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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构建用于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理论框架， 并

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与中国 ２８３ 个地

级市最低工资标准匹配数据， 运用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多值选择模型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实证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影响。 研究发

现， 最低工资标准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其次是同时出口

和 ＯＦＤＩ， 最次为出口， 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问题解决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 且不同分组样本对应的检验结果存在异质性。 此外， 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

升是最低工资标准促使企业优先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出口的重要渠道， 且该效应在低工

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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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保障劳动者依法取得劳动报酬、 维护劳动者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

国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正式开始施行 《最低工资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 该规

定不仅明晰了政府在保证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中的职责， 更明确要求各地政府依据

相关因素变化适时对标准做出调整。 伴随着 《规定》 的实施，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得到全面普及： ２００４ 年之前， 我国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年增长率约为 ７ ６％， 而

２０１０ 年这一数字达到 １１ ４％。 同年， 月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涨幅达到

２２ ８％， 多达 ３０ 个省份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 然而， 伴随着劳动者收入水

平的提高， 我国制造业企业用工成本也迅速提升。 我国 ２０１５ 年的劳动成本相比

２００５ 年提高了 ５ 倍， 相比 １９９５ 年提高了 １５ 倍 。 社会各界因此对最低工资制度的

评价褒贬不一。 工资粘性是确已存在的事实， 而最低工资制度无疑通过作用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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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 （Ｗｉｅｌ， ２０１０［１］；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５［２］ ）， 加大制造业企业的

经营负担， 在转型背景下对企业经营造成一系列影响。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与此同时，

出口和 ＯＦＤＩ 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形式， ２０１５ 年我国出口总额高达 １４ １
万亿元， 位居世界第一。 同年，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 直接投资流

量跃居全球第二。 这表明不仅出口， 而且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已成为我国企业进入

国际市场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有关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表明， 国际

化对于提高企业绩效 （Ｄｅｌｉｏ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ｍｉｓｈ， １９９９［３］； Ｇｅｒ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４］） 和国

民福利水平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６［５］； 李磊等， ２０１６［６］ ） 等具有重要贡献， 因此， 面

对外部环境变化， 中国更应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促使经济

高质量发展。 然而， 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对企业和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 在我

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换时期， 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策略， 是政府、 企业迫切关注的

问题， 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劳动力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其工资变化对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作

用不容小觑。 Ｈ－Ｏ 理论认为， 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决定两国之间贸易方式

的基础。 那么用工成本的上升， 必然将侵蚀劳动力丰裕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进

而不利于其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并且， 企业是否对

外投资亦取决于国内外生产的相对成本和在外建厂的固定成本 （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７］。 因此， 最低工资标准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影响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

战略决策。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国际化策略影响的文献或是讨论其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 所得结论则是见仁见智， 或是讨论其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 ＯＦＤＩ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 然而，
在面临最低工资标准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企业为最大化其利润， 可能从出口

转向 ＯＦＤＩ， 抑或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甚至可能放弃国际化经营。 因此， 在研究最低

工资标准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时， 应建立一个能够对企业在出口、 ＯＦＤＩ
等多种组合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 并据此进行经验验证。

相比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 在研究主题方面， 区别

于以往文献对出口和 ＯＦＤＩ 单一模式的研究， 本文将出口和 ＯＦＤＩ 纳入同一分析框

架， 考察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影响。 因而该研究

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在经济下行阶段如何制定最优的国际化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 其二， 在研究方法方面， 采用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不仅可以

观察企业对多种国际化策略的选择， 而且减少利用单一模型考察出口和 ＯＦＤＩ 问题

产生的偏差， 所得结论更为全面可靠。

一、 文献综述

本文建立在一系列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效应的研究基础上， 其中与本文关联最为

紧密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在劳动力市场 （就业、 工资） 方面、 企业国际化经

营 （出口、 ＯＦＤＩ） 方面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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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低工资标准关系较为直接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反应。 在最低工资标准与用工

成本 （劳动力工资） 的相关领域中， Ｂｅｌｍａｎ 和 Ｗｏｌｆｓｏｎ （１９９７） ［９］ 较早关注了最低

工资标准与工人工资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消灭低工资

岗位并提高在岗工人工资； Ｄａｖｉｄ 等 （２０１６） ［１０］ 的研究发现提升最低工资标准除了

有助于改善高生产率但工资却少量高于最低标准的工人的工资水平之外， 还会产生

微弱的溢出效应； 但 Ｈｏｈｂｅｒｇ 和 Ｌａｙ （２０１５） ［１１］ 的结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有效

保护正式工人的工资， 临时工工资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方面， 马双等

（２０１２） ［１２］、 邸俊鹏和韩清 （２０１５） ［１３］是较早就最低工资标准与工人工资之间关系

展开研究的文献， 但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 在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文献

中， Ｓｔｉｇｌｅｒ （１９４６） ［１４］发现， 在具有明显同质化特征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人为地

提高员工工资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无法出清的非均衡情况。 随后，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６） ［１５］

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Ａｂｏｗｄ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８１） ［１６］将劳动力按照技能水平进行分类， 发现高技能劳动力会得益于最低工资

标准提升， 而低技能劳动力免不了会受到就业冲击。 与之类似地， 以中国为样本的

研究同样结论各不相同 （马双等， ２０１２； 罗小兰， ２００７［１７］；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６［１８］）。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献中， 与出口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产业

间贸易和企业水平贸易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Ｂｒｅｃｈｅｒ （１９７４） ［１９］ 认为， 国家间的贸

易模式受最低工资的影响： 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劳动力丰裕型 （资本丰裕型国

家） 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减少、 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增加。 Ｆｌｕｇ 和 Ｇａｌｏｒ （１９８６） ［２０］ 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
发现最低工资将使该国贸易结构反转。 Ｓｃｈ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７８） ［２１］ 在多种产品多种要

素的拓展情形下发现， 若国外的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则本国出口受最低工资标准的

提升会增长。 最近的研究大多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探讨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出口之

间的关系， 其中， Ｇａｎ 等 （２０１６） ［２２］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

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 Ｂａｉ 等 （２０１８） ［２３］、 孙楚仁等 （２０１３ａ， ｂ） ［２４］［２５］ 进一步发现

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 赵瑞丽等 （２０１６） ［２６］考察了企业出口持

续时间在最低工资提高情况下的反映， 发现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出口的持续时间， 反

而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得到提升。 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 ［２７］进一步发现最低工

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在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ＯＦＤＩ 影响的方面，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２８］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９］的基础上最早将出口和 ＯＦＤＩ 纳入同一理论框架， 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

选择 ＯＦＤＩ， 生产率次之的企业出口， 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为国内需求生产或退

出市场。 随着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从其他视角解释企业的贸

易和投资行为。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８） 是较早着眼于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 ＯＦＤＩ 行为之间关

系的研究， 他们基于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的理论， 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 ＯＦＤＩ 增加的

３２ ３％可由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来解释。 李磊等 （２０１８） ［３０］基于自由资本模型， 发现最

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城市， 位于其中的企业将越早并且越多地进行 Ｏ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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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 目前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国际

化策略影响的研究或是考察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或是考察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
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的模型 （ＨＭＹ） 虽然为同时研究

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该模型考虑的是生产率对企业在出口和 ＯＦＤＩ 之间

选择的作用。 本文在其基础上， 尝试将最低工资标准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

架， 并从实证角度检验最低工资标准与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以

期丰富对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 并对我国企业制定合适的国际化策略具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的基本模型， 构建含有最低工资标准的理论框

架， 以此来考察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策略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冲击。
（一） 偏好

代表性消费者的 ＣＥＳ 效应函数为：

Ｕ ＝ （ ∫
ω∈Ω

ｑ （ω） αｄω）
１
α （１）

其中， ｑ（ω） 表示对产品 ω消费的数量， Ω 为商品集合， 表示可供消费的商品种

类。 α ＝ （σ － １） ／ σ ， σ ＞ １ 是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获得我国企业在国家 ｆ 的需求函数：

ｑｃｆ（ω） ＝
Ｅ ｆ

Ｐ ｆ

ｐｃｆ（ω）
Ｐ 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σ

（２）

其中， ｃ 为中国， ｆ 为外国； Ｐ ＝ ∫
ω∈Ω

［ｐ （ωｉ） １－σｄωｉ］
１

１－σ ， ｑｃｆ（ω） 、 ｐｃｆ（ω） 分别为我

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品销售量和产品价格， Ｅ ｆ 和 Ｐ ｆ 表示外国居民支出和价格指数。
（二） 厂商行为

最低工资制度确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 本文将企业支付的劳动力平均工

资表示成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函数：
ｗｈ ＝ θ１ ｗ

－
ｊ ＋ θ２ｗ ｊ （３）

将劳动力细分为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两种类型。 θ１ 和 θ２ 分别为各企业低收入

和高收入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ｗ－ ｊ 为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假设各企

业均遵守 《最低工资规定》， 则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使企业低技能劳动力获得 ｗ－ 的

工资， ｗ－ ｊ 越大， 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水平越高， 企业平均用工成本越大； ｗ ｊ 为

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在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工

资水平的同时， 对高技能劳动力也具有溢出效应 （Ｌｅｅ， １９９９） ［３１］， 所以 ｗ ｊ 也会相

应增加， 否则至少为 ｗ ｊ 。
假设各企业的生产率 （φ） 是异质的， 且 φ 在各个国家均服从泊松分布：

Ｇ（φ） ＝ １ － φ －κ， κ ＞ σ － １ （４）

５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经贸论坛



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对选择出口还是 ＯＦＤＩ 进行权衡。 若企业选择把产品从我国

出口到国家 ｆ ， 则需要支付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Ｆｅ 、 从本国出口到国外的运

输成本 τｈｆ ＞ １ 以及在本国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ｗｈ ； 若企业选择在 ｆ 国生产， 可以节

约运输成本， 但需要支付额外的购置生产厂房、 机械设备等固定成本 Ｆ ｆ 以及在东

道国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ｗ ｆ ， 同时假设 Ｆ ｆ ＞ Ｆｅ 。 另外， 本文不考虑出口平台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仅从事水平型跨国投资， 即 ｗｈτｈｆ ＞ ｗ ｆ 。

企业在国家 ｆ 销售的产品价格为：

ｐｃｆ（φ） ＝ α
α － １

１
φ

＝
Ｃｈｆ（φ）

α
（５）

则企业总收益为：
Ｒｈｆ（φ） ＝ ｑｃｆ（ω）ｐｃｆ（ω） ＝ ＡｆＣｈｆ （φ） １－σ （６）

其中， Ａｆ ＝ Ｅ ｆｐｃｆ（ω）ασ－１ ， 其含义为 ｆ 国经加成调整后的需求水平。
（三） 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

我国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在 ｆ 国销售产品面临的边际成本可以写成：

Ｃｈｆ（φ） ＝
（θ１ ｗ

－
ｊ ＋ θ２ｗ ｊ）τｈｆ ／ φ 我国企业将产品出口到 ｆ 国

ｗ ｆ ／ φ 我国企业在 ｆ 国建立子公司{ （７）

将 （７） 式带入 （６） 式， 得到我国企业所获得的收益：

Ｒｈｆ（φ） ＝
Ａｆ （θ１ ｗ

－
ｊτｈｆ ＋ θ２ｗ ｊτｈｆ） １－σφσ－１ 我国企业将产品出口到 ｆ 国

Ａｆ （ｗ ｆ） １－σφσ－１ 我国企业在 ｆ 国建立子公司{ （８）

企业将产品出口到 ｆ 国获得的利润：

πＸ
ｈｆ（φ） ＝

Ａｆ （θ１ ｗ
－
ｊ ＋ θ２ｗ ｊ） １－στｈｆ

１－σ

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

σ－１ － Ｆｅ （９）

企业在 ｆ 国建立子公司生产并在当地销售获得的利润：

πＭ
ｈｆ（φ） ＝

Ａｆ （ｗ ｆ） １－σ

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φ

σ－１ － Ｆ ｆ （１０）

根据 （９） 和 （１０） 式， 得到企业国际化时倾向于选择 ＯＦＤＩ 或出口的效率阀

值的比较静态分析：

（φｏｆｄｉ＿ ｅｘ
∧ ） σ－１ ＝ σ

１
Ａｆ （ｗ ｆ） １－σ

æ

è
ç

ö

ø
÷

Ｆ ｆ － Ｆｅ

１ － （θ１ ｗ
－
ｊ ＋ θ２ｗ ｊ）τｈｆ ／ ｗ ｆ[ ] １－σ

æ

è
çç

ö

ø
÷÷ （１１）

根据一阶条件，
ｄ φ∧ｏｆｄｉ＿ ｅｘ

ｄ ｗ－ ｊ

＜ ０， 说明当我国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时，

企业选择 ＯＦＤＩ 的生产率临界值减少， 进而更倾向于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出口。
基于此， 本文得到假说 １：
假说 １：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我国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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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４） 构建的基础邻近－集中权衡假说的核

心思想为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企业选择出口还是 ＯＦＤＩ 取决于出口和海外建厂、 海外

生产之间的相对成本。 因而， 在本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

使劳动力成本上升， 带动国内生产成本增加， 进而促使企业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国内生

产后再出口。 基于此， 得到假说 ２：
假说 ２：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提升了当地企业劳动力成本， 企

业相应生产成本随之增加， 进而促使其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出口。

三、 模型构建、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企业面临仅内销、 仅出口、 仅 ＯＦＤＩ、 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四种选择， 参照 Ｍｅｙｅｒ
等 （２００９） ［３３］和蒋冠宏 （２０１７） ［３４］ 的做法， 构建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多值选择模型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ＭＬ）， 如公式 （１２） 所示：
Ｍｌｏｇｉｔ（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ｔｅｒｉｊ（ ｔ －１） ＋ α２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ｊ（ ｔ －１） 　 　 　 　 　

＋ ∑Ｎ

ｋ ＝ １
βｋ ｆｉｒｍｉｊ（ ｔ －１）

＋ ∑Ｍ

ｋ ＝ １
φｋｃｉｔｙ ｊ（ ｔ －１）

＋ ｃｒｉｓｉｓｔ ＋ λ ｊ ＋ ξｉｊｔ （１２）

其中， ｉ 、 ｊ 、 ｔ 表示企业、 城市及年份。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表示企业的选择策略， 若 ｔ 时期企

业仅在国内销售， 则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１； 若选择出口， 则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２； 若选择 ＯＦＤＩ， 则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３； 若既出口又 ＯＦＤＩ， 则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４。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ｊ（ ｔ－１） 为本文的内生变量， 采

用各地级市年最低工资标准的真实值表示。 α０ 和 λ ｊ 分别为常数项和城市固定效应。
为规避自变量与因变量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关系， 本文的自变量均滞后一期， 同时

将上一期企业的选择策略纳入模型， 以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
（二） 指标设定

１ 核心解释变量： 最低工资标准 （ｍｉｎｗａｇｅｊｔ）
本文将每年 ６ ３０ 号之前进行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归为当年， 将每年 ６ 月 ３０ 号之

后进行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归为下一年。 在实证之前， 首先将地级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加总成年份数据， 并采用该城市所在省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得到真实最低工资。

２ 企业层面的变量 （∑Ｎ

ｋ ＝ １
ｆｉｒｍｉｊｔ）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率 （ｌｎｅｆｆｉ） ， 采用劳动生产率衡量， 用

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并取对数表示。 资本密集度 （ｋｌｒａｔｉｏ） 用资本存量

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值衡量。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采用对数形式的企业年均从业

人数衡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之差的对数形式衡量； 企

业资产负债率 （ｄｅｂｔ） 利用负债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 企业所有制类型 （ ｓｏ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 若企业为国有企业， 则 ｓｏｅ 为 １， 反之为 ０； 若企业为外资企业， ｆｏｒｅｉｇｎ
为 １， 反之则为 ０。

３ 城市层面的变量 （∑Ｍ

ｋ ＝ １
ｃｉｔｙ ｊｔ）

主要选取以下几个城市特征变量： 城市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ｇｄｐ） 、 城市从业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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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赡养人数 （ｅｍｐｏｐ） 、 城市平均工资水平 （ａｖｗａｇｅ） 、 城市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及

城市失业率 （ｅｍｐｒａｔｅ） 。 首先， 采用上述滞后一期城市特征变量与最低工资进行

ＯＬＳ 回归， 发现城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受 ｐｅｒｇｄｐ 、 ｅｍｐｏｐ 、 ａｖｗａｇｅ 、 ｃｐｉ 的显著影

响。 因此， 实证模型加入这四个变量， 以尽量确保最低工资调整的外生性。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以及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

数据。 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的样本匹配混乱、 指标缺失等问题， 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５］的方法处理， 并参照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３６］的做法， 将对外

直接投资名录与中国企业数据库按照企业名称匹配。 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指标通过手

动整理政府官网， 辅以各类官方政策、 统计文件以及媒体报道等多种渠道披露的数

据得到。 最终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的合并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１ 第 （１）、 （２） 列结果证实， 以企业内销为基准情况，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

利于企业出口， 但对企业 ＯＦＤＩ 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为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差异化影响， 将 ＯＦＤＩ 企业细分成仅 ＯＦＤＩ 的企业和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企业，
结果见第 （３） － （５） 列。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对企

业 ＯＦＤＩ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相较于出口，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促使企业更倾向

于选择 ＯＦＤＩ 而非出口， 验证了假说 １ 的合理性。 这是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提

升了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 国内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进而迫

使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或倒闭。 或者企业选择减少在国内生产， 将生产转移至

生产要素较为廉价的国家 （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我国制造业

企业同时选择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影响并不显著， 主要是因为在本文的实证样本中， 同时

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企业数量较少， 且 ７８％的既出口又 ＯＦＤＩ 的企业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

型行业，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不敏感。 再加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和 ＯＦＤＩ 具
有相反的作用， 正负效应抵消也是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影响不显著

的一种解释。

表 １　 基准检验

变量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 ７６３６∗∗∗ １ ２２１０∗∗ －０ ７６７５∗∗∗ １ ４２４６∗∗ －０ ２６５９
（０ ２２８３） （０ ５３０４） （０ ２２８２） （０ ５７３４） （１ ２４９５）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最大似然估计值 －９１ １１５ ２２ －９１ １１５ ２２ －９１ ２５８ ５４６ －９１ ２５８ ５４６ －９１ ２５８ ５４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４０３０ ０ ４０３０ ０ ４０３１ ０ ４０３１ ０ ４０３１
样本量 １ １８２ ８８９ １ １８２ ８８９ １ １８３ ０５８ １ １８３ ０５８ １ １８３ ０５８

注：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 １％、 ５％、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除
非特殊标注， 所有观测样本在城市—年份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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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分析

虽然最低工资标准和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完全匹配反映了最低工资相对外生的特

点， 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参考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 因而可

能存在内生性。 为此， 本文进一步借鉴 Ｄｒａｃａ 等 （２０１１） ［３７］的方法， 以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

为基础， 采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描绘 《规定》 实施之后我国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 图 １ 显示：

①样本中每个统计年份都存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企业。 ②２００４
年之后， 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最低标准的企业数量逐年降低。 图 ２ 显示， 实线的位

置高于虚线， 且越来越趋近， 说明 《规定》 的实施促使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得到大幅

度提高， 且低工资企业所受影响更大， 该结论为采用 ＤＩＤ 进行估计奠定了基础。

图 １　 企业的平均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比值分布图

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Ｍｌｏｇｉｔ（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ｔｅｒｉｊ（ ｔ －１） ＋ α２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０４ｔ ＋ α３ ｔｒｅａｔｉ ＋ α４ｐｏｓｔ０４ｔ
　 　 　 ＋ ∑Ｎ

ｋ ＝ １
βｋ ｆｉｒｍｉｊ（ ｔ －１）

＋ ∑Ｍ

ｋ ＝ １
φｋｃｉｔｙ ｊ（ ｔ －１）

＋ ｃｒｉｓｉｓｔ ＋ υｐ ＋ ξｉｊｔ （１３）

参照 Ｄｒａｃａ 等 （２０１１） 的做法， 若 ２００４ 年之前某企业年平均工资水平低于

《规定》 实施后其所在地政府规定的年最低工资标准， 则将该企业定义为处理组企

业 （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否则为对照组企业 （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ｐｏｓｔ０４ｔ 用于识别最低工资政策冲击

时间， ２００４ 年及以后各年份赋值为 １， 以前各年份赋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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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前 ３ 列为 ＤＩＤ 估计的实证结果， 在第 （１） 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４ 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６４， 未能通过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 在第 （２）、 （３） 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４ 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该系数在 ＯＦＤＩ 检验中更大。 表明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制

造业企业出口具有抑制作用， 而对选择 ＯＦＤＩ 具有促进作用， 核心结论与基准检验

结果一致。

图 ２ 政策前后不同百分数上企业平均工资对数的变动额

２ 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 分析

表 ２ 第 （４） — （６） 列报告了基于匹配样本的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第 （４）
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１４８４， 且通过了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 第

（５） 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本质变

化， 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不受潜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

表 ２　 内生性问题处理

变量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４
－０ ００６４ １３ ２６２９∗∗∗ １２ ３１２４∗∗∗ －０ １４８４∗ １３ １２３５∗∗∗ －１ ０１５４

（０ ０７２４） （０ ５４１１） （０ ７８６３） （０ ０８０２） （１ ０６７７） （０ ８９４３）

ｐｏｓｔ０４
０ ２２５８∗∗ ２ ６１７３∗∗∗ １ ２８７５∗∗ ０ ４４４９∗∗∗ ２ ６４２８∗∗ １４ ７３１０∗∗∗

（０ ０９６４） （０ ５３６０） （０ ６３５１） （０ ０８７０） （１ ０４６６） （０ ７２５４）

ｔｒｅａｔ
－０ ３１８０∗∗∗ －１３ ４０３９∗∗∗ －１２ ８７９９∗∗∗ －０ ３０６１∗∗∗ －１３ ３３０９∗∗∗ ０ １２６１

（０ ０５７３） （０ ５００３） （０ ５０３９） （０ ０６３６） （１ ０２６４） （０ ３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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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变换参照基准

将出口作为参照系进行检验，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更有利于企业选择在国内

销售而非出口； 同样的， 最低工资标准对 ＯＦＤＩ 的影响亦显著为正， 且系数远远大

于最低工资标准在内销检验中的估计系数， 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更有利于企业选

择 ＯＦＤＩ 而非内销。 在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检验中， 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改变基准组 改变样本

以出口为基准组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

ＮＸ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 ７６６８∗∗∗ ２ １９１７∗∗∗ 　 ０ ５０１４ －０ ７８６３∗∗∗ １ １１４０∗ －０ ３３８９

（０ ２２８１） （０ ６２１０） （１ ２６６４） （０ ２８５６） （０ ５９８７） （１ ３２６２）

替换指标

首次 ＯＦＤＩ 首次出口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 ７６７０∗∗∗ １ ５２１５∗∗∗ －０ １５９６ －１ ３３９９∗∗∗ １ ７４９８∗∗∗ －５ ９１４９∗∗∗

（０ ２２８３） （０ ５７４９） （１ ２４５４） （０ ３０３５） （０ ５４６９） （１ ７６９８）

４ 改变实证样本

为排除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这一事件对结论的干扰， 本文重新对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３。 在出口检验中， 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 在 ＯＦＤＩ 检验中， 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在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的检验中， 最低工资标准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再次验证了基准检验结果的稳

健性。
５ 替换核心变量的检验

以企业是否首次进行 ＯＦＤＩ 作为企业是否进行 ＯＦＤＩ 的替代指标， 以是否首次

出口作为是否出口的替代变量， 对模型 （１２） 重新进行回归， 发现其核心结论亦

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三） 异质性讨论

最低工资标准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借鉴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７６） ［３８］的思

路， 将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Ｍｌｏｇｉｔ（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θ０ ＋ θ１ ｉｎｔｅｒｉｊ（ ｔ －１） ＋ θ２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ｊ（ ｔ －１） × Ｈ ＋ θ３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ｊ（ ｔ －１） × Ｈ
— ＋

　 　 　 　 　 　 　 　 Ｈ ＋ ∑Ｎ

ｋ ＝ １
βｋ ｆｉｒｍｉｊ（ ｔ －１）

＋ ∑Ｍ

ｋ ＝ １
φｋｃｉｔｙ ｊ（ ｔ －１）

＋ ｃｒｉｓｉｓｔ ＋ λ ｊ ＋ ξｉｊｔ
（１４）

其中， Ｈ 和 Ｈ
—

表示异质性样本虚拟变量， 主要包括是否被最低工资标准覆盖的

样本、 高低企业初始生产率水平的样本、 劳动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样本以及技能与

非技能密集型行业样本。 若 Ｈ ＝ １， 则 Ｈ
— ＝ ０； 若 Ｈ ＝ ０， 则 Ｈ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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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于被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企业的检验

若企业支付给其员工的工资有较大比例位于最低工资标准之下， 则此类企业的

国际化策略选择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可能更加敏感。 鉴于此，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

被最低工资标准覆盖和未覆盖两个类型， 表 ４ 第 （１） — （３） 显示， 最低工资标

准提升更加倾向于抑制低平均工资企业的出口， 促使低平均工资企业选择 ＯＦＤＩ。
２ 基于企业初始效率水平的检验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 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率进行国际化方式的 “自我选择”，
为此本文将按照企业初始效率水平将样本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 （ｅｆｆｉ） 和低生产率企

业 （ｅｆｆｉ） 。 表 ４ 后三列结果表明，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加显著地促进了高初始生产

率企业 ＯＦＤＩ， 抑制了低初始生产率企业出口。 即高初始生产率水平更能强化最低

工资标准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促进作用、 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出口的负面冲击。

表 ４　 是否被最低工资覆盖及企业初始效率水平

变量

基于是否被最低工资覆盖的检验 基于企业初始效率水平的检验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ＭＷ
－０ ８６７６∗∗∗ ２ ７５９０∗∗∗ －０ ０３３２

（０ ２５４４） （０ ９４６３） （１ ９３１９）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ＭＷ
－０ ７６２２∗∗∗ １ ２３９４∗∗ －０ ２７６４

（０ ２２７６） （０ ５６７１） （１ ２４５４）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ｅｆｆｉ
－０ ７６１７∗∗∗ １ ５０１４∗∗ １ ９４５６

（０ ２２９５） （０ ６９７６） （１ ５４０２）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ｅｆｆｉ
－０ ８０５３∗∗∗ １ ４０７９∗∗ －０ ４３１２

（０ ２３２６） （０ ５７３２） （１ ２５５６）

３ 基于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检验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直接作用于企业用工成本， 所以有理由推断在劳动力分布更

为密集的行业， 企业对政策的颁布更为敏感。 参照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３９］ 的做法， 将全部

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 表 ５ 结果表明， 在出口检验中， 两交

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但其系数大小无明显差异； 在 ＯＦＤＩ 检验中， 两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 且前者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大于后者， 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使得劳动

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 ＯＦＤＩ。
４ 基于技能密集程度的检验

技能水平的高低通常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那么 《规定》
的实施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是否会产生异质性影响？ 为此， 参照 Ｂａｉ 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将样本按照技能密集度加以划分， 发现尽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

利于两种不同技能密集度水平的企业出口， 有利于进行 ＯＦＤＩ， 但显而易见的是，
非技能密集型行业企业 ＯＦＤＩ 受政策影响的反应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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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基于不同行业类型

变量

基于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检验 基于技能密集程度的检验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ａｂｏｒ
－０ ７３７３∗∗∗ １ ６６８２∗∗∗ －０ ４６１８
（０ ２３４４） （０ ５８０４） （１ ３０６７）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ａｂｏｒ
－０ ７８３３∗∗∗ １ ３０２１∗∗ －０ ２１０９
（０ ２２９５） （０ ６０５７） （１ ２９５４）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ｓ－
－０ ６０５７∗∗ １ ５９８４∗∗∗ ０ ４１３６
（０ ２５９３） （０ ６１６８） （１ ４９７６）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ｓ
－０ ７７７７∗∗∗ １ ３６３３∗∗∗ －０ ３３５３
（０ ２２６４） （０ ５８９５） （１ ２６０５）

五、 渠道检验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企业 ＯＦＤＩ 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

（Ｏ）、 内部化优势 （Ｉ） 和区位优势 （Ｌ） 共同决定， 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不变的情况下， 要素成本变化会导致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发生变化， 进

而促使企业 ＯＦＤＩ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因此， 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化是影响企业国际

化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保障低工资劳动

力的基本权益， 但于企业而言， 《规定》 实施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用工成本提高， 利

润空间被压缩， 进而迫使效率低下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或倒闭， 出口概率和出口金

额下降 （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或者企业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将生产向劳动力成本

较低的地区转移 （王碧珺等， ２０１８） ［４０］。 因此， 劳动力成本效应是最低工资标准提

升影响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路径。
表 ６ 第 （１） － （３） 列报告了成本效应的作用效果。 观察实证结果可以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用工成本交互项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系数在 ＯＦＤＩ 检验中显著

为正， 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通过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 促使

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在出口、 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检验中的估计

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 证实了假说 ２ 的合理性。 为解释该现象， 本文进一步对最低

工资标准、 成本效应与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关系进行异质性分析。
２００４ 年颁布的 《最低工资规定》 目的在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然而

有研究指出， 最低工资水平提升波及的绝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 对高收入人群也具

有一定的作用。 Ｌｅｅ （１９９９） 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在提升低收入人群工资的同时，
高收入员工出于攀比心理会要求增加工资， 企业会接受其要求以避免他们降低工作

努力程度或辞职。 为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的成本效应是否会波及高收入劳动

者，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Ｍ） 和高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Ｍ
－
） 两组样本， 见第 （４） － （６） 列。 其中， 在出口检验中，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和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 但仅前者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上的

检验， 说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成本效应在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表现更为突出， 主

要是由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更大幅度提升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使低工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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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绝对用工成本上升幅度更大， 进而显著抑制该部分企业出口。 在

ＯＦＤＩ 检验中，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和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 且前者系数略大， 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成本效应对企业 ＯＦＤＩ 具有促进作用，
该作用强度在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更明显。

综上，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引致的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具有负面冲击，
对企业 ＯＦＤＩ 具有促进作用， 且更有利于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国外转移。

表 ６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 影响渠道检验

变量

影响渠道检验 异质性讨论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ＥＸＰ ＯＦＤＩ ＥＸＰ＆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 ７６５１∗∗∗ １ ３４１５∗∗∗ －０ ２５６９ －０ ７４１８６∗∗∗ １ ３１０１∗∗ －０ ２３８７
（０ ２２８５） （０ ５７２５） （１ ２４７６） （０ ２２７７） （０ ５７０７） （１ ２４８４）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１３９）

ｌｕｃｌ ０ ００１７ －０ ３０７７∗∗∗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４７ －０ ３１４２∗∗∗ －５ ２０５２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５７１） （０ １１７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５７７） （４ ８５９８）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１２６）

ｌ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 ｌｕｃｌ × Ｍ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９９）

六、 结　 论

本文构建用于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国际化策略影响的理论模型， 并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全国 ２８３ 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

资名录的匹配数据， 结合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以 ２００４ 年 《最低工资规定》 政策

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

策略。 实证结果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促使我国制造业企业优先选择 ＯＦＤＩ，
其次是同时出口和 ＯＦＤＩ， 最次是仅出口。 在进行内生性问题解决和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异质性讨论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更能促使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
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优先选择 ＯＦＤＩ； 且高初始生产率水平能够加强

最低工资标准对 ＯＦＤＩ 的正向影响、 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出口的负面冲击。 此外，
制造业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是最低工资标准促使企业优先选择 ＯＦＤＩ 的重要渠道， 且

该效应在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尤为明显。
《最低工资规定》 无疑增加了工人的收入， 劳动者福利水平亦望随之提高； 但

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条件， 进而影响了企业国际化策略的进程选择，
且在转型的背景下， 《规定》 实施的影响对于劳动者和企业而言都是深远的。 本文

的研究深化了最低工资与企业国际化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 其结论或许可在以下几

个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其一， 在当前新冠疫情和国际国内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 考

虑到出口和 ＯＦＤＩ 在就业方面的不同拉动效应， 政府应通过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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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缓解出口减少和生产过程向境外转移对国内就业的负面冲

击； 其二， 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 当地政府应给予企业一定的出口补贴或加大出

口退税力度， 减少最低工资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 其三， 鼓励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 提升企业的技术和技能水平， 促使企业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

新优势， 进而提升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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