？他们怎样应对衣食住行及抚养老小

等各样生活需求？广东省政府应如何修订最低工资水平来保障到工人及其家庭生活？ 

 

   二、研究背景 
 

我国从 1993年劳动部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起，实施最低工资已有 24年。至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最低工资规定》进一步规范全国最低工资，其第一

条开宗明义要“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而《最低工资规定》第十

条则明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实施后，如本规定第六条所规定的相关因素发生变

化，应当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广东省的最低工资近十年大多数两年一调（以下列表仅以广东省最高一类的最低工

资为例，即广州市近十年来的最低工资）： 

年份 最低工资（元） 

2007 780 

2008 860 

2009 860 

2010 1100 

2011 1300 

2012 1300 

2013 1550 

2014 1550 

2015 1895 

2016 1895 

2017 1895 

2018 ？ 
表 1：广州市十年来最低工资统计表 

（来源：广州市政府历年媒体新闻公告资料） 

                                                                 
1 “关于 2017 年广东省最低工资连续冻结三年的意见”，九家香港民间团体，2017-04-03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政策倡議/348 

 
2 “22 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5 地月最低工资标准超 2000 元”，中国新闻网，2017-12-06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7-12-06/doc-ifypnqvn0333202.shtml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政策倡議/348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7-12-06/doc-ifypnqvn03332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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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 1日，广东省最低工资调整至最高 1895元／月。其后，最低工资沿用

该标准已接近三年，已经和《最低工资规定》第十条，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

次相违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广东省政府发出的两个文件： 
 

- 2016 年 2月 28 日，发布《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宣布 2016及 2017年维持最低工资最高 1895元／月； 

- 2017年 2月 24 日，发布《广东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省政府目

标是经过 1 至 2年努力，帮助企业年均减负约 2000亿元人民币等，具体方案包括减慢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步伐，将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由两年至少一调改为原则上三年至少一

调，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按 2015年 5月发布的标准执行。 
 

当前广东省（不含深圳市）于 2015年 5月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四类： 

其中一类地区是广州，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895元/月； 

二类地区是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四个珠三角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510

元/月； 

三类地区是汕头、惠州、江门、肇庆四个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350元/月； 

其余地区为四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210元/月。 
 

即使不和全国其它省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不深究冻结最低工资的违规问题，在

一省之内，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水平结合其它数据来看是矛盾重重的。 
 

首先，广东省在 2014 年至 2016年的通胀率依次为 2.3%、1.5%、2.3%3，即领取最

低工资的劳动者在 2017 年不能维持 2015年的购买力，没有调整通胀便导致最低工资劳

动者供养自己和家人时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 
 

其次，广东省 GDP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以 2016年为例，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虽有放

缓，但 GDP 总量接近 8 万亿元，占全国的 10.7%，连续 28年位居全国第一，同比增长

达到 7.5%4。然而在此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在最低工资处于最高一级的广州市，

2015年的城镇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6764元5 ，2016年升至 7425元6。而最低工资维

持在 1895元三年不提高，意味着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百分比下降，从 2015年的

28%下降到 2016年的 25.5%。2017年 7月底，广东省统计局已公布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

总值 4.20万亿元，同比增长 7.8%7，按此增长估计 2017年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

百分比将进一步降低。这种向下趋势，或许是符合经济下行之下中央政府的供应侧结构

性改革，但却与 2017年十九大提出的拉近贫富差距、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

年目标背道而驰。 
 

在如此重重矛盾政策背景下，我们 2017年底再次发起了调查，对广东省政府的冻

结最低工资的做法给予持续关注和政策建议。 

                                                                 
3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历年资料计算。 

4  “2016 年各省区市 GDP 排行：广东经济总量蝉联第一 重庆增速傲视群雄”，《21 世纪经济报导》，2017-02-07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7-02/07/content_55506.htm 
 

5 “广州去年社平工资 6764 元 公积金最高不超 8116.8 元”，金羊网，2016-07-05 

http://news.ycwb.com/2016-07/05/content_22428240.htm 
 

6  “去年广州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 7425 元 你拖后腿了？”，金羊网，2017-07-26 

http://news.ycwb.com/2017-07/26/content_25272744.htm 
 

7  “2017 年上半年广东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广东统计信息网，2017-08-02 

http://www.gdstats.gov.cn/tjzl/tjfx/201708/t20170802_369941.html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7-02/07/content_55506.htm
http://news.ycwb.com/2016-07/05/content_22428240.htm
http://news.ycwb.com/2017-07/26/content_25272744.htm
http://www.gdstats.gov.cn/tjzl/tjfx/201708/t20170802_369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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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从 2017 年 9月至 11 月，我们在广东省四个类别的城市各选取样本，以

问卷方式了解工人每月工资收入、加班时间、个人生活开支、社保缴纳、家庭经济负担

等情况。共发出及收回 7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78份（广州 18份，东莞 25份，惠州

19份，河源 16份），当中包括 16名女性和 62 名男性。问卷的结果我们是用来分析和

评估广东省不同城市工友的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开支之间的落差。 

消费记录：我们在广州市和东莞市两个地方各找了三位工友，分别是：单身在广东

生活、夫妻两人及孩子在广东生活、夫妻在广东生活并要抚养老家的在学小孩和父母等

几个类别。我们请工友在 2017年 10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详细开支记录。选择这几种

家庭组合的工友做消费调查，是因为多数统计往往只计算个人在工作地的消费支出，忽

略了家庭供养小孩及赡养父母的支出。另外还考虑的因素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

费水平有一定差距。最终的结果主要用来展现工友实际生活中所需的开支。 

市场调查：2017年 10 - 11月，我们也分别在广州市和东莞市对菜市场（低档）、

小区小超市（中低档）和大型超市（高档）三种购物场所进行工人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

调查，选当时最便宜的价格纪录。我们选择了二十种工友常吃的食品，和必须使用的日

用品。在过程中，我们也留意到因特殊的生理构造，女性用品是女性每月必不可少且无

法省略的一项消费支出，因此我们调查的范围也包括了女性用品。物价统计的结果是用

来估算工人的消费需求与开支。 

 

此外，我们沿用在 2013年及 2015年的调查方法8，在前两项的问卷调查与工友开支

记账过程中，我们都特别将生活开支分为了八大类。我们主要是参考《广东省最低工资

研究》课题组9，将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八大类，包括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杂项

商品及其服务类、家庭设备用品类及服务类、交通通信类、医疗保健类、和文娱教育文

化服务类，这几条标准线的内容可见下表： 

 

生存线 
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

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 
     

温饱线 
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

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 

家庭设备用品类及服务类、

交通通信类 
    

发展线 
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

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 

家庭设备用品类及服务类、

交通通信类 

医疗保健类、文娱教育

文化服务类 

表 2：居民消费性支出八大类 

 

这八大类的分别是：生存线、温饱线、发展线的水平分别应为社会平均工资的 30%、

35%和 40%。低于生存线的居民家庭会陷入绝对贫困状态，甚至危及生命；收入水平处

于温饱线的居民家庭仅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收入水平处于发展线的居民家庭基本上达

                                                                 
8 调查报告《最低工资应如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劳动力，2013-02-26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調查報告/359 

调查报告《2015 年深圳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劳动力，2016-06-09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調查報告/225 

 
9 韩兆洲等著，《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障：广东省最低工资调研与统一测算模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調查報告/359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zh/調查報告/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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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给自足，维持较低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劳动者的生活情况

不断改变，以前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可能是生活必须品，以致以往用来考虑工资

水平的几条标准线——生存线、温饱线、发展线——的内容可能需要调整。物价的提升

与支出的扩大，也需要有相应的工资增长，才能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调查结果报告 
 

经过调查问卷、工友消费记账及城市物价统计后，我们将结果呈现如下： 

 

（一）工人收入水平整体观察 
 

1、基本工资占工资整体比例 
 

从问卷调查中，综合广东省四个地区工人的基本工资（即工友理解的底薪）调查来

看，虽然工友的基本工资平均值达到 2142元，但有超过六成工人的基本工资低于 2000

元。除其中一人外，他们的基本工资都达到当地最低工资的要求，但没有高出太多；即

使参与调查的工人来自多个行业和技术范畴，对他们的基本工资水平也没有太大影响。

由此可见，老板普遍按照最低工资来付薪水给工人，“最低工资作为工人基本工资”的

现象仍然普遍。有几名工友表示是计件制，不设底薪。 

 

基本工资水平（元） 百分比 

1000-2000 64.5% 

2001-3000 21.1% 

3001-4000 7.9% 

4001-5000 2.6% 

5001或以上 3.9% 

表 3：广东省四地工人基本工资 

 

大部分工人的每月工资总收入在 3000元到 4000元之间，四地工人工资收入的平均

数为 3889元。 

 

平均月工资水平（元） 百分比 

2500或以下 6.5% 

2501-3000 14.2% 

3001-3500 19.5% 

3501-4000 29.9% 

4001-4500 11.7% 

4501-5000 5.2% 

5001-5500 5.2% 

5501-6000 3.9% 

6001或以上 3.9% 

表 4：广东省四地工人平均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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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补贴类型 
 

我们也询问工友的收入中是否包含有其他福利与津贴，如吃住津贴，返乡交通津贴，

工龄奖，高温津贴，及其他津贴。这方面，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工人不太一样，但提及

工资内包括其它补贴的受访工人不足一半。整体而言，相比其它津贴，工人收到的食住

补贴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欢迎这方面的补贴。此外，由于大部分受访河源工人来自本地，

所以没有返乡交通补贴，其他三地的受访工人基本都是来自广东省外地区（只有一名工

人来自省内），需要往返回乡。 

  

表 5：广东省四地工人津贴福利 

 

    3、四类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的基本工资与月工资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基本工资

方面，广州作为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带动工人的平均基本工资和月平均工资

也是四地之中最高，但是在其以下类别的地区，情况则比较复杂。 
 

第四类地区河源的平均基本工资比第三类地区惠州要高，而惠州又比第二类地区东

莞的高，部分原因是因为抽样方面的缺陷，被个别受访者的基本工资拉高了平均值。但

如果结合基本工资与平均工资之间的比例，以及工时来看，东莞、惠州的工人基本工资

占平均月工资的比例较低，而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也许可以从较高的加班时数中推断多

为加班费。 
 

河源工人的基本工资虽高，他们的加班时数也不低，但并没有反映在月工资上，月

工资反而比其它地区低出一大截，当中可能反映劳动条件的缺失，以及违法计算加班费

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原因是，受访的河源工人多数来自本地，不享有许多老板为外地人

提供、以现金发放的生活补贴，如吃住、交通方面的，导致他们的整体工资水平也较低。 

 

表 6：广东省四地工人工资占比与加班及放假状况 

 

4、 工资调整 
 

地区 有吃住补贴

的比例 

平均补贴

（元） 

有返乡交通

补贴的比例 

平均补贴

（元） 

有工龄奖

的比例 

提及的其它补贴 

广州 38.9% 468.5 16.7% 100 22.2% 高温津贴（11.1%） 

东莞 28% 212.9 20% 410 28% 岗位绩效、表现奖金 

惠州 47.4% 141.7 21.1% 384 31.6% 年终奖，节日奖，有薪年假 

河源 37.5% 266.7 0% 0 18.8% 岗位补贴、勤工奖励、夜班补贴 

地区 平均基本工资

（元） 

平均月工资

（元） 

基本工资占平均

月工资比例 

平均每日加班

（小时） 

平均每周加班

（小时） 

平均每月放假

日数（天） 

广州 2756 4350 63.4% 1.35 9.3 5.9 

东莞 1767 3850 45.9% 2.54 20.3 2.75 

惠州 2003 4009 50% 2.97 20.8 2.88 

河源 2155 3285 65.6% 2.56 1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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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最近两年是否有涨工资，各地反映工资有稍微调整的受访工人不足一半，幅度

也不一。出于样本量不足的原因，我们也不由此推论广东省的平均情况。 

 

地区 提及最近两年工资有调整者比例 

广州 55.6% 

东莞 52% 

惠州 21.1% 

河源 43.8% 

表 7：广东省四地最近两年调整工资比例 

 

   （二）工人主要生活开支观察 
 
    1、吃 
 

食物的花费占工友日常开支的很大一笔，而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平的确存在差距，广

州工人的食物开支最高，河源的则最低。 

 

地区 平均每月食物开支（元） 最高每月开支水平（元） 

广州 671 2000 

东莞 492 1000 以上 

惠州 331 800 

河源 322 1000 

表 8：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食物开支 

 

我们请一位在东莞工作的工人一家（夫妻二人与一名孩子同住）进行了一个月的消

费纪录，希望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伙食一般如何解决。他们以自炊为主，维持一定的营

养均衡和花样，早餐来不及自己做所以在外面吃，每周在外聚餐一次，有时候会买零食

和饮料。这样下来，每个月的伙食费在 2000块以上，平均下来一个月每人 700多元的

伙食费，占了总开支的 58%。相比起来，另一个人口组成差不多的广州家庭（夫妻二人

与一名孩子同住，另有一名孩子在老家读书），平时主要在工厂食堂付钱吃饭（平均每

天 20元计），伙食占他们的总开支只有 34.5%，比上述东莞家庭少得多，但不上班或

带同孩子的时候就无法在厂里吃。 

对于单身在外的工人而言，自己开伙不一定比在厂里或外面餐馆吃来得化算。14％

的受访工人表示厂方包吃，所以在食物方面不花钱。假如工厂包食饭，或者提供食饭补

贴，的确会给工友减轻很大的一笔负担。可是很多工友也反映，工厂食堂非常不好吃，

饭菜里有虫，不利于健康，但没办法改善。为了减轻家里开支，不与家人同住的工人倾

向于选择包吃包住的工厂，可是也就要因此忍受难吃差劲、缺乏营养又不健康的食堂。 

 

2、住 
 

目前包吃或提供食堂的工厂很多，但包住的工厂较少，因此住房水电费也成为工人

的一笔恒常开支。只有一位惠州工人提到自己在还房贷，每月需供款 2680 元。79名工

人中，有 20 位是厂方包住，不需要花费住宿费用。其他工人多数租住在城市中的农民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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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平均住宿开支（元） 平均水电开支（元） 

广州 232.8 72.6 

东莞 237 60.7 

惠州 150 62.1 

河源 192.4 43.2 

表 9：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住宿水电开支 

 

四个地方的住房花费虽然略有不同，但相差并不如食物消费的差距那么大，因为工

人多数租住工厂区附近的农民房，环境都很一般，很多房间甚至白天也见不到光亮，租

房的对象就是针对底层的工人们，租房的费用也普遍较低。 

 

3、 行 
 

地区 平均交通开支（元） 

广州 72 

东莞 79.2 

惠州 90 

河源 116.7 

表 10：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交通开支 

 

    有十多名工友反映平时交通消费为 0元，这是因为他们平时很少出行，就算出行也

是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不乘坐交通工具。从外地来这些城市打工工人的生活重心一般

围绕工厂周边范围，较少涉足市内其它地区；但河源的工人多为本地人，生活圈子较阔，

日常出行也较多，导致他们工资水平较低但交通开支较高的情况。 

 

4、衣 
 

地区 平均服装开支（元） 

广州 99 

东莞 262 

惠州 173 

河源 161 

表 11：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服装开支 

 

事实上，79名工友一共有 20名反映自己不会每月买服装，当中又有 10名在广州，

广州工人的每月平均服装开支乍看很低，但会定期购置服装者的开支还是和其它城市的

差不多。他们多数时候穿的是工厂的厂服，主要是趁换季的时候才买衣服，平时反而更

常给孩子买衣服。 

 

5、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包括在家日用的家居百货、五金电器，有时是更换新品，有时是旧物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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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平均生活用品开支（元） 

广州 111 

东莞 119 

惠州 160 

河源 106 

表 12：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生活开支 

 

当然工人家居百货的质量需求有别，但观乎各地工人生活用品开支的平均额都相去

不远。 

 

（三）其它生活开支统计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外，工友们在精神上也有需要要得到满足，当中包括：通信、

交际、休闲娱乐和个人进修方面的需要。这些方面，我们实际统计工友支出，得出的数

据如下： 

 

1、通讯 
 

随着手机的普及，通讯已成为工友必不可少的开支，当中包括手机通讯和宽频上网

的费用。 

地区 平均通讯开支（元） 

广州 85.3 

东莞 88.7 

惠州 105 

河源 119 

表 13：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通讯开支 

 

2、休闲娱乐 
 

这一项我们着重统计工友外出游玩、外出聚餐等的花费。通常有小孩的家庭在这方

面花费会比较大一点，外出游玩都是出于孩子的需要，去游乐园、买零嘴等就涉及不少

外游的花费。至于单身在外的工人常见的社交活动如每周或者每两周外出聚餐、喝酒等

也会花到钱。 

总体而言，超过四成的受访工人表示日常并无娱乐支出，当中在惠州的就占了三分

之一。广州、东莞和河源有个别受访工人娱乐花费比较多，主要是用于唱歌、喝酒。 

 

地区 平均休闲娱乐开支（元） 

广州 155 

东莞 193 

惠州 108 

河源 364 

表 14：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休闲娱乐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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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进修 
 

在当前机器换人的大潮之下为了免被淘汰，工人需要进一步深造培训或者精修技

术，争取事业和人生的更多发展机会。大部分的受访工人并没有自我培训、自我增值的

预算和机会。 

调查中，只有 10%的受访工人将个人进修列入日常开支，牵涉金额由 100至 1000

元不等。 

 

4、医疗保健 
 

大部分工友虽然有医疗保险，然而保险不能覆盖所有的花费，故而平时的医疗费用

还是不小的一笔钱。一般工人的医疗药品开支在 100元上下，但如果所需治疗或药物不

能以医保保销，开支可达几千元，其中广州一名工友花费 2800元，惠州另一名工友花

费 3000元，对于月收入不过 4000元的工友而言已经是无法承受之重。一旦重大疾病来

袭，假如医保不能缓解这笔非常沉重的负担，工友的生活可能完全被压垮。 

除去两名医疗开支特高的个案，其他受访者的每月日常医疗保健开支为： 

 

地区 平均医疗保健开支（元） 

广州 73 

东莞 82.5 

惠州 179 

河源 130 

表 15：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医疗保健开支 

 

 5、供养家庭 
 

大部分的工友节省自己的衣食住行，在孩子和父母身上的开销则相对宽松。这部分

的钱通常都不是在打工地花费，对于外省市的家人而言，作为日常开支之用为数可算不

小。对于子女而言，这笔钱应该既能满足子女的教育所需，也涵盖日常生活的开支。 
  

地区 给家人的平均教育及抚养开支（元） 

广州 1380.4 

东莞 1496 

惠州 2205  

河源 1114.3 

表 16：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教育及抚养开支 

 

6、储蓄 
 

从物价统计中我们知道，广东省内各地的消费水平并不低。调查中，成年的工友是

省吃俭用、把钱留给孩子与家人，自己没太多的结余储蓄。而年轻人的烦恼是工资不够

花。不少人在调查中反映道，工资太低了，单靠工资无法生存。特别是工资才两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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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们，非常希望能够涨工资。问卷调查发现，工人当中也有不少是月光族、甚至入不

敷出的。表示自己每月还有一定结余储蓄的工友非常少，许多工人每月身无分文10。 
 

地区 每月身无分文（储蓄 0元） 

广州 44.4% 

东莞 36% 

惠州 15.8% 

河源 62.5% 

表 17：广东省四地工人每月储蓄状况 

 

我们发现储蓄多少也与年龄大小及其消费习惯相关。本次调查的 78 名工友，年龄

平均值在 36 岁，这也大致符合《2016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提及的中国农民工平均

年龄为 39岁11。但本次调查四个地方的工友年龄存在差距。例如惠州的工友偏年长，以

40岁以上居多，而河源的工友偏年轻，30岁以下居多。惠州工人的医疗保健费用、供

养家庭费用在四个地方居长，而储蓄的比例也是最高的。相反，河源工友年轻，他们的

平均娱乐开支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地方，而供养家庭和储蓄比例也是四个地方中最少的。 
 

  

 

      

 

 

 

 
表 18：广东省四地工人平均年龄值 

 

7、一家人生活 
 

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工友并不能与家人同住。他们的家人可以想象多数生活在农村，

工友们不能享有合家团聚，日常开支的一大笔是要寄给家乡的亲人。 
 

地区 与小孩同住比例 与老人同住比例 

广州 16.7% 16.7% 

东莞 16% 12% 

惠州 42.1% 15.8% 

河源 25% 25% 

表 19：广东省四地工人与家人同住状况 

                                                                 
10  身无分文统计的是工友汇报自己月储蓄额为 0 元的比例。 

需要注明的是，工友在问卷上填写的收支及储蓄均属个人估算，存在与实际不符合、收支不平衡的可能。 

我们仔细计算过后发现，广州、东莞、及河源市工友的实际收入，与他们的各项支出和储蓄额加起来相差不远。

但惠州市工友反映的平均工资，加起来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日常开支和储蓄额，平均赤字达到近 800 元。可以估计，

惠州市的工友或者并无平均超过二千元的赡养支出，或者是他们的储蓄结余并不特别高。 

 
11 “2016 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17-04-1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地区/年龄 年龄平均值（岁） 

广州 36.3 

东莞 33.6 

惠州 43.5 

河源 29.4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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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量工友能与小孩和老人团聚在城市，由于城市消费水平高，开支也就更为沉

重。在广州市和东莞市，我们做了物价统计，统计当地食品及日用品的市场价格，以及

邀请不同家庭的工人记录了其每月所需开支（详细的物价统计见附件一，工友的消费记

录见附件二）。 
 

其中，我们将食物、房租水电、娱乐消费的支出计入家庭整体支出，得出他们为家

庭的支出是多少。可以见到，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同住的工友每月开支都要超过三千元，

而大部分都是为家庭的支出。 

 

表 20：广东省四地工人家庭消费个案 

 

   五、调查结果分析 
 

总结以上数值，衣食住用这几个生存所需方面，根据七十多份问卷，我们统计工友

每月的消费平均支出为 1015元，加上其它方面，平均每月支出则高达 3073元。透过问

卷调查和消费纪录所了解到的工人消费习惯，有以下几点值得留意： 

 

（一）收入：工资与社平工资之对比 
 

和社会整体水平比较，调查中的工人的一般收入明显是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只算基

本工资，即在无加班、无额外补贴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占当地社

平工资12不足四成，只有把其它细项如加班费、补贴等计算在内，才会涨到社平工资的

六成或以上。加班和补贴通常是由雇主安排的，工人不一定能够自行决定是否加班，又

                                                                 
12 “2016 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报”，广州市统计局，2017-06-23 

http://www.gzstats.gov.cn/tjgb/qtgb/201706/t20170623_26472.html 
 
  “2016 年东莞市平均工资情况”，东莞市人民政府，2017-06-13    

    http://www.dg.gov.cn/007330010/0600/201706/6fe8f2d5b2b04e39a61fbfa2692a9ba0.shtml 
 

  “关于明确 2016 年度惠州市有关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06-30 

http://rsj.huizhou.gov.cn/pages/cms/hzrsj/html/010202/84cb4b3f58414d14ab593916aa5b49b5.html?cataId=a650b6
39be234c69b920b8a50275adc9 
 

  “河源市 2016 年平均工资”，工伤赔偿标准网，2017-12-6 

http://www.gszybw.com/gs/shuju/guangdong/5374.html 
     
    河源市地方税务局官方文件，河人社发 [2017] 113 号，2017-7-5 

http://hy.gdltax.gov.cn/hytax/100013006001/2017-07/19/0c915e9b5e0b47e9b1c26862e8172741/files/4ddb2a6eb16
94d68979941e63a312da3.pdf 

  地区 家庭同住人口数 每月个人支出（元） 其中为家庭的支出（元） 

广州工人① 6 4121.42 3498.42 

广州工人② 3 4224.4 3625.5 

广州工人③ 1 1344 / 

东莞工人① 3 3183.3 2898.3 

东莞工人② 3 4061.2 3637.4 

东莞工人③ 1 2209 / 

http://www.gzstats.gov.cn/tjgb/qtgb/201706/t20170623_26472.html
http://www.dg.gov.cn/007330010/0600/201706/6fe8f2d5b2b04e39a61fbfa2692a9ba0.shtml
http://rsj.huizhou.gov.cn/pages/cms/hzrsj/html/010202/84cb4b3f58414d14ab593916aa5b49b5.html?cataId=a650b639be234c69b920b8a50275adc9
http://rsj.huizhou.gov.cn/pages/cms/hzrsj/html/010202/84cb4b3f58414d14ab593916aa5b49b5.html?cataId=a650b639be234c69b920b8a50275adc9
http://www.gszybw.com/gs/shuju/guangdong/5374.html
http://hy.gdltax.gov.cn/hytax/100013006001/2017-07/19/0c915e9b5e0b47e9b1c26862e8172741/files/4ddb2a6eb1694d68979941e63a312da3.pdf
http://hy.gdltax.gov.cn/hytax/100013006001/2017-07/19/0c915e9b5e0b47e9b1c26862e8172741/files/4ddb2a6eb1694d68979941e63a312d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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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能牺牲休息时间来多加班；补贴也是按各厂的情况由雇主决定，没有法律条文规

定雇主必须要给哪些补贴、给多少（高温补贴除外）。 
 

表 21：广东省四地社平工资、基本工资、与月工资状况 
 

在工资最高一类的广州市，最低工资线目前才不过 1850元，仅为广州市社平工资

的 25%，更已经和现实中工人的基本工资严重脱节。反而调查中四个地方工人的基本工

资收入都比较接近社平工资的 40%，勉强符合《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三条标准

线中的发展线水平，也能和国际的最低工资标准接轨。 

 

（二）支出：生存低消费，发展高代价 
 

《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三条标准线的区别标准是，生存线包括食品类、衣

着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温饱线是在生存线之上加家庭设备用品类及服务

类、交通通信类，而发展线则在生存线与温饱线上再加入医疗保健类、文娱教育文化服

务类。同时，生存线、温饱线、发展线的水平分别应为社会平均工资的 30%、35%和 40%。 
 

就问卷调查的结果而言，工人的生活在“生存线”中的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

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的需要都大致满足到。工人的收入平均在三千到四千元，已超过生

存线所需，虽然这是额外加班加点才换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地方的生存线和工人实际生存开支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广州市

落差达 1041.1 元，东莞 370.5元，惠州 743元，河源 588.1元；温饱线和工人实际温

饱开支的落差也不小，广州市落差高达 1255.1 元，东莞落差 342.8元，惠州 817.9元，

河源 587.9元。 
 

生存线和温饱线标准分别都高过工人平均用于生存和温饱的开支几百至上千元说

明，调查中个体工人的收入基本超过生存及温饱所需，但他们习惯用低支出来满足生存

条件和温饱条件。虽然能够过日子，但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质量都低于应有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计算四地工人的发展开支发现，工人实际的发展开支合计占当地社

平工资的比例平均超过 56%，其中惠州高达 66%，发展成本最高，广州成本较低为 39.8%。 
 

按照三条标准线，只需要达到社平工资的 40%即可达到发展线，然而调查中工友要

满足实际发展需求，平均需要社平工资的大约 56.8%。 
 

可以看到，工人们都投入了超过生存开支一倍的支出在满足发展所需，特别是医疗

和供养家人，总额甚至高过当地的发展线，即社平工资的 40%。我们看得出，对收入不

高的工人来说，为了追上社会发展，还在牺牲生存质量，节衣缩食来应付家庭发展需求。 

地区 社平工资

（2016年） 

平均基本工资 

（本次问卷调查） 

平均基本工资占

社平工资比例 

平均月工资 

（本次问卷调查） 

平均月工资占 

社平工资比例 

广州 7425 2756 37.1% 4350 58.6% 

东莞 4804 1767 36.8% 3850 80.1% 

惠州 5397 2003 37.1% 4009 74.3% 

河源 4709 2155 45.8% 3285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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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广东省四地社平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线水平 

 

 

   （三）社会保障未能缓解工人负担 
 

出现上述情况，其中原因之一是国家社会救济制度未能发挥调节作用。工人日常开

支当中，有些支出不一定是固定每月开支，但一旦有需要的话则金额庞大，当中以医疗

和子女教育为主。如果家有老人，还需要供养他们的生活，有时要供养的还不止一人。 
 

本次调查中，我们统计那些明确知道自己购买了五险一金的工友20，实际缴费额是

多少。四个地方工人的社保都不是全覆盖。其中，广州购买五险一金的比例是最高，东

莞购买比例居次，而惠州、河源各项社保的购买率都低。同时，广州工友的平均社保缴

费也以 521 元而排最高，其他三个地方的工友社保缴费则都是两百多元。除广州之外，

其他三个地方的住房公积金购买率都很低。由于广州工人的社会保障比较高，满足发展

需求的支出也是四地中最少的，不过工人社保的缴费额也居高。 

 

表 23：广东省四地工人社保购买状况 

 

                                                                 
13 当地生存线=当地社平工资×30%。 

14 生存开支合计=当地工人实际生存开支。 

15 当地温饱线=当地社平工资×35%。 

16 温饱开支合计=当地工人实际温饱开支。 

17 当地发展线=当地社平工资×40%。 

18 发展开支合计=当地工人实际发展开支。 

19 发展开支比例=当地工人实际发展开支÷当地社平工资。 

20 我们询问工友是否购买了每一项保险，有的工友表示不清楚，有的在问卷上一笔带过，因此我们统计的是那些明

确知道自己购买了五险一金的工友比例。 

地区 
当地社

平工资 

本次调查

平均收入 

 

当地 

生存线
13
 

生存开支

合计
14
 

 

当地 

温饱线
15
 

温饱开支

合计
16
 

 

当地 

发展线
17
 

发展开支合计

(包括供养家

庭)
18
 

发展开支比例 

(包括供养家

庭)
19
 

广州 7425 4350 2227.5 1186.4 2598.75 1343.7 2970 2952.1 39.8% 

东莞 4804 3844 1441.2 1070.7 1681.4 1338.6 1921.6 3110.1 64.7% 

惠州 5397 4009 1619.1 876.1 1888.95 1071.1 2158.8 3562.9 66% 

河源 4709 3285 1412.7 824.6 1648.15 1060.3 1883.6 2668.6 56.7% 

平均值 5583.8 3872 1675.1 1014.7 1954.3 1203.4 2233.5 3073.4 56.8% 

地区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工友社保缴费（元） 

广州 88.9% 88.9% 88.9% 72.2% 77.7% 77.8% 521 

东莞 80% 60% 60% 40% 48% 16% 237 

惠州 57.9% 52.6% 47.4% 42.1% 42.1% 26.3% 257 

河源 43.8% 52.3% 50% 43.8% 43.8% 6.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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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社会保险法》出台，原意是建立起普惠型保险制度，令国民的教育、医

疗与养老都有财政再分配的支持，但是社保体系实际上还远未达到“老有所依、幼有所

养”的程度。不少高龄工友到现在还在被社保补缴的问题困扰，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却

仍然无法拿到养老金，退休后的开销往往要依靠仍在工作的子女。从工人的日常支出，

我们看到当下中国仍然是传统社会中家庭自救、家庭养老的模式。家庭里的劳动力都出

来赚钱，而后用大部分的积蓄供养自己的孩子、父母、以及个人发展所需。 
 

缺乏社会保障的时候，工人在外打工也有后顾之忧。年富力强的工人平时赚钱养家，

自己可以一分钱不花，却把收入全部留给自己的孩子与父母，是家庭当之无愧的顶梁柱。

可是，他们一旦生病，不仅自己的工作可能难以为继，更因为医保制度的缺陷，令整个

家庭随着购买医疗药品带来的财政压力而崩溃。另一个例子是住房，底层工人一般聚居

在城市边缘的廉价租房，卫生和安全程度固然没有保障，可是一旦这些地方不再欢迎他

们，他们也就无处可去了。2017年底，北京大兴大火，不但令十几名工人丧命，更引

起政府将不合规的城市郊区租房户限期内驱赶出城，其他省市纷纷效仿，就令许多不得

不蜗居于此的底层工人霎时无家可归21。 

 

（四）四地消费水平差距缩小 
 

透过比较四级地区的消费水平，我们也观察到一个趋势，就是各城市的消费水平日

渐接近。例如，物价统计中可以看到，广州市和东莞市居民所需的衣食住行开支差距特

别小。我们调查工友日常的衣食住行日用消费，除了偶有个例，四个城市的消费平均值

差距多数在一百元以内。可以说，广东省不同城市间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差

别不大。 
 

过去二三四线城市的物价水平可能比较低，但随着城镇化发展，连锁店和大超市进

驻各地，即便工人拿着低一级的工资，消费起来也跟大城市差不了多少。以往工人在一

线城市打工，供留在老家的家人花用，但与老家飞涨的物价相比，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少。 

 

   （五）何谓体面生活？社平工资 40%的发展线问题 
 

体面生活或曰有尊严的生活关乎发展，最低工资应保障工人生活有尊严，随着社会

发展及劳动要求的提高，以下这些需求是否应纳入最低工资里已不可回避： 

 

• 社交性饮食开支、买零食等等 

• 进修（包括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进修） 

• 与家人同住（假设一家人团聚在城市、相比农村开支而增加的各项花费） 
  
    综合四类地区的消费水平，我们看到这些需求挑战了社平工资 40%的发展线标准。

发展是一种人人该有的基本权利，社平工资 40%的发展线标准已经显得难以保障工人

的发展权。如果最低工资完全不予考虑这些需求，低收入工人恐怕很容易陷入长期低

度发展的恶性循环，相信也不是国家致力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时所希望看到的。 

 

   六、最低工资的调整建议 
 

我们认为，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中，除了以当前的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

                                                                 
21 “大兴火灾 19 人死，人们为何甘愿住在危险的城中村？” NGOCN，2017-11-23，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6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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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统计数字作为参考，更应透过深入了解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收支、社会保障等情况，

得出基层劳动者日常消费的立体图象，以此确保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能确切惠及所有劳

动者。因此，一份足以体面生活的最低工资，是可以有正常营养的饮食、舒适稳定的居

住环境、适量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社会保障。工人不应该放弃任何一项，也不需要牺牲

自己以成就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 
 
    2018年 1月 10日，广东省人社厅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的年度第 1 次会议就介绍了

在全省开展的最低工资标准评估情况，提出近两年广东省经济社会实现了稳步发展，最

低工资标准亟需尽快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22。我们欢迎省政府尽快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并给出我们的建议如下。 

 

   （一）最低工资应满足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在考虑劳动者养活自己及家人的具体消费、实际上的开支需求时，我们首先以家庭

为单位来计算一份有保障的最低工资应该达到如何水平。我们尝试推算出一个三人家庭

在广东省的工业区生活，基本所需的月计消费（推算方法可见附件三）。一个三口家庭

的开支将包括三人（两大一小）同住在广东的生活开支、外地户口小孩在城市的教育费

用、以及寄给家乡老人的钱、人情客往的生活开支。 
  

在广州市一个三口之家每月生活所需的开支： 
 

支出内容 月计款项 

食物 2069 元 

住宿 762 元 

生活用品 155 元 

交通 472 元 

通信 260 元 

服装 300 元 

个人服务 50元 

医疗保健 150 元 

社保缴费 1042 元 

返乡交通 250 元 

休闲娱乐 400 元 

教育、进修 800 元（含子女） 

供养、人情 800 元 

合计 7510 元 
 

在东莞市一个三口之家每月生活所需的开支： 

 

                                                                 
22 “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召开会议 研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南方工报，2018-01-15 

     http://epaper.grzx.com.cn/html/2018-01/17/node_1.htm 

支出内容 月计款项 

食物 2099.2 元 

http://epaper.grzx.com.cn/html/2018-01/17/node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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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得出一个三口之家在广州生活应该至少有 7510元的月收入（以二人工

作计，则每人工资应达到 3755元）；一个三口之家在东莞生活，每月收入应达到 6877

元（以二人工作计，则每人工资应达到 3439元）。 

其中，广州市和东莞市的家庭开支中，广州市工人有的社保缴费达一千元以上，最

低的也缴费 285元；而东莞的社保缴费最高只有 300元。这笔社保缴费还有住房公积金

都是工人每月开支的一大负担。在上海，人社部门早有明确表示最低工资标准不含社保

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我们认为广东省应尽快向上海看齐，人社厅在为企业减轻数百亿元

社保负担的同时，应明确工人在社保个人缴费之后的基本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二）最低工资标准应以社平工资的 40%作底线 
 

显然，最低工资必须追得上工人的实际需要才能发挥其稳定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

近两年广东省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必须尽快提高工人收入，以配合进一步转型升级下经

济发展所需。 

目前广东省最低工资远远脱离了工友的实际需求，它对工人收入的指导意义和以往

有了不同。本次研究囿于不是跨年度的调查，因而无法推论过去几次最低工资调整时工

人实际收入会跟着调整多少。但在与工友的长期接触与访问中，我们了解到虽然工厂给

出的基本工资会在最低工资线之上进行调整，但是加班费则往往按最低工资计算，拖低

工人的月工资收入。 

由于 2017 年广东省各地区工人的基本工资已分别达到社平工资 36%至 46%，我们认

为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尽快回到正轨，以社平工资的 40%来作底线，承认低收入的工人也

能分享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成果，虽说有地区差异，它仍应是工人的最低收入标准。这个

标准之下，最低工资正好与我们调查中四类地区工人的基本工资收入相符合。 

因此，我们建议 2018 年广东省四类城市的最低工资应该至少达到以下标准：广州

市 2970元，东莞市 1922 元，惠州市 2159元，河源市 1884元。 

住宿 662 元 

生活用品 159.5 元 

交通 472 元 

通信 260 元 

服装 300 元 

个人服务 50 元 

医疗保健 150 元 

社保缴费 474 元 

返乡交通 250 元 

休闲娱乐 400 元 

教育、进修 800元（含子女） 

供养、人情 800 元 

合计 68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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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元） 东莞市（元） 惠州市（元） 河源市（元） 

2016 年最低工资 1850 1510 1350 1210 

2016 年社平工资 7425 4804 5397 4709 

本次调查的基本工资 2756 1767 2003 2155 

本次调查综合工资 4350 3850 4009 3285 

建议最低工资底线 

（社平工资的 40%计） 

2970 1922 2159 1884 

表 24：最低工资调整方案建议 

 

   （三）要发展应向社平工资 60%看齐 
 

此外，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工人在发展需求的支出日益增加。如果社平工资的

40%已无法满足到工人的实际发展需求，我们认为最低工资最终应向社平工资的 60%看

齐，以弥补在社会保障未能全覆盖的情况下工人达致发展的支出需求。 

60%的标准看起来很高，但我们调查广州市和东莞市时发现，一家三口在广州市生

活，每人每月工资至少应达到 3755元（以二人工作计）才能满足家庭需要；而三口之

家在东莞生活，每人每月收入应达到 3439元（以二人工作计）。按照两地 2016年的社

平工资，两地的月支出占到了社会平均工资的 50.6%及 71.6%。广州和东莞并非特殊个

案，惠州、河源及广东省其他城市的工友也存在同样的发展需求。因此，在综合物价水

平、工友生活发展需求与低社会保障情况之后，最低工资标准应逐渐向社平工资的 60%

看齐。 

令最低工资达到当地社平工资的 40%是国务院在上一个《促进就业规划》里的目标，

而提高至社平工资的 60%，则是全总在 2010年给出的建议。如今，国家提出要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广东省已不能回避调整最低工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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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食物及生活用品价格调查（广州市、东莞市） 

1a广州市：食品 

 
 

1b广州市：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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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东莞市：食品 

 
 

2b 东莞市：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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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友的消费个案（广州市、东莞市） 

广州工友一：  

一家四代 6 个人共同租住在广州：祖爷爷，爷爷奶奶，工作的夫妻，及小孩。 

该工友平时做饭，不出去聚餐，尽量节俭。他十月份的开支记载如下： 

（其中食物、房租水电及娱乐消费是供养全家人） 

 

 十月份花费 

食物： 

每天都在家里做饭，食材购买以肉类为主要

开支，偶尔也有买比较贵的鱼虾。每日购买肉/

鱼/虾平均约 33元。 

此外，每日购买蔬菜平均花费 16.26元，葱

蒜辣椒等调料 3元，蛋与豆腐 1.83元。每两三

天买一次水果，平均每日约 14.43元。 

牛奶平均每日花费 5元。 

 

食物开支约占总开支的 58%。 

 

 

 

 

 

 

 

 

 

2379.12 元 

房租水电： 

租住两房一厅约 600元，水电开支约 200元。 

 

800 元 

日用品： 

洗发水 50，纸巾 18，牙膏 16，袜子 20。 

 

104 元 

通讯： 

本月 200元。 

200 元 

服装： 

本月 199元。 

 

199 元 

交通： 

上班族每日 4元，一个月 120元。 

 

120 元 

娱乐花费： 

主要是小孩的娱乐，去两三次游乐场，平均

下来每次上百元。 

 

 

319.3 元 

其他：本月无外出聚餐费，无医疗开支。  
 合计：4121.42元。 

 

广州工友二： 

夫妻二人及一个女儿在广州居住生活，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读书。 

记录者女工友十月份的花费记录如下（食物、房租水电及娱乐休闲是供养一家人）： 

 

 花费 

食物： 

每天固定的支出是早餐花费，一家人约 11

元。夫妻平时在上下班的工厂吃饭，午饭花费 15

元、晚饭花费 10元。女儿读小学，午饭在学校

吃，晚饭回家吃。 

偶尔也会在家煮饭，一个月不超过十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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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煮饭时，一天通常要花费五六十元。每两天会

买一次十多元的水果，此外也常购买牛奶，每月

百多元。早中晚饭和这些加起来，平均每日开支

42元。平时也会买零食饮料百多元。 

 

食物开支约占总开支的 34.5%。 

 

 

 

 

 

1456.5 元 

房租水电： 

住宿 180元，水电开支约 81元。另交电费

100元。 

 

361 元 

日用品： 

这方面女性消费比较多： 

洗衣液 116， 沐浴露 29.8，洗发露 19.8，

牙刷 10.8 牙膏 20，大宝 8.5  

化妆品 200，卫生巾 12.5，补水霜 55，香水

11.5， 女性买包 30 热水器头 35 

 

 

 

 

 

548.9 元 

通讯： 

自己花费 50元。 

50 元 

服装： 

给女儿买衣服 200 元。 

 

200 元 

交通： 

平时不花钱。 

 

0 

休闲花费： 

儿子生日 400元，中秋节送礼 200元。 

 

600 元 

其他花费：买药本月花费 8元。 

平时要给家用，本月给儿子生活费 1000元。 

此外无聚餐消费，无其他费用。 

 

 

 

1008 元 

 总计 4224.4元。 

 

广州工友三：  

一个比较节省的工友。单身独居，记录了十月份 18天的食物费用，中间记录比较简略， 

并有十余天未计算。 

 

 花费 

食物： 

平时主要自炊，较为节省，平均下来每日

11.1元。食物开支占总开支的 26%。 

 

 

344 元 

房租水电： 

这个月 247元。 

 

247 元 

日用品：约 52元 52 元 

通讯：50元。 100 元 

服装：计 100元 100 元 

交通：平时交通数次。每次花费上百元。 5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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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花费未计。 0 
 合计：1344 元 

 

东莞工友一： 

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在东莞居住（记录者的食物、房租水电及交通花费是供养全家人）： 

 

夫妻二人连同一个孩子在东莞生活居住。 花费 

食物： 

平时主要买菜后在家做饭。多购买鸡肉猪肉

及排骨熬汤，青菜搭配也较为均衡，蘑菇青菜笋

类都常见，偶尔也购买鸡蛋豆腐和水果，本月有

买油 45，米 90，红酒 45元。这些平均下来每日

48元。 

另外会每天在外吃早餐，花费约 10块钱，

平均每周外出聚餐吃一顿，约 100元。间歇购买

零食、奶茶。本月花费 727元。 

 

食物开支约到了占总开支的 68%。 

 

 

 

 

 

 

 

 

 

 

2155.3 元 

房租水电： 

约 360元。本月另购家具 100元。 

 

460 元 

日用品： 

本月购买百货日用品约 50元。 

50 元 

通讯： 

话费 50，维修手机 120元 

170 元 

服装： 

本月购买一双鞋子 65元。 

65 元 

交通： 

只有少数几次外出游玩及打车花费。 

283 元 

其他花费：无医疗开支。 

 

0 

 合计：3183.3 元 

 

东莞工友二： 

夫妻在东莞打工，但孩子在老家。这个月父亲来了一次，因此多出一大笔家用开支。 

记录者本月开支如下（其中食物、房租水电、部分通讯、服装及家用费用是供养一家人）： 

 

夫妻二人生活在东莞，小孩及父母在老家。 花费 

食物： 

夫妻二人每天都在工厂吃饭，很少做饭。工

厂伙食平均下来两个人每天 22元，再加上偶尔

家里买点菜、一周买点水果，这些伙食费合计 957

元。 

平时，出去外面吃大概一个月有五六次，每

次花费 50--200元不等，外加宵夜，这方面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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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一个月 678元。 

另外也常常购买如果汁、啤酒、瓜子饼干等

零嘴，月花费 200元。 

 

食物开支约占总开支的 45%。 

 

 

 

 

1830.6 元 

房租水电： 

租房及水电费本月共计 340元。 

 

 

340 元 

日用品： 

本月购买充电电源 30，剃须刀 69+55（自己

和父亲各一），调料及钢盘 52元，洗发水 24.8，

百货 16，钥匙扣 5指甲钳 5肥皂 10 衣架 5。 

打印工伤资料 50元。 

 

 

 

 

 

321.8 元 

通讯： 

给自己充话费 100 元，又给女儿充话费 100

元，本月也购买老人手机一台 298元。 

 

 

 

498 元 

服装： 

夫妻本月花费 200 元，另花 500元给家人购

置服装。 

 

 

 

702 元 

交通： 

平时步行上班，只有外出游玩及去城区才打

车，摩的。出去玩如打车，花费会超过 100元。 

 

 

252.8 元 

休闲花费： 

去动物园一次门票及消费 116元。 

 

 

116 元 

家用： 

这个月，送父亲回家时给了 2000元，并请

带给母亲和岳母各 200 元（今次以钱代替礼品）。 

另给了小孩生活费 2000元。 

 

 

 

（偶尔） 

4200 元 

其他开支：无医疗开支。 0 
 合计：8261.2 元 

 

东莞工友三： 

单身工友，平时抽烟喝酒比较厉害。个人当月开支记录如下： 

 

独自一人人生活在东莞。 花费 

食物： 

平时很少自己做饭，主要在工厂吃和去外面

买小吃。如在老工厂吃饭，早饭花费 2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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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平均 6元。但到了新厂就要早餐 6元，午饭

晚饭各 8.5元。所以到了新厂，他由一日三餐改

为一日两餐。偶尔也在工厂外面的餐馆吃，以面

食为主，每顿十多元。当月合计 306元。 

吃饭时喝酒比较多，有时是和朋友聚餐时

喝，有时是自己一个人在小馆子吃喝。在外喝酒

这个月有 21天，喝酒加餐费合计 707.5元。 

 

食物开支约占总开支的 46%。 

 

 

 

 

 

 

 

 

 

1013.5 元 

房租水电： 

本月 245元。 

 

245 元 

日用品： 

洗发水 16洗衣粉 6牙膏 12.5沐浴露 24.5

元 

49 元 

通讯： 

约 50元 

50 元 

服装： 

鞋子 339 袜子 22 衣服 49元 

410 元 

交通： 

平均每日公交花费 4元 

86 元 

休闲花费： 

主要是抽烟和买饮料。 

香烟，每天必买一包或更多包，价格约在

5-10元，本月花费 324.5 元。 

 

 

 

355.5 元 

其他费用： 

无医疗开支。无记录给家用。 

0 

 
 合计：22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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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三人家庭每月基本消费开支推算方法（广州市、东莞市） 

食品开支的计算方法是：统计当地食品物价，米、肉、蔬菜、蛋、豆类等均取物价

的平均值，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主副食搭配，我们得出正常人一个月所需的食品开支。 

生活开支的计算方法是：我们根据工友个案统计而了解到工友的实际消费习惯如住

宿水电、生活用品、娱乐通讯这些必备的日常开支，也根据根据工友的消费需求如交通、

服装、个人服务、医疗、休闲娱乐、教育进修、赡养人情等，计算这些方面实际一个月

需要的花费。 

 

1广州市的三人家庭每月基本消费开支推算方法 

类别 项目 成人 1 成人 2 小孩 月计 备注 合计 

食品 米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55.9

元 

份量按中国营养学会建

议成人主副食一日合理

安排计算，小孩所需份量

为成人的 60%。各项目为

物价调查中各地食品价

格的平均数。将每日所需

份量乘以平均价格，再乘

以 31 日，得出月计开支。 

 

肉类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580.3

元 

蔬菜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89.4

元 

蛋 每日 60 克 每日 60 克 每日 30 克 62 元 

豆类 每日 50 克 每日 50 克 每日 30 克 25.2 元 

水果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146.7

元 

食油 每月约 1 升 12.3 元 按所在地物价与工友消

费需求估算。 

调味料 包括葱姜蒜辣椒各一斤，糖、盐、

醋、酱各 500g 及 500ml。 

48.2 元 

饮料 每日茶叶及水，共计 7 元 217 

元 

估算工友消费需求： 

一家人每天冲泡 20g 茶

叶，两瓶矿泉水，方便面

（或面包）及零食若干。 
面包 每日 7 元 217 元 

零嘴 每日 5 元 155 元 

消耗调整 上述所有的 3% 72.8 元 这包括食品的价格浮动

和在准备过程中被消耗

的部分。 

2069.3

元 

住宿 房租 三人合住的空房子 50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  

 

 

 

 

 

 

 

 

水电 三人合住用量 100 元  

燃料费 三人合住用量，用于烧水、煮饭 120 月  

家庭设备 包括家具、家庭耐用品、维修等 42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每

年 500 元，再除以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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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62 元 

生活用品 厕纸 每周 2 卷（1 条 10 卷） 17 元 大约估算，将用量乘以物

价调查中各地日用品的

平均价格。 

 

 

 

 

 

 

 

 

 

 

 

 

 

 

 

 

 

 

 

 

 

 

 

 

 

155 元 

牙膏 每月 1 枝（180 克包装） 8.5 元 

牙刷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19.5 元 

肥皂 每月 2 块 4.5 元 

洗发水 每月 1 瓶（400ml 包装） 22.5 元 

女性用品  每月 30 片  27 元 

毛巾 每月 1 条 每月 1 条 每月 1 条 32.25

元 

洗洁精 每月 1 瓶（500 毫升包装） 11.75

元 

洗衣粉 每月 1 盒（1 公斤包装） 12 元 

交通 公交 每人每天 4 块，加二次打车出行 472 元 按工友实际需求估算。 472 元 

通信 手机话费 每人每月充值 100 元  20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  

 

 

260 元 
上网费  60 元 大约估算。 

服装   30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300 元 

个人服务 理发 每月 20 元 每月 20 元 每月 10 元 5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50 元 

医疗保健  每月看病 1 次 150 元 大约估算。 150 元 

社保缴费  每月 521

元 

每月 521

元 

 1042 元 以 2017 年调查期间有缴

纳社保的工友平均数而

算（最高 1400，最低 285）。 

 

 

1042 元 

返乡交通  每年 1 次，每人 1000 元 25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将

每年所需费用除以 12 个

月。 

250 元 

休闲娱乐  带孩子去游玩 2 次，与同事聚餐郊

游 2 次 

40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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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学杂费、书

本费 

 每月 600

元 

600 元 估算孩子受教育所需费

用。 

 

 

800 元 
成人进修

费 

每月每人 100 元  200 元 估算工友自我进修所需

费用。 

家用（老人，

人情） 

 家乡及打工地每月红事白事开支，

假日礼尚往来。实际上工友每年拿

回家乡至少一万元。 

800 元 考虑到家乡生活水平较

城市低、有自留地、有多

名子女同时供养等因素

后大约估算。 

 

 

800 元 

合计 7510 元 

 

2东莞市的三人家庭每月基本消费开支推算方法 

 

类别 项目 成人 1 成人 2 小孩 月计 备注 合计 

食品 米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82.1

元 

份量按中国营养学会建

议成人主副食一日合理

安排计算，小孩所需份量

为成人的 60%。各项目为

物价调查中各地食品价

格的平均数。将每日所需

份量乘以平均价格，再乘

以 31 日，得出月计开支。 

 

肉类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672.5

元 

蔬菜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28.9

元 

蛋 每日 60 克 每日 60 克 每日 30 克 55.8 元 

豆类 每日 50 克 每日 50 克 每日 30 克 118.2

元 

水果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159.3

元 

食油 每月约 1 升 22.5 元 按所在地物价与工友消

费需求估算。 

调味料 包括葱姜蒜辣椒各一斤，糖、盐、

醋、酱各 500g 及 500ml。 

44.1 元 

饮料 每日茶叶及水，共计 7 元 215.1

元 

估算工友消费需求： 

一家人每天冲泡 20g 茶

叶，两瓶矿泉水，方便面

（或面包）及零食若干。 
面包 每日 7.7 元 239.6

元 

零嘴 每日 5 元 155 元 

消耗调整 上述所有的 3% 61.1 元 这包括食品的价格浮动

和在准备过程中被消耗

的部分。 

2099.2

元 

住宿 房租 三人合住的空房子 40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  

水电 三人合住用量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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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费 三人合住用量，用于烧水、煮饭 120 月  

家庭设备 包括家具、家庭耐用品、维修等 42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每

年 500 元，再除以 12 个

月。 

662 元 

生活用品 厕纸 每周 2 卷（1 条 10 卷） 17.5 元 大约估算，将用量乘以物

价调查中各地日用品的

平均价格。 

 

牙膏 每月 1 枝（180 克包装） 11.8 元 

牙刷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21 元 

肥皂 每月 2 块 9.1 元 

洗发水 每月 1 瓶（400ml 包装） 12.7 元 

女性用品  每月 30 片  38.4 元 

毛巾 每月 1 条 每月 1 条 每月 1 条 32.6 元 

洗洁精 每月 1 瓶（500 毫升包装） 5.1 元 

洗衣粉 每月 1 盒（1 公斤包装） 11.3 元 159.5 元 

交通 公交 每人每天 4 块，加二次打车出行 472 元 按工友实际需求估算。 472 元 

通信 手机话费 每人每月充值 100 元  20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  

 

260 元 
上网费  60 元 大约估算。 

服装   30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300 元 

个人服务 理发 每月 20 元 每月 20 元 每月 10 元 5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50 元 

医疗保健  每月看病 1 次 150 元 大约估算。 150 元 

社保缴费  每月 237

元 

每月 237

元 

 474 元 以 2017 年调查期间有缴

纳社保的工友平均数而

算（最高 300，最低 150）。 

474 元 

返乡交通  每年 1 次，每人 1000 元 250 元 按工友消费习惯估算，将

每年所需费用除以 12 个

月。 

250 元 

休闲娱乐  带孩子去游玩 2 次，与同事聚餐郊

游 2 次 

400 元 按工友消费需求估算。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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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学杂费、书

本费 

 每月 600

元 

600 元 估算孩子受教育所需费

用。 

 

 

800 元 
成人进修

费 

每月每人 100 元  200 元 估算工友自我进修所需

费用。 

家用（老人，

人情） 

 家乡及打工地每月红事白事开支，

假日礼尚往来。实际上工友每年拿

回家乡至少一万元。 

800 元 考虑到家乡生活水平较

城市低、有自留地、有多

名子女同时供养等因素

后大约估算。 

800 元 

合计 68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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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7年广东省生活开支及工资水平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来自工人机构劳动力，正在做一项有关工人生活开支及工资水平的调查，请花少许时间

填写以下问卷，谢谢！我们承诺，您回答的全部个人信息将会保密，提供的数据只做调查统计之用。我

们会依据调查结果，产出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将体现在广东省居住工作所需要的生活开支，并反映

实际的工资水平是否能保障工人们的需求。 

 

一、工资 

从事行业： ___________________ 上班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底薪： 每月__________元 平均每月实发工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津贴有吗：吃住补贴___元、返乡交通__元、工龄奖__元 其他津贴（请注明）_________ 

平均每天加班小时： ______小时 平均每周加班：____小时  上个月放假天数：_____ 

(两年间)在广东你的底薪有没涨？ 有□  没有□ 

如有，涨了多少次？ ________ 每次涨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个人生活开支 

支出内容 一个人每月花费（人民币：元）  

伙食费   

住宿费  与多少人同住？____________ 

水电费  是否住在厂附近？是□ 否□ 

休闲娱乐   

交通费   

通信（包括电话、网络）   

服装   

生活用品   

看医生、药品  [有打勾√，没有打叉 X，不清楚打横：

—] 

社保费用（自己交多少）  有没有保险： 养老□ 工伤□ 医疗□ 

生育□ 失业□ 住房公积金□  

返乡交通费（每年计）  每年返乡多少次？__________ 

个人进修费用   

子女教育抚养费  和小孩住一起吗？是□  否□ 

另外给家里的钱  和老人住一起吗？是□  否□ 

自己存下来的钱   

 

三、其它信息 

年龄：______性别：_______外出务工多少年：__________ 在目前工厂打工多久了？______ 

老家在哪里？_________ 家里有几个老人要养？_______  家里有几个小孩要养？ ________ 

如您愿意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接收我们日后发表的调查报告，请填写：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QQ 号□ 微信号□ 其他____）号码是：______________ 

关于这份问卷，欢迎您的任何意见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