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 “稳就业” 吗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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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２００２年的外资管制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倍差法与工

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研究

表明： 外资进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且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 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中低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 外资进入能发挥稳就业作用。 进一步地， 外资进

入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扩大企业出口规模来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增

长。 最后， 利用动态分解方法研究， 发现外资进入能够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

总体层面的就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不仅为稳定和扩大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拓

宽有效路径， 也为客观评价中国扩大外资开放水平的微观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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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稳就业” 居我国经济工作 “六稳” 之首，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和

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 我国制造业企业遭受市场需求缩减和生产成本攀升的

双重压力， 生产经营面临各种困境， 加之技术进步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 导致劳

动力需求相对减少， 就业形势严峻， 因此稳就业面临巨大挑战。 中央政府对此高度

重视， 多次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 可见积极拓宽就业

渠道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市场

竞争的同时也提升了国内产业竞争力， 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拉动作用

（江小涓， ２００２） ［１］， 对企业生存创新、 利润增加和就业提升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流入， 相继发布鼓励外资进入和拓宽外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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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领域的相关文件， 高度重视利用外资， 对外资开放程度明显提升， 可以看出积极

引进与利用外资仍是当前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进程的重要手段， 那么大力吸

引外资进入能否有效促进现阶段本土企业就业增长？ 在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

行形势下外资进入能否发挥稳就业作用？ 如果可以， 那外资进入又通过哪些途径促进

企业就业增长？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扩大就业提供切实可行的

路径， 而且也能为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微观证据。

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方面， 学者认为外资通过绿地投资、 跨国并购和带动关联行业发展能够给东

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缓解就业矛盾具有重要作用 （Ｂｒａｎｃｕ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ｃｉｕ，
２００９［２］； Ｏｓｅｉ， ２０１９［３］； 刘宏和李述晟， ２０１３［４］）。 具体机制在于： （１） 缓解融资

约束。 外资进入通过直接注资或跨国合作方式可缓解本土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Ｈａｒ⁃
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３［５］； Ｈéｒｉ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９［６］ ）； 而且外资进入也能够降低资金成

本， 改善受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环境， 提高其外部融资能力 （才国伟和杨豪，
２０１９） ［７］。 进一步地， 外资进入还能通过加剧上游行业竞争， 导致其中间投入品价

格下降， 缓解下游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压力， 同时外资进入对国内中间品需求增加

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利润上升和融资约束缓解 （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８］。 降低融资约束程

度会促使企业追加投资、 扩大产出并达到最优生产规模 （Ｍｕｓｓｏ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ａｖｏ，
２００７［９］； Ｐａｇ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ｉｃａ， ２０１２［１０］）， 从而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外部融资通畅的企

业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更具竞争力， 更易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生产效率有效改善， 继

而引起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 企业雇佣规模上升 （邵
敏等， ２０１３） ［１１］。 （２） 促进对外出口。 首先，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大部分外资企业将产品加工、 组装环节放在国内， 以加工贸易为载体促进了我国出

口贸易 （Ｋｕｔａｎ ａｎｄ Ｖｕｋšｉｃ′， ２００７） ［１２］。 其次， 外资进入通过技术溢出、 示范模仿、
合作交流等能提高本土企业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 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
促使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提升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１２） ［１３］， 有效促进

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同时， 进入外部市场的固定成本决定了国内企业是否出

口， 外资具有外部市场运营和国际市场管理的知识经验， 能够减少本土企业进入国

际市场的固定成本， 导致我国出口规模快速增加 （Ａｉｔｋ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１４］。 最后，
外资进入引发的激烈竞争会迫使企业将产品转向国际出口市场， 同时也会倒逼国内

企业研发创新，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强产品竞争力， 寻求新产品出口和新市场开

发， 带来出口规模扩张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１９９２） ［１５］。 这样不仅缓解了国内市

场缺乏有效需求的不利局面， 也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性再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张， 促进

就业增加 （毛日昇， ２００９［１６］； Ｌｉｐｓ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１７］）。
另一方面， 学者则认为外资进入的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了抢占东道国市场， 不利

于拓宽就业渠道； 而且外资带来的关联效应有限导致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就业的综合

效应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为负 （Ｊ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ａｇｈｉ， ２０１６［１８］；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０６［１９］ ）， 主要

原因在于： （１） 生产投资挤出效应。 外资大规模进入加剧了国内行业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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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 本土企业失去垄断优势和国内市场， 迫使其缩减

生产规模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２０］， 降低劳动力需求； 同时本土企业生产的规

模红利受损， 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且利润率下滑， 企业经营形势不容乐观， 倾向降低

生产投资规模， 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减少。 而且外资进入凭借其出口优势也会加剧

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对本土企业的出口贸易带来挤出效应， 导致本土企业

自身生产和投资规模缩减， 降低用工需求 （赵新泉， ２０１５） ［２１］。 （２） 要素替代效

应。 外资并购会促使本土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 知识密集型等转型升级， 劳动

节约技术导致国内要素市场失衡， 产生要素替代效应。 康妮等 （２０１８） ［２２］指出如果

将进口资本货物及新知识、 新技术用于生产过程的改造更新， 将会大幅提高劳动生

产率， 降低对劳动要素的需求。 进一步地， 外资进入竞争加剧会激发本土企业研发

创新活力， 加速企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升级 （Ａｉｔｋ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２３］，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也会减少单位产品所需劳动数量 （ Ｂｏｇｌｉａｃｉｎｏ ａｎｄ Ｐｉａｎｔａ，
２０１０） ［２４］。 综上， 外资进入对就业增长确实存在正负两种影响效应， 究竟哪种效应

占主导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从研究视角看， 区别于以往文献从行业或地

区角度研究外资与就业之间关系， 本文立足于微观企业层面， 尝试在开放经济框架

下考察外资进入对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对外资进入微观经济绩效评价的内容进行

拓展。 第二， 从研究方法看， 相较于已有文献所采用方法， 本文利用外资管制放松

作为政策性工具变量， 采用倍差法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识别外资进入对企业

就业增长的效应， 较好地克服了以往文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避免估计结果

偏差。 第三， 从研究内容看， 本文不仅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检验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制

造业本土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探究了不同所有制、 要素密集度和技术水平下

二者关系的异质性效应， 还利用动态分解方法考察了外资进入对行业层面就业增长

的具体影响路径， 加深了对外资进入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探究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Ｅｍｐｎｇｒｆｃｉｔ ＝ α ＋ β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δΧｆｃｉｔ ＋ ψΧｃｉｔ ＋ γｃｔ ＋ ηｃｉ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１）

其中 ｆ、 ｃ、 ｉ、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城市、 行业 （４ 位码）、 年份。 Ｅｍｐｎｇｒｆｃｉｔ表示

企业 ｆ 在 ｔ 期的就业增长。 ｆｄｉ － ｈｏｒｉｔ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行业 ｉ 在 ｔ 期的外资进入

程度， 本文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权重， 将行业 ｉ 在 ｔ 期内所有企业的外资份额加权

平均， 计算公式如下：

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ｆ∈Δｉｔ

ｆｄｉ＿ ｆｉｒｍｆｃｉｔ ×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ｏｔａｌｆｃｉｔ
∑ ｆ∈Δｉ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ｏｔａｌｆｃｉｔ
（２）

其中Dｉｔ表示行业 ｉ 在 ｔ 期内所有企业集合， 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ｔａｌｆｃｉｔ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期的工

业总产值， ｆｄｉ＿ ｆｉｒｍｆｃｉｔ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期实收资本中的外资占比。 本文重点关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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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程度的系数 β， β >０意味着外资进入将会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反之亦然。
企业控制变量 Ｘ ｆｃｉｔ包括： 劳动生产率 （ｌｎｌａｂｐｒ） 以取对数的销售产值与就业人

数之比表示； 人均工资 （ｌｎａｗａｇｅ） 以取对数的应付工资总额与应付福利费之和与

就业人数之比表示； 资产负债率 （ ｌｎｌｅｖ） 以取对数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表示；
利润率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以取对数的企业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之比表示。 城市—行业层面

控制变量 Ｘｃｉｔ包括： 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 ｌｎｈｈｉｃｉ）， 在城市四位码行业层面计算得

到； 行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ｃｉ）， 采用取对数的城市—行业层面平均年龄衡量； 行业新产

品密集度 （ｌｎｎｏｖｃｉ）， 采用取对数的城市—行业层面新产品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

表示； 行业资本密集度 （ｌｎｃａｐｉｎｃｉ） 以取对数的城市—行业层面固定资产净值年平

均余额与就业人数之比表示。 本文还控制了城市与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γｃｔ 、 城市与

行业联合固定效应 ηｃｉ 和企业固定效应 φｆ ， εｆｃ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基准模型式 （１）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２５］做

法， 将倍差法的思想嵌入工具变量回归过程， 以 ２００２ 年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 （以下简称 《目录》 ） 大幅调整的政策冲击作为行业外资进入的工具变量， 构

建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模型如下：
ｆｄｉ － ｈｏｒｉｔ ＝ π ＋ χ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ω—Χｆｃｉｔ ＋ τΧｃｉｔ ＋ γｃｔ ＋ ηｃｉ ＋ φｆ ＋ κｆｃｉｔ （３）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ｉ为外资管制政策调整的虚拟变量， 若行业 ｉ 在 ２００２ 年的外资管制

政策相对于 １９９７年有所放松 （处理组）， 则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如果行业 ｉ 在 ２００２ 年的外

资管制政策相较于 １９９７年未发生变化 （控制组）， 则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本文共筛选出外资

管制放松行业 １１７个， 外资管制不变行业 ３３９个。 Ｐｏｓｔ０２ｔ为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

年份的时间虚拟变量， 若年份大于等于 ２００２年， 则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１， 反之，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０。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１） 只

保留制造业样本， 并删除 １９４９年之前成立或者企业年龄为负数、 企业法人代码缺

失的样本。 （２） 删除就业人数小于 ８ 人、 销售收入小于 ５００ 万和实收资本小于等

于 ０的企业样本。 （３） 删除总资产、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净值年

平均余额、 应付工资总额为缺失或为负数的样本。 （４） 删除明显违背会计准则的

样本， 如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原价、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

值年平均余额以及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等样本。 （５） ２００２ 年中国颁布了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并在 ２００３ 年正式实施， 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６］的做法， 对 ２００２年及之前年份的行业代码 （４位码） 进行调整。 （６） 借

鉴路江涌 （２００８） ［２７］的研究， 将外资资本所占比例低于 ２５％的企业定义为本土企

业，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三、 基准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报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被解释变量为外资进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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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ｄｉ ＿ ｈｏｒ）， 第二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为本土企业就业增长 （Ｅｍｐｎｇｒ）。 第

（１） — （２） 列仅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城市—行业联合固定效应、 城市—
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与企业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外资进入 （ ｆｄｉ＿ｈｏｒ） 对企业就业增

长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进入促进了我国制造业本土企业就业增长。 在第

（３） — （４） 列， 进一步加入城市—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对企业

就业增长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就业增长的结果

稳健。
考虑到 ２００２年政府对 《目录》 中细分产业的调整可能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

及行业发展趋势， 而并非完全随机， 本文在第 （５） — （６） 列的回归中引入期初

年份的行业特征变量 （Ｚ ｉ１９９８）， 包括行业平均就业人数 （ ｅｍｉ１９９８）、 行业企业个数

（ ｆｉｒｍｉ１９９８） 和行业集聚程度 （ａｇｇｉ１９９８） 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控制行业选择性

因素， 回归结果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再次表明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

就业增长。 另外， 考虑到在 ２００２年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前后存在国企改革和贸

易自由化两项政策可能会影响企业就业增长， 为此本文引入 ２００１ 年行业层面非国

企份额 （Ｓｏｅ２００１） 和最终品关税 （Ｔｒｉ２００１）① 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剔除上述政

策影响， 其中非国企份额采用行业非国有资本与总资本比值的对数衡量； 最终品关

税以 ＨＳ６位码产品行业关税平均值的对数衡量， 结果如表 １ 第 （７） — （８） 列，
可见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外资进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１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０∗∗∗

（１９ ７０） （１９ ５５） （２３ １２） （２０ ６８）

ｆｄｉ＿ｈｏｒ
　 ２ ４２５３∗∗∗ 　 ２ ７２１７∗∗∗ 　 ２ ７０８６∗∗∗ 　 ２ ３１００∗∗∗

（４ ８７） （５ ４２） （６ ２０） （４ ８６）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１５１ ３９９ ８３０ ５９４ １ １５１ ３９９ ８３０ ５９４ １ ０３０ ４８７ ７３９ ２５３ １ ０１９ ３８４ ７３１ ３８８
Ｒ２ ０ ９６９０ ０ ３６７４ ０ ９６９１ ０ ３６９７ ０ ９６８６ ０ ３７０８ ０ ９６９０ ０ ３７１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经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ｔ统计量，限于篇幅未

报告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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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９９－２０００的 ＨＳ８位码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 归并为 ＨＳ６ 位码水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ＨＳ６位码进口关税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的 Ｔｒａ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库。



（二） 倍差法有效性检验

１ 预期效应

倍差法需要满足预期效应假设， 否则企业在政策实施前的预期反应会给政策评

估造成干扰。 为此本文在基准模型式 （１） 的基础上加入 Ｔｒｅａｔｉ ×Ｏｎｅｙｒ 和 Ｔｒｅａｔｉ ×
Ｔｗｏｙｒ， 其中 Ｏｎｅｙｒ、 Ｔｗｏｙｒ 分别表示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时间

虚拟变量。 倍差法有效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第 （１） — （２） 列结果显示

Ｔ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ｙｒ 和 Ｔｒｅａｔｉ×Ｔｗｏｙｒ 对就业增长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认为

企业在 ２００２年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之前并未形成就业调整的预期效应， 表明该

政策实施具有较强外生性。
２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估计

倍差法需要满足严格的平行趋势假设前提， 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平行趋势

假设进行检验：

Ｅｍｐｇｒｆｃｉｔ ＝ α ＋ ∑
２００７

λ ＝ ２０００
βλＴｒｅａｔｉ × Ｄｕｍｍｙλ ＋ δΧｆｃｉｔ ＋ χ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４）
其中 Ｄｕｍｍｙl 为年份虚拟变量①， βl 用来判断政策实施前后的第l年处理组和

控制组的企业就业增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式 （４） 的结果不仅能检验模型是否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还可观察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企业就业增长随时间变化的

动态效应。 表 ２ 第 （３） 列结果显示 ２００２ 年政策调整之前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
处理组与控制组不存在明显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２００２ 年之后交叉项系数

均显著且呈上升趋势， 说明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企业就业增长呈显著

差异。
３ 安慰剂检验

本文进行两类安慰剂检验： 第一类采用虚设政策发生年份的方法， 分别假定政

策发生时间为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 年， 在式 （１） 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０
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１， 表 ２ 第 （４） — （５） 列的结果显示， 两个交叉项的系数均不显

著， 表明不存在随机因素干扰估计结果。 第二类采用构造虚假工具变量的方法， 即

随机抽取 １１７个行业作为外资管制放松行业， 并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②中随机抽取一年

作为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年份， 构建虚假政策变量 Ｔｒｅａｔｆａｌｓｅｉ × Ｐｏｓｔ０２ｆａｌｓｅｔ 进行式

（１） 估计， 估计系数分布图见图 １， 实线表示 ５００次随机模拟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

分布， 发现绝大部分基于随机抽样得到的估计系数均不同于基准回归系数 （如虚

线所示）， 且 ５００次估计系数均值接近于 ０， 可排除外资管制放松政策的作用源于

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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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将 １９９９年作为缺省组， 剔除首年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是为了确保在进行倍差法时， 政策发生时点前后至少各有一年。



表 ２　 倍差法有效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预期效应 动态效应

虚设外资管制
放松年份 （２０００）

虚设外资管制
放松年份 （２０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６９∗∗∗
（４ ７３） （３ ７２） （４ ５２） （３ ３６）

Ｔｒｅａｔ×Ｏｎｅｙｒ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９
（０ ５５） （０ ６６）

Ｔｒｅａｔ×Ｔｗｏｙ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３３）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９
（０ ３１）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５９）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２
０ ００８６
（１ ４３）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３
０ ０２１０∗∗∗
（３ ３２）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４
０ ０１８２∗∗∗
（２ ７２）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５
０ ０２６８∗∗∗
（４ ０６）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６
０ ０３２４∗∗∗
（４ ９４）

Ｔｒｅａｔ×Ｄｕｍｍｙ２００７
０ ０４５５∗∗∗
（６ ８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５５）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Ｒ２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１５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１４

图 １　 安慰剂检验 （５００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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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１） 更换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０２ｔ变量。 鉴于不同处理组行业由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引起

的开放程度存在差异， 为此更换 Ｔｒｅａｔｉ的赋值方式， 如果某行业在 ２００２ 年相较于

１９９７年的外资管制程度不变， 则 Ｔｒｅａｔｉ依然赋值为 ０， 对于外资管制放松行业， 如

果行业开放程度上升 １级 （如从允许变为鼓励）， 则 Ｔｒｅａｔｉ赋值为 １， 若行业开放程

度上升 ２级 （如从限制变为鼓励）， 则 Ｔｒｅａｔｉ赋值为 ２， 若行业开放程度上升 ３ 级

（如由禁止变为鼓励）， 则 Ｔｒｅａｔｉ赋值为 ３， 重新估计式 （１）。 表 ３ 第 （１） 列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对本土企业就业增长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说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２） 更换外资进入衡量方法。 以企业销售产值和就业人数为权重重新将行业 ｉ 内所有

企业外资份额加权平均， 重新估计式 （１）， 结果如表 ３第（２）—（３）列所示。 可见 ｆｄｉ
＿ｈｏｒ 仍显著促进本土企业就业增长。 （３）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如下公式 （５）
得到企业就业增长率的替换变量 （马弘等， ２０１３） ［２８］， 其中 ｅｍｐｆｃｉｔ为企业 ｆ 在 ｔ 年的

就业人数， 表 ３第 （４） 列结果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对就业增长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Ｅｍｐｎｇｒｎｅｗ ｆｃｉｔ ＝
（ｅｍｐｆｃｉｔ － ｅｍｐｆｃｉｔ －１）
（ｅｍｐｆｃｉｔ ＋ ｅｍｐｆｃｉｔ －１） ／ ２

（５）

２ 更换样本

（１） 考虑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势必会对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市场行为产生影响，
为控制企业进退出行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选取样本中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持续

存活企业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３ 第 （５） 列所示， ｆｄｉ＿ｈｏｒ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２） 为了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我国在 ２００４年也对 《目录》 进行了微调， 为稳健

起见， 本文只将 ２００４年之前、 ２００２年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实施的前后两年作为样本

区间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３第 （６） 列， 发现 ｆｄｉ＿ｈｏｒ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表明 ２００４年 《目录》 微调并未对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３ 就业广延边际变动

上述分析并未考虑外资进入通过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行为影响企业就业增

长， 忽略二者影响可能导致结论偏误， 因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Ｅｘｉｆｃｉｔ（Ｅｎｔｆｃｉｔ） ＝ α ＋ β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δΧｆｃｉｔ ＋ χ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６）

其中 Ｅｘｉｆｃｉｔ反映企业退出， 若企业 ｆ 在 ｔ ＋ １ 期退出市场①， 则定义 Ｅｘｉｆｃｉｔ 为 １，
否则为 ０。 Ｅｎｔｆｃｉｔ反映企业进入， 若企业 ｆ 在 ｔ 期进入市场， 则定义 Ｅｎｔｆｃｉｔ为 １， 否则

为 ０。 表 ３第 （７） — （８） 列结果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显著为正， 对企

业退出的影响显著为负。 外资进入不仅能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还能通过技术溢出、
经验示范和降低国际市场固定成本等吸引国内新企业进入； 另外， 外资进入所带来

的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技术改善促使本土企业提升生产效率、 开拓新产品和增加出

口， 扩大市场规模抑制企业退出 （Ｇöｒ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ｂｌ， ２００３） ［２９］。 可见外资进入还能

通过促进企业进入和抑制企业退出来促进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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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样本存在左右删失问题， 因此本文仅使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的样本进行回归。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更换样本 就业广延边际变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更换 Ｔｒｅａｔｉ

赋值

销售产值
为权重

就业人数
为权重

就业增长率
指标替换

持续存
活样本

控制 ２００４年
外资政策

企业进入 企业退出

ｆｄｉ＿ｈｏｒ １ ９１９８∗∗∗ ２ ２７６９∗∗∗ １ ４９６６∗∗∗ ２ ０１２０∗∗∗ １ ３００６∗∗∗ ７ ２０７９∗ ４ ８３０７∗∗∗ －２ ２９８０∗∗∗

（３ ９５） （４ ８６） （４ ８６） （４ ９０） （３ ０１） （１ ６８） （８ ５３） （－５ ５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７ １６０ ７１９ ２２５ ８１３ ７７５ ６８６ ７７５ ６８６
Ｒ２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６９７ ０ ２９３９ ０ ４８１８ ０ ４６９１ ０ ４２３３

四、 异质性检验与作用机制分析

（一） 异质性检验

１ 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借鉴 Ｈｓｉｅｈ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０］识别国有企业的方法①，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 构造非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ｎｓｏｅｄｕｍ）。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ｎｓｏｅｄｕｍ， 并以国有企业为基准， 表 ４第 （１） 列表明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

正， 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ｎｓｏｅｄｕｍ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相较于国有企业， 外资进入对

非国有企业产生的就业促进作用较大。 非国有企业往往受到融资约束方面的限制， 外

资进入能够为其注入稀缺资本、 提高外部融资能力， 进而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同时非

国企具有较强的学习模仿动机， 能够获取更多外资溢出效应， 促使其研发创新和产品

质量提升， 扩大产品出口和生产规模扩张。 而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天然联

系使其较少面临融资约束问题， 同时国有企业自身占据较强的技术资源， 危机意识和

竞争意识不足， 外资进入正向溢出效应难以有效发挥， 出口产品竞争力提升有限， 面

临激烈竞争转战国际市场的动力不足， 因此对其就业促进作用较小。
２ 企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 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虚拟变

量 （ ｆａｃｄｕｍ）。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ｆａｃｄｕｍ， 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

基准， 表 ４第 （２） 列表明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ｆａｃｄｕｍ 的系数

显著为负， 说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外资进入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促进作

用较小。 外资进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要素对进口中间品组装加工， 大大提升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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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１９９８年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本文首先将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企业、 国有联营企

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独资企业识别为国有企业； 其次， 对于登记注册类型为股份合作企业、 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 如果国有资本占其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 ５０％， 则定义为国有企业。



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净出口规模，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影响较大。
而我国资本密集型企业具有知识和技术特征， 已接近技术前沿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８） ［３１］， 通过模仿学习获得外资溢出效应促使其产品质量提升和出口扩张的作用有

限， 正如文东伟等 （２００９） ［３２］指出我国出口竞争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资本

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因此外资进入对后者就业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
３ 行业技术水平差异

本文参考 ＯＥＣＤ制造业技术划分标准将行业划分为高技术和中低技术两类， 构

造高技术行业虚拟变量 （ｈｉｇｈｄｕｍ）。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ｈｉｇｈｄｕｍ，
并以中低技术行业为基准。 表 ４ 第 （３） 列表明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交叉项

ｆｄｉ＿ｈｏｒ ´ｈｉｇｈｄｕｍ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相较于中低技术行业， 外资进入对高技术

行业企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 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与本土企业中低技术水平

接近， 本土企业容易模仿学习且能较好吸收外来技术转化为自身产品创新； 同时内

外资企业产品类似可充分利用外资带来的市场信息开拓国际市场 （黄远浙等，
２０１７） ［３３］， 促进出口规模扩张； 另外低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活动很可能会落入 “扩
张陷阱”， 薄利多销促使企业大规模生产 （邵敏， ２０１２） ［３４］， 进而促进企业就业增

长。 而外资企业往往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抑制核心技术的国际溢出， 外资中低

端技术溢出不能满足我国高技术行业的产品技术改良， 难以克服新产品出口的成本

约束， 对我国出口扩张和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所有制 要素密集度 技术水平

ｆｄｉ＿ｈｏｒ ３ ２７８５∗∗∗ ２ ３８３５∗∗∗ ２ ３６０９∗∗∗

（５ ４３） （５ ０１） （４ ９６）

ｆｄｉ＿ｈｏｒ×ｎｓｏｅｄｕｍ ０ ０７４４∗∗∗

（３ ３９）

ｆｄｉ＿ｈｏｒ×ｆａｃｄｕｍ
－０ ４７４９∗∗∗

（－５６ ７８）

ｆｄｉ＿ｈｏｒ×ｈｉｇｈｄｕｍ －０ ２６１３∗∗∗

（－２ 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５７６ １５５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Ｒ２ ０ ３８３１ ０ ３７６４ ０ ３７１４

（二） 作用机制分析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从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出口扩张两方面来探究外资进

入对企业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机制， 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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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ｆｃｉｔ ＝ α１ ＋ β１ 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δ１Χｆｃｉｔ ＋ χ
１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７）

ｌｎｅｘｆｃｉｔ ＝ α２ ＋ β２ 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δ２Χｆｃｉｔ ＋ χ
２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８）

Ｅｍｐｎｇｒｆｃｉｔ ＝ α３ ＋ ρ３ｓａｆｃｉｔ ＋ ϑ３ ｌｎｅｘｆｃｉｔ ＋ β３ 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δ３Χｆｃｉｔ ＋ χ
３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φｆ ＋ εｆｃｉｔ 　 　 　 　 　 　 　 　 （９）
基准模型与式 （１） 一致， ｓａ 和 ｌｎｅｘ 分别表示中介变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出

口扩张程度， 前者采用 ＳＡ 指数的绝对值衡量， ＳＡ指数具体为－０ ７３７×ｓｉｚｅ＋０ ０４３×
ｓｉｚｅ２－０ ０４×ａｇｅ①， 后者采用出口交货值加 １的对数衡量。 表 ５报告了作用机制检验

的结果。 第 （１） 列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外资进入引入稀缺资本， 能

够显著缓解本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第 （２） 列加入中介变量融资约束后发现企

业融资约束 （ ｓａ） 对就业增长的系数显著为负， 意味着外资进入可通过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第 （３） 列显示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进

入改善了产品质量、 增强了自身竞争实力， 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 第 （４） 列

加入中介变量出口规模后发现出口规模 （ ｌｎｅｘ） 对企业就业增长的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外资进入可通过扩张出口规模促进企业就业增长。 第 （５） 列将融资约束

（ ｓａ） 和出口规模 （ ｌｎｅｘ） 同时加入模型， 发现上述结论仍成立。 另外与表 １ 第

（８） 列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第 （２） 列加入融资约束和第 （４） 列加入出口规模后

ｆｄｉ＿ｈｏｒ 的估计系数均发生下降， 进一步同时加入两个中介变量 （第 （５） 列） 后发

现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进一步下降， 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出口规模是外资进入影响企业

就业增长的两个可能渠道。 为稳健起见还进行了 Ｓｏｂｅｌ检验， 发现两个中介效应模

型的 Ｚ 统计量均显著， 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表 ５　 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融资约束 就业增长 出口规模 就业增长 就业增长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ｄｉ＿ｈｏｒ －０ ６１６９∗∗ 　 ２ ２６２２∗∗∗ 　 ０ ５７９２∗ 　 ２ ３０５６∗∗∗ 　 ２ ２５７９∗∗∗

（－２ ０１） （４ ７６） （１ ９２） （４ ８５） （４ ７５）

ｓａ －０ ０８４１∗∗∗ －０ ０８４１∗∗∗

（－２３ ７７） （－２３ ７５）

ｌｎｅｘ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７∗∗

（２ ５３） （２ 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１５４ ６３８３∗∗∗ ［Ｐ ＝ ０ ００００］ １ １５３ ９１０１∗∗∗ ［Ｐ ＝ ０ ００００］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０１９ ３８４ ７３１ ３８８ １ ０１９ ３８４ ７３１ ３８８ ７３１ ３８８
Ｒ２ ０ ８８９８ ０ ３７２２ ０ ８３１０ ０ ３７１４ ０ ３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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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ｓｉｚｅ 为企业规模， 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 ａｇｅ 为企业年龄， 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衡

量， 通常 ＳＡ 指数绝对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五、 外资进入与就业增长的进一步讨论： 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微观转到中观层面， 进一步研究外资进入能否最终有助于行

业总体的就业增长， 首先定义城市—行业层面总体就业：

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ｆ∈Θｃｉ

ｓｆｔ × Ｌｎｅｍｐｆｔ （１０）

其中 θｃｉ表示城市 ｃ行业 ｉ中所有企业集合， ｓｆｔ 为权重， 利用企业 ｆ 的销售额占所

在城市—行业销售额之比表示， Ｌｎｅｍｐｆｔ代表企业 ｆ 就业人数的对数。 城市—行业层

面总体就业增长可表示为：

Δ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
ｉ∈（Ｓ， Ｎ）

ｓｆｔ × Ｌｎｅｍｐｆｔ － ∑
ｉ∈（Ｓ， Ｘ）

ｓｆｔ －１ × Ｌｎｅｍｐｆｔ －１ （１１）

其中， Ｓ、 Ｎ、 Ｘ 分别为在位企业、 新进入和退出企业的集合。 参考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与 Ｒｅｇｅｖ （１９９５） ［３５］的分解方法， 将行业总体就业变动分解如下：

Δ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ｉ∈Ｓ

ｓ－
ｆｔ
ΔＬｎｅｍｐｆｔ ＋∑

ｉ∈Ｓ
Δｓｆｔ（Ｌｎｅｍｐｆｔ － 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
ｉ∈Ｎ

ｓｆｔ（Ｌｎｅｍｐｆｔ － 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ｉ∈Ｘ

ｓｆｔ －１（Ｌｎｅｍｐｆｔ －１ － 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１２）

其中， 加横线变量代表其在 ｔ 期与 ｔ－１期的平均值。 式 （１２） 右边各项分别代

表企业内、 企业间、 进入和退出效应， 企业间效应称为第一类资源再配置效应， 进

入和退出效应之和称为第二类资源再配置效应。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分析外资进入对

制造业行业总体就业增长的影响：
Ｙｃ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ｄｉ＿ ｈｏｒｉｔ ＋ ϑΧｃｉｔ ＋ ηｃｉ ＋ γｃｔ ＋ εｃｉｔ （１３）

其中 Ｙｃｉｔ分别使用 Δ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及其分解效应表示， 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相同。
表 ６报告了式 （１３） 的估计结果。 第 （１） 列将城市—行业总体层面的就业增

长 （ ΔＬｎｅｍｐｃｉｔ ） 作为被解释变量，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进入对于城

市—行业总体层面就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第 （２） 列以企业内效应作为被解释变

量，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进入对企业内效应具有促进作用， 即显著

提高了存续企业的就业增长， 从行业角度再次证明了本文结论； 第 （３） 列以企业

间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外资进入通过重新配置企

业间资源的第一类资源再配置效应影响行业就业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第 （４） 列以

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之和作为被解释变量，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进

入通过第二类资源再配置效应带动行业总体层面的就业增长； 为进一步明确第二类

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具体渠道来源， 表 ６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分别以进入效应和

退出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 ｆｄｉ＿ｈｏｒ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进入能够通过影

响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行为影响行业总体层面的就业增长。 总之， 外资进入显著地

促进了行业总体层面就业增长， 且主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发挥作用， 这种资源再

配置主要体现在企业进入和企业退出效应， 而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未发挥显著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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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外资进入对行业总体层面就业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效应
企业内
效应

第一类资源
再配置效应

第二类资源
再配置效应

进入
效应

退出
效应

ｆｄｉ＿ｈｏｒ １ ３２４９∗∗ ０ ６２７４∗∗ －０ １５３９ ０ ８５１３∗∗ ０ ４３０４∗ ０ ４２１０∗

（２ ５６） （２ ５２） （－１ １１） （２ ０７） （１ ８６） （１ ７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Ｚｉ１９９８×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ｏｅ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Ｔｒｉｉ２００１×ｄｕｍｙｅａ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２ １４７
Ｒ２ ０ １６８９ ０ ２３０４ ０ １４５８ ０ １７１６ ０ １９７２ ０ １５４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经城市—行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ｔ 统
计量。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０２年外资管制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倍差法与工具变量相

结合方法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研究表明外资进

入促进了企业就业增长， 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低技术行

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说明外资进入能发挥稳就业作用。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

资约束和扩大出口规模是外资进入促进企业就业增长的可能渠道。 最后发现外资进

入通过企业自身就业增长和进入退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总体就业增长产生积

极作用， 且以资源再配置效应为主。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

局； 加速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自贸试

验区开放试点力度， 减少外资限制；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 更加注重法治环境、 投资

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等软环境方面的优化， 以稳定外商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 第

二， 应高度重视扩大外资开放对企业的稳就业作用， 分类施策并给予政策引导和支

持。 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激发国有企业市场竞争活力， 促进其技术和效率改

进， 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引导民营企业与跨国企业合作， 充分整合国内外企业所掌

握的不同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国未来产业链发展中的重要

环节， 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大国优势， 有效结合外资先进技术和国内劳动力要素，
大力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就业渠道。 中低技术制造业吸纳了我国大量就

业人群， 应适当提高中低技术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充分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提

升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 在避免陷入低技术出口扩张恶性循环的同时开拓更为广阔

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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