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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是中美贸易造成的吗？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

角， 将美国制造业就业分为国内最终产品需求、 传统贸易、 简单 ＧＶＣ 出口和复杂

ＧＶＣ出口四个部分， 并采用结构分解技术厘清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变动机制； 依据

价值链分解， 从美国制造业结构分解因素中剥离出各国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

响， 从而全面地刻画美国制造业就业及其变动机制。 研究发现： 在美国总就业人数

增加的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却在减少； 在制造业就业构成中， 国内最终产品需求规

模占主要比例， 其次传统贸易部分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较大， 简单 ＧＶＣ 贸易

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高于复杂 ＧＶＣ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结构分解结果表明，
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系数的变化； 对贸易经济体而言， 带

动美国制造业就业位列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中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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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逐年减少， 部分学者及美国政府认为贸易逆差是引起美

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此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就提出了 “美国优先”
“购买美国货， 雇佣美国人” 等政策， 并在就任后推行贸易保护。 从奥巴马政府的

“重振美国制造业” 开始， 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提升美国制造业状况； 特朗普政府

又提出 “制造业回流”， 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和提升制造业就业率。 事实上， 美国

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发生了变化， 是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 美

国对外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一些人认为是贸易逆差挤出了美国制造业产出， 进而挤

出制造业就业 （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１］；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ａｎｄ Ｐａｒｒｏ， ２０１５［２］；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４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０２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贸易关系与贸易利益研究”

（１８ＺＤＡ０６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对外贸易包容性发展的测

度、 实证及路径优化研究” （７１８０３０４２）
［作者信息］ 张亚斌：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杨翔宇 （通讯作者）：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

研究生， 电子信箱 ｘｉ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ｇ＠ １２６ ｃｏｍ； 钟源：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３］；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 ２０１７［４］）。 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行

业， 如交通运输设备行业， 就业人数在减少， 但总产出却在增加 （Ｆｏ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５］， 因此， 并不能简单地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归结为贸易逆差。 除了贸

易挤出论之外， 也有生产效率提升 （Ｈ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ａｒａｊ， ２０１５） ［６］、 工业机器人使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７） ［７］ 以及技术革新 （ Ｃｏｌｌａｒｄ ａｎｄ Ｌｏ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５［８］；
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７［９］） 等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全球化发展以及逆全球化浪潮

的影响， 基于价值链来分析美国制造业就业问题， 对驳斥 “贸易保护论” “贸易零和

论” 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评述

在研究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文献中， 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

重要因素。 Ａｕｔｏｒ等 （２０１３） 发现从中国进口不仅减少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 并且

对美国部分制造业就业工资具有降低效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 ２０１６） ［１０］、 Ｐｉｅｒｃｅ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 ［１１］均发现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有挤出效应。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认

为考虑到贸易对上下游就业影响， 贸易对美国就业具有促进作用。 Ａｕｔ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１２］从行业分工中得出进口导致了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及福利水平

的降低； Ｈａｎｄｌｅｙ和 Ｌｉｍãｏ （２０１７） 认为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在减少劳动力市场就

业人数的同时却能够提升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Ｌｉ 等 （２０１９） ［１３］运用仿真方法， 表

明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能够增加美国制造业就业， 反而会使制造业就业减少

得更多， 如果贸易伙伴采取同样的贸易保护措施， 就业损失会进一步增加。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劳动生产效率及技术革新等因素影响到了制造业就业。

Ｈｉｃｋｓ和 Ｄｅｖａｒａｊ （２０１５） 认为， 制造业行业比其他行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 使得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在 １９７９ 年达到高峰， 之后年份缓慢减少。 Ｃｏｌｌａｒｄ 和

Ｌｏ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５） 针对美国钢铁行业的技术革新进行研究， 发现新技术导致了生产

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单位工人的总产出提升， 所需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７） 认为新技术挤出了中等技能工作， 技术变革是美国 “失业复苏”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也有一些学者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美国就业问题， 认为贸易对美国就业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Ｌｉｎ等 （２０１８） ［１４］通过对出口分解发现贸易对美国就业具有促进效

应， 对上下游国家就业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１５］通
过对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发现， 贸易对美国就业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

护政策， 美国服务业出口的中间产品会受到影响， 就业会显著下降， 本文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的主要区别在方法、 结论和分析视角略有不同。 方法

上，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将进出口贸易固定在特定年份来核算从中国进出

口所带来的就业效应； 本文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分析美国就业问题。 分析视角

上，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基于贸易失衡带来的就业挤出来分析贸易对美国

就业的影响效应， 属于外在原因分析； 本文从美国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影响因素出

发， 着重研究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内在原因。 结论上，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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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认为美国从中国进口对美国就业具有挤出效应， 而美国出口 （不
是单指出口中国， 指总出口） 对美国就业具有促进效应， 整体上美国贸易对美国

就业有利； 而本文的结论是， 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中美贸易失衡，
而是国内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的变化①。

将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运用到就业研究中， 可以从变动机制方面对就业进行分

析。 戴枫和陈百助 （２０１６） ［１６］通过最终产品需求变化方面对美国就业受中美贸易影

响进行结构分解， 发现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已经从制造业部门转向服务业部

门， 且引起就业下降的因素已经从最终产品进口转向中间投入品进口。 卫瑞和庄宗

明 （２０１５） ［１７］运用结构分解法着重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和外包这两个国际化因素对中

国就业增长的影响。 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１８］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分析了中国增加

值出口贸易对最终品出口带动的就业和中间品出口带动的就业效应。
现有文献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分析主要运用模型回归、 投入产出分析、 结构分解

等方法。 运用结构分解方法的学者多研究碳排放测算问题 （Ｓ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１９］； 彭

水军等， ２０１５［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２１］ ）， 卫瑞和庄宗明 （ ２０１５）、 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１８］运用结构分解方法来分析中国就业问题。 计量分析方法存在较大的灵活

性及直观性， 不同研究文献因为数据选取、 模型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研究

的结果也不具有稳健性 （潘文卿， ２０１５） ［２２］。 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不存在这种问

题。 目前投入产出研究文献也是仅从测度方面出发， 并未分析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

响因素， 而结构分解也是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外包视角 （卫瑞和庄宗明， ２０１５） 或

从增加值分解视角 （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来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 或者对美国就业

分析从中美贸易视角对最终需求进行结构分解 （戴枫和陈百助， ２０１６）， 并未对美

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构成进行分析。 美国制造业就业变动因素不仅仅涉及到劳动生产

率的变化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转变， 也需要分析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

响机制。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借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２３］的生产分解方法， 对美国

制造业就业构成进行区分； 通过结构分解方法， 厘清美国制造业就业影响因素， 并

从美国制造业结构分解因素中剥离出与各国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从而全

面地刻画美国制造业就业及其变动机制。 与以往文献相比， 本文的改进主要有：
（１）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 结合就业系数，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区分为国内最终需

求带动、 传统贸易带动等四个部分， 从构成上点明贸易带动的就业并非美国制造业

就业的主要构成部分。 （２）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变动进行结构分解， 将美国制造业

就业影响因素分解为劳动力系数效应、 国内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

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品需求变化效应， 从而厘清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变动机制。
（３） 结合价值链分解， 从美国就业结构分解因素中剥离出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

影响的变动机制， 衡量出美国出口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就业变动效应， 基于此对比分

析美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等国家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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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 理论模型

投入产出表格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中间品、 最终品、 总产出 （总投入） 和

增加值部分。 表 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 Ｇ×Ｎ， 即 Ｇ 国 Ｎ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模型。 表 １
中 Ｚｓｒ 表示 ｓ 国生产的产品被 ｒ 国作为中间产品进一步加工； 具体到行业层面， Ｚｓｒ

ｉｊ 表

示 ｓ 国 ｉ 部门生产的产品中用于 ｒ 国 ｊ 部门产品的投入值； 上标表示国家， 下标表

示部门。 同理， Ｙｓｒ 表示 ｓ 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中被 ｒ 国最终消费， Ｘｓ 表示 ｓ 国的总产

出值， Ｙｓｒ 和 Ｘｓ 均包含了 Ｎ 个部门。

表 １　 Ｇ 国 Ｎ部门投入产出表

国家 行业

中间品使用

Ｓ 国 … Ｇ 国

１， …， Ｎ … １， …， Ｎ

最终品使用

Ｓ 国 … Ｇ 国
总产出

Ｓ 国 １， …， Ｎ Ｚｓｓ … Ｚｓｇ Ｙｓｓ … Ｙｓｇ Ｘｓ

… … … … … … … … …

Ｇ 国 １， …， Ｎ Ｚｇｓ … Ｚｇｇ Ｙｇｓ … Ｙｇｇ Ｘｇ

增加值 Ｖａｓ ′ … Ｖａｇ ′

总投入 Ｘｓ ′ … Ｘｇ ′

取 Ａ ＝ ＺＸ
＾ －１ ， Ａ 为投入产出系数矩阵， Ｚ 表示中间品投入矩阵， Ｘ 为总产出列

向量， Ｙ 为最终品需求列向量， 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最终需求。 当且仅当矩阵 Ａ可逆

时， 有 Ｘ ＝ Ｚ ＋ Ｙ ＝ ＡＸ ＋ Ｙ ＝ ＢＹ 。 Ｂ 是昂惕夫逆矩阵， 表示每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

消耗的投入。
１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就业构成测算

Ｌｉｎ等 （２０１８） 采用基于增加值核算的就业系数， Ｌｏｓ 等 （２０１５） ［２４］采用基于

最终产出核算的就业系数。 结合下文价值链分解状况， 本文采用最终产出就业系数

来计算就业人数。 结合就业系数矩阵， 有： Ｅ＃Ｘ ＝ Ｅ＃ＢＹ ， “＃” 表示矩阵对应的元

素相乘。 Ｅ 表示就业系数矩阵， 也即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由投入产出表

性质可知， 总产出由两部分组成， 即国内消耗部分和国外消耗部分：
Ｘ ＝ ＡＸ ＋ Ｙ ＝ ＡＤＸ ＋ ＹＤ ＋ ＡＦ ＋ ＹＦ （１）

其中 ＡＤ 为中间品系数矩阵 Ａ 的主对角线元素， 表示纯国内消耗系数。 ＡＦ ＝ Ａ －
ＡＤ ， 表示其他国家的中间品消耗系数； ＹＤ 为最终品消耗矩阵 Ｙ 的主对角线元素，
表示纯国内消耗的最终品， ＹＦ ＝ Ｙ － ＹＤ 表示由国外消耗的最终品。 对式 （１） 进一

步整理①：
Ｘ ＝ ＬＹＤ ＋ ＬＹＦ ＋ ＬＡＦＸ ＝ ＬＹＤ ＋ ＬＹＦ ＋ ＬＡＦＢ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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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Ｌ ＝ （ Ｉ － ＡＤ） － １ ， 是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 表示纯国内消耗系数矩阵，
表示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消耗的国内价值增加值。 参考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总

产出分解方式， 并同时左乘以就业系数矩阵， 可将一国总就业分解为四部分：

至此， 就业构成分解为四个部分， 即国内需求带动就业、 传统贸易带动就业、
简单 ＧＶＣ带动就业和复杂 ＧＶＣ贸易带动就业。 各构成部分并不能解释就业的变动

机制， 因此， 需要通过结构分解对就业进一步区分。
２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就业变动机制分析

假设一国不同的时期 ｔ１和 ｔ０的就业分别为 ＥＥ ｔ１ 和 ＥＥ ｔ０ ， 两个时期的就业差可

以计算为：
ΔＥＥ ＝ ＥＥ ｔ１

－ ＥＥ ｔ０
＝ Ｅ ｔ１＃Ｘ ｔ１

－ Ｅ ｔ０＃Ｘ ｔ０ （４）
采用两级分解平均法①， 可得：

ΔＥＥ ＝ １
２
ΔＥ＃（Ｂ ｔ１Ｙｔ１

＋ Ｂ ｔ０Ｙｔ０） ＋ １
２
（Ｅ ｔ０＃ΔＢＹｔ１

＋ Ｅ ｔ１＃ΔＢＹｔ０） ＋

１
２
（Ｅ ｔ０＃Ｂ ｔ０ΔＹ ＋ Ｅ ｔ１＃Ｂ ｔ１ΔＹ） （５）

式 （５） 中的就业分解为三部分： 劳动力就业系数的变化效应、 生产结构变化

效应和最终需求变化效应。 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反映从 ｔ０和 ｔ１期间劳动生产率变化

引起劳动力就业系数的变化， 进而影响到一国总就业的情况， 如果劳动力系数变化

效应为负， 则说明了从 ｔ０和 ｔ１期间生产效率提升②， 劳动力就业系数下降， 抑制了

就业； 反之， 则说明了生产效率下降， 劳动力就业系数上升， 促进了就业。
借鉴刘瑞翔等 （２０１７） ［２５］对经济增长研究的分析方法， 可将里昂惕夫逆矩阵分

为三部分： 国内乘数系数矩阵、 反馈系数矩阵和溢出系数矩阵， 即： Ｂ ＝ Ｌ ＋ Ｍ ＋ Ｎ 。
因此， 一国的总就业可以分解为国内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三个部分：

Ｅ＃Ｘ ＝ Ｅ＃ＢＹ ＝ Ｅ＃（Ｌ ＋ Ｍ ＋ Ｎ）Ｙ ＝ Ｅ＃ＬＹ}

国内乘数效应

＋ Ｅ＃ＭＹ}

反馈效应

＋ Ｅ＃ＮＹ}

溢出效应

（６）

其中， Ｌ ＝

Ｌ１１ ０ … ０
０ Ｌ２２ … ０
︙ ︙ ⋱ ︙
０ ０ … Ｌｇｇ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Ｍ ＝

Ｍ１１ ０ … ０
０ Ｍ２２ … ０
︙ ︙ ⋱ ︙
０ ０ … Ｍｇｇ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Ｎ ＝

０ Ｂ１２ … Ｂ１ｇ

Ｂ２１ ０ … Ｂ２ｇ

︙ ︙ ⋱ ︙
Ｂｇ２ Ｂｇ２ …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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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军等 （２０１５）、 卫瑞和庄宗明 （２０１５） 和刘瑞翔等 （２０１７） 均采用的此方法对相应变量进行结构

分解。
通常情况下， 生产效率上升， 单位生产总值所需的劳动力人数下降， 劳动力系数下降。



Ｌｓｓ ＝ （Ｉ － Ａｓｓ） － １表示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 指 ｓ 国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的纯国

内投入量所带动的就业效应， 式 （６） 第一项表示就业的国内乘数效应矩阵。 Ｍｓｓ ＝
Ｂｓｓ － Ｌｓｓ ， 表示 ｓ 国出口到其他国家后， 又返回到本国所带动的就业效应， 也即反馈

效应。 式 （６） 中间项表示的出口到其他国家后又返回到本国带来的就业反馈效应。
Ｅ＃ＮＹ 项表示就业的溢出效应， 指一国出口至其他国家所带动的本国相关行业就业。

通过式子 Ｘ ＝ ＢＹ 可以得出一国总产出， Ｘｓ ＝∑ ｔ
Ｂｓｔ∑ ｕ

Ｙｔｕ ， 结合就业系数， 可

以计算为：

式中 Ｙｔ 指 ｔ 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之和 （包括国内使用和出口国外部分）， Ｙｔｕ 则指

ｔ 国生产的用于 ｕ 国消耗的最终产品。 将式 （６） 和式 （７） 代入式 （５） 则可以计

算一国就业的结构分解， 也即一国就业的影响机制：

式 （８） 用到了 ΔＢ ＝ ΔＬ ＋ ΔＭ ＋ ΔＮ ， 即生产结构的变化效应由三部分构成：
国内乘数变化效应、 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分别表示国内生产结构发生改变所引起

就业量的变动、 出口国外产品又返回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和出口国外中间产品变化引

起的就业量的变动； 其中， ΔＬｓ ＝ Ｌｓｓ
ｔ１
－ Ｌｓｓ

ｔ０ ， ΔＭ
ｓ ＝ （Ｂｓｓ

ｔ１
－ Ｌｓｓ

ｔ１） － （Ｂｓｓ
ｔ０
－ Ｌｓｓ

ｔ０） ， ΔＮ
ｓ ＝

∑ ｒ≠ｓ
Ｂｓｒ

ｔ１
－∑ ｒ≠ｓ

Ｂｓｒ
ｔ０ ， 分别表示 ｓ 国国内乘数变化、 反馈矩阵变化和溢出矩阵变化。

中间品变化效应指进口国最终品变化引起的对出口国中间品的需求变化， 进而影响到

出口国就业的变化效应， 其传导机制是进口国最终品改变引起对出口国相关中间产品

的需求量变化， 进而影响到出口国就业变化； 最终品变化效应指一国生产最终产品

（包括用于本国消耗和出口国外的最终品） 发生改变所引发的就业改变的效应。
３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出口对就业影响分析

以上分析为一国就业影响的变动机制。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如何衡量国与国之

间的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简单的对出口贸易带动就业进行结构分解中包含劳动

力系数效应与生产结构效应两项①， 并不能够准确的描述一国出口他国对本国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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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作者对出口带动就业进行结构分解， 分解项中包含劳动力系数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等 ５ 项 （分解

方法不唯一， 但每种方法均包含劳动力系数项和生产结构项）。



业影响。 式 （８） 中包含的劳动力系数效应与国内乘数变化效应， 恰好完全属于本国

内在因素， 除却这两项， 可以从剩余四项中剥离出一国出口他国对本国就业影响机

制。 参考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 ［２６］分解式子， 可以将式 （８） 中的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品变化效应中受其他国的影响分解出来①。 因此就业的反

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品出口变化效应则分别可以表

示为②：

Ｅｍｐ＿ Ｍｓｒ ＝ １
２
（Ｅｓ

ｔ０＃ΔＴＹ
ｓ
ｔ１
＋ Ｅｓ

ｔ１＃ΔＴＹ
ｓ
ｔ０） （９）

Ｅｍｐ＿ Ｎｓｒ ＝ １
２
（Ｅｓ

ｔ０＃ΔＷＹｒ
ｔ１
＋ Ｅｓ

ｔ１＃ΔＷＹｒ
ｔ０） （１０）

Ｅｍｐ＿ Ｙｓｒ
Ｉ ＝ １
２
（Ｅｓ

ｔ０＃Ｂ
ｓｒ
ｔ０ΔＹ

ｒ ＋ Ｅｓ
ｔ１＃Ｂ

ｓｒ
ｔ１ΔＹ

ｒ） （１１）

Ｅｍｐ＿ Ｙｓｒ
Ｆ ＝ １
２
（Ｅｓ

ｔ０＃Ｂ
ｓｓ
ｔ０ΔＹ

ｓｒ ＋ Ｅｓ
ｔ１＃Ｂ

ｓｓ
ｔ１ΔＹ

ｓｒ） （１２）

式 （９） 表示溢出效应， 式中 ΔＴ ＝ Ａｓｒ
ｔ１Ｂ

ｒｓ
ｔ１
－ Ａｓｒ

ｔ０Ｂ
ｒｓ
ｔ０ ， 表示不同时期的中间品投入

系数与里昂惕夫逆矩阵乘积的差； 式 （１０） 为溢出效应， 式中 ΔＷ ＝ Ｂｓｒ
ｔ１
－ Ｂｓｒ

ｔ０ ， 表示

不同时期 ｓ 国出口至 ｒ 国的中间产品系数差； 式 （１１） 表示中间品出口效应， 式中

ΔＹｒ ＝ Ｙｒ
ｔ１
－ Ｙｒ

ｔ０ ， 不同时期 ｒ 国最终产品生产差额， 包括用于国内消耗的最终产品和

用于国外消耗的最终产； 式 （１２） 为最终品出口变化效应， 式中 ΔＹｓｒ ＝ Ｙｓｒ
ｔ１
－ Ｙｓｒ

ｔ０ ， 表

示不同时期 ｓ 国出口至 ｒ 国的最终品变化差。 因此， 在全球贸易中， 扣除劳动系数本

身因素及国内乘数效应的影响， 双边贸易中 ｓ 国就业受 ｒ 国的具体影响可以核算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 一国总就业人数可以分解为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 国内乘

数变化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品变化效应六种影

响因素， 其中劳动力系数效应和国内乘数变化效应属于国内影响因素。 扣除此两种

因素， 可以核算出一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所产生的就业影响， 并且可以通过反馈效

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产品变化效应中剥离出出口贸易对一国

的就业影响效应， 从而厘清一国就业受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影响大小。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依赖欧盟委员会组织研究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ＯＤ） 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 （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ＥＡ），
两种数据库均采用最新版，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主要统计了

欧盟和一些主要经济体， 包括中国、 美国、 日本和中国台湾等 １５ 个主要国家和地

区， 剩余国家和地区统一归为其他国家 （Ｒｅｓ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Ｗ）。 ＷＩＯＤ数据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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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系数、 国内乘数效用等涉及到生产效率与生产结构问题， 在此不做过多分析。
具体推导过程用到了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附录 Ｊ， Ｊ （１８）、 Ｊ （２０） 等式子， 限于篇幅， 文中未做详细阐

述，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囊括 ５６个行业， 包含农、 林、 牧、 渔等初级行业， 纺织服装皮革业、 木材草编制

品等一般制造业以及电煤气供应、 水处理供应等服务业； 相应的 ＳＥＡ 的行业分类

与ＷＩＯＤ行业分类对应， 主要包含从业人数、 劳动小时数、 劳动力补偿、 资本补偿

等数据。 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的就业系数核算采用从业人数 （ＥＭＰ） 数据， 主

要是因为部分国家缺乏 （如中国） 相应的雇员数 （ＥＭＰＥ） 和员工工作的小时数

（Ｈ＿ＥＭＰＥ） 数据， 而从业人员数 （ＥＭＰ） 数据相对比较齐全。
为了方便分析出口对就业的影响， 本文按照要素密集度对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

模型中的行业数据进行了分类， 参考 Ｆａｎ等 （２０１９） ［２７］按要素密集度对行业的分类

方法， 将 ＷＩＯＤ行业分为初级行业 （１－４ 行业）、 制造业 （５－２３ 行业） 和服务业

（２４－５６行业）； 并把制造业部分继续细分为：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主要包括第 ６、
７、 ２２、 ２３行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主要包括第 ５、 ８－１０、 １３－１６ 行业） 和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 （主要包括第 １１、 １２、 １７－２１行业）， 在此分类基础上对美国制造

业就业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三、 美国就业现状

美国总就业人数整体上在增长， 制造业就业在逐年减少， 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在

增加。 从表 ２可以看出， 美国总就业分类中的三种行业就业中， 初级行业就业人数

最少， 制造业就业人数次之， 并且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上在呈现下降态势， 如

２０００年美国带动的制造业总人数约为 １７９７ 万人， 至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则下

降至 １２９８万人。 在总就业人数呈现增加趋势的情况下， 美国服务业就业和初级行

业就业人数均有一定量的增加， 其中服务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上升的

最多。 从表 ２中还可以看出， 美国制造业就业并不是美国就业的主要构成， 在总就

业中占比例较少， 服务就业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美国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而不在制造业， 美国政府指责的贸易逆差挤出制造业就业显然并不能够立得住脚。
图 １给出了美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制造业就业构成成份。 从图中可以得出， 国

内最终需求带动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最多， 其次是传统贸易出口带动的制造业就业人

数， 简单 ＧＶＣ出口带动的就业和复杂 ＧＶＣ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最少。 美国制造业

就业构成中， 国内最终需求带动的就业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下降

了 ４３８万人， 约占制造业总下降人数的 ８０％， 且整体呈下降趋势。 基于传统贸易带

动就业、 简单 ＧＶＣ贸易和复杂 ＧＶＣ贸易带动的就业人数三项之和要比国内最终需

求带动的就业人数少很多， 说明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并不依赖于出口贸易， 而是主要

受国内消耗的影响； 美国对外贸易并不是引起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 出

口带动的就业人数中， 传统贸易带动就业占主要份额， 其次是简单 ＧＶＣ 贸易出口

和复杂 ＧＶＣ贸易出口， 简单 ＧＶＣ 贸易出口带动就业略高于复杂 ＧＶＣ 贸易出口带

动的制造业就业， 说明美国制造业就业影响较大的构成部分是传统贸易出口和简单

ＧＶＣ贸易出口。 参与较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带动的就业人数较少， 主要原因

是参与复杂 ＧＶＣ生产主要负责国际生产分工的部分增加值生产， 参与生产的增加

值含量要比参与简单 ＧＶＣ贸易出口中生产的本国增加值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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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美国就业情况及初级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就业占比

（单位： １０万人，％）

年份
初级行业就业 制造业就业 服务业就业

就业人数 占比 （％） 就业人数 占比 （％） 就业人数 占比 （％）
总就业人数

２０００ ２８ ５７ １ ９０ １７９ ７１ １１ ９５ １２９６ ０５ ８６ １５ １５０４ ３３
２００１ ２８ ２８ １ ８８ １７１ ７２ １１ ４２ １３０３ ９８ ８６ ７０ １５０３ ９９
２００２ ２７ ９６ １ ８７ １５９ ７１ １０ ７１ １３０４ ２５ ８７ ４２ １４９１ ９２
２００３ ２７ ６０ １ ８６ １５２ ５４ １０ ２７ １３０５ ７５ ８７ ８８ １４８５ 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７ ３５ １ ８２ １５０ ４７ １０ ０３ １３２２ ６７ ８８ １５ １５００ ４８
２００５ ２７ ２３ １ ７９ １４９ ６６ ９ ８５ １３４３ １１ ８８ ３６ １５２０ 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８ ２３ １ ８２ １４９ ２８ ９ ６３ １３７２ ５７ ８８ ５５ １５５０ ０９
２００７ ２８ ００ １ ８０ １４６ ８９ ９ ４４ １３８０ ８０ ８８ ７６ １５５５ ６９
２００８ ２８ ４４ １ ８４ １４２ ０６ ９ １８ １３７６ ４６ ８８ ９８ １５４６ ９６
２００９ ２７ ３４ １ ８５ １２５ ９４ ８ ５１ １３２５ ７８ ８９ ６４ １４７９ 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７ ６２ １ ８９ １２２ ３０ ８ ３５ １３１５ ４１ ８９ ７７ １４６５ ３３
２０１１ ２８ ８９ １ ９５ １２４ ６６ ８ ４３ １３２５ ４３ ８９ ６２ １４７８ ９９
２０１２ ２９ １９ １ ９４ １２７ １６ ８ ４４ １３４９ ９６ ８９ ６２ １５０６ ３１
２０１３ ２９ ８９ １ ９５ １２７ ０４ ８ ３１ １３７２ ６５ ８９ ７４ １５２９ ５８
２０１４ ３０ ６９ １ ９７ １２９ ８４ ８ ３４ １３９７ １７ ８９ ６９ １５５７ ７０

注： 初级行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指各自在当年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
数据来源： 作者通过 ＳＥＡ账户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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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制造业就业构成

制造业就业中，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最高， 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就业次之，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最低。 图 ２ 给出了美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制造业就业中 ３ 中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情况。 从图中可以

看出，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在逐年降低， 从 ２０００ 年占总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２０ ７８％下降至 ２０１４年的 １７ ９８％； 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在逐年增加， 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变化幅度较小。 从制造业就业的分类中可以看出， 三种类

别的制造业就业在总制造业就业中的占比以资本密集型为主， 美国制造业就业中的

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占比较低， 而相应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

制造业就业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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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制造业就业中知识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带动就业占比

四、 美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机制分析

美国就业结构分解中， 影响就业最大的因素是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和最终品需

求变化效应， 总就业效应为正。 表 ３给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美国总就业结构分解和制造业结构分解效用①。 三个时间段美国就业总效应为

正值， 制造业就业总效应为负值， 说明美国在此期间总就业人数增加， 制造业就业

人数减少。 表中劳动力系数则均为负值， 表示在该时间段内劳动力系数降低， 也即

每生产一定量的生产总值所需劳动力人数减少，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了， 劳动力

系数变化分别给美国带来 ５３２０ 万人、 ２３３３ 万人和 ７８９５ 万人的就业减少， 而对应

的最终品效应变化则为美国带来了 ５５５９ 万人、 ２２８８ 万人和 ８０７４ 万人的就业增加，
冲减了因劳动力系数变化而减少的就业人数。 总就业结构分解效应中， 国内乘数效

应和反馈效应以及溢出效应基本为负值， 对美国总就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 ３　 美国总就业、 制造业就业结构分解

（单位： 百万人）

分解类型 年份
劳动力

系数效应
国内乘数

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
变化效应

最终品
效应

总效应

总就业
结构分解

制造业
结构分解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５３ ２０ －１ ８３ －０ ０２ －１ ４９ ５ ２２ ５５ ５９ ４ ２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２３ ３３ ０ ２１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１ ４６ ２２ ８８ １ ０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７８ ９５ －１ ６２ －０ ０４ －１ ７２ ６ ９３ ８０ ７４ ５ ３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６ １０ －１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８２ １ ４５ ２ ８７ －３ ７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２ ６７ －０ ８５ ０ ００ －０ １４ ０ ３５ ２ ０９ －１ 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９ １１ －２ １４ －０ ０５ －１ ０３ １ ９２ ５ ４２ －４ ９９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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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年为时间节点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８年为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蔓延全球并造成严重影响的年

份， 在该年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受到影响， 包括就业。



制造业就业分解中， 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最大的两个因素也是劳动力系数效应

和最终品变化效应， 其性质与总就业结构分解效应相同， 不同的是劳动力系数变化

效应要大于最终品变化效应， 总制造业就业效应为负。 抑制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要

因素是劳动力系数效应和国内乘数变化效应， 促进美国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最终品效

应和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 制造业就业结构分解总效应为负值， 说明制造业就业人

数在减少。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期间， 国内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溢出效应均为负值，
表明无论是美国通过采用纯本国国内中间品进行生产还是通过出口国外中间品又返

回部分， 或者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来说，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均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 最终品效应变化和中间品出口效应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促进

作用小于劳动力系数效应和国内乘数效应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抑制效应， 美国制造

业总人数进一步减少。 因此， 引起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系数效

应和国内乘数效应， 对外贸易因素中的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对制造业就业抑制性并

不强， 贸易逆差并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
以上分析为国家层面和制造业整体层面的就业结构分解， 整体层面的就业机制

影响中并未考虑到行业差异性， 下面对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就业进行结构分解。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动幅度要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

业， 抑制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系数效应， 带动各要素密

集型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最终品需求效应。 表 ４ 给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要

素密集度就业分解情况。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美国制造业按要素密集度结构分解

单位： 千人

行业分类
劳动力

系数效应
国内乘数

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
变化效应

最终品
效应

总效应
占比
（％）

劳动密集型 －１６３０ ８５ －５１８ ０９ －８ ８９ －１２７ ９０ １９３ ５０ ６９２ ２０ －１４００ ０４ ２８ ０７
资本密集型 －４００６ １４ －８７１ １７ －９ ３２ －２１２ ７１ ７１０ １１ ２８３８ ９９ －１５５０ ２３ ３１ ０８
知识密集型 －３４６８ ３２ －７４９ ４２ －３３ ９３ －６８９ ６５ １０１４ ２２ １８９０ ２２ －２０３６ ８８ ４０ ８４

三种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就业结构分解中， 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对知识密集型

制造业就业影响较大， 国内乘数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较大， 溢出效应

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较大。 对三种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就业带动效应较

大的是最终品需求效应， 其次是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 前者要远大于后者。 从表中

可以看出， 对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就业

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在国内， 也即劳动力系数效应和最终品效应， 出口贸易对制造

业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美国制造业减少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国内生产效率以及生产

结构的影响， 而不是贸易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机制分析， 并未剥离出与美国有贸易往来关系的其

他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机制， 下面就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要贸易国家

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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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双边贸易关系中， 对制造业就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 其次是加拿大和

墨西哥； 四种贸易效应中， 除日本外，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起主要抑制效应的是溢出

效应， 起主要促进作用的是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和最终品出口变化效应①。 表 ５ 给

出了美国制造业结构分解中剥离出来的贸易因素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对美国就业影响效应②

（单位： 千人）

国家和地区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中间品出口
变化效应

最终品出口
变化效应

总效应

中国 １ ６１ －１２７ ８７ ２８０ ７８ １７０ ６６ ３２５ １８
加拿大 －４３ ６３ －１４５ ２８ ３２９ １４ １８３ ６８ ３２３ ９１
墨西哥 １２ ７４ －９３ ３４ １７７ ９６ ３７ ８８ １３５ ２５
英国 ０ ３６ －４７ ９８ ４６ １９ ６９ ３３ ６７ ９０
巴西 ０ １９ －２１ ６０ ６２ ５３ １５ ７０ ５６ ８２
德国 －０ ５３ －３８ ５４ ５８ ９４ ２２ ６０ ４２ ４７

澳大利亚 －０ ２５ －２７ ２６ ４４ ４１ ２３ ７１ ４０ ６２
印度 ０ ２１ －１１ ９１ ３９ ７５ １０ ６４ ３８ ６８
荷兰 ０ ３３ １ ７０ １４ ６７ ８ ２９ ２４ ９９
希腊 －０ ０１ －１ ２２ １ ０７ －２ ９７ －３ １３

意大利 －０ ２２ －１３ ４１ １６ ７４ －６ ７２ －３ ６１
日本 －１ ４１ １ ７１ －６ ４２ －２３ ３４ －２９ ４６

中国台湾 －３ １７ －１９ ０８ ７ ９７ －２４ ９０ －３９ １８

通过表 ５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与中国贸易往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具有重要促进

效应， 同样， 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加拿大③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就业总效应影响

分别排第二、 第三， 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具有重要促进效应④。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
美国对中国贸易的溢出效应对美国制造业带来约 １２ ８ 万人的就业减少， 而最终品

出口变化效应为美国带来约 １７ １万人的就业增加； 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对美国制

造业带来了约 ２８ １万人的就业。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带来约 ３２ ４
万人的制造业就业总效应， 其中溢出效应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约 １４ ５ 万人的就业，
最终品出口变化效应和中间品出口变化效应分别增加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 １８ ４
万人和 ３２ ９万人； 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往来带来的总效应是增加了美国约 １３ ５ 万

人的制造业就业。 美国与加拿大、 墨西哥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 对美国就

业影响较大， 相比英国、 巴西、 德国等国家， 加拿大与墨西哥对美国的影响要高于

其他国家。 美国出口贸易中， 中国台湾、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总就业效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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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出口日本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中， 除了溢出效应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具有促进效果外， 其他效应均

具有抑制作用。
就业总效用最大的是ＲＯＷ， 因 ＲＯＷ是除了 ４３个国家和地区外的总和， 在此不做分析； 此处的影响效

应未考虑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和国内生产乘数变化效应。
在 ２０１４年， 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第二； ２０１５ 年之后中国超过加拿大， 成为美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
经过计算，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效应具有抑制作用的国家 （地区） 一共有 ８ 个，

对美国就业抑制效应的总和约为 ８万人， 远低于出口其他国家带动的就业人数。



响是负值， 减少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美国与中国台湾和日本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就

业减少效应最大； 且美国与中国台湾贸易中的最终品出口效应减少了美国约 ２ ５ 万

人就业， 与日本贸易最终品出口效应减少约 ２ ３万人的就业。 从总效应来看， 美国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是正的， 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 对

美国制造业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因此， 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有促进效应， 并非是美

国政府一贯宣称中国贸易挤出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 ＷＩＯＤ 数据库， 分析了美国

就业及制造业就业影响的主要构成部分， 通过结构分解方法， 厘清了美国制造业就

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从中剥离出与他国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研究

发现：
第一， 美国总就业人数在逐年增长， 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在降低， 且制造业就业

人数占比较低； 制造业就业中， 国内最终产品需求部分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最

大； 传统贸易部分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次之， 简单 ＧＶＣ 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

影响高于复杂 ＧＶＣ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第二， 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效应呈现

负值， 抑制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系数变化效应， 促进美国制造业就

业的主要因素是最终品需求的变化， 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效率

的提升导致了单位产值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的减少， 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

美国国内对最终产品需求规模的增加， 是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

三， 美国对外双边贸易关系中，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促进效果最大， 其次为加

拿大和墨西哥； 中国台湾和日本两个经济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抑制效应最大； 美

国对外贸易关系中， 溢出效应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抑制效应最强。
从以上结论可以发现，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主要因素并不是因中美贸易造

成的， 反而与中国贸易往来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美国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
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美国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贸易保护并不能够使得美国制造业就

业人数增加 （Ｌｉ等， ２０１９）。 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效率的提

高。 要提升制造业就业人数， 贸易因素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特别是与中国和北美自

贸区国家加强贸易能够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有明显的提升效用， 而贸易保护政策或者

提高关税只能够抑制美国就业。 制造业回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美国制造业就

业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 但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美国制造业发展只能够朝着高技

术含量的方向发现， 强制低技术含量生产企业由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美国只能

够增加企业生产成本， 促使企业转型或者破产，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有可能起相

反作用， 不能够解决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问题。 因此， 美国制造业下降是美

国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 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就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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