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提高了企业社保投入吗

许和连　 　 张彦哲

摘要： 出口企业的工资溢价长期以来广受关注， 而企业社保投入作为劳动力成

本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出口对其影响尚未得到详细研究。 本文提出出口影响企业

社保投入的两条理论机制———户籍效应和学习效应， 并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企业

数据展开经验分析。 结果显示， 出口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 且该结论在

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显示， 没有证据支持户籍效应存

在； 学习效应是出口影响企业社保投入的主要渠道。 最后， 将社保投入分为参保

决策和投入决策后检验发现， 出口没有提高企业的参保概率， 但提高了参保企业

的投入比率。 本文结论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估企业出口对中国经济及民生的

影响。
关键词： 出口； 社保投入； 实际缴费率； 户籍效应； 学习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４－００１７－１５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进民生福祉才是发展的

根本目的”， 加强以社会保险 （以下简称社保） 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改善

民生的重要内容。 作为出口大国，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扩张。 许多研究指出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显著提

高了工人工资水平 （于洪霞和陈玉宇， ２０１０［１］； 李静和彭飞， ２０１２［２］； 史青，
２０１３［３］）。① 企业社保投入作为员工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否也受出口影响而得

以提升，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如果出口能够影响企业社保投入， 背后的

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相比于现有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 就研究视角

而言，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企业出口对社保投入的影响， 发现出口显著提高了企业

社保实际缴费率。 （２） 更为深入地， 本文提出两条理论机制， 即户籍效应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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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应， 并通过检验发现支持后者的经验证据； 同时， 出口对社保投入的积极影

响主要来源于参保企业投入比率的变化而非企业参保概率的变化。 （３） 就政策

含义而言， 本文结论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估企业出口对中国经济及民生的影

响， 为稳外贸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提供政策

思路。

一、 文献回顾与机制分析

（一） 企业社保投入激励和决定因素

尽管社会保险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但中国当前政策缴费率偏

高①， 加之社保体系中激励机制不健全、 执行力不足， 逃费现象屡见不鲜， 企业实

际社保投入远低于法律规定水平。 激励问题是解释企业逃费现象的关键， 与高费率

问题密切相关。 郑秉文 （２０１６［８］， ２０１８ａ［９］） 以拉弗曲线诠释政策缴费率与社保基

金收入的关系： 基金收入随政策缴费率不断提高由增变减， 原因在于经营成本超过

企业可承受范围导致其丧失缴费意愿。 另一方面， 缴费激励缺失又与政策执行力度

不足有关， 主要体现在： 监管体制不健全， 政府对企业约束能力弱 （赵耀辉和徐

建国， ２００１） ［１０］； 地方政府对保费征缴机构的选择牵涉多方利益， 保费征收难以兼

顾效率和成本 （刘军强， ２０１１） ［１１］； 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而刻意放松监管， 以低

劳动力成本吸引流动性税源企业， 且中央对地方的基金补贴和调剂金制度强化了这

一趋势 （彭宅文， ２０１０） ［１２］； 企业违规成本低， 被查处的拖欠费企业只需在规定时

间内补缴拖欠数额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ｍｙｔｈ， ２００８） ［１３］。 除此之外， 导致缴费激励低下

的原因还包括制度统筹层次低、 个人账户过小等 （赵耀辉和徐建国， ２００１； 郑秉

文， ２０１８ｂ［１４］）。
封进 （２０１３） ［１５］检验了政策缴费率与企业社保投入的关系， 发现企业社保投入

随政策缴费率提高出现 “倒 Ｕ 型” 变化趋势， 适当下调政策缴费率有利于提高企

业社保投入， 这与郑秉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ａ） 的理论分析一致。 赵静等 （２０１５） ［１６］ 得

到了与封进 （２０１３） 类似的结论。 唐珏和封进 （２０１９ａ） ［１７］ 发现当保费征缴机构由

社保经办机构变更为地方税务部门时， 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概率均有所提

高。 鲁於等 （２０１９） ［１８］证明地方政府保费征收力度随财政分权度提高而降低， 企业

逃费现象由此加剧。 Ｌｏ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９］ 与刘子兰等 （２０２０） ［２０］ 发现最低工资

标准提高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覆盖面更小、 实际缴费率更低。 此外， 部分研究考察了

企业特征对社保投入的影响， 包括平均工资水平、 规模、 所有制、 党支部与工会设

立等 （Ｎｙ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２１］；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２２］； 赵绍阳和杨豪， ２０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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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涵盖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和生育保险 ５ 个项目， 养老和医疗保险是其中最主要

的两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 ５ 项社会保险的政策缴费率合计约为 ４２％； 在供给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的要求下， 中国政府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连续实施多轮阶段性降费， 但当前合计费率仍处于 ３９％左右的较高水平，
在所有国家中名列前茅。 文中未作特别说明时， 养老保险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指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总体看来， 相当部分关于企业社保投入激励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属于定性分析，
且多以社保制度的根源和设计为切入点。 当考察企业特征对社保投入的影响时， 又

必须谨慎对待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否则所得结论将失去指导意义。 不同

于已有文献， 本文基于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现实背景， 系统地考察企业出口对社保

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 借此为实现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提供切实有效的

政策思路和建议。
（二） 企业出口与劳动力成本

出口企业普遍比非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 被称为出口的工资溢价

（以下简称溢价）。 溢价形成的原因有二： 一是出口学习效应， 即出口企业面临更

激烈的竞争， 同时有机会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 导致其生产率更高 （Ｃｒｅｓｐ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２４］， 进而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 二是自选择效应， 即高生产率企业更容易

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并进入国际市场， 出口企业在事前就拥有较高工资水平。 于洪霞

和陈玉宇 （２０１０）、 李静和彭飞 （２０１２） 以及史青 （２０１３） 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活

动显著提高了工人工资水平， 为学习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许和连等 （２０２０） ［２５］发现

出口企业更加遵守最低工资标准， 学习效应是其中关键影响渠道之一。 Ｆｕ 和 Ｗｕ
（２０１３） 发现溢价存在所有制和地区异质性， 但没有指出溢价产生的原因。 Ｄａｉ 等
（２０１６） 发现溢价仅存在于一般贸易企业中， 加工贸易企业工资水平则普遍偏低，
原因是加工贸易准入成本更低， 低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通过加工贸易进入国际市场，
这一结论契合自选择效应。 邵敏 （２０１１） 从行业异质性的角度研究发现， 高技术

密集型企业出口活动通过学习效应显著提高了工人工资水平； 而对劳动密集型和中

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 出口活动对劳动力技能水平要求低， 高度依赖于成本优

势， 阻碍了学习效应的实现。 包群等 （２０１１） 则指出企业出口没有提高工人工资

水平， 学习效应并不存在。
不难发现， 企业出口与工资的关系已得到广泛关注。 企业社保投入作为劳动力

成本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出口对其影响尚未得到详细研究， 仅有部分文献在宏观

层面考察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及福利的关系 （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８［２６］； Ｇ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１［２７］；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２００１［２８］； Ｒｕｄｒａ， ２００２［２９］； Ｒｕｄ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ｇｇａｒｄ，
２００５［３０］； 封进等， ２０１０［３１］； 彭浩然等， ２０１８［３２］ ）。 这部分文献以两个假说为基

础： 一是效率假说， 即全球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或福利呈负相关， 因为经济全球化导

致各国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将影响企业的成本优势、 损害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府通过降低劳工保护标准和削减公共服务来满足企业的降费

需求、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补偿假说， 即全球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或福利呈正相

关， 因为企业和员工需要借助保险机制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高风险和不平等， 进

而要求政府提供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８）、 Ｇ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１）、 Ｇａｒｒｅｔｔ 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２００１）、 Ｒｕｄｒａ （２００２） 以及 Ｒｕｄｒａ 和 Ｈａｇｇａｒｄ （２００５） 利用跨国面板数据

研究政府公共 （或福利） 支出与贸易 （或 ＦＤＩ） 的关系， 结论莫衷一是。 封进等

（２０１０） 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支出和收入随相对贸易量增加而减

少， 总体上支持效率假说。 彭浩然等 （２０１８） 则采取另一种思路， 检验中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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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征缴强度是否影响外资流入， 并发现二者呈负相关， 同样印证了效率

假说。
上述文献为理解企业出口与社保投入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例如， 根据效率

假说， 如果出口高度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优势， 出口企业将倾向于进入政府监管力度

较小的地区， 或是政府刻意放松监管以鼓励出口经济发展， 最终都表现为出口企业

社保投入普遍偏低。 然而， 这一假说强调政府的作用， 企业间社保投入差异来源于

企业对地方政府的 “选择”。 相较之下， 本文更加关注企业出口活动影响其社保投

入的微观机制。 封进 （２０１３）、 赵绍阳和杨豪 （２０１６） 以及唐珏和封进 （２０１９ａ，
２０１９ｂ［３３］） 在考察企业社保投入的影响因素时纳入了企业出口特征， 但主要是将其

作为控制变量。 受限于计量方法和模型的选择与设定， 相应的研究结论仅具有有限

的借鉴意义， 企业出口活动与社保投入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亟待更为详细、 严

谨的研究。
（三） 机制分析

根据各项社会保险制度规定， 企业须以员工工资为基数按比例为员工缴纳社保

费用， 但本文以及相关文献的特征事实表明绝大部分企业并未依规足额缴费。 比

如， 根据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２０１７》 的调查结果， ２０１７ 年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

规的企业仅占 ２４ １％， 且合规企业占比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不断下滑 （刘子兰等，
２０２０）； 赵绍阳和杨豪 （２０１６） 以郑州市 ２０１１ 年的缴费数据为例， 发现郑州市当

年各险种应保未保人数达 １１ 余万人， 少报缴费工资基数近 ２２ 亿元， 少缴社会保险

费近 ２ 亿元， 完全遵守社保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占比不到 １０％； 郑秉文 （２０１８ｂ）
则指出， 缴费基数严重不实是制度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以 ２０１３ 年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为例， 保守估计当年流失规模约占实际收入的 ４０％。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逃

费问题在本文样本期间尤其严重， 因为中国直到 ２０１１ 年才出台了 《社会保险法》，
保费征缴和监管等此前存在诸多漏洞， 给企业逃费提供了可乘之机 （刘子兰等，
２０２０）。 上述事实表明， 企业在社保投入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决定权。

一方面， 出口企业的社保投入可能与其员工户籍构成有关 （下文称为户籍效

应）。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吸引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 由

此形成了大规模的非户籍工人群体。 非户籍工人与雇主签订正式合同的概率较低，
主要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 工资水平低。 在本文样本时期， 中国国内存在市场分割

而出口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 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同质化产品， 只能实施低成

本低价的出口竞争策略 （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５） ［３４］； 同时， 出口企业的生产活动

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 更倾向于雇佣非合同工来灵活调整劳动力投入 （邵敏和

武鹏， ２０１９） ［３５］， 这使得出口企业吸纳了更大比例的非户籍员工。 就不同类型工人

的参保意愿而言： 非户籍工人 （流动人口） 参保意愿弱， 因为各项社会保险制度

统筹层次较低， 社会保险体系存在地区分割， 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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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 ２００８） ［３６］。 再者， 大量研究在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１９８９） ［３７］搭建的理论框架①下发

现企业将社保投入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员工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ｍｙｔｈ， ２００８； 封进，
２０１４［３８］； 马双等， ２０１４［３９］）， 或是工资水平提高导致企业参保积极性减弱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６； 赵绍阳和杨豪， ２０１６； 刘子兰等， ２０２０）， 工资与社保在一定程

度上属于替代关系。 受户籍效应影响， 出口企业更加看重工资水平而非社保投入，
出口企业的部分工资溢价可能是以较低的社保投入为代价形成的， 特别是针对非户

籍员工的社保投入。 因此， 企业出口可能导致社保投入降低。
另一方面， 出口企业在社保投入问题上同样可能存在学习效应。 前文已经提

到， 出口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有机会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 导致其生

产率更高， 从而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 社会保险也是员工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工资水平具有相同的劳动力成本属性， 企业是否足额缴纳社保费用取决于其内部支

付能力和支付意愿， 高生产率企业足额缴纳社保费用的概率更高。 因此， 企业出口

可能通过提高生产率导致社保投入增加。

二、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经验分析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在稳健性检验中， 出于指标构建

的需要， 本文还使用了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 数据库等数据。 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本文所需的社保缴费额 （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总额）、 出口

额以及其他一系列详细的企业基本信息与经营信息。 针对该数据库可能存在的问

题， 我们剔除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的观测值： 关键变量缺失； 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５００
万； 就业人数少于 ３０ 人； 不符合会计原理； 企业成立时间有误或早于 １９４９ 年。 最

后， 我们对应付工资总额和社保缴费总额的极端值进行截尾处理。② 本文将样本时

间选定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因为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在此期间提供企业社保缴费信息。
（二）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考察出口对企业社保投入的影响， 本文将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ａｃｔｒａｔｅｉｔ ＝ α０ ＋ α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１ ＋ δＸ ｉｔ －１ ＋ φｉ ＋ φｃｔ ＋ εｉｔ （１）

下标 ｉ 代表企业， ｔ 代表年份， ｃ 代表城市。 ａｃｔｒａｔｅｉｔ为 ｉ 企业 ｔ 年的实际缴费率，
等于企业当年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额与上年应付工资总额的比值。 企业一般以工资

总额为缴费基数， 依据各地规定比例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 如果企业足额缴纳社

保费用， 其实际缴费率应等于当地政策缴费率， 因此实际缴费率可以较好地衡量企

业社保投入水平。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１是 ｉ 企业 ｔ－１ 年的出口强度， 等于企业当年出口交货值与

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 衡量企业出口的指标通常有两个， 一是出口强度， 二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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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保投入增加了单位劳动成本， 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左移， 均衡工资水平降低， 均衡就业人数减

少； 同时， 因为员工将企业社保投入视为福利， 劳动力供给增加， 供给曲线右移， 均衡工资水平会进一步下

降， 但均衡就业水平略微回升。
工资总额保留第 １ 至第 ９９ 分位内样本， 社保缴费总额保留第 ０ 至第 ９９ 分位内样本。



出口。 相比于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更能反映企业的国际市场参与程度， 所以本文使

用出口强度为指标进行分析。① Ｘ ｉｔ －１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集， 包括人均工资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 雇佣人数、 资产流动性以及所有制。 各变量定义见表

１。 控制变量的选取标准是同时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和社保投入决策； 然而， 部分

控制变量可能又受到出口或社保投入的反向影响， 控制这些变量同样会对结果造成

混淆。 为了缓解由此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出口和控制变量均取滞后 １ 期。 φｉ

是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企业特征的潜在影响； φｃｔ 是城市—年

份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随时间变化城市特征的影响， 比如政策缴费率和政府征缴力

度。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按照政策规定， 企业一般以其上月职工工资总额或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

费基数， 按月缴纳保费， 但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６０％， 不高于

３００％， 各地在具体实施中略有不同。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提供企业年度数据，
无法详细区分企业工资的月度信息以及员工个体的实际工资水平， 我们统一使用本

年度社保缴费额和上年度工资总额来计算企业的实际缴费率。 在后文中， 我们通过

剔除人均工资波动过大和人均工资属于极端值的企业样本来考察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中文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ａｃｔｒａｔｅ 实际缴费率 当年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额÷上年度应付工资总额 ０ ０８７３ ０ １２２１

Ｌ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强度 出口交货值÷工业销售产值 ０ ２１２２ ０ ３６９２

Ｌ ｗａｇｅ 人均工资水平 ｌｎ（应付工资总额÷雇佣人数） ９ ３５６１ ０ ５２０７

Ｌ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 ［４０］方法估算 １ ９２６１ ０ ２３３９

Ｌ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 资本密集度 ｌｎ（固定资产÷雇佣人数） ３ ６５８４ １ ２２７０

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雇佣人数 ｌｎ（雇佣人数） ４ ９５０１ ０ ９１６３

Ｌ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资产流动性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 ０ ０５７２ ０ ３０８５

Ｌ ｇｕｏｙｏｕ 国有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１１０、１４１、１４３ 或 １５１ 的企业赋值
为 １，其他为 ０② ０ ０４１４ ０ １９９３

Ｌ ｓｉｙｉｎｇ 私营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１２０、１４２、１４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
或 １９０ 的企业赋值为 １，其他为 ０ ０ ７１１９ ０ ４５２９

Ｌ ｗａｉｚｉ 外资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３１０、３２０、３３０
或 ３４０ 的企业赋值为 １，其他为 ０ ０ ２４６７ ０ ４３１１

注：Ｌ 表示变量取滞后 １ 期，仅与描述性统计有关，与定义无关。

（三） 简要特征事实———以江浙沪闽粤五省为例

本文从各地政府或社保局发布的政策文件中搜集了江苏、 浙江、 上海、 福建和

广东 （以下简称江浙沪闽粤） 各地级市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缴

费率。 之所以以江浙沪闽粤为例， 一是因为这五个省份搜集可得的地级市政策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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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是否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样高度

显著。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１３０、１５９ 或 １６０ 的企业根据最大实收资本界定所有制。



率相对完整①， 二是因为这五个省份是经济和外贸大省， 企业样本数占全国总量比

值超过 ４０％， 代表性较强。
绝大部分城市政策缴费率在样本期间变化有限， 但不同城市间的政策缴费率具

有明显差异。 我们在表 ２ 中展示了各市 ２００４ 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缴费率合计。
总体而言， 上述五省中上海的政策缴费率最高， 在 ３４％左右； 江苏省次之， 大部

分城市在 ２８％～３０％之间； 广东省最低， 深圳等城市仅在 １５％左右。 城市间政策缴

费率差异主要来自养老保险， 珠三角地区的养老保险费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与其相对

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有关 （封进， ２０１３）。

表 ２　 ２００４ 年江浙沪闽粤各市政策缴费率合计

ｘ＜１９％ １９％≤ｘ＜２２％ ２２％≤ｘ＜２５％ ２５％≤ｘ＜２８％ ２８％≤ｘ＜３１％ ３１％≤ｘ

东莞、 珠海、
深圳、 潮州、
中山、 河源、
清远、 惠州、
湛江

广州、 佛山、
阳江

绍兴、 舟山、
江门、 温州、
云浮、 揭阳、
惠州、 汕尾、
湖州

厦门、 汕头、 台州、 莆田、
漳州、 衢州、 南平、 泉州、
宿迁、 韶关、 福州、 龙岩、
宁德、 三明、 肇庆、 梅州、
金华、 丽水、 茂名、 淮安、
连云港

南通、 盐城、
扬州、 广州、
湛江、 常州、
苏州、 泰州、
徐州、 湖州、
南京、 无锡、
镇江

宁波、 嘉
兴、 杭
州、 上海

注： ｘ 代表各地级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缴费率合计。 广州、 湛江、 惠州及湖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施不
同的政策缴费率， 因此在表 ２ 中出现了两次。

本文统计显示， 企业实际缴费率均值仅为 ８ ７３％， 绝大部分企业实际缴费率

集中在较低水平， 远不及当地政策缴费率。② 少数企业实际缴费率高于当地政策缴

费率，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预缴或补缴了保费。 本文还比较了各个省份中出口企

业与非出口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密度分布， 并未发现一致的趋势。 在江苏和上海， 相

比于非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分布相对左偏， 社保投入普遍更高； 而在

浙江、 福建及广东， 出口企业的社保投入反而相对偏低。 考虑到各城市政策缴费率

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差异， 浙江和广东出口企业社保投入偏低可能与其省内不同城

市的出口企业占比有关。 如表 ２ 所示， 上海市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政策缴费率， 江

苏省大部分城市政策缴费率在 ２８％～３０％之间； 浙江和广东省内差异较大， 部分城

市间政策缴费率差距甚至高达 １４ 个百分点。 以广东省茂名市和深圳市为例， 本文

样本中茂名市出口企业占比仅为 ２４ ０８％， 政策缴费率为 ２６ ５％， 而深圳市出口企

业占比为 ６４ ２５％， 政策缴费率仅为 １４％， 平均而言出口企业面临的政策缴费率更

低， 实际投入理应更低。 这一趋势与部分城市试图以低劳动力成本吸引资本和保证

企业竞争力的举措相符。 然而， 福建省内政策缴费率差异较小， 上述推论无法解释

福建省的企业社保投入密度分布。 我们认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选择性地放松

对出口企业的监管， 以此促进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当然， 浙江、 福建及广东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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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等 （２０１４） 尝试搜集全国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各地级市的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 但最多的一年仅搜集了

１０４ 个地级市的数据， 占当年地级市总数的 ３０ ９％。 客观来说， 成功搜集所有地级市政策缴费率的可能性较低。
少数企业实际缴费率高于当地政策缴费率，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预缴或补缴了保费。



企业社保投入偏低可能恰好与其出口活动有关， 即在户籍效应作用下出口活动导致

企业社保投入降低。 综上所述， 我们难以从数据统计中清晰地辨别企业出口与社保

投入的关系， 因此亟需通过更加严谨的计量检验对此进行研究。

三、 经验分析

（一） 基本回归

表 ３ 汇报了对式 （１） 的回归结果。 在第 （１） 列中， 我们控制了企业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社保投入与企业出口呈正相关。 考虑到政策缴费率关

系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缴费决策， 模型中没有纳入该变量可能导致较明显的内生性问

题， 我们在第 （２） 列中进一步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除政策缴费率外， 城

市—年份固定效应还可以消除其他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因素的潜在影响，
比如政府监管力度和劳动力供求变化。 第 （２） 列的结果显示， 出口强度估计系数

仍高度显著为正， 尽管其大小相比于第 （１） 列中有所下降， 但变化幅度不大， 表

明企业社保投入随出口强度增加而提高。

表 ３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８）

Ｌ ｗａｇｅ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５８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Ｌ ｔｆｐ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Ｌ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Ｌ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８）

Ｌ ｓｉｙｉｎｇ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Ｌ ｗａｉｚｉ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６）
企业效应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否

城市—年份效应 否 是

样本量 ５８７ ８６５ ５８７ ８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９３２ ０ ５２５４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下显著。 未作特别说明时， 下文各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针对基本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其他问题， 这部分内容从工具变量法、 指标

测度以及社保政策其他细节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４ 显示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

始终显著为正， 证明基本回归结论稳健， 企业出口提高了社保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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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具变量法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一系列企业特征以及企业和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但式

（１） 仍可能遭受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对此， 我们通过工具变量法检验出口

与社保投入的因果关系。 借鉴许和连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我们构建世界总进口需求

（ｗｉｄ） 指标作为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 该指标的合理性在于， 世界各国进口需求增

长将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 促使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但不会直接影响中国企

业的社保投入水平。 因此， 世界总进口需求对中国企业社保投入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即为贸易。 在充分考虑世界总进口需求变动对中国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 本

文工具变量具体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 将 ｔ 年份 ｊ 行业内的各国进口加总得到一个行

业—年份层面的世界进口需求 （ｉｍｐｄｅｍｊｔ）①； 其次， 计算 ｐ 省 （市、 自治区） 样本初

期 （２００３ 年） 的出口占 ＧＤＰ 比作为该地区的贸易开放度变量 （ｏｐｅｎｐ ，ｔ２００３）②； 最后，
将二者相乘并取自然对数得到世界总进口需求 （ｗｉｄｊｐｔ）③。 如表 ４ 第 （１） 列所示，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出口对企业社保投入的因果效应， 支持基本回归的

结论。④

２ 指标测度

首先， 我们在第 （２） 列中使用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

行回归， 结果是稳健的， 出口企业的社保投入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 其次， 工业企业

数据库由企业自行上报， 再由国家统计局汇总， 模型中可能存在由测量误差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是中国最为原始、 翔实和准确的出口贸易数据， 可信度

更高， 我们使用海关数据库的企业出口额重新计算出口强度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并以该指标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展示于第 （３） 列； 我们还对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进行截尾处

理⑤， 回归结果见第 （４） 列。 结果显示， 关键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不会影响本文

结论。
３ 其他社保政策细节

部分社保政策细节在基本回归中没有被充分考虑，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 少

数城市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缴费率， 例如惠州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在

２００４ 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为 １８％， 其他类型企业缴费率为 １０％。⑥ 城市—年份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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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各国进口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 数据库， 原始数据为国家－ＨＳ６ 位码产品－年份层面。 为了与工业企业

数据库进行匹配， 我们将 ＨＳ６ 位码产品对应至 ＣＩＣ４ 位码行业。 此外， 我们剔除了各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
省份出口和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之所以仅使用 ２００３ 年的数据， 是为了尽量消除各地区向

不同国家出口量变化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尽可能地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ｗｉｄｊｐｔ ＝ ｌｎ （ ｉｍｐｄｅｍｊｔ∗ ｏｐｅｎｐ ， ｔ２００３）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外部命令 ｉｖｒｅｇｈｄｆｅ 允许在进行工具变量估计时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我们使用该命令进行估

计。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检验 Ｆ 统计量为 １３ ２１２， 表明本文工具

变量估计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交易额以美元为单位， 我们利用当年汇率年平均价进行转换， 汇率信息来源于 《中

国统计年鉴》。 因交易额单位转换使用的不是实时汇率、 企业数据填报有误等问题， 少量样本新计算的出口强度

大于 １， 因此在第 ９５ 分位上对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进行截尾处理。
见 《惠州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应可能无法完全吸收政策缴费率的潜在影响， 我们在第 （５） 列中进一步控制城市—
所有制—年份固定效应。 （２） 依据各省 （市、 区） 的政策文件， 不同城市、 险种对

缴费基数的规定略有差别。 例如， 深圳市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员工当月工资总额，
佛山市为上月工资总额， 湛江市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① 本文统一使用企业上年

度应付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计算实际缴费率。 为了避免企业年度间工资水平波动过

大导致实际缴费率衡量出现偏差， 第 （６） 列仅保留了人均工资波动绝对值在 ０ １ 以

内的样本。 （３） 员工缴费基数一般以当地平均工资的 ３００％和 ６０％为上、 下限， 企业

实际缴费率在员工工资超过这个范围时会发生非线性变化。 我们无法观测到员工的工

资分布， 但人均工资水平过高或过低的企业更容易受此规定影响， 因此我们剔除了企

业上年度人均工资在第 ５ 分位以下和第 ９５ 分位以上的样本 （第 （７） 列）。 出口估计

系数在各列中均高度显著， 再次表明基本回归结论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工具

变量法

（１）

指标测度 其他社保政策细节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截尾

城市—年份
—所有制

效应

人均工资
变动
≤１０％

人均工资
截尾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２６４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１４３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９）

Ｌ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７）

Ｌ ｈｇ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所有制—
年份效应

是

样本量 ５０３ １８９ ５８７ ８５０ ５８０ ４６９ ５３９ １９８ ５８７ ６３３ ２０１ ６３０ ５１６ ８１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２５４ ０ ５２５７ ０ ５２５６ ０ ５２８９ ０ ５８２７ ０ ５３８２

注： 第 （５） 列不再控制所有制变量。

四、 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对影响机制的简单梳理， 出口可能会通过户籍效应和学习效应两条渠

道影响企业社保投入。 下面我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上述两条机制， 具体表示为以

下三个步骤：
ａｃｔｒａｔｅｉｔ ＝ α０ ＋ α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１ ＋ δＸｉｔ －１ ＋ φｉ ＋ φｃｔ ＋ εｉｔ 　 　 　 （２）

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１ ＋ κＸｉｔ －１ ＋ φｉ ＋ φｃｔ ＋ ζｉ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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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 《深圳市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办法》 《佛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 及 《湛江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



ａｃｔｒａｔｅｉｔ ＝ γ０ ＋ γ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１ ＋ γ２ｍｉｔ ＋ οＸ ｉｔ －１ ＋ φｉ ＋ φｃｔ ＋ ξｉｔ （４）
其中， ｍ 代表中介变量。 式 （２） 与式 （１） 相同， 代表本文基本回归。 在已

知出口对企业社保投入具有显著影响 （即 α１ 显著） 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估计式

（３） 和 （４）， 如果 β１ 和 γ２ 均显著， 说明出口通过中介变量 ｍ 影响企业社保投入。
同时， 如若 γ１ 依旧显著， 说明变量 ｍ 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如若 γ１ 不显著， 则说

明变量 ｍ 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
户籍效应是指， 企业非户籍工人雇佣比例随出口强度增加而提高， 又因非户籍

工人参保意愿低， 出口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利用工资而非社保激励员工， 导致出口企

业社保投入偏低。 尽管基本回归结果显示， 出口在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社保投入， 但

户籍效应仍可能存在。 囿于数据限制， 本文无法直接检验出口对企业雇佣结构的影

响。 作为替代， 我们使用当期的企业人均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作为中介变量对该机

制进行讨论。 表 ５ 第 （１） 列的结果显示， 企业人均工资水平随出口强度增加而提

高， 出口企业的工资溢价存在。 但在第 （２） 列中， 工资对社保投入的影响显著为

正， 这与户籍效应所预期不符。 具体而言， 在户籍效应作用下， 出口企业更加看重

工资水平而非社保投入， 其部分工资溢价可能是以较低的社保投入为代价形成的，
特别是针对非户籍员工的社保投入。 然而， 第 （２） 列的结果显示出口企业的工资

溢价不与其社保投入呈负相关， 说明溢价的形成并没有牺牲出口企业的社保投入。
因此， 没有证据证明户籍效应存在。

表 ５　 机制分析

变量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ｗａｇｅ ａｃｔｒａｔｅ ｔｆｐ ａｃｔｒａｔｅ ｔｆｐ＿ｏｐ ａｃｔｒａｔ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１０）

ｗａｇｅ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０５）

ｔｆｐ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１４）

ｔｆｐ＿ｏｐ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７９ ２７４ ５７９ ２７４ ４４７ ９０４ ４４７ ９０４ ４４７ ２１９ ４４７ ２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２９１ ０ ５３２３ ０ ７２８９ ０ ５３９１ ０ ８６５６ ０ ５４０５

注： 第 （５） 和 （６） 列控制变量中的 ＴＦＰ 替换为 Ｌ ｔｆｐ＿ｏｐ。

学习效应是指出口企业有机会在国际市场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 同时面临更激

烈的竞争， 生产率更高， 因而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我们使用当期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作为中介变量检验该机制。 表 ５ 第 （３） 和 （４） 列的结果证

明出口会通过提高 ＴＦＰ 促使企业增加社保投入： 第 （３） 列中出口系数显著，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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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ＴＦＰ 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 （４） 列中 ＴＦＰ 系数显著， ＴＦＰ 对企业社保投入有显著

正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第 （４） 列中出口的系数不再显著， 说明 ＴＦＰ 发挥了完

全中介作用， 出口对社保投入的影响主要通过 ＴＦＰ 这一渠道实现。 为确保该结论

是稳健的， 我们重新使用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４１］ 方法估算 ＴＦＰ （ ｔｆｐ＿ｏｐ）。 估计

结果展示于第 （５） 和 （６） 列。 可以发现， ＴＦＰ 确实是出口影响企业社保投入的

主要途径。
（二） 参保决策与投入决策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办法逃避缴费： 最为直接地， 企业可以不向社保部门登记和

申报， 或者拖欠 （拒缴） 保费； 但更为普遍和隐蔽的是， 企业可以在参保后低报

缴费基数， 即不以职工真实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 企业真正执行的实际费率远低

于政策缴费率。 那么企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参保决策， 企业决定

是否参保， 其后是投入决策， 参保企业决定其投入比率。 这部分内容分别检验出口

对参保决策和投入决策的影响。
对于第一阶段的参保决策， 我们定义企业是否参保虚拟变量 （ｐａｙｍｅｎｔ） 并以

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出口进行回归， 实际缴费率大于 ０ 的企业样本 ｐａｙｍｅｎｔ 取值 １，
实际缴费率等于 ０ 的企业样本 ｐａｙｍｅｎｔ 取值 ０。 由于 ｐａｙｍｅｎｔ 是二元虚拟变量， 我们

首先使用 Ｘｔ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６ 第 （１） 列的结果

显示， 出口对企业参保概率没有显著影响①。 因为在 Ｘｔ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加入过多虚拟变

量将导致回归难以收敛， 第 （１） 列没有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作为补充， 我

们在第 （２） 列对参保决策进行 ＯＬＳ 估计， 结果与第 （１） 列所得相近。 对于第二

阶段的投入决策， 我们仅保留参保企业子样本， 以实际缴费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 第 （３） 列的结果显示， 出口提高了参保企业的投入比率。 综合看来， 出口

主要影响企业的投入决策而非参保决策。

表 ６　 出口对参保决策与投入决策的影响

变量

第一阶段： 参保决策 第二阶段： 投入决策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ｔｒａｔｅ
（１） （２） （３）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ＯＬＳ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否 否

城市—年份效应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２０４ １９０ ５８７ ８５０ ３６３ ４６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５５３４ ０ ６０１４

注： 第 （１） 列系数为转换后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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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样本量大幅减少是因为， 被解释变量 （是否参保） 在观测期内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样本无法被固定效

应 Ｘｔｌｏｇｉｔ 模型利用， 在回归时被自动剔除。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企业出口对企业社保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 出口显著提高了企业

社保实际缴费率， 结论稳健。 针对本文提出的两条影响机制 （户籍效应和学习效

应）， 检验结果表明户籍效应不存在， 学习效应是出口影响企业社保投入的主要渠

道。 最后， 将企业社保投入分为参保决策和投入决策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检验后发

现， 出口提高了参保企业的投入比率， 但对企业的参保概率没有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保障

和改善民生， 本文结论意味着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策略与此并行不悖。 在当前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极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中国须抓住防控工作取得重要成效、
国内经济率先摆脱疫情影响的有利机遇， 以更大力度稳外贸、 扩出口。 （２） 中国

社保体系仍面临着激励机制不健全、 执行力不足等问题， 适当地将监管和征收工作

的重心向非出口企业倾斜， 有助于增加社保基金收入， 保证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３）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社保投入意愿和能力具有决定性影

响， 凸显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 破除资源流动障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促进企

业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加快突破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盈利点的发展机制， 实现劳资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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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ｗ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０７，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Ｔｗ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ｅｘ⁃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ｗｏ⁃ｐａ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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