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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2017 年我国农民

工总量已经达到 28652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481 万人，增长 1.7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加快 0.2 个百分

点。①然而，农民工过渡性群体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生存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弱势特征。尤其是进城务

工妇女群体，既要面临与男性农民工一样的共性问题，又要遭遇性别差异导致的个性问题。她们承受

社会身份“农民”和社会性别“女性”的双重压力，面临经济、权益、婚恋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其生

存和发展问题亟待关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城务工妇女的生存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男女平等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城市妇女逐渐从家庭走向

社会，农村妇女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进城务工妇女作为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涌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大潮中。据统计，农村进城务工妇女占全部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从 1986 年的 21.8%增长到 1994 年

的 30.4%，再到 2004 年的 34%，从 2004 年的 34%增长到 2011 年的 34.1%，再到 2017 年的 34.4%，[1]19

一直占有相当比例，她们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受城乡二

元结构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农村进城务工妇女生存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以来进

城务工妇女群体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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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进城务工妇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一支

伟大的人力资源。 但与此同时，进城务工妇女群体的生存发展既要面临与男性农民工一样的共性问题，又要

遭遇性别差异导致的个性问题。她们承受社会身份“农民”和社会性别“女性”的双重压力，面临经济、权益、

婚恋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视阈下，为促进我国进城务工妇女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其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保护务工妇女合法权益；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加强婚姻家庭建设；提高进城务工妇女的综合素质，增强其自身的生存发展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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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层面：就业底层化和负担双重化

改革开放突破了城市和乡村二元分割的藩篱，农民向城市流动，这其中就包括相当比例的农村妇

女。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传统观念的逐渐转变，非农转移就业步伐加快,农村妇

女进城务工参加城市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她们和男性农民工一起组成了中国庞大的

劳动力大军，作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由于

进城务工妇女自身学历普遍较低（大部分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加之大都没有经过专业技术训练，其

只能从事一些收入不高、专业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一些家政清洁保姆、美容美发、售

货收银、餐饮后勤服务等就业门槛低、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的底层服务性行业。人口普查资料显

示，1982 年至 1990 年全国农村在业人口中，服务性工作人员中的女性比重由 32.19%上升到 37.91%。
2005 年，进城务工女性在服务业占比达 35%，高于男性的 27.1%。[2]38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

查受流动影响人员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务工妇女有 87.9%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但年均劳动

收入仅为男性的 67.3%和 56.0%。②除了面临行业隔离外，职业性别歧视也无处不在，导致务工妇女有

相当一部分为非正规就业。③据统计，相比男性的 49.5%，女性的非正规就业比例高达 63.7%。[3]220 进城

务工妇女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使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2017 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全部农民工当中，有配偶的占比为 77.8%。进城务工妇女尤其是已婚妇

女，受传统性别分工规范的约束，除了要和男性一样打工之外，还要照顾孩子、老人和家庭，背负着社

会雇佣工作和日常家务劳动双重负担。 数据显示， 女性承担家务的比例高于 72.0%， 男性则低于

16.0%。女性照顾孩子比例占 45.2%，照料老人比例占 39.7%，分别比男性高 28.2%和 22.9%。 ④长期以

来，务工女性面临着就业机会、工种选择、薪资待遇、发展机会以及家庭平衡等方面的就业障碍，使得

提高生活质量较为困难，削弱其可持续生计能力。
（二）政治层面：参政边缘化和权益弱势化

进城务工妇女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不仅是行使公民基本权利，而且也是在与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的政策规则制定中发出群体该有的声音。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妇女参政意识

较为淡薄，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同度也很低，基层政权中女性缺位现象比较严重，妇女在公共事务决

策中是典型的“失语者”。作为弱势群体的进城务工妇女政治参与日益走向边缘化。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国家相继推出《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企业职工生育保

险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 1992 年颁布后又在 2005 年进行了修订，这一系

列的法规对女性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生育保障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仍然有许多不完

善的地方，而且覆盖面有限，有些内容要求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参政制度的不完善，没有城市户籍的务

工女性无法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在企业和女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还存在着回避怀孕期、生产期以

及哺乳期的现象。有的用人单位为规避责任甚至不签合同。如河南商丘尚博学校的“奇葩”劳动合同,
对育龄女教师列出“霸王条款”[4]，北京中铁物流集团孕妇被离职[5]等。务工女性的结婚权、生育权等一

些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农村进城务工妇女争取正当权益的行为不能被平等对待，
也缺乏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渠道，导致无法行使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成为“被管理”或“被执法”
的对象。进城务工妇女通过参政渠道维护自己权益，提出公正诉求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社会层面：婚恋物质化和社会不稳定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进城务

工。但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她们无法拥有和城市人同等的身份待遇和社会保障，为了获得城市相

对宽裕的经济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摆脱农村相对贫困落后的生活环境，一些务工妇女选择通过婚

姻迁移来破除身份壁垒。据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从 1985 年至 1990 年全国报告以婚姻为动机的女性迁

入者共 4325747 人，占女性迁入总数的 28%，全国迁入总数的 12%。[6]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农村进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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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妇女的通婚范围扩大，有 15.7%的务工妇女与在外结识的异乡人结合。⑤

受市场经济金钱至上思想的侵蚀，以及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务工妇女的婚姻价值取向

发生偏离，市场化和商品化将人们的婚恋欲求以物质的形式呈现出来，将婚姻缔结视为一种等价交

换，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向对方交换自己需要且缺乏的资源。无论是合法婚姻还是临时关系，如果不是

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是利益交换、权衡利害的结果，那么就很容易加大婚姻解体、家庭暴力和子女失

怙等问题的风险比例，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文化层面：教育弱势化和贫困阶层固化

一些农村家庭由于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对男孩与女孩的教育投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贫

困和落后剥夺了农村女孩的受教育权利。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82 年，女性文盲、半文盲数是男性文

盲、半文盲数的 1.25 倍。1995 年全国 8506 万文盲中，女性占 71%，两倍于男性。2004 年农村地区女性

文盲率为 16.9%，远高于男性的 6.5%。[7]2006 年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男性比例为 16.32%，女性为32.2%，
而农村户口妇女比例则为 43.9%。[8]2010 年，国家扶贫重点县女青年文盲率高达 10.5%，比男性高出

6.7 个百分比。[9]根据国家卫计委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5 年女性流动人口初中学历

比例将近一半，达 49.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占 4.83%。[10]这些数据说明了女性尤其是农村

女性教育弱势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和观念落后又影响了农村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农

村进城务工妇女不仅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男性，而且其接受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也较少，比

例仅占 31.4％，而男性比例则占 36.4%。⑥农村进城务工妇女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文化技术，在

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一些薪水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再加上主体意识缺乏，法律权益意

识淡薄，很难摆脱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地位。有些还恶性循环，她们的后代也鲜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

育，形成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视阈下我国进城务工妇女生存发展问题的理论剖析

（一）从妇女解放先决条件探讨进城务工妇女参与社会劳动问题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三个先决条件分别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1]72 现代大工

业使家务劳动只占妇女极少工夫。[11]162 把私人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行业。[11]72 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

条件为世界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农村妇女走出家门进城务工，回到公共事业中参加社会劳

动，迈出了经济独立的第一步，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政治平等权益，走向自身解放和发展。
因此，参与公共劳动是进城务工妇女发展的第一步。和西方妇女走向社会生产之后追求解放不同，中

国妇女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经历劳动力社会化的过程中追求解放，是“在参与中求平等,在改革中求发

展”[12]12。进城务工妇女只有同务工男性一样在城市中参与城市建设，才能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中求平

等和发展。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两次“妇女回家”的争论及抵制，就是在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继承发展。进城务工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平等劳动权利，但是仍然存在的

自然分工使务工妇女不得不面临职业的性别隔离，而且更多的是纵向隔离，长期处于次级劳动力市

场,导致其经济地位一直低下，很难向上流动到高级劳动力市场，也就很难改变社会地位低的现实。另

外因为传统性别分工的存在，社会依然是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性别角色模式。家务劳动社会化需要

发达的工业化水平，在没达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前，进城务工妇女仍然要担负生产

和家务的双重劳动负担。
（二）从妇女解放基础探讨进城务工妇女权益保护问题

权益保护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劳动过程中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认

为“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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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保护”[11]452，453。进城务工妇女进城打工，渴望通过参与公共劳动融入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走向自

身解放和发展。但是，由于文化少、技术水平低，更多的是面临就业底层化和地位边缘化。进城务工妇

女的性别身份导致其权益被侵害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而进城务工妇女地位边缘化又导致其

权益受侵害，形成马太效应。这些底层边缘的务工妇女就业缺乏正规性和稳定性，缺少社会权益保

障。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必须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妇女各项合法权益，改善不合理的性别分工和性别秩

序，推进性别平等。
实现男女平等不仅要构建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体系， 也要真正落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措施。

转变性别观念，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国家决策主流，
增强性别平权意识，形成维护进城务工妇女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就业、教育、参政、人身及社会保

障等各方面保障进城务工妇女生存发展条件。但是，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总体水

平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传统观念等种种因素都制约着进城务

工妇女的生存发展。迄今为止，进城务工妇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其平等就业、同工

同酬和生育权等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我国在反对妇女就业歧视和保护妇女权益方面仍待进

一步加强。
（三）从妇女解放内容探讨进城务工妇女婚恋家庭稳定问题

实现自由的婚姻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指出：妇女要实现自由的婚姻，只有消除了对婚

姻选择仍有重大影响的经济考虑这些派生因素之后。[11]79 婚姻的基础是经济条件，经济因素和政治因

素等外在条件掺杂其中，成为人们权衡利弊互相交易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

等价交换原则和追求效益的负效应影响下， 部分农村进城务工妇女婚恋观有现实性和功利性的趋

势，导致婚恋标准异化。一些进城务工妇女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经济不独立、封建男权的影响使她们

习惯于依附男性。部分务工妇女为了跳出农门获得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从权衡利害出发选择

婚姻，产生买卖婚姻，甚至是被包养、被迫从事性服务等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现象的实质就是以金钱

为基础的利益交换，是与现代的婚恋观念相矛盾的。进城务工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的婚恋家

庭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引发的社会问题既不利于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也不利

于下一代的教育成长，甚至加剧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发生。
（四）从妇女社会作用探讨进城务工妇女人力资源质量提升问题

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

来精确地衡量。”[13]59 对妇女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给予高度肯定。农民问题是中国

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进城务工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进城务工妇女成为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一支伟大人力资源。广大进城务工妇女积极投身到改革开

放之中，这是时代赋予进城务工妇女的机遇和任务，也是时代向进城务工妇女提出的发展要求。进城

务工妇女的发展空间是由发展资源的容量决定的，主要包括接受教育与培训机会以及得到流动机会

这两个能使进城务工妇女自身获得发展的因素。[14]73 进城务工妇女对这些发展资源的占有远远不足，
再加上自身主体意识的长期缺失，难以摆脱被边缘化、客体化的命运，这些都限制了进城务工妇女这

一伟大人力资源的质量提升和力量壮大。

三、进一步提升我国进城务工妇女生存发展质量的路径思考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生存发展的条件和途径

1.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要实现家务

劳动社会化就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提供技术支持，进而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社会劳动，为妇女解放

发展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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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妇女身上担负的生育和家务劳动责任成为阻碍妇女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生产

力，创新科学技术，实现家务劳动手段现代化，满足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物质条件，减轻家务劳动强度，
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家政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鼓励社会相关部门

兴办利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福利事业，既缓解了妇女社会家庭的双重角色矛盾冲突，又拓宽了进城

务工妇女的就业渠道；推动家务劳动社会服务的发展，协调妇联、社区等社会各界把社会化服务推向

市场，促进家务劳动价值化和社会化，使妇女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
2.转变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生产力发展推动转变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社会

财富满足大众需求时，私有制和阶级才能消除，原有的自然固化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才能转变成为

自觉的非固化分工，消除务工妇女在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责任双重化的社会状态下所面临的发展结

构性屏障。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私有制。只

有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会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分

工和性别分工，创设进城务工妇女生存和发展的实现途径。同时，生产力发展也为进城务工妇女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产力要素科技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使务工妇女特殊的生理机能

不再成为参与生产劳动的短板，平等享有社会权利，从而能够摆脱基本的生存困扰，实现更进一步的

发展。
3.奠定生存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才能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均衡发展，为进城务工妇女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为务工妇女的教

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奠定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生活环境改善了，才能接受良好的

教育进而摒弃男尊女卑的封建习俗，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才能奠定包括进城务工妇女在

内的广大妇女生存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加快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步伐，满足发展的需求。
（二）完善政策法规，保护务工妇女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政策法规不断得到健全和修订，但随着社会条件的变

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进城务工妇女能够获得平

等参政、就业、福利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和保障。习近平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

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15]。一方面，要落实妇女权益

保障的法规完善工作，在原来宏观指导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细化，准确界限，使之更有操作性。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

劳动范围的规定》和《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在内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

《反就业歧视法》《反性骚扰法》等法律法规。把制定和修订专门法和落实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结合起

来，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劳动、人身、婚姻家庭等各方面保护妇女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使其内化

为社会行为规范，营造良好的性别平等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提高务工妇女参政意识和法律意识。
由于文化教育的缺乏和观念习俗的影响，进城务工妇女的参政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以至于严重

影响了自身法律权益的保障与合理诉求的表达。因此，开展宣传教育，丰富和拓展妇女赋权，加强进

城务工妇女的参政意识、法律意识和更深层次的男女平等意识，使进城务工妇女不再是被执法管理

对象，而是真正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人翁，共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的重要任务。
（三）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加强婚姻家庭建设

婚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问题的重要

组成部分。进城务工妇女由于身份和性别双重边缘人的地位，在城乡流动和打工过程中遭遇生活艰

辛和身份认同的困境，恩格斯批判的资产阶级权衡利害的婚姻在当今社会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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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加强婚姻家庭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指出，要结合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家庭成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6]在此思想指导下，《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引领作

用。要塑造进城务工妇女群体平等和谐的现代婚姻家庭观。一方面，要加强其文化素质提升、职业技

能培训以及就业社会保障，建立实现婚姻自主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要扫除传统男尊女卑封

建遗毒，使进城务工妇女在受教育、求职、婚姻等资源分配权利方面和男性获得平等话语权。加强对

这一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消除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婚姻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文明、和谐、自由、平等、诚信和友善的要求，重塑进城务工妇女的婚恋观，实现自由平等的婚

姻，全面建立社会先进、文明、理性的婚姻家庭关系，把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定现象的隐患消灭在萌芽

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务工妇女生存发展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进城务工妇女成为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一支伟大人力资源，其教育与发

展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们个人工作生活，而且关系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决定力

量。为此，一要改善受教育和培训状况。针对我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

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习近平强调，一方面要“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女童上得

起学和安全上学”，另一方面“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帮助她们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

变化”[15]。改善农村女童的受教育状况，为务工妇女提供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机会，增强其日后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对当前进城务工妇女教育、经济和生存环境等状况的

改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为这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成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搭建机会平

台。二要增强主体意识。进城务工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决定其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因和内在驱动

力。增强进城务工妇女主体意识，使她们摆脱依附和依赖心理，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接受文化教育

和技能培训，独立自主提高综合素质，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 积极参加心理

咨询活动，解除困惑，缓解精神压力。冲破传统父权文化的束缚，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平等参与，勇

于竞争，积极进取，肯定自身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努力成为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改善现阶段

进城务工妇女教育弱势化和贫困阶层固化的生存发展现状，成为改革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口。 新时代赋予妇女新任务，习近平阐明中国妇女运动

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这对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事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尤其是

进城务工妇女在参与和见证“中国奇迹”的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困境。促进新时代进城务工妇女的

解放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广大妇女的解放发展，是新时代推进国家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有效举措，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意义重大。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同。

②数据来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继 1990 年第一期和 2000 年第二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抽样调查）。

③非正规就业主要包括非正规部门（指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自我就业等）的就业和正规部门创造的非正

规就业（临时工、合同工、小时工等）。

④数据来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

⑤数据来源：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

⑥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 年农民工监测数据报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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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Women Theory

CHENG Mingli
（School of Marxism，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Liaoning 118001）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ave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become a great human resource. But meanwhil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face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economy， rights and interests， marriage and education， etc.. They are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social status “farmers” and gender “wome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eman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female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consummat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guidance by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liberation and advance women' s quality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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