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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新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评估其在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地级市层面的面

板数据，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对所在地制造业就业的影

响。 结果发现， 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地的制造业就业规模， 但该效应

大小受到综保区地理位置和主导产业等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综合保税区

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当地出口与吸引 ＦＤＩ流入这两个渠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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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出口规模不断提升， 出口产品逐渐

扩展至全球市场。 为了顺应对外贸易的发展， 我国开始批准设立出口加工区、 保税

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各类特殊监管区通过政策优惠， 在促进对外贸易和发展出

口导向型经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各地不断设立新的特殊监管区， 逐渐浮

现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 不同类型的特殊监管区功能和政策上有所重合， 而同类

型特殊监管区的政策和功能也并不统一， 不利于发挥协同作用； 第二， 从 １９９０ 年

起， 我国在上海、 深圳等地先后都设立了保税区， 这些保税区通过远超当时其他地

区的政策开放程度推动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随着我国于 ２００１ 年底加入

ＷＴＯ， 这些保税区在进口中间品关税等方面的优惠不再明显。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

问题， 让特殊监管区更好地发挥其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 从 ２００６ 年起国务院开始

在原有特殊监管区中进行整合， 形成功能和政策相对统一的综合保区 （以下简称

“综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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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综保区在内的特殊监管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出口

的影响上， 而对设立综保区推动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动的研究尚不充分。 稳就业不

仅仅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而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但是近年来随着

逆全球化趋势的兴起， 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

击， 这些都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研究综保区的设立对地区就

业规模变动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 以及各地区设立综保区的时间， 采用双重

差分法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综保区的设立与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之间的关系及背

后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本文探究了综保区的设立影

响地区制造业雇佣规模变动的两种机制， 即促进地区出口和增加对 ＦＤＩ 的吸引程

度， 为如何通过设立综保区稳就业保民生提供了政策参考； 其次， 通过平行趋势检

验、 安慰剂检验和预期效应等方法保证了本文采用的识别方法是有效的， 并借此证

明了综保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 通过异质

性分析， 探究综保区设立对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受哪些因素的影

响，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可能的改进方法。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现有研究中关于经济功能区， 尤其是综保区设立对就业影响的文献较少， 更多

的是关注经济功能区对出口和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 与本文的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

有以下两类。 第一， 是关于设立经济功能区是否能促进所在地经济发展和对外贸

易。 现有的研究发现经济功能区的设立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Ａｌｄ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１］利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 经济特区成立后

会通过物质资本积累促进当地 ＧＤＰ 平均增加 １２％， 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不具备长期效应。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２］的研究也表明经济特区的设立会通过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李贲和吴利华 （２０１８） ［３］， 以及 Ｌｕ等 （２０１９） ［４］的研

究则发现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设立会通过 “集聚效应” 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投资、
就业和产出， 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而 Ｋａｈｎ 等 （２０２１） ［５］的研究则表明在过去

的三十多年里， 工业园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制造业就业的增长

和对外资的吸引， 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到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还有部分研究讨论了经济功能区的设立对企业出口的

影响， Ｓｃｈｍｉｎｋｅ 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ｅ （２０１３） ［６］的研究表明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的企业能够实现更高的出口额和更多的出口目的地。 胡浩然 （２０１８） ［７］针对中国出

口加工区企业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８］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对当

地出口的影响作用时， 发现只有当出口加工区的主导行业符合该地比较优势时才会

存在。 李力行和申广军 （２０１５） ［９］在考察经济开发区对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绩效的

研究中也论证了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这说明在制定出口鼓励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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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优势。 可以看出， 虽然已有文献讨论了经济功能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 但较为缺乏对综保区这类新型经济功能区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研究。
第二， 本文还与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的文献相关。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０） ［１０］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出口对就业的影响大小， 结论发现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出口增长可以解释至多 １ ／ ３ 的就业增长，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商品出口

的增长则能解释全部的工作岗位增长。 胡昭玲和刘旭 （２００７） ［１１］分析了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的中国 ３２ 个工业部门的数据， 也证明出口能够显著推动就业， 出口量与

ＧＤＰ 之比每上升 １％， 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长 ０ １９％。 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１２］利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行业层面的数据， 也发现出口规模扩张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驱动因素。
然而， 并非所有研究都认为对外贸易的开放和发展提升能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 相

反国际贸易量的增长还有可能减少就业机会。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等 （１９９９） ［１３］通过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１年的制造业数据分析了对外贸易对英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发现随着贸易量

的增加， 制造业的就业水平下降， 可能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会导致企业间竞争加

剧， 进而使劳动生产率升高导致的。
已有文献并未直接研究综保区的设立对就业的促进效应。 但从上述文献中大致

可以梳理出综保区这类特殊监管区对于当地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机制。 首先， 设

立综保区会促进当地出口贸易的发展， 出口增长则会进一步带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

生产规模的扩大， 从而促进就业规模增长。 其次， 综保区的设立降低了制造业企业

的生产成本， 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并产生行业的 “聚集效应”， 扩大当地企业

的产量和雇佣规模。 虽然已有文献提供了这两种可能的影响途径， 但是由于此前的

文献更多关注的是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和开发区等较早形成的经济功能区， 对于综

保区的研究甚少， 而综保区的特征又与其他经济功能区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针对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探究了综保区的设立是否能带动制造业从业人数的增

长， 从而为合理评估综保区等特殊监管区的经济效应提供科学依据。

二、 研究背景、 识别策略和数据来源

（一） 政策背景及相关政策演变

我国建立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关税、 增值税

和水电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企业进入， 开展加工贸易， 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随着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进口产品关税迅速下降， 导致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等

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国外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贸易的优势受

到削弱。 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进入我国的跨国企业需要在全

球布局其生产和销售网络， 因此急需一个兼具保税加工、 国际采购、 国际中转以及

货物能自由、 高效流通的区域。 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等作为改革开

放初期设立的特殊监管区域在功能上并不完善且比较单一， 或者主要作为保税仓

库， 或者主要从事加工贸易， 又或者只具有国际物流和检测维修功能， 不能满足区

内企业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了有效整合地区资源， 保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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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综保区的试点工作， 并于 ２００６ 年在苏州建立了第一个综保区， 即苏州工业园

综合保税区。 综保区是集齐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等功能于一身的新

型特殊监管区域， 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优惠政策最多和功能最全的特殊监管区

域。 在综保区内， 企业享有包括进口品入区即保税， 出口品入区即退税， 区内企业

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以及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口货物， 不实行配

额、 许可证管理制度等优惠政策。 与出口加工区等其他特殊监管区域相比， 综保区

内企业可以开展更多的业务， 包括国际转口贸易、 采购、 分销， 及研发、 加工、 检

测和售后服务维修等。 这些新的功能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 有效地降低了区内企

业的生产成本， 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促进特殊监管区域的科学发展， 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指导政策。 其

中， 在 ２０１５年 ８月出台了 《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 的通知， 明确

提出要逐步优化和整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即逐步将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整合成综保区， 并且将新设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一命名为综保区。 引

导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向研发、 维修和再制造等产业链高端发展， 引领国

内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２０１９年 １ 月国务院再次印发了 《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求综保区内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 两种资源， 进一步推动综合保税区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综保区已经逐渐遍及全国。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 《中国开发区

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 》， 详细记载了 ２００６ 年以来国家设立综保区的基本情况。
截至到 ２０１８ 年 １月， 我国已陆续在 ４４个地级市和全部直辖市设立了 ７８个综保区。
其中设立综保区最多的省份是江苏， 共有 １９个综保区。 从地域上看， 有 ４０个综保

区设立在沿海省份， 而有 ３８个综保区设立在内陆省份， 这说明综保区的分布并没

有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 这种分时间， 分地点的政策冲击有助于我们采用双重差分

法排除其他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对研究对象变化的干扰， 更好地评估此类特殊监管区

设立对当地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各地综保区的批设时间并不相同， 也并非所有城市都有综保区。 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１４］的方法，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来识别综保区的设立对所在城

市制造业雇佣规模的影响。 本文选取那些直到 ｔ 年都还没有设立综保区的城市作为

控制组， 而在 ｔ 年已经设立了综保区的城市作为处理组， 通过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

之间的差异来衡量综保区的设立对所在城市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 本文的基准回

归公式如下所示：
Ｎｉｔ ＝ β０ ＋ β１ Ｄｉｔ ＋ Ｘ ｉｔ γ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Ｎｉｔ是被解释变量， 表示第 ｔ 年城市 ｉ 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 Ｄｉｔ表示城

市 ｉ 在 ｔ 年是否成立综保区的虚拟变量， 在城市 ｉ 成立综保区之前取值都为 ０， 成立

综保区之后取值都为 １。 Ｄｉｔ的系数β１是本文最关注的变量， 它刻画了综保区的设立

对所在城市制造业雇佣人数的影响； Ｘ 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 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ｌｎＧＤＰ ｉｔ）、 城市规模 （Ｓｃａｌｅｉｔ）、 地区是否成立国家级开发区的虚拟变量 （ｄｚｄ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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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ｉｔ） 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ｌｎｋｉｔ） 等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因素。 λ ｉ 表示城市固定效

应， 能够排除不同地级市之间的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λ ｔ 表示

时间固定效应， 能够控制因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差异； εｉｔ表示误差项， 标准误聚类在

城市层面。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对控制变量的选取给予非常仔细的考虑。 劳动力的需求主要

依赖于经济增长， 当某地经济快速发展时， 所在地企业由于生产规模扩张也会增加

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不仅会提高对本地劳动力的雇佣水平， 还会增加对相邻地区劳

动力的吸引。 因此， 为了控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 本文使用地区生

产总值的对数 ｌｎＧＤＰ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综保区所在地的城市规模越大， 企

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越充裕， 使得企业雇佣劳动的成本下降， 有助于企业使用更多

的劳动作为投入要素。 此外， 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有利于发挥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

应， 带动关联行业的就业增长 （袁志刚和高虹， ２０１５） ［１４］。 因此， 本文使用地级市

年末户籍人口对数 Ｓｃａｌｅｉｔ 控制城市规模变化对就业人数的影响。 袁其刚等

（２０１５） ［１５］、 李贲和吴利华 （２０１８） 的研究表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开发区的设立会显著影响所在地的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变动， 很可能会影响

当地的劳动力雇佣水平。 因此， 为了控制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对地区劳动力雇佣规模

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地级市成立国家级开发区的虚拟变量 ｄｚｄｕｍｍｙｉｔ， 该变量在城

市 ｉ 在成立国家级开发区之前取 ０， 之后取 １。 考虑到要素投入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和替代效应， 当资本深化时， 企业会增加或者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因此， 本文

采用城市 ｉ 在第 ｔ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衡量资本投入以控制固定资产对就业的影

响。 劳动力成本也是影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重要因素。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一国将

大量生产并出口其丰裕要素密集型的产品， 当城市 ｉ 的劳动要素成本低时， 企业会

倾向于雇佣更多劳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企业会倾向于

使用资本代替劳动， 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本文采用地区人均工资对数衡量劳动力

的价格， 控制其对制造业劳动使用的影响。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主要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该数据包含了

多个维度的城市层面的指标。 作为政策冲击的综保区设立时间取自 《中国开发区

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版） 》①， 该公告目录详细记录了我国各类经济开发区， 以及

包含综保区在内的特殊监管区域的名称、 成立时间、 占地面积和主导行业等指标。
在回归样本的构建上， 考虑到综保区通常是以地级市名称来命名， 因此本文通

过地级市名称将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与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 ２０１８
版） 》 进行匹配， 构建城市层面的回归样本。 由于我国的综保区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设

立， 为了保证倍差法的有效性， 必须保证冲击前后都存在观测值。 此外， 我国于

２００１年底加入了 ＷＴＯ， 之后我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以及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都大幅度下降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７） ［１６］， 这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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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也带动了国内就业规模的快速增加。 因此， 为了避免加入 ＷＴＯ 这一重大

事件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保证倍差法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的地级市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但是在这 １７ 年间， 部分地级市行政区划发生过变化， 即新增

或取消了一部分地级市， 还有部分城市改变了名称， 因此笔者通过对样本期城市名

的重新整理和统一， 最终选择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 ２９７个地级市的 ４８６９ 个观测值进行

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价格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 ＧＤＰ 平减指数对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平减， 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 采用消

费者价格指数对人均工资进行平减。 表 １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１　 主要变量解释和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制造业从业人数 （万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３ ９２ 　 ２３ ５６ 　 ０ ０６ 　 ２５８ ８０ ４ ８６９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 ０３９ ５６ １ ５５３ ２８ ２４ ０３ １８ ５８９ ３７ ４ ８６７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４３３ ３１ ３０６ ６４ １５ ９７ ３ ４０４ ４ ８６４
是否成立国家级开发区

虚拟变量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版） ０ ４２１ ０ ４９４ ０ １ ４ ８６９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５４４ ９９ ７８５ ４９ ６ ４９ １４ ６５６ ８７ ４ ７４４
人均工资 （万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 ６４ １ ３５ ０ ００１ ２３ ６６ ４ ８６９

地区出口总额 （亿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０ ５２ １ ９９ ０ ３０ ５７ ４ ８６９
外资和港澳台资生产总

（亿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４８５ ９７ １５６３ ４４ ０ １９ ２３０ ３６ ４ １８２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亿美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４ ９０ １２ ７４ ０ ２３３ ５２ ４ ８６９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２２ ８１ ４６１ ７７ ０ １４ ８３４ ４ ５９１

三、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进行了基准回归， 考察综保区的设立对所在地制造业雇佣规模的影

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２中所示。 列 （１） 只控制了省份—年交互固定效应， 可以发现

所在城市是否设立综保区虚拟变量 Ｄ 的系数显著为正， 初步表明了综保区的设立

与所在地制造业雇佣规模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第 （２） 列控制了更为严格的城

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第 （３） 列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各类控制变量， 在这种

情况下虚拟变量 Ｄ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此外， 本文还通过控制了省份—年固定

效应来避免省级层面随时间变动的其他因素对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变动的影响， 结

果如第 （４） 列所示， 研究结论依然很稳健。 上述回归结果充分说明综保区的设立

对于制造业的就业有推动效应。
表 ２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基本符合预期。 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

模的系数为正， 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 以及城市规模增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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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增多， 都有助于地区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增加。 当地是否有国家级开

发区虚拟变量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开发区对当地制造业就业

的影响取决于其主导行业。 如果经济开发区的主导行业为资本密集型或者与当地的

比较优势不符， 那么开发区的设立很可能并不会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 地区固定投

资总额对数的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效应

大于互补效应， 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显著促进当地制造业就业的增长； 人均工

资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劳动力成本越高， 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

低， 企业更可能用资本代替劳动， 这与马双等 （２０１２） ［１７］的研究相一致。

表 ２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
２１ ２３９∗∗∗ ４ ２０４∗∗ ３ ９１８∗∗ ２ ６３２∗
（４ ３０６） （１ ８３６） （１ ６９５） （１ ４４４）

ｌｎＧＤＰ
１ ２０１ １ ６７８
（１ ３２４） （１ ５５１）

ｓｃａｌｅ
１３ ０５４∗ １０ ２７７
（６ ６９１） （７ ４５０）

ｄｚｄｕｍｍｙ
－０ １３８ －０ ５７３
（０ ８４８） （０ ８９８）

ｌｎｋ
－０ ２２６ ０ ２６１
（０ ４０５） （０ ４１５）

ｌｎｗａｇｅ
－４ ３６４∗ －４ １２２∗

（２ ３１８） （２ ３７８）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常数
１０ ８１１∗∗∗ １３ ０４９∗∗∗ －３４ ９４３ －３６ ３９３
（０ ６６７） （０ １３２） （４３ ６４２） （５２ １２２）

观测值数目 ４ ７９０ ４ ８６６ ４ ７３４ ４ ６６１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８７ ０ ８７５ ０ ８８０ ０ ８７４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二） 倍差法的有效性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在政策实施前， 不论未来是否实施该政策， 处理组

和控制组城市的劳动雇佣规模都有相同的趋势， 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被解释变量的

变化是由外生政策带来的， 而非城市本身的差异或者其他政策因素引起的。 例

如， 在实际中可能存在沿海城市交通便利更适合发展加工贸易， 这使劳动力向当

地制造业聚集， 并进一步导致沿海城市更有动力申请和获批设立综保区， 这种机

制被称为 “挑选赢家”。 如果存在 “挑选赢家” 的现象， 将导致双重差分法的估

计结果出现偏误。 因此， 我们需要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在综保区设立之前制

造业雇佣规模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 本文将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对这一假设进行

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综保区设立之前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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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人数是否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 回归公式如下所示：

Ｎｉｔ ＝ β０ ＋∑ ４

ｊ ＝ ２
β ｊＰｒｅｉ， ｔ －ｊ ＋ β４ Ｄｉｔ ＋ Ｘ ｉｔ γ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Ｐｒｅｉ，ｔ－ｊ （ ｊ＝ ２， ３， ４） 表示城市 ｉ 设立综保区之前第 ｊ 年的虚拟变量， 例

如某年是城市 ｉ 设立综保区的前两年， 则虚拟变量 Ｐｒｅｉ，ｔ－２取值为 １， 否则都取 ０， 以

此类推。 其中 Ｐｒｅｉ，ｔ－４表示地级市在设立综保区之前小于等于 ４ 年都取 １， 否则都取

０。 本文将城市设立综保区前一年作为基准组。 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 （１） 相同。
通过观察变量 Ｐｒｅｉ，ｔ－ｊ系数的显著性就能判断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是否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 如果 Ｐｒｅｉ，ｔ－ｊ的系数显著， 说明在设立综保区之前，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制造业

劳动雇佣规模就已经存在显著差异， 即还存在其他因素造成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劳

动雇佣规模的不同。 表 ３第 （１） 列是平行趋势检验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与冲击

前一年相比， 冲击前其它期的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劳动雇

佣规模在综保区设立之前并没有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而本文所关心的虚

拟变量 Ｄ 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因此， 可以认为是综保区的设立显著地促进了所

在城市制造业企业雇佣规模的增加， 而非其他因素导致的。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不是其他外生冲击导致综保区所在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增加， 本

文首先将各地设立综保区之后的样本区间剔除。 然后， 在没有设立综保区的这段时

间里， 将那些存在综保区的城市的综保区设立时间提前 ２－３ 期， 构造出 “伪综保

区设立冲击” 虚拟变量 ｐｒｅ＿２和 ｐｒｅ＿３取代基准回归里的虚拟变量 Ｄ 进行回归。 ｐｒｅ
＿２和 ｐｒｅ＿３的定义与虚拟变量 Ｄ 相同， 表示观测值在冲击前为 ０， 冲击后为 １。 如

果 “伪综保区设立冲击” 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 这说明不可观测的因素才是

导致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制造业雇佣规模变动的原因 （因为本文已经将设立综保

区之后的样本剔除）。 反之则说明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之间制造业雇佣规模的差

异不是由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
回归结果如表 ３的第 （２） — （３） 列所示， 滞后 ２－３期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不显

著， 在添加了控制变量之后， 结论依然成立。 这就进一步验证了处理组城市制造业雇

佣规模的变动确实是由综保区的设立导致的， 而不是由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造成的。
３ 预期效应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必须满足政策冲击是外生的假设条件。 如果政策不是外生的，
那么企业在政策冲击之前就可能形成预期， 提前做出应对措施， 这将会产生内生性

问题， 不仅导致平行趋势假设不成立， 而且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为了排除综保

区所在地制造业企业可能产生的预期效应， 必须对综保区设立的外生性进行检验。
为此， 本文在基准回归式 （１） 中， 加入冲击前滞后一期的虚拟变量 Ｐｒｅ＿１， 该变

量表示城市 ｉ 在综保区设立前一年为 １， 否则都为 ０。 此时我们将综保区成立前小

于等于两年的样本作为基准组。 如果虚拟变量 Ｐｒｅ＿１的系数不显著， 则说明综保区

成立前一期制造业的雇佣规模与成立前小于等于两期的情况下并没有显著差异， 因

此所在地企业没有形成预期， 从而保证了政策冲击的外生性。 实证结果如表 ３ 第

（４） 列所示， 滞后一期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因此我们能保证综保区所在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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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不存在预期效应。

表 ３　 ＤＩＤ有效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平行趋势检验 提前两期的伪冲击 提前三期的伪冲击 预期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Ｄ
３ ２７４∗ ４ ０１７∗∗

（１ ６７９） （１ ７３３）

Ｐｒｅ＿１
０ ７５２
（０ ９６２）

Ｐｒｅ＿２
－０ ３９６ １ ３６０
（０ ４４６） （０ ９３３）

Ｐｒｅ＿３
－０ ３８２ １ ４５５
（０ ７４０） （０ ９１７）

Ｐｒｅ＿４
－０ ８７７
（１ １９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３２ ８５９ －２ ９７２ －２ ００７ －３４ ４０９

（４３ ６４０） （３８ ７２７） （３８ ４９５） （４３ ５９８）
观测值数目 ４ ７３４ ４ ４２５ ４ ４２５ ４ ７３４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８０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０ ０ ８８０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稳健性， 本文通过剔除特殊样本和替换

被解释变量两种方法来进行检验。
首先， 由于大型城市在经济规模、 就业机会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远超一般城市，

劳动者在择业时， 也会更倾向于到大型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

这些城市的劳动雇佣规模更大。 可见， 将大型城市纳入模型可能会对双重差分法的

平行趋势假设有不利影响， 因此本文尝试将北京、 广州、 深圳和上海这四个大型城

市从样本中删除， 再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１） 列所示， 可以看出删去这

四个城市的样本后，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不过， 显著性相比于包含这些大型城市时

有些许减弱， 这也是非常符合直觉的， 因为这四个城市即使不作为处理组， 本身也

有远超对照组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 所以相对于对照组会表现出更强的就

业创造效应。 因此， 剔除这些城市后本文的样本不仅更好地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
也证明综保区促进制造业就业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其次， 由于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综保区对于制造业有

显著的推动作用， 那么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也会反映出这种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尝

试通过各地的第二产业总产值以及就业人数代替原有的被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４第 （２） 列所示，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各地的第二产业总产值和制造业就业人数

后，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说明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对于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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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４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排除大型
城市影响

第二产业
产值

第二产业
就业人数

交运、 仓储及邮
政业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
就业占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Ｄ ３ ２２６∗∗ ０ ２９５∗∗∗ １２ ４１０∗∗∗ １ １４３∗∗∗ ０ ３６４

（１ ３９７） （０ ０４４） （３ ２７９） （０ ２９６） （１ １０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１７ １９１ －１ ６３７∗∗ －７２ １１９ －１７ ５９７∗ １２０ ０９∗∗∗

（３１ ２０６） （０ ８１５） （７７ ８６４） （９ ６４９） （３４ ２７２）
观测值数目 ４ ６７１ ４ １４２ ４ ４５７ ４ ４５６ ４ ４５４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８１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８ ０ ９１５ ０ ８３０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均表明综保区批设后对当地的制造业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那么对于其他行业或产业是否有同样的推动作用呢？ 在理论上， 制造业的发展需要

依赖相关产业的协同， 那么综保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 也很可能对与制造业相

关的其他产业造成影响。 为此， 本文进一步引入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政业的就业人

数， 以及其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来检验制造业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这是因为制

造业的扩张必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货物运输服务， 除此之外， 国际中转、 配送等

物流业务也是综保区的发展重点， 因此综保区的设立对于交运、 仓储和邮政业应当

起到推动作用。 表 ４的第 （４） 列表示将解释变量替换为交运、 仓储和邮政业的就

业人数时的回归结果，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综保区的设立同样显著

地推动交运、 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人数， 印证了综保区的设立对于制造业和相关产

业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既然交运、 仓储和邮政业作为第三产业会受到正向推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综保区的设立是否会对服务业的就业规模有着推动作

用。 因此， 本文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实

证结果如表 ４的第 （５） 列所示， 可以发现估计系数不显著， 综保区的设立并未对

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这说明在过去 ２０ 年中， 尽管我国的第

三产业同样有较快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但综保区的设立并不能

解释整个服务业的发展。 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证明了本文之前的观点， 虽然综保区对

于与制造业更相关的交运仓储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于整个第三产业来说却

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四） 异质性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确保了渐进双重差分法识别策略的有效性， 以及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 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综保区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可能会对所在城市制

造业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 本文分别从所在城市建立综保区的个数、 综保区主

导行业的要素密集度、 所在城市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特殊监管区域存在， 以及综保区

地理区位四个角度， 考察综保区的设立对所在地制造业就业规模影响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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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立综保区数量的异质性

由于本文已经论证了综保区的设立会促进所在地制造业就业的增长， 那么对于

那些存在较多综保区的城市， 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应该会更加明显。 这是因为多个

综保区的设立， 能够促进和加强所在城市相关产业的聚集， 实现规模经济和溢出效

应。 这将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雇佣更

多的劳动力。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 我们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Ｎｉｔ ＝ β０ ＋ β１ Ｄｉｔ ＋ β２ Ｄｉｔ∗Ｎｕｍｉ ＋ Ｘ ｉｔ γ ＋ λ ｉ ＋ γｔ ＋ εｉｔ （３）

其中 Ｎｕｍｉ表示城市 ｉ 设立的综保区数量， 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基准回归相同，
回归结果如表 ５第 （１） 列所示。 可以看出交互项 Ｄ∗ｎｕｍ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

明设立多个综保区对当地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

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２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由于不同城市在要素价格、 运输成本和配套设施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 所以综

保区所在城市地理位置也可能影响其对雇佣规模的影响， 因此本文按照沿海和内陆

省份将综保区所在城市分成两类， 回归结果如表 ５ 的第 （２） 和 （３） 列所示。 可

以看出综保区的设立显著增加了沿海省份城市劳动雇佣规模， 但是对内陆省份城市

劳动雇佣变动的影响不大。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成立综保区的主要目

的在于开拓海外市场， 而与沿海省份的城市相比， 内陆城市的出口成本更高， 企业

会更加倾向于选择运输更加便利的沿海省份进行加工贸易。 因此， 综保区的成立对

内陆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更小。

表 ５　 综保区成立个数、 地理区位和存在其它特殊监管区异质性

变量
综保区成立

个数
内陆 沿海

不存在其他
特殊监管区

存在其他
特殊监管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Ｄ －７ ０６７∗∗∗ ３ ６２３ ３ ７４９∗ ２ ９９８∗ ２６ ４０∗∗

（２ ４２１） （２ ７６３） （２ １２６） （１ ５５２） （１ ０７６）

Ｄ∗ｎｕｍ ９ ０００∗∗∗

（２ ０５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３５ ５１５ －８４ ５０５∗∗ －３２ ４１７ －１８ ９４８ －６ ９６７
（４３ ６７６） （３３ ０５３） （９１ ０５５） （３０ ６５５） （４７ ４６３）

观测值数目 ４ ７３４ ２ ８５８ １ ８７６ ４ ３２２ ４１２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８５ ０ ８８４ ０ ８７３ ０ ８５２ ０ ８７５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３ 所在城市是否存在其他特殊监管区域的异质性

不仅是综保区， 其它特殊监管区域， 例如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或者物流园区等

也会对所在地制造业的出口额、 存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陈钊和熊瑞

祥， ２０１５； 孙浦阳和张龑， ２０１９［１８］； 徐美娜等， ２０１９） ［１９］。 而企业的出口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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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等又与制造业雇佣规模的变动密切相关。 因此， 本文根据综保区成立之前是

否存在其他特殊监管区域将城市分成两类， 观察综保区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是否由

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产生的。 回归结果如表 ５ 的第 （４） 和 （５） 列所示， 可以看出

即使将综保区成立之前存在其他特殊监管区域的城市剔除， 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 这说明综保区的建立确实增加了所在城市的雇佣规模。
４ 综保区主导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由于各地综保区的主导行业不同， 而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很可能对所在城市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产生异质性影响， 为此， 本文按照袁

其刚等 （２０１５） 的划分方法， 将综保区主导行业分为三类， 即劳动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①， 进行分样本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 （１） — （３） 列所

示， 可以看出如果综保区的主导行业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那么综保区的设

立会显著促进该地区的劳动雇佣规模， 但是主导行业是资本密集型则对雇佣规模的

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 因此综保区的

建立对劳动力雇佣的影响不显著。 而综保区的主导行业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行业， 那么很可能会分别促进该地区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的需求， 从而增加综保

区所在城市制造业的雇佣规模。

表 ６　 区分主导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１） （２） （３）

Ｄ ７ ２７９∗∗ ０ ９０７ １２ ０２８∗∗∗

（３ ４８１） （２ １４７） （４ ２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９２ ９１ ８３ ８３ －４ ８７１
（１１１ ４３） （７１ ６１） （１１５ ７８）

观测值数目 ４ ４９９ ３ ９０８ ４ ２８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１０ ０ ７４９ ０ ７６７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四、 机制检验

综保区是我国设立的开放层次最高、 优惠政策最多的特殊开放区域。 与出口加

工区、 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等其他特殊监管区域相比， 综保区的功能更加齐全，
能够开展更多的业务， 并且在税收、 外汇和监管政策等方面更具优势。 这些优惠政

策都有助于降低综保区所在城市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汇率风险， 吸引更多的 ＦＤＩ进
入加工制造等重点扶持行业， 并促进保税加工出口、 国际贸易和物流仓储等产业的

发展。 而出口扩张正是促进制造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 （李胜旗和毛其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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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２１］， 并能带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提高我国的整

体就业水平。 此外， ＦＤＩ规模增加能够扩大所在城市的经济规模， 通过国内销售和

出口扩张产生更大的劳动力需求， 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 （毛日昇， ２００９） ［２２］。 本

文分别从综保区引致的地区出口和吸引 ＦＤＩ进入两个渠道探究综保区成立对所在地

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增加的传导机制。
（一） 综保区的设立对地区出口的影响

对外贸易， 尤其是加工贸易是影响我国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在基准回归

的基础上，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地级市出口额的对数， 研究综保区设立是否对所在地

出口规模有促进作用。 根据 Ｄａｉ等 （２０１６） ［２３］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外资企业主要从事加

工贸易活动， 而加工贸易又是综保区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产业。 如果综保区建立后外资

和港澳台资企业的产值有较大的增加， 那么出口增加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此， 本文还

将外商和港澳台资企业总产值之和作为地区出口额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估计结果如表 ７的第 （１） 列所示， 可以看出综保区的设立确实显著提高了所

在城市的出口额， 而出口扩张会间接带动地区制造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提升。 这就导

致了综保区的设立有助于所在城市劳动雇佣规模的提高。 此外， 本文还将外资企业

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７ 的第 （２） 列所示， 是否成立综保区

虚拟变量 Ｄ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这就进一步验证了综保区的设立对促进其所在

城市出口增长的稳健性。

表 ７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额

外资和港澳台资
企业生产总值

当年外商直接
投资项目数

当年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１） （２） （３） （４）

Ｄ ０ ２４５∗∗ ８ ３３５∗∗∗ ０ １５０∗ ５ ８４５∗∗∗

（０ １１９） （１ ７４３） （０ ０８４） （１ ４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１３ ４３１∗∗∗ －４ ２８３ －１３ ３４１∗∗∗ －５０ ２１４∗∗∗

（４ ５７９） （２４ ６４２） （３ ００４） （１７ ２２７）
观测值数目 ４ ４５８ ４ １５５ ４ ４５８ ４ ４９８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２３ ０ ８８２ ０ ８４８ ０ ８５０

说明：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二） 综保区的设立对 ＦＤＩ的影响

综保区的设立会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尤其是从事加工制造业企业的面临贸

易风险， 因此综保区的设立很可能会增加所在城市对 ＦＤＩ的吸引能力。 为此， 本文

分别采用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作为 ＦＤＩ的代理变量进

行实证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７ 的第 （３） — （４） 列所示， 可以看出是否成立综保

区虚拟变量 Ｄ 的系数分别在 １０％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综保区的设立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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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了所在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 而 ＦＤＩ增加导致的生产扩张又能促进所在城市

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使得制造业雇佣规模增加。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保区是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

式正从以往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

变， 而就业的稳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障。 关注综保区这类新型特殊监管区域

的设立对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地级市层面数据，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作为识别策略

考察了综保区设立对当地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结果发现综保区的设立对所在地制造

业从业人数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效应取决于综保区主导行业的要

素密集度、 综保区的地理区位以及当地设立综保区的数量。 机制检验还发现， 综保

区的设立会通过促进当地企业出口， 以及吸引 ＦＤＩ流入这两个途径使得当地制造业

企业生产规模扩大， 增加对劳动雇佣的需求， 导致实际制造业就业人数上升。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在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经济和对外贸易高速

增长后，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逐渐出现了若干令人担忧的情形： 一方面， 在中美贸易

摩擦中， 一些高端制造业可能回流美国， 造成制造业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降

低； 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及土地价格的快速增长， 劳动密集型行业

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 一些低端的加工组装行业很可能因工资成本与土地成本上升

而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转移， 造成制造业对从事低端重复性工作劳动力的需

求降低。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综保区的设立能够通过吸引 ＦＤＩ和发展出口导向型

经济显著带动当地的制造业就业增长。 因此，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贸易投资

便利化， 有利于保证我国稳就业保民生目标的实现。 此外政府在设立综保区的同时

应重点培育和扶持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通过出口带动相关制造业产业链的发

展， 才能带动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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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ｏｎｄｅｄ Ｚｏｎ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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