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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 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 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

模型， 并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 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１） 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

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 “Ｕ” 型关系； （２）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

部地区企业、 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 而对中西部地区、
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３）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 全

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 “劳动技能渠道” 和 “加成率渠

道”， 但作用方向不同。 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良性互动， 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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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增长不同步导致中国劳动收

入份额不断下降 （李稻葵等， ２００９） ［１］，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关系到广大劳

动者切身利益，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国际金融危机后， 各国劳动与资本间

的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 并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 逆全球化和民粹

主义在部分发达国家盛行。 因此， 无论是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以居民消费拉动经

济持续增长， 还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 促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实现国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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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

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理 论 上 看， 依 据 斯 托 尔 珀—萨 缪 尔 森 定 理 （ Ｓｔｏｌ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４１） ［２］，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高。 然而， 中国嵌入

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后遭受发达国家的纵向压榨和低端锁定， 可能陷入 “贫困化

增长” 的陷阱。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初次要素收入分配会产

生什么影响？ 存在哪些影响机制？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有以下三

点： 第一， 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要素收入分配模型，
反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理论机制； 第二，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与作用渠道， 并区分不同所有制、 地区、 贸易方式和出口目的地考察企业异质性

的影响； 第三， 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方法进行改进， 在已有文献的基

础上将国内中间品隐含的国外增加值进一步细化处理， 使其更符合中国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

一、 文献综述

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导致要素收入份额大体稳定的 “卡尔多事实” 受到挑

战， 这引起学界对要素收入分配的重新思考， 学者们从产业结构转型、 偏向型技术

进步、 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等角度进行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出口贸易行

为使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显著增加 （吴晓

怡和邵军， ２０１９） ［３］， 而周明海等 （２０１０） ［４］和张杰等 （２０１２） ［５］的研究结论相反。
国际贸易行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差异、 劳资议价能力

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等， 如张莉等 （２０１２） ［６］、 傅晓霞和吴利学 （２０１３） ［７］发现国际

贸易使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稳定的贸易政

策能够提高劳动议价能力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９） ［８］， 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柏培

文和杨志才， ２０１９） ［９］。 除贸易行为外， 学者们试图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解读国际

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 贸易开放淘汰生产率落后企业， 提高产业整体劳动生

产率， 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Ｂöｃｋ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ｒａｎｔａ， ２０１２） ［１０］。 对中国制造

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贸易自由化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１］；
余淼杰和梁中华， ２０１４［１２］）； 而贸易自由化对印度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企业

规模和类型 （Ａｈｓ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ｒａ， ２０１４） ［１３］。 从利用外资的角度来看， 多数研究认

为， ＦＤＩ 降低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邵敏和黄玖立， ２０１０［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１５］； 唐东波， ２０１１［１６］）， 但王雄元和黄玉菁 （２０１７） ［１７］发现 ＦＤＩ 总体上提高

了劳动收入份额， 其中水平型 ＦＤＩ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垂直型

ＦＤＩ的作用并不明显。
从国际生产分工的角度来看， 大量文献分析了外包对发包国劳动技能需求及收

入差距的影响， 如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１４） ［１８］通过匹配丹麦企业和劳动者收入数据实

证发现， 外包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 减少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 导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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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扩大。 外包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低技能与高技能劳动之

间， 而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１９］；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 －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２０］ ）。 蒋 为 和 黄 玖 立

（２０１４） ［２１］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 国际生产分割程度上升导致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 而且随着中国资本积累， 国际生产分割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

作用逐渐减小。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入和细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形成， 学者们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 张少军 （２０１５） ［２２］认为全球价

值链通过价格驱动、 低端锁定和世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

平， 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并利用中国产业数据验证了该结论； 刘胜等

（２０１６） ［２３］利用 ＷＩＯ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 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 且这种负效应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发生转变。
随着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发展， 学者们研究企业异质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如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２４］、 运输成本与生产率异质性 （王
家庭等， ２０１９） ［２５］和融资约束异质性 （汪伟等， ２０１３） ［２６］等。 伍山林 （２０１１） ［２７］将
企业异质性纳入微观模型， 在理论层面探讨工资率、 生产技术和税负等因素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 施新政等 （２０１９） ［２８］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自然实验， 研究资本市场

配置效率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结果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显著降低中国上市公司劳

动收入份额， 尤其是对国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国际贸易行为、 贸易自由化、 ＦＤＩ 等

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Ａｈｓ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ｒａ， ２０１４；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９）。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细化， 传统贸易框架下的贸易规模与利益分

配不相匹配， 中间品贸易使得国际分工利益分配更加复杂。 目前， 研究全球价值链

分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较为匮乏， 且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实证研究

（张少军， ２０１５； 刘胜等， ２０１６）， 缺少微观层面的理论机制研究与实证分析。 因

此，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基础上， 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

型， 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并提供来自中国制

造企业的经验分析。

二、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

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生产要素包括资本

Ｋ ｉｔ 、 劳动 Ｌｉｔ 和中间投入 Ｍｉｔ ， 中间投入为国内中间品 ＭＤ
ｉｔ 和进口中间品 ＭＩ

ｉｔ 的 ＣＥＳ
函数， 替代弹性 σ ＞ １。 αＫ

ｉｔ 、 αＬ
ｉｔ 和 αＭ

ｉｔ 分别为资本、 劳动和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 ０
＜ αＫ

ｉｔ、 αＬ
ｉｔ、 αＭ

ｉｔ ＜ １， 且 αＫ
ｉｔ ＋ αＬ

ｉｔ ＋ αＭ
ｉｔ ＝ １。 资本、 劳动、 中间投入、 国内中间品和进

口中间品的价格分别用 ｒｉｔ 、 ｗ ｉｔ 、 ＰＭ
ｔ 、 ＰＤ

ｔ 和 ＰＩ
ｔ 表示。 假设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

场， 企业加成率 μｉｔ ＝ Ｐ ｉｔ ／ ＭＣ ｉｔ( ) ＞ １， 其中 Ｐ ｉｔ 表示产品价格， ＭＣ ｉｔ 表示边际成本。
假设劳动力市场为不完全竞争市场， 基于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和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８１） ［２９］的议价

模型， 劳动力依据集体议价能力分享垄断租金， 劳动力最终分享租金的比例为 θ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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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获得租金比例为 １ － θｉｔ ， ０ ≤ θｉｔ ≤ １。 ｗ ｉｔ Ｌｉｔ( ) 为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 劳

动力的保留工资率为 ｗ－ ｉｔ ， 则劳动力和企业的联合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 Ｌｉｔ， ｗｉｔ， Ｍｉｔ， Ｋｉｔ{ } Ｌｉｔ ｗ ｉｔ Ｌｉｔ( ) － ｗ－ ｉｔ( )[ ] θ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ｗ ｉｔ Ｌｉｔ( ) Ｌｉｔ －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 ｒｉｔＫ ｉｔ[ ] １－θｉｔ

（１）
分别对 Ｍｉｔ 和 Ｋ ｉｔ 求一阶偏导数可得：

μｉｔ ＝
αＭ

ｉｔ

λＭ
ｉｔ

＝
αＫ

ｉｔ

λＫ
ｉｔ

（２）

其中， λＭ
ｉｔ ＝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λＫ

ｉｔ ＝
ｒｉｔＫ 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分别表示中间投入和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

比重。
对 Ｌｉｔ 求一阶偏导整理后得到：

ｗ ｉｔ ＝
θｉｔ

１ － θ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ｗ ｉｔＬｉｔ －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 ｒｉｔＫ ｉｔ

Ｌｉｔ

＋
Ｐ ｉｔ

μｉｔ １ ＋ １ ／ αｗ
ｉｔ( )[ ]

Ｑｉｔ

Ｌｉｔ
（３）

其中， αｗ
ｉｔ ＝

Ｌｉｔ

ｗ ｉｔ

ｗ ｉｔ

Ｌｉｔ
＞ ０， 表示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

对 ｗ ｉｔ 求一阶偏导后整理得到：

ｗ ｉｔ ＝
θｉｔ

１ － θ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ｗ ｉｔＬｉｔ －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 ｒｉｔＫ ｉｔ

Ｌｉｔ

＋ ｗ－ ｉｔ （４）

联立式 （２）、 式 （３） 和式 （４） 得到：

ｗ－ ｉｔ ＝
αＬ

ｉｔ

αＭ
ｉｔ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Ｌｉｔ １ ＋ １ ／ αｗ
ｉｔ( )[ ]

（５）

将式 （５） 带入式 （４） 后变形可得：

λＬ
ｉｔ ＝ θｉｔ １ － λＭ

ｉｔ － λＫ
ｉｔ( ) ＋

１ － θｉｔ( ) αＬ
ｉｔ

μｉｔ １ ＋ １ ／ αｗ
ｉｔ( )[ ]

（６）

其中， λＬ
ｉｔ ＝

ｗ ｉｔＬ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表示总产出中劳动所占比重。

通过议价后， 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率包括保留工资率 ｗ
－

ｉｔ （等于边际收益产品）
和分享获得的租金两部分， 资本持有者获得正常资本回报 ｒｉｔＫ ｉｔ 和部分租金。 此时，
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ｉｔ 为：

ｌｓｉｔ ＝
ｗ ｉｔＬ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 ＰＭ
ｉｔ Ｍｉｔ

＝
ｗ ｔＬｉｔ ／ Ｐ ｉｔＱｉｔ

１ － ＰＭ
ｔ Ｍｉｔ ／ Ｐ ｉｔＱｉｔ( )

＝
λＬ

ｉｔ

１ － λＭ
ｉｔ

（７）

将式 （２） 和式 （６） 带入式 （７） 得到劳动收入份额：

ｌｓｉｔ ＝
θｉｔ μｉｔ － １( ) １ ＋ αｗ

ｉｔ( ) ＋ αＬ
ｉｔ θｉｔ ＋ αｗ

ｉｔ( )

μｉｔ － αＭ
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８）

基于 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３０］的模型， 出口企业 ｉ 在 ｔ 期加成率与全球价值链嵌

９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全球价值链



入度 （使用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 ｆｖａｒｉｔ 表示） 的关系为①：

μｉｔ ＝
αＭ

ｉｔ

ｆｖａｒｉｔ
１

１ ＋
ＰＩ

ｔ

ＰＤ
ｔ

æ

è
ç

ö

ø
÷

σ－１ （９）

联立式 （８） 和式 （９） 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ｌｓｉｔ ＝
θｉｔ αＭ

ｉｔ － 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 αＬ

ｉｔ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θｉｔ ＋ αｗ
ｉｔ( )

αＭ
ｉｔ １ － 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１０）

根据式 （１０） 可以发现，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并不确

定， 下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在式 （９） 中， 加成率对国外增加值率的偏导数为：

μｉｔ

ｆｖａｒｉｔ
＝ －

αＭ
ｉｔ

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 ２
＜ ０ （１１）

其中， δｔ ＝ １ ＋
ＰＩ

ｔ

ＰＤ
ｔ

æ

è
ç

ö

ø
÷

σ－１

＞ １。

根据式 （１１）， 提高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会降低企业加成率， 中国的全球价

值链地位较低， 中间品进口导致中国企业加成率降低， 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更明显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 ［３１］。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加成率具有负向作用。
在式 （８） 中， 劳动收入份额对加成率的偏导数为：

ｌｓｉｔ
μｉｔ

＝
θｉｔ １ － αＭ

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 αＬ

ｉｔ θｉｔ ＋ αｗ
ｉｔ( )

μｉｔ － αＭ
ｉｔ( ) ２ １ ＋ αｗ

ｉｔ( )
（１２）

由式 （１２） 可知， 当 θｉｔ ＝ ０时， ｌｓｉｔ ／ μｉｔ ＜ ０； 当 θｉｔ ＝ １时， ｌｓｉｔ ／ μｉｔ ＞ ０。 即当

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产生的租金全部由资本获得时， 加成率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

上升； 当租金全部分配给劳动时， 加成率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更一般地，

当 θｉｔ ＜
αＬ

ｉｔαｗ
ｉｔ

１ － αＭ
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 αＬ
ｉｔ

时， 劳动收入份额随加成率下降而上升； 当 θｉｔ ＞

αＬ
ｉｔαｗ

ｉｔ

１ － αＭ
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 αＬ
ｉｔ

时， 劳动收入份额随加成率下降而下降。 其背后经济学逻

辑为， 加成率变化通过租金分享机制传递给劳动和资本， 改变要素收入分配。 当劳

动获得的租金比例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加成率下降带来的租金损失主要传递给劳

动， 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否则加成率下降产生的租金损失主要传递给资本， 造

成资本收入份额降低， 劳动收入份额上升②。
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供给弹性趋于无穷时， 带入式 （８） 变形后对

加成率求偏导可得， 当
αＬ

ｉｔ

αＫ
ｉｔ

＝
θｉｔ

１ － θｉｔ
时， 劳动和资本的租金分配比例等于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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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 假设出口和内销同比例使用各生产要素。
张杰等 （２０１２） 指出中国企业将出口面临的价值 “俘获” 和 “纵向压榨” 传递给劳动者， 尤其在劳动

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 传递效应更容易实现。



下的收入比例， 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影响， 此时不存在 “议价租金”①； 当

αＬ
ｉｔ

αＫ
ｉｔ

＜
θｉｔ

１ － θｉｔ
时， ｌｓｉｔ ／ μｉｔ ＞ ０， 劳动获得的 “议价租金” 为正， 加成率下降会使劳

动收入份额降低； 当
αＬ

ｉｔ

αＫ
ｉｔ

＞
θｉｔ

１ － θｉｔ
时， ｌｓｉｔ ／ μｉｔ ＜ ０， 劳动通过议价获得的 “议价租

金” 为负， 加成率下降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也就是说， 劳动与资本最终获得

的租金之比大于完全竞争下劳动－资本收入之比时， 加成率下降带来的租金损失主

要传递给劳动， 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反之， 加成率下降带来的租金损失才主要

传递给资本， 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 劳动力长期处于供给

大于需求的状况 （蔡昉， ２０１８） ［３２］， 且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议价能力偏弱， 劳动获得

的议价租金可能小于临界值， 导致企业加成率变化带来的租金主要传递给资本。 因

此， 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 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负向关系。
通过式 （１１） 和式 （１２） 可以发现，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加成率产生负向作

用， 进而通过劳动和资本的租金分享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将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

加成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称为 “加成率渠道”。 当劳动力市场趋向无限供

给时，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 “加成率渠道” 促使劳动和资本间收入分配收

敛于完全竞争下的要素收入分配。 在产品－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形下， 提

高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会使企业加成率下降， 当劳动获得的租金比例超过某一

临界值时， 加成率下降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反之， 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

上升。
根据 Ｈ－Ｏ 贸易理论， 参与国际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需求增

加， 发达国家高技能需求增加。 然而， 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 参与国际分工都提高了高技能需求②。 假定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是劳动技

能的严格减函数， 即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低技能劳动。 设企业的劳

动技能水平为 ｚ ｉｔ ， 则劳动技能水平越高， 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越小， 即

αｗ
ｉｔ ／ ｚ ｉｔ ＜ ０。

在式 （８） 中， 劳动收入份额对劳动技能的偏导数为：

ｌｓｉｔ
ｚｉｔ

＝
１ － θｉｔ( ) αＬ

ｉｔ

μｉｔ － αＭ
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２

αｗ
ｉｔ

ｚｉｔ
＜ ０ （１３）

由式 （１３） 可知， 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技能水平的严格单调减函数， 企业使

用高技能劳动比重越高， 其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解释， 一

是劳动技能与资本存在互补关系， 劳动技能提高了企业资本－劳动比， 直接降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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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假定要素最终获得租金分为两个步骤， 一是按照完全竞争下的收入比例获得相应租金， 称为 “贡献租

金”； 二是通过讨价还价使最终获得的租金偏离贡献租金， 将偏离贡献租金的部分称为 “议价租金”。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 １９９６） 认为外包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劳动需求都上升， 大量

经验研究也验证了这个事实。



动收入份额①。 王永进和盛丹 （２０１０） ［３３］发现劳动技能与资本具有互补关系， 当劳

动技能水平较低时， 劳动收入份额随劳动技能的提高而下降； 当劳动技能水平超过

某一临界值后， 劳动收入份额随劳动技能的提高而上升。 二是劳动技能提高资本－
劳动比， 使资本的议价能力相对提高，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盛丹和陆毅

（２０１６） ［３４］发现生产要素密集度与其议价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全球价值链嵌入导致国内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 使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因此，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都会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的现象。 将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劳动技能需求结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称为

“劳动技能渠道”。
在式 （１０） 中， 劳动收入份额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求偏导数后整理得到：

ｌｓｉｔ
ｆｖａｒｉｔ

＝
δｔθｉｔ αＭ

ｉｔ － １( ) １ ＋ αｗ
ｉｔ( ) ＋ δｔαＬ

ｉｔ θｉｔ ＋ αｗ
ｉｔ( )

αＭ
ｉｔ １ － 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 ２ １ ＋ αｗ

ｉｔ( )
＋

δｔαＬ
ｉｔ ｆｖａｒｉｔ １ － θｉｔ( )

αＭ
ｉｔ １ － δｔ ｆｖａｒｉｔ( ) １ ＋ αｗ

ｉｔ( ) ２

　 　 根据式 （１０） 和式 （１４）， 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１：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命题 ２： 劳动技能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变量， 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劳动技能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效应。
命题 ３： 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变量， 其作

用方向依赖于租金分配情况， 当劳动力获得的租金比例小于某临界值时， 参与全球

价值链分工通过加成率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效应； 反之， 则为负效应。

三、 模型设定、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

模型：
ｌｓ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ｖａｒｉｔ ＋ β２ ｆｖａｒ２ｉｔ ＋ β３ｘ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５）

其中， ｌｓｉｔ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ｆｖａｒｉｔ 表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ｆｖａｒｉｔ ２ 为全球价值

链嵌入度的平方项， ｘｉｔ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ｉｔ ， 资本－劳动比

ｋｌｉｔ ， 外资比重 ｆｄｉｉｔ ， 融资约束 ｆｃｉｔ ，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ｉｔ ， 企业年限 ａｇｅｉｔ ， ｖｉ 和 ｖｔ 分别

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企业和

年份。
（二） 变量选取

指标选取与测度方法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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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假设劳动供给弹性大于 ０， 不考虑劳动供给曲线 “背弯” 的情形。



表 １　 变量选取与测度方法

变量名称 符号 测度方法 数据来源

劳动收入份额 Ｉｓ

收入法劳动报酬采用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费总额衡量，
资本收入采用营业盈余和折旧衡量， 生产税净额为企业应
交所得税＋企业应交增值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管理费
用中的税金支出－企业补贴收， 最后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转换

中国工企数据库

全球价值链
嵌入度

ｆｖａｒ

在吕越等 （２０１５） ［３５］的基础上， 按照出口和国内销售比重
将国内中间品隐含国外增加值的去向进行分解。 对于这部
分国外增加值的来源方式， 按照企业自身加工贸易和一般
贸易进口比重进行分配， 而对于只出口不进口的企业， 使
用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平代替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
库、 中 国 工 企 数
据库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利用 ＯＰ 方法进行测算， 使用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变量， 工
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 投资作为企业生产率冲击的调整
变量

中国工企数据库、
中国投入产出表和
中国统计年鉴

资本劳动比 ｋｌ 采用固定资产净额与年末从业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 中国工企数据库

外资比重 ｆｄｉ 企业资本构成中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比重。 中国工企数据库

融资约束 ｆｃ 采用企业负债资产比进行衡量 中国工企数据库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资产总额衡量， 以 １９９８年为基期平减。 中国工企数据库

经营年限 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再加 １来测度 中国工企数据库

劳动技能水平 ｓｋｉｌｌ 一是按照职称将技术等级在中级及以上的劳动作为高技能
劳动来计算高技能劳动比重， 二是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

中国经济普查数
据库

加成率 ｍｋｐ 选取中间品作为可变要素， 通过两步估计得到可变要素产
出弹性系数， 测算企业可变成本加成率

中国工企数据库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

海关贸易数据库、 ２００４ 与 ２００８ 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 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来源于

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源于 ２０１１ 年中

国城市生活与价格年鉴， 产业间中间品投入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２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ＨＳ－ＢＥＣ编码对照表、 不同年份 ＨＳ对照表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使用企

业名称及简化名称、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等信息将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和海关数据库

匹配， 并根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３６］的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
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验证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 得出基本结论； 其次， 对基本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内生性、 样本选择偏

误及估计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Ｔｏｂｉｔ模型、 替换

指标以及剔除过度进口企业和平衡面板样本进行估计， 并按照企业所有制、 所在地

区、 贸易方式及出口目的地等划分样本， 考察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最后， 采用中介

效应模型验证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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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估计结果

首先进行 ＯＬＳ回归并计算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结果显示除平方项外最大值为

１ ２８， 小于临界值 １０， 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将劳动收入份额作

为被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及其平方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采用非平衡面板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２所示。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结果显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 且通过 １％水平显著性检验， 表明全球价

值链嵌入度对出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这与张少军 （２０１５） 利

用产业层面数据得出结论一致，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负向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第

（２） 和第 （４） 列结果显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平方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 说明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非线性关系， 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进一步提

高， 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 “Ｕ” 特征， 这与蒋为和黄玖立 （２０１４） 利

用省际数据研究国际生产分割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类似， 初步印证了命题 １
成立。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ｆｖａ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８１∗∗∗ －０ ０４４∗∗∗ －０ ２１６∗∗∗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４１５）

ｆｖａ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２０４∗∗∗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４６６）

ｔｆｐ
－０ ３５４∗∗∗ －０ ３５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０）

ｋｌ
－０ ２７４∗∗∗ －０ ２７５∗∗∗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２）

ｆｄｉ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１３７）

ｆｃ ０ ３８２∗∗∗ ０ ３８２∗∗∗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８４）

ｓｉｚｅ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４７ ７７３
Ｒ２ ０ ７２１ ０ ７２１ ０ ７５１ ０ ７５１

说明：∗∗∗、∗∗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下同。

在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技术

进步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这与张杰等 （２０１２） 的结论一致， 可能是因为中

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 使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资本劳动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 １， 资本积

累导致收入份额下降， 这与余淼杰和梁中华 （２０１４） 的结论一致， 我国资本和劳

动间呈现替代关系， 资本深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外资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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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表明企业外资占比越多则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这与罗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２） 的

结论一致， ＦＤＩ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可能是因为外资提升了企业工

资水平， 劳动者待遇更高。 金融约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金融约束促进劳动

收入份额提高， 因为企业面临较强的金融约束， 在要素投入中采用劳动代替资本以

节约资本投入， 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较高。 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

企业规模越小劳动收入份额越大， 这与现实吻合， 我国中小出口企业的劳动密集性

明显高于大型企业， 导致中小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 企业年限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 表明企业经营时间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 可能是因为企业经营时间

越长， 员工服务年限提高了工资待遇水平。
（二） 稳健性检验

首先进行内生性检验， 由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众多， 本文可能存在遗漏

重要变量的问题， 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引起内生性问题， 导致本文基本估计结果有偏。 本文选取产业层面的中间品进口关

税和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控制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

业实际有效汇率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而与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

相关； 同时， 我国关税税率制定和汇率政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外生于企业要素收

入分配， 郑建明等 （２００７） ［３７］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外生变量。 根据戴觅

和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３８］的方法， 企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计算公式为：

ｆｒｅｅｒｉｔ ＝ １００ ×∏
ｎ

ｋ ＝ １
［（ｅｋｔ ／ ｅｋ０） × （ＰＣＨｔ ／ Ｐｋｔ）］ ｗｉｋｔ （１６）

其中， ｆｒｅｅｒｉｔ 为企业实际有效汇率， ｅｋｔ 表示国家 ｋ 在 ｔ 时期的名义汇率， 采用间

接标价法。 ＰＣＨｔ 和Ｐｋｔ 分别代表中国与 ｋ时期的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以企业与各国的

贸易份额作为权重， ｗ ｉｋｔ 在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与 ｋ 国的贸易比重。 名义汇率来源于 ＩＭＦ
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ＡＦＳ），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佩恩表数据 ７ ０ （Ｐｅ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７ ０）。①

根据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 各产业中间品进口关税的计算公式如下：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ｎｔ ＝
１
Ｎ∑

Ｎ

ｍ∈ｎ， ｍ ＝ １
τｍｔ （１７）

　 　 　 　 　 ｉｎｔｅｒ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ｎ
Ａｎｔ ×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ｎｔ （１８）

其中，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ｎｔ 表示 ｎ 产业 ｔ 期的简单平均关税， 由 ｎ 产业对应的 Ｎ种 ＨＳ６
位码产品关税 τｍｔ 进行简单平均加总。 ｉｎｔｅｒ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表示 ｊ 产业 ｔ 期的中间品进口关税，
权重 Ａｎｔ 为 ｊ 产业总中间投入来源于 ｎ 产业的份额。 产品关税数据来源于关税数据

库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缺失的 ２０００年关税税率由 １９９７年代替， 产业间的中

间品投入权重来源于 ２００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并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 １２２ 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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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价格指数缺失的国家设置为 １，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较小， 所以对结果影响不大； 部分欧盟国家将

本国货币换为欧元， 本文把这些国家的名义汇率统一设为欧元汇率。



国民经济产业四位码产业与海关 ＨＳ６ 位码之间的对照表进行数据对接。 内生性检

验结果发现， Ｈａｕｓｍａｎ值为 ２０ ５４，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和全球

价值链嵌入度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弱识别检

验的 ｐ值分别为 ０ ３２６、 ０ ０３７， 通过了弱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 估计结果如

表 ３第 （１） 列所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显著为负， 全球

价值链嵌入度平方项仍显著为正， 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ＳＬＳ Ｔｏｂｉｔ 不考虑
政府税收

隐含国外
增加值

剔除
过度进口

平衡面板

ｆｖａｒ
－０ １７８∗∗∗ －０ １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５∗∗∗ －０ ３９８∗∗∗ －０ １０３∗∗∗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５５７） （０ ００６１）

ｆｖａｒ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４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８∗∗∗ ０ ３６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７０８） （０ ０１０６）

ｔｆｐ
－０ ２１８∗∗∗ －０ ０９９∗∗∗ －０ ３２１∗∗∗ －０ ３５５∗∗∗ －０ ３６３∗∗∗ －０ ３４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９８）

ｋｌ
－０ ２６３∗∗∗ －０ ０９４∗∗∗ －０ ３０２∗∗∗ －０ ２７４∗∗∗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３∗∗∗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０３）

ｆｄｉ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３２９）

ｆｃ ０ ５２１∗∗∗ ０ １０１∗∗∗ ０ ４７２∗∗∗ ０ ３８２∗∗∗ ０ ３７６∗∗∗ ０ ４５３∗∗∗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３６６）

ｓｉｚｅ
－０ １１８∗∗∗ ０ ０１１∗∗∗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７∗∗∗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１４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８）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４ ７７３ ２４ ７７３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０５ ８６０ ３２ ６５６
Ｒ２ ０ ４５９ — ０ ７３０ ０ ７５１ ０ ７４６ ０ ７２６

其次， 由于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是典型的受限因变量， 在基准估计中虽然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转换， 但考虑到估计方法对结论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

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３第 （２） 列所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 此外， 本文还考虑了以下情况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基本估计中的劳

动收入份额包含政府的税收补贴， 为排除税收补贴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采用剔除生

产税净额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计； 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测算中， 将国内中间品隐

含的国外增加值由 ５％调整为 １０％， 替换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指标进行估计； 为排除

过度进口行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剔除加工贸易中

过度进口企业样本； 考虑企业进入退出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采用平衡面板数据排除

企业进入退出对结果的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３第 （３） — （６）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估计结果相似， 说明全球价值链

嵌入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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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发现，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 但未考

虑出口企业所有制、 所在地区、 出口目的地和贸易方式异质性的影响， 这可能使全

球价值链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所区别， 因此有必要对样本进行细分以考察

企业异质性对结论的影响。 按照企业所有制和地区划分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按企业所有制来看，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国有和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

著影响， 对私营企业具有显著负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规范

的雇佣制度和薪资体系， 在租金分享中更能保障劳动者利益，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不

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明显变化。 按照所在地区来看，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东部地区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 对中西部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东

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拥有优良港口和便利交通，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较高， 所以该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冲击较大， 而中西

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较弱， 因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４　 区分企业所有制和所在地区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ｆｖａｒ
－０ ３６８ －０ ４４５∗∗∗ ０ ０３０ －０ ２１６∗∗∗ ０ ０５１ －０ ４２１
（０ １７７８） （０ ０６５９）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４２８） （０ ２０６１） （０ ２８８４）

ｆｖａｒ２
０ ３１３ ０ ３９４∗∗∗ ０ ０２４ ０ ２０４∗∗∗ ０ １０７ ０ ２８６
（０ １９４７）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６３０） （０ ０４７８） （０ ２４４６） （０ ３４３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３ １４６ １１６ ８６６ １０６ ８３３ ２２３ ７４３ １５ １７６ ８ ８５４
Ｒ２ ０ ７９１ ０ ７７５ ０ ７４２ ０ ７５０ ０ ７５８ ０ ７３３

按照企业贸易方式和出口目的地划分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如表 ５所示， 按照企业

贸易方式来看，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 而对

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的方式有关， 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 利用我国劳动力资

源加工后出口， 这种凭借低技能劳动要素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 全球价值链嵌

入度提高不会显著增加高技能劳动比重， 且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可能属于劳动偏

向型， 所以全球价值链嵌入并未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 与之相对应的一般贸

易企业， 全球价值链嵌入更可能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和高技能劳动比重增加， 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按照企业出口目的地来看， 全球

价值链嵌入度对各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都具有显著影响， 表明企业出口目的地对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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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区分贸易方式和出口目的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发达国家 非发达国家 混合目的地

ｆｖａｒ
０ ２４７ －０ ７４５∗∗∗ －０ ０３５ －０ １１８∗∗∗ －０ ２９２∗ －０ ３１５∗∗∗

（０ ０９２３） （０ ０６８５） （０ １０５０） （０ ０５７６） （０ １７０２） （０ ０８０３）

ｆｖａｒ２
－０ １５３∗ ０ ７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１４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３∗∗

（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８７６） （０ １２２３） （０ ０６２７） （０ ２０６２） （０ ０９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６ ６７１ １５２ ６８７ ３５ ８８８ １２４ ５８４ ２５ ２２７ ７４ ５８１

Ｒ２ ０ ７３６ ０ ７６１ ０ ７６２ ０ ７５０ ０ ７７５ ０ ７７２

（四） 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命题 １，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 为考

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的机制， 验证命题 ２和命题 ３是否成

立， 选取劳动技能水平 （ ｓｋｉｌｌ） 和加成率 （ｍｋｐ） 作为中介变量， 设定中介效应模

型： 　
　 　 ｌｓ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ｖａｒｉｔ ＋ β２ ｆｖａｒｉｔ ２ ＋ γｘ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９）
　 　 ｓｋｉｌｌｉｔ ＝ ａ０ ＋ ａ１ ｆｖａｒｉｔ ＋ ａ２ ｆｖａｒｉｔ ２ ＋ γｘ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０）
　 　 ｍｋｐｉｔ ＝ ｂ０ ＋ ｂ１ ｆｖａｒｉｔ ＋ ｂ２ ｆｖａｒｉｔ ２ ＋ γｘ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１）
　 　 ｌｓ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ｆｖａｒｉｔ ＋ ｃ２ ｆｖａｒｉｔ ２ ＋ ｃ３ｓｋｉｌｌｉｔ ＋ ｃ４ｍｋｐｉｔ ＋ γｘｉｔ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２）
其中， ｓｋｉｌｌｉｔ 表示企业劳动技能水平， ｍｋｐｉｔ 表示企业加成率， 测算方法如前文所

示。 受数据所限， 本文借鉴余淼杰和崔晓敏 （２０１８） ［３９］的做法， 采用子样本数据验

证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渠道， 利用 ２００４与 ２００８年企业样本检

验劳动技能渠道，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企业样本检验加成率渠道。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第 （１） 列为式 （１９） 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２） 和

（３） 列为式 （２０） 的回归结果， 分别采用企业高级职称技术等级劳动力比重

（ ｓｋｉｌｌ１） 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 ｓｋｉｌｌ２） 作为被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全球价值

链嵌入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技能水平， 这与唐东波 （２０１２） 的结论一致， 中间

品进口份额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比例。 第 （４） 列为式 （２１）
的回归结果， 以企业成本加成率为被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估计

系数在 ５％水平下显著， 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高导致企业加成率下降， 这与黄

先海等 （２０１６）、 诸竹君和黄先海 （２０２０） ［４０］的结论类似， 中间品进口和 “两头在

外” 的贸易方式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但定价权较弱， 导致企业加成率降低。
第 （５） — （７） 列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中介变量分别纳入回归方程对式 （２２）
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企业劳动技能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企业劳动技

能提高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这与王永进和盛丹 （２０１０） 的结论一致， 劳动收

入份额随着劳动技能提高而下降。 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劳动

力获得的租金比例偏低， 劳动与资本获取租金之比小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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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成率变化带来的租金变化主要传递给资本。 与第 （１）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加入中介变量后，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估计系数大小有所降低， 这初步验证了劳动

技能和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渠道。

表 ６　 机制验证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ｓ ｓｋｉｌｌ１ ｓｋｉｌｌ２ ｍｋｐ ｌｓ ｌｓ ｌｓ

ｆｖａｒ
－０ ２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４∗∗ －０ ２０５∗∗∗ －０ １７３∗∗∗ －０ １６３∗∗∗

（０ ０４１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８０３）

ｆｖａｒ２
０ ２０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７∗∗∗ ０ １８９∗∗∗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６８５） （０ ０６５０）

ｓｋｉｌｌ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９）

ｓｋｉｌｌ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６２）

ｍｋ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４７ ７７３ ２７ ７０６ ２７ ７０６ １１８ ０５３ ２７ ７０６ ２７ ７０６ １１８ ０５３
Ｒ２ ０ ７５１ ０ ８１０ ０ ８２４ ０ ７６２ ０ ７８９ ０ ７８９ ０ ７４２

为分析中介效应的可靠性， 本文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有放回的重

复抽取 １０００次， 样本容量为 ５０００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 分别得到 １０００ 个 ａ１ｃ３ 和 ｂ１ｃ４
系数乘积的估计值， 并计算出置信水平为 ９５％的置信区间， 如果在 ９５％置信区间

上显著不为 ０， 则存在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显示， 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ａ１ｃ３ 和
ｂ１ｃ４ 系数乘积显著不为 ０， 从而验证了劳动技能和加成率具有稳健的中介效应。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下，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如何分配越来越受

到关注， 尤其是要素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将中间品投入引入议价模型， 构

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 提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要素收入分

配的待检验命题， 并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第

一， 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

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 “Ｕ” 型特征， 且这一结论较

为稳健。 第二， 区分企业所有制、 所在地区和贸易方式后，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仅对私营企业、 东部地

区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 第三， 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

表明， 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通过提高企业劳动技能水平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即

“劳动技能渠道”， 还通过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即 “加成率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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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这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解释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事实与机制。
对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 有利于我们深入

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与措施。 首先， 本文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

收入份额存在 “Ｕ” 型关系， 加入 ＷＴＯ 以来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断深

入， 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下降趋势， 但并不意味着拒绝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 此时， 政府若不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初次收入分配， 要素收入分

配可能进一步偏向资本，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无法通过国际循环的红利促进

国内消费，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因此， 增强高技能劳动的议价能

力， 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向高技能劳动倾斜， 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再次分配的作用，
利用税收、 最低工资等政策使低技能劳动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红利， 有利于实

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目标。 其次， 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进一

步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将会提高， 但这主要是因为大量使用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

减弱了定价权， 导致企业资本获利减少。 如加工贸易企业大量使用进口中间品，
使得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高， 但加工贸易企业的 “低加成率陷阱” 更为严重

（诸竹君和黄先海， ２０２０）。 因此， 鼓励科技创新， 以自主研发替代高技术含量资

本品和中间品进口， 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加成率， 有助于

扩大劳动分享租金的空间， 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 最后， 在调节要素收入分配过程

中， 应充分考虑地区平衡、 贸易结构转变和中小民营企业等因素， 有针对性的采取

适当财税措施完善再分配体系， 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 实现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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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余淼杰， 梁中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 Ｊ］ ． 管理

世界， ２０１４ （６）： ５４－６３
［１３］ ＡＨＳＡＮ Ｒ Ｎ， ＭＩＴＲＡ 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ｓ Ｓｌ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４］ 邵敏， 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 Ｊ］ ． 经济学 （季刊） ， ２０１０，

９ （４）： １１８９－１２１０
［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Ｘ， ＸＵ Ｓ， ＬＵ Ｊ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ｏｌｐ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ｍ ［Ｊ］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１， ３４ （７）： １０７１－１０８７
［１６］ 唐东波  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８）： １１８－１３１
［１７］ 王雄元， 黄玉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 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 ［ Ｊ］ ． 中国工

业经济， ２０１７ （４）： １３５－１５４
［１８］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Ｄ，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Ｒ， ＭＵＮＣＨ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Ｆｉｒｍ Ｄａｔ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 （６）： １５９７－１６２９
［１９］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ＨＡＮＳＯＮ Ｇ 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８６ （２）： ２４０－２４５
［２０］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９８ （５）：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２１］ 蒋为， 黄玖立  国际生产分割、 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与经验研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５）： ２８－５０
［２２］ 张少军  全球价值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来自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５ （１０）： ３９－４８
［２３］ 刘胜， 顾乃华， 陈秀英  全球价值链嵌入、 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跨过数据的实证研

究 ［Ｊ］ ．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６ （３）： ９６－１０４
［２４］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Ｄ， Ｈ ＭＡ， Ｓ ＮＩＳＨＩＯＫＡ． Ｄｏ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Ｌａ⁃

ｂｏｒｓ Ｓｈａｒｅｓ？ ［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１７ ／ ００４， ２０１７．
［２５］ 王家庭， 曹清峰， 宋顺锋  运输成本、 生产率差异与我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９， １８ （３）： ７９１－８１２
［２６］ 汪伟， 郭新强， 艾春荣  融资约束、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００－１１３
［２７］ 伍山林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 一个微观模型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９）： ５５－６８
［２８］ 施新政， 高文静， 陆瑶， 等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１－３７
［２９］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Ｉ Ｍ， ＳＯＬＯＷ Ｒ Ｍ Ｗａｇ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１， ７１

（５）： ８９６－９０８
［３０］ ＫＥＥ Ｈ Ｌ， ＴＡＮＧ 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６）： １４０２－１４３６
［３１］ 黄先海， 诸竹君， 宋学印  中国中间品进口企业 “低加成率之谜”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 （ ７）：

２３－３５
［３２］ 蔡昉  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８ （９）： ２－１３
［３３］ 王永进， 盛丹  要素积累、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 ［Ｊ］ ． 世界经济文汇， ２０１０ （４）： ３３－５０
［３４］ 盛丹， 陆毅  出口贸易是否会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集体议价能力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５）： １２２－１４５
［３５］ 吕越， 罗伟， 刘斌  异质性企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基于效率和融资的视角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５

（８）： ２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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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ＬＩ Ｚ， ＹＵ 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９６ （４）： ７２９－７４４

［３７］ 郑建明， 张海森， 李文峰  汇率制度外生性检验———基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 ［ Ｊ］ ．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 （９）： ５８－６７
［３８］ 戴觅， 施炳展  中国企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３ （５）： ５２－６８
［３９］ 余淼杰， 崔晓敏  人民币汇率和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理论及实证研究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８， １７ （３）： １２０７－１２３４
［４０］ 诸竹君， 黄先海  中国出口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吗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５）： １４－２７

（责任编辑　 蒋荣兵）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Ｉ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ＳＵＮ Ｚｈａｏｊｉ　 ＣＨＥＮ 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８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１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
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ｈａｓ “ ｌａｂｏｒ ｓｋｉｌ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Ｍａｒｋ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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