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资上涨与增加值出口

———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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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导致劳动力资源紧缺， 许多工业

化国家的劳工成本不断上涨。 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推动了经济快

速增长， 是否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本文借助引力模型， 实证研究了工资上涨对新兴

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工资上涨并没有阻碍新兴经济体的增加值

出口， 反而促进了出口， 这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共

同作用下， 新兴经济体仍能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分样本来看， 各类型技术工人的

工资上涨都会推动增加值出口， 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促进增加值出口增长幅度

最大， 低级技术工人的促进作用最小。 最后， 预测了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贸易

潜力， 多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 建议拓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合作， 从劳

动力数量和质量角度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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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入世以来，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 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中

流砥柱。 据 《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 统计， ２０１６ 年新兴经

济体贸易总额为 ９ ７３ 万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贸易的比例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８ ７％提升至

２５ １％。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客观事实是，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价格在不断攀升。
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新兴经济体平均工资年增长率达到 ８０ ９７％， 其中增长最快

的国家是俄罗斯， 为 １５８％。 这与人口结构转变有关， 生育率降低， 老龄化加剧，
人口增长减慢， ＩＭＦ 估算新兴经济体在 ２０１７ 年总人口增长率仅有 ０ ９％。 适宜的劳

动力减少， 工资上涨成为了可以预见的趋势 （许文立等， ２０１８［１］ ）。 新兴经济体的

劳动力成本优势岌岌可危， 是否会影响出口贸易呢？ 本文研究了新兴经济体工资对

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发现工资并不会阻碍出口，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抵消劳动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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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负面影响， 保持原有的成本优势。 基于已有的文献， 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以往

的研究进行创新和拓展。
首先， 贸易理论多集中于贸易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 而反过来研究劳动力价格

对贸易的影响的理论很少，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工资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 在要素

均等化的作用下， 传统贸易不断地缩小商品在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相对价格差

距， 两国丰裕要素价格不断上升， 稀缺要素的价格不断下降。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要

素禀赋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上， 所以劳动力价格自然也会上升。 新贸

易方式下， 外包理论从产品内贸易角度也说明了贸易双方的高技能劳动要素价格会

上涨， 全球价值链分工会使熟练工人的需求和工资增加。 但是劳动要素价格上涨，
一定会反过来影响到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继而影响出口。

其次， 传统核算体系下的出口贸易额因包含了重复计算部分不能表征一国的贸

易实力， 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进行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 一国的出口额

往往包含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 而一国的生产要素仅仅参与了增加值部分的

生产。 总值出口和增加值出口之间的差距和比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 差距

已达到 ２５％， 比值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早期的 ８５％下降到了当期的 ７０％－７５％， 意味

着现有的总额贸易数据与过去相比存在更多的重复计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４） ［２］。 总额

贸易中含有的重复计算和国外增加值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 降低结论

的可信度。 增加值出口可以精准地反映一国真实出口水平， 主流核算方法有投入产

出法，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ｉ 和 Ｓｈａｎｇ－Ｊｉｎ Ｗｅｉ 等人对此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最后， 新兴经济体主要通过劳动要素投入获得经济和贸易增长， 对工资上涨问

题敏感。 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 新兴经济体主要从事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 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的生产和加工， 劳动收入份额比重较大， Ｇｅ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３］ 甚至认

为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上涨能够解释 ９０％的出口增长。 同时， “人口红利” 也在不断

地衰竭， 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 “人口红利” 期结束， 可能面临 “未富先老”
的发展窘境 （邹瑾， ２０１７） ［４］。 面对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优势的衰减， 新兴经济体能

否持续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 关系到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 文献综述

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 成本， 是指企业以货币或非货币支付的劳动报酬， 包括

直接支付的各类工资薪水、 间接支付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其中， 劳动力成本反映

的是企业对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与劳动力所做贡献之间的一种比较关系 （蒯鹏州等，
２０１４） ［５］。 因此， 人们所担心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不仅仅要考虑工资

的上涨， 而且要考虑劳动力所做的贡献是否上涨。 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发展等

因素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工人的劳动技能得到了提升。 在此情况下， 工资上

涨是否会影响出口呢，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否还会再现往

日的辉煌？
为了明确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含义， 蔡昉 （２００９） ［６］、 都阳 （２００９） ［７］、 魏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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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也 （２０１３） ［８］等学者使用 “单位劳动力优势成本” 来度量制造业 “单位产出相对

劳动成本水平”， 是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 而且都阳 （２００９） 通

过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 了解到劳动报酬的增长

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 所以在这期间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 魏浩和郭

也 （２０１３） 研究发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报酬、 小时劳动生产率

都在逐渐增加， 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表现为先下降、 后逐渐增加的态势， ２０１０ 年

调整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了 １７％； 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 不

仅远远低于美、 日、 德、 法、 荷等发达国家， 以及墨西哥、 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
也低于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等新兴发展中国家。 Ｃｅｇｌｏｗｓｋｉ 和 Ｇｏｌｕｂ （２０１２） ［９］

研究分析了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的国别数据， 发现虽然工资大幅度上涨、 人民币升值，
但是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仍保持着优势。 王燕武等学者

（２０１１） ［１０］也认为中国即使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造业工资水平 （工
资还有 ５０％的上升空间）， 中国的制造业在出口中也不会因此完全丧失其拥有的竞

争优势。 Ｋｉｍ 和 Ｋｕｉｊｓ （２００７） ［１１］使用描述性分析法， 从劳动率、 中间品投入带来的

技术效率和税收等方面解释了中国如何化解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 因此， 工资上

涨不一定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 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使高

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发达国家将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外包

给发展中国家， 大大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加工组装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环境。 外包理

论表明， 双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都会增加， 工资都会上涨。 针对阿根廷、 巴西、 墨西

哥、 智利、 哥伦比亚以及印度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发现， 行业

内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的上升已成为普遍现象。 Ｃａｒｏ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２］在反事实的实验

中发现， 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会促进消费趋向于技能密集型的产品， 会促进技能溢价，
在发展中国家， 生产率 １％的增长会带来技能溢价提升 ０ １％－０ ２５％。 且在中国和印度

等国近 ２５ 年的增长中， 技能溢价贡献率超过了 １０％。 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溢价幅度大于

发达国家， 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Ｇｅ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研究了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

中国工资大幅增长的原因、 趋势和影响， 发现中国的工资溢价达到了 ４０％。
工资上涨， 会伴随着劳动技能的提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许召元和胡翠

（２０１４） ［１３］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分析原材料和工资成本上升对综合成本进而对

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要素价格上升使中国工业品综合成本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间平均每年提高 ７％左右， 但生产效率提升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要

素成本上升对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王万珺等 （２０１５） ［１４］ 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发现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

中工资既会影响出口， 又会倒逼企业研发创新， 产生 “效率工资效应”。 李雅楠和

李建民 （２０１５） ［１５］研究发现工资上涨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尤其有利于激励私营

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生产率， 保持企业出口竞争优势。 陈长江和高波

（２０１７） ［１６］认为劳动力上涨将 “倒逼” 技术创新， 提升生产率。 李晓华 （２０１３） ［１７］

解释了中国制造业 “成本上涨与利润增长并存” 之谜， 发现通过提高产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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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调整投入的结构、 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能够消化成本上涨的影响。 铁瑛和张明

志 （２０１５） ［１８］研究发现工资上升总体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但对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形成促进作用， 且从动态角度看工资上升对出口贸易的

影响具有 “Ｕ 型” 的特征。
除此之外， 工资上涨对其他方面会带来有利影响。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４） ［１９］认为劳

工成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双机制， 劳工成本上升引致技术对劳动的替

代， 通过创新补偿效应， 从供给的角度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劳工收入水平上升引致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 通过创新拉动效应， 从需求的角度促

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陈长江和高波 （２０１７） 总结了劳动力上涨

主要从四个渠道提升生产率： 首先， 从企业家角度来看， 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企业

家对新技术、 新设备更敏感， 从而加大企业研发投入、 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人力资

本培训力度； 其次，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 工资上涨将通过欺骗

／威胁 （ｃｈｅａｔ ／ ｔｈｒｅａｔ） 机制激励工人更加努力， 提高工作标准和努力程度， 降低工

作转换率， 从而推动生产率提升； 再次， 从市场角度来看， 劳动力工资上涨使得市

场中低技术企业难以生存， 从而有利于高技术企业获得更多资源支持 ； 最后， 从

需求角度来看， 劳动力工资上涨可以通过提升收入水平， 进而促进消费升级引导的

产品升级。
国内外的学者也对工资带来的成本效应做了实证分析。 Ｂｒｅｃｈｅｒ （１９７４） ［２０］ 发

现最低工资的上升会导致出口的下降； Ｅｇｇｅｒ 等 （２００９） ［２１］ 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
发现最低工资的上升会导致出口的双方均发生萎缩； 具体到中国， 工资或劳动力成

本上升会不利于出口。 吕政 （２００３） ［２２］、 蔡昉 （２０１０）、 岳振和刘志彪 （２０１１） ［２３］

以及孙楚仁等 （２０１３） ［２４］等也做了详细的研究。 基于以上相关的文献研究， 本文主

要是从工资上涨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更大的增长以抵消其成本效应的机理角度进行

分析， 试图回答工资上涨是否阻碍了出口增长的问题。

二、 理论分析与典型化事实描述

（一） 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理论分析

工资上涨对于企业往往意味着成本增加， 但是仅从成本视角考虑是不全面的，
因为工资上涨有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工资上涨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 两者的上升程度关系到是否能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劳动生产率

的提升幅度大于工资上涨的程度， 则会抵消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 保持原有的成

本优势；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小于工资上涨的程度， 则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 丧失原有的成本优势。 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与劳动工资有关， 也与劳动生产率

有关， 是两者之比。
实际工资水平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很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

点， 甚至测算出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工资弹性， 大概在 ０ ３—０ ６ 之间。 新古典经济

学从要素替代角度认为， 工资上涨在短期内会使企业减少劳动投入， 增加其他要素

投入， 会使得劳动最优边际技术替代率提高， 长期会促进劳动技术创新， 间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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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效应。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技术和人力资本角度认为， 工资会通过资本深

化和技术外部性等路径提升技术水平和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数量。 效率工资理论认

为高工资会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质量， 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除此之外， 工资

水平的上涨， 在很大程度上与受教育程度提升、 产业技术水平提高、 规模报酬、 外

包等因素有关， 且这些因素往往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的增长 （都阳， ２００９；
李平等， ２０１１； 肖文和薛天航， ２０１９； 邹薇和袁飞兰， ２０１８）。

因此， 理论分析表明， 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 仍可能使得新兴经济体保持劳动

力成本优势， 具体是否能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
（二） 典型化事实描述

为了进一步分析工资上涨情况和劳动生产率对应的增幅程度， 本文计算了新兴

经济体的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如表 １ 所示。 可以发现， 新兴经

济体的实际工资都在上涨， 且工资增长率不尽相同， 俄罗斯和中国的工资增长率较

大， 分别为 １５ ７６％和 １４ ９４％。 同时，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上涨，
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相差无几。 巴西、 中国和俄罗斯的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率， 印度尼西亚、 印度、 韩国、 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工资增长率小于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率。 因此， 工资上涨， 劳动生产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即高工资高劳动生

产率。

表 １　 新兴经济体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增长率 巴西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土耳其

工资 ７ ８４％ １４ ９４％ ６ ４０％ ６ ６１％ ４ ３０％ ２ ６５％ １５ ７６％ ３ ６６％

劳动生产率 ７ １３％ １４ ０６％ ６ ７２％ ６ ８９％ ４ ４１％ ３ ３０％ １３ ８３％ ４ ３７％

资料来源： ＷＩＯＤ 数据库 ＳＥＡ 账户。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采用出口的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工资。 虽然出口的总值变成了

增加值， 但是出口的许多性质仍然适用， 主要决定因素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和地理

距离。
本文使用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简·丁伯根提出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 基本形式是

各国自身国民经济总量和国家间的距离， 其自然对数形式一般表述为 （１） 式。 从

需求角度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位置和是否属于同一个区域经济组织三个因

素， 从供给角度加入了劳动成本加成比例因素， 构建 （２） 式。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 α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３Ｄｉｓｔｉｊｔ ＋ ｕｉｊｔ 　 　 　 　 　 　 （１）

ｌｎＥｘｐｉｊｍｔ ＝ α０ ＋ β１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３ ｌｎＤｉｓｔｉｊ ＋ β４ ｌｎｗ ｉｔ ＋ β５ ｌｎＰｃｉｔ
　 　 　 　 ＋ β６ ｌｎＰｃｊｔ ＋ β７ＣＢ ｊ ＋ β８ＡＰＥＣ ｊｔ ＋ β９ ｌｎｚｉｔ ＋ β１０ ｌｎａｉｔ ＋ ｕｉｊｔ

（２）

其中， ｉ 表示新兴经济体的 ８ 个国家， ｊ 代表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涉及到的其余 ４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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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地区）， ｔ 表示年份； Ｅｘｐ 是新兴经济体国家 ｉ 对 ｊ 国 （地区） 出口的增加值；
ｗ 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工资，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ＧＤＰ 是一国

的经济总量， Ｄｉｓｔ 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距离； Ｐｃ 是人均收入， ＣＢ 是是否有共同边

界， ＡＰＥＣ 指是否加入了 ＡＰＥＣ 组织， ｚ 是劳动的成本加成比例， ｕ 是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

和 ＳＥＡ 社会经济统计账户表。 被解释变量增加值出口 Ｅｘｐｉｊｔ ， 数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 数

据库的派生数据库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①。 新兴经济体样本 ｉ 是巴西、 中国、 印度尼西

亚、 印度、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和土耳其。 对于样本的采用， 源于张宇燕和田丰

（２０１０） 的界定， 把 ２０ 国集团中的 １１ 个发展中国家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 作为新

兴经济体的代表， 但是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不包括阿根廷、 沙特阿拉伯、 南非， 所以研

究样本需要去除这三国。 对于进口国 ｊ， 采用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 ４３ 个国家 （地
区）。 具体的数据来源和解释变量的含义以及理论说明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新兴经济体出口增加值解释变量的理论说明和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数据来源

ＧＤＰｉｔ ｉ 国国内生产总值 正
一国经济规模越大， 出口能力越

大， 贸易流量越大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 美元）

ＧＤＰ ｊｔ
ｊ 国 （地区） 国内生产

总值
正

一国 （地区） 经济规模越大， 潜

在需求能力越大， 贸易流量越大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 美元）

Ｄｉｓｔｉｊｔ
中 国 与 ｊ 国 （ 地 区 ）
距离

负
两者距离越远， 双边贸易成本

越高

ＣＥＰＩＩ 数 据 库

（单位： 千米）

ｗｉｔ 工资 不确定

用年人均工资水平做代理变量。
工资水平可以促进产出增加、 增

加值出口， 但也会增加成本

ＷＩＯＤ 数据库

（单位： 美元）

Ｐｃｉｔ ｉ 国人均收入水平 不确定 代表出口国的经济水平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 美元）

Ｐｃｊｔ
ｊ 国 （地区） 人均收入

水平
不确定 代表进口国 （地区） 的经济水平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 美元）

ＣＢ ｊ

ｉ 国与 ｊ 国 （地区） 是否

有共同边界， 是取 １， 否

取 ０
正

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具有近邻

效应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ＡＰＥＣ ｊｔ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正
区域经济组织通过区内优惠的贸

易协定和政策增加贸易量
ＡＰＥＣ 官方网站

Ｚｉｔ 劳动的成本加成比例 不确定
代表出口国增加值中劳动的成本

占总成本的比例

ＷＩＯＤ 数据库

（单位：％）

注： 表格为作者整理得出。 另， 限于篇幅， 文中所提到的国家字样均包含国家和地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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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数据库根据 Ｗａｎｇｚｈｉ 等 （２０１３） 增加值核算方法计算出增加值出口部分。



四、 实证估计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

首先， 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３ 报告了变量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期间整体数据的特征。

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５０４０ ６ １３ ２ ９３ ４ ３８ ６ ４９ １２ ５６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５０４０ ６ ９０ ０ ８０ ５ １６ ６ ８３ ９ ２６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５０４０ ５ ７３ １ ７６ １ ４０ ５ ８６ ９ ７６
ｌｎＤｉｊ ５０４０ ８ ７８ ０ ７２ ６ ２８ ９ ０７ ９ ８３
ｌｎｗｉｔ ５０４０ １ ５５ １ ５３ ０ ５４ １ ７７ ５ ５８
ｌｎＰｃｉｔ ５０４０ １ ４７ １ ０４ ０ １４ １ ０２ ５ ２３
ｌｎＰｃｊｔ ５０４０ １ ８２ １ ０５ ０ １５ ０ ９２ ５ ６９
ＣＢ ｊ ５０４０ ０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０ １

ＡＰＥＣ ｊｔ ５０４０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０ ０ １
ｌｎｚｉｔ ４７８０ １ ６７ ０ ８１ ０ ６５ １ ５０ ５ ２０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

其次， 进行相关性分析， 表 ４ 为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结果显示，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与 ｌｎｗ ｉｔ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０， 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不为零。 除了距离和劳动成本加成

比例的相关系数为负以外， 其余变量与增加值出口均为正， 说明对其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表 ４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ｌｎＧＤＰｉｔ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ｌｎＤｉｊ ｌｎｗｉｔ ｌｎＰｃｉｔ ｌｎＰｃｊｔ ＣＢ ｊ ＡＰＥＣ ｊ ｌｎｚｉｔ ｌｎａｉｔ

ｌｎＥｘｐｉｊｔ —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０ ３２∗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０ ５７∗ 　 ０ １２∗

ｌｎＤｉｊ －０ ０９∗ －０ １７∗ －０ １４∗

ｌｎｗｉｔ ０ ２０∗ ０ ５１∗ ０ ０４∗ 　 ０ １７∗

ｌｎＰｃｉｔ ０ １０∗ ０ ２７∗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４８∗

ｌｎＰｃｊｔ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１３∗

ＣＢ ｊ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３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１２∗

ＡＰＥＣ ｊｔ ０ ２８∗ －０ ００ ０ ４８∗ ０ １８∗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１４∗ 　 ０ ０４∗

ｌｎｚｉｔ －０ ３１∗ －０ ７７∗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７１∗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０１ ０ ００

注： Ｌｏｗｅｒ －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ｐ＜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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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思路是， 首先研究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工资如何影响增加值出口， 其次

分别研究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如何影响增加值出口。 工资和劳动生产

率都正向促进增加值出口， 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为负， 这就表明新兴经济体存在单位

劳动力成本优势， 仍然通过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形式促进增加值出口。 使用最小二乘

法对增加值出口进行了基本回归， 表 ５ 是基本回归结果， 模型 （１） 仅有引力模型

的基本变量， 模型 （２） 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工资 ｌｎｗｉｉｔ， 模型 （３） 加入了劳动生

产率 ｌｎｒｐ， 模型 （４） 加入了单位劳动力生产成本 ｌｎｐａｄ①。

表 ５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１ １５１∗∗∗ 　 　 ０ ６５２∗∗∗ 　 　 ０ ７７１∗∗∗ 　 　 ０ ９３８∗∗∗

（２７ １７） （８ ７３） （９ ５９） （１１ ５８）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０ ９５２ ０ ９６１∗∗∗ ０ ９５２ ０ ９２１∗∗∗

（４３ ７８） （４０ ０６） （４４ ３７） （３６ ４６）

ｌｎＤｉｊ
－０ ９４４∗∗∗ －０ ７４６∗∗∗ －０ ９１６∗∗∗ －０ ６５２∗∗∗

（－１９ ３４） （－１１ ７６） （－１９ ０５） （－１１ ２９）

ｌｎＰｃｉｔ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０ ０ ８９５∗∗∗ １ ４７０∗∗∗

（－５ ９１） （０ １９） （５ ６９） （７ ８９）

ｌｎＰｃｊｔ
－０ ２３７∗∗∗ －０ ２１４∗∗∗ －０ ２３３∗∗∗ －０ ２５９∗∗∗

（－７ １７） （－５ ８５） （－７ １０） （－６ ６４）

ＣＢ ｊ
０ ６６８∗∗∗ ０ ６１９∗∗ ０ ５３２∗∗∗ ０ ５１０∗∗

（３ ７８） （２ ４３） （３ ０４） （２ ５１）

ＡＰＥＣ ｊｔ
０ ２５４∗∗∗ ０ ３７０∗∗∗ ０ ２５４∗∗∗ ０ ２４６∗∗

（２ ８１） （３ ７４） （２ ８５） （２ ３５）

ｌｎｗｉｉｔ
１ ２５４∗∗∗

（４ ７９）

ｌｎｒｐｉｔ
０ ４７０∗∗∗

（３ ４６）

ｌｎｐａｄｉｔ
－０ ８８６∗∗∗

（－７ ２６）

ｌｎｚｉｔ
－０ ６８５∗∗∗ －０ ６５１∗∗∗ －０ ４５１∗∗∗

（－１０ １９） （－１０ ５８） （－６ ２８）
＿ ｃｏｎｓ ４ ８９７∗∗∗ ５ ５１３∗∗∗ ２ ３２７∗∗ －３ ６９３∗∗∗

（８ ３５） （３ ４６） （２ １８） （－３ ０５）
Ｎ ４ ７８０ ４ ７８０ ４ ７８０ ４ ７８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４５２ ０ ４５６ ０ ４６９ ０ ４３２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４７ ０ ４３

研究发现， 引力模型的核心变量国内生产总值 ｌｎＧＤＰ ｉｔ和 ｌｎＧＤＰ ｊｔ基本显著为

正， 距离 ｌｎＤｉｊ显著为负。 核心解释变量工资 ｌｎｗ ｉｔ的回归系数为 １ ２５４， 在 １％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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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资可通过使用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劳工报酬和从业数量之比得到， 劳动生产率可通过实际总产出与从

业数量之比得到。 借鉴蔡昉 （２００９）、 都阳 （２００９）、 魏浩和郭也 （２０１３） 的计算单位劳动力生产成本公式，

即 ｌｎｐａｄ＝
ｌｎｗｉｉｔ
ｌｎｒｐ

， 可以得到新兴经济体 ｌｎｐａｄ 的观测值。



计水平显著， 说明了工资上涨 １％会推动增加值多出口 ０ ６１１％。 劳动生产率 ｌｎｒｐ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４７， 在 １％的统计水平显著， 说明了劳动生产率上涨 １％会推动增

加值多出口 ０ ４７％。 而单位劳动成本的回归系数为－０ ８８６， 在 １％的统计水平显

著， 说明了新兴经济体单位劳动成本下降 １％会推动增加值多出口 ０ ８８６％， 其仍

然具有成本优势， 与许召元和胡翠 （２０１４） 从产业角度的实证研究结论相同。 其

余的控制变量都较为显著， ＣＢ ｊ和 ＡＰＥＣ ｊｔ如前文的理论预测显著为正， 劳动的成本

加成比例显著为负。
表 ６　 多个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 ｌｎＥｘｐ
— — 　 　 －０ １４５∗∗∗

（－１０ ５８）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０ ６３６∗∗∗ 　 　 １ ７２０∗∗ 　 　 ４ １８６∗∗∗

（８ １７） （－２ ２５） （８ ７３）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０ ９８４∗∗∗ ０ ４５２ ２ １２９∗∗∗

（３０ ６０） （１ １３） （４ ５０）

ｌｎＤｉｊ
－１ ０５６∗∗∗ －３ ５１６∗∗∗ －６ ５８２∗∗∗

（－１５ ５１） （－１０ ４６） （－９ １８）

ｌｎＰｃｉｔ
１ ０２４∗∗∗ ２ ３４１∗∗∗ ３ ３４０∗∗∗

（４ ０９） （２ ７７） （４ １２）

ｌｎＰｃｊｔ
－０ １０７∗∗ ０ ５０３ －４ ７８６∗∗∗

（－２ １５） （１ ２５） （－８ １９）

ＣＢ ｊ
０ ４１２∗ — －３５ ６０３∗∗∗

（１ ６６） （－４ ７１）

ＡＰＥＣ ｊｔ
０ ２４８∗ — ０ １３２

（１ ７７） （０ ０７）

ｌｎｗｉｉｔ
０ ４６１∗∗∗ ０ ２５７∗∗∗ ０ １９１∗∗

（１０ ７９） （９ ８６） （２ １７）

ｌｎｚｉｔ
－１ ４０５∗∗∗ －０ ５３０∗∗∗ －０ ６９４∗∗∗

（－１２ ９７） （－１０ ８７） （－４ ３１）

＿ ｃｏｎｓ
－０ ３２７ ２２ ４５８∗∗∗ ５６ ６０５∗∗∗

（－０ ２１） （５ １５） （６ ６４）
Ｎ ４ ７８０ ４ ７８０ ４ １８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８３ ０ ９２９ ０ ４５２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８８ ０ ９３ ０ ４５

ＬＲ 检验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固定效应
优于混合效应模型

ＬＭ ／ ＬＲ 检验
Ｐｒｏｂ＞ ＝ｃｈｉｂａｒ２ ＝ ０ 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随机效
应优于混合效应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ｂａｒ２ ＝ ０ 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固定
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其次， 为了使结论稳健， 笔

者对估计方法进行了改进， 使用

了三种计量模型， 如表 ６ 所示：
（１） 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最

小二乘法； （２） 是双向固定效

应； （３） 是系统 ＧＭＭ。 模型

（１） 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

的 ＯＬＳ 可以避免异方差的出现，
影响估计的效率。 模型 （２） 使

用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选

用已经做了 ＬＲ （似然比检验）、
ＬＭ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其结果都拒绝原

假设， 则拒绝混合回归和随机效

应， 且时间变量对于结果显著，
因此选择双向固定效应。 上述计

量模型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随机

干扰项可能与工资相关， 因此本

文继续采用系统 ＧＭＭ 模型进行

估计， 将工资设置为内生变量，
工具变量是工资的滞后一期和控

制变量， 且 ＡＲ （１）、 ＡＲ （２）
和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的 结 果 分 别 是

０ ０２７１、 ０ ４１１４ 和 ０ ８４２７， 所

以工具变量恰好可以识别。
表 ６ 结果显示， 三个引力模型中的基本变量进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ｌｎＧＤＰ ｉｔ

和 ｌｎＧＤＰ ｊｔ显著为正， 距离 ｌｎＤｉｊ显著为负， 符合规律。 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ｗｉｉｔ的系数都

显著为正， 增加了结论的稳健性， 这也说明劳动工资的增加会促进国内增加值出

口， 系数最大值为模型 （１） 中的 ０ ４６１。 模型 （３） 中 ＣＢ ｊ的系数为负， ＡＰＥＣ ｊｔ的

系数不显著， 说明加入了增加值出口的滞后一期， 导致了这两个控制变量解释无

效率。

８４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三） 分样本回归分析

使用系统 ＧＭＭ 模型进行分样本回归， 去除内生性， 且确保工具变量恰好识

别， 其结果如表 ７。 样本量为 ３１００， 因为分样本的数据只有 ２０１４ 版的社会经济统

计账户表中有， 且只有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范围的数据。

表 ７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 ｌｎｅ
－０ ３０８∗∗∗ －０ ３０３∗∗∗ －０ ２８０∗∗∗

（－１５ ３８） （－１５ ０２） （－１４ １０）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５ ８５６∗∗∗ ５ ５１０∗∗∗ ５ ０９７∗∗∗

（－４ ５２） （－４ ２５） （－３ ８６）

ｌｎｇｄｐｊｔ ２０ ２７４∗∗∗ １９ ８７９∗∗∗ １９ １８３∗∗∗

（８ ２５） （８ ０４） （７ ５３）

ｌｎｄｉｊ
－２ ２８１∗ －１ ３４１ －１ ６７５
（１ ８２） （１ ０７） （１ ３１）

ｌｎｐｃｉ ６ ７６１∗∗ ８ ５１７∗∗∗ ８ ２１０∗∗∗

（２ ２０） （２ ７６） （２ ６２）

ｌｎｐｃｊ
－２３ ９４６∗∗∗ －２３ ３３１∗∗∗ －２２ ５２６∗∗∗

（－１０ １７） （－９ ８４） （－９ ２０）

ｃｂ １６４ ４５２∗∗∗ １６０ ８４３∗∗∗ １６３ ３９９∗∗∗

（４ ８３） （４ ６９） （４ ６７）

ａｐｅｃ ３１ ３４３∗∗∗ ２９ ８２４∗∗∗ ２８ ７６９∗∗∗

（－５ ６４） （－５ ３３） （－５ ０２）

ｌｎｚ
－２ ０２５∗∗∗ －１ ９４５∗∗∗ －１ ６６０∗∗∗

（－１０ ４８） （－９ ９２） （－８ ８４）

ｌｎｗｉｈ ０ ９０４∗∗∗

（９ １８）

ｌｎｗｉｍ ０ ６６７∗∗∗

（７ ９７）

ｌｎｗｉｌ ０ ４４７∗∗∗

（６ ８０）

＿ ｃｏｎｓ ８９ ３３２∗∗∗ ８２ ９５６∗∗∗ ７４ ７６３∗∗∗

（４ ４６） （４ １４） （３ ６５）
Ｎ ２ ５０４ ２ ５０４ ２ ５０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４９４ ０ ４９４ ０ ４９４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４９ ０ ４９ ０ ４９

在 ＳＥＡ 社会经济统计账户表中按教育程度分为高级技术工人、 中级技术工人

和低级技术工人， 其工资的变量分别为表 ７ 中的 ｌｎｗｉｈｉｔ、 ｌｎｗｉｍｉｔ和 ｌｎｗｉｌｉｔ， 分别设

立模型 （１）、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可以发现， 三种类型工人的工资上涨都促

进了增加值出口， 符合前文的研究结论。 三种类型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同， 高技

术工人工资对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 低技术工人工资对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

用最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高技术工人工资上涨 １％， 会带来增加值出口

增长 ０ ９０４％， 而中、 低技术工人工资上涨 １％， 分别会带来增加值出口增长

０ ６６７％和 ０ ４４７％。 这符合现实规律， 较高技术工人往往更有能力， 占有更多的资

源， 报酬更多， 弹性更大， 其工资上涨 １％， 对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大， 使得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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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幅度更大。

五、 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预测与政策建议

（一） 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预测

上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与增加值出口回归系数显著为 ０ ６１１， 继续使用该

模型得到拟合值， 研究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贸易潜力， 并提出政策建议。 贸易

表 ８　 新兴经济体实际贸易额与模型拟合

贸易额的比值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实际增加值出口 拟合贸易额 比值

２０００ ５４２ ９７ ４４４ ６０ １ ２２

２００１ ５４５ ９０ ４４５ ２１ １ ２３

２００２ ６０１ ２０ ４９１ ７３ １ ２２

２００３ ７２１ ８５ ５５０ ７５ １ ３１

２００４ ９３０ １７ ８２４ ８９ １ １３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２ ０２ ８９５ ７６ １ 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６ ２６ １０８１ ４７ １ ２４

２００７ １５７０ ９４ １３２２ ８１ １ １９

２００８ １８０５ ６２ １５６４ １５ １ 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４７１ ５８ １２３７ １４ １ １９

２０１０ １８８３ １６ １６４１ １６ １ １５

２０１１ ２２６８ １８ ２０５８ ４９ １ 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２８２ ３３ ２２９９ ６５ ０ ９９

２０１３ ２２９９ ５３ ３６１５ ６３ ０ ６４

２０１４ ２３４６ ７６ ２７３９ ２１ ０ ８６

　 　 注： 表格为作者计算整理得出。

潜力预测的方法使用刘青书和姜书竹

（２００２） 提出的用实际的双边贸易额

（Ｔ） 与模型拟合的理论值 （Ｔ∗） 的

比值来衡量贸易潜力的方法， 并将贸

易潜力分为三种情况： Ｔ ／ Ｔ∗＞１ ２
为潜力再造型； ０ ８＜Ｔ ／ Ｔ∗＜１ ２ 为

潜力开拓型； Ｔ ／ Ｔ∗＜０ ８ 为潜力巨

大型。 本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新兴经

济体实际贸易额与模型拟合贸易额的

比值来估算贸易潜力， 如表 ８ 所示。
实际增加值出口是新兴经济体对剩余

国家 （地区） 出口的总和， 可以发

现除了金融危机 ２００９ 年在下滑， 其

余年份都在上涨。 其实际贸易额与模

型拟合贸易额的比值都处于 ０ ８ 和

１ ２ 的范围之内， 属于潜力开拓型，
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的出口潜力尚

未充分发挥， 还有一定的扩大空间。
所以， 新兴经济体要不断致力于破除

已有的贸易壁垒和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 促进贸易更好更快地发展。
具体到各个新兴经济体国家， 本文将进口国分为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①，

以此确定新兴经济体最合适的贸易对象。 为了便于分析， 将潜力类型分为潜力再造

型、 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巨大型三类， 统计结果如表 ９ 所示。 第二行第三列的 １９ 代

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巴西出口到新兴经济体属于潜力巨大型的是 １９ 个， 而出口到发达

经济体属于潜力巨大型的是 ５２ 个， 这就充分说明了巴西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潜力

更大， 应尽量拓展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 在潜力开拓型中， 巴西也应倾向于与

发达经济体的贸易， 而对于潜力再造型较多的新兴经济体巴西需要培育多种贸易便

利化因素来促进增加值的出口。 同时， 可以发现潜力巨大型中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和土耳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多于发达经济体， 所以这些国家可以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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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 扩大增加值出口。 潜力开拓型中新兴经济体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更多， 所以， 要重视在潜力开拓型中的发达国家， 从贸易和其

他因素方面不断激发贸易潜力， 促进增加值出口。 在潜力再造型中， 巴西、 韩国和

俄罗斯与新兴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国家多于发达国家，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和土耳其与之相反， 仍然需要培育其他贸易促进因素。

表 ９　 新兴经济体贸易潜力类型统计

出口国 进口国 潜力巨大型 潜力开拓型 潜力再造型

巴西
新兴经济体 １９ １４ ７２

发达国家 ５２ ４８ ２０

中国
新兴经济体 ２５ ２２ ５８

发达国家 ２７ ２４ ６９

印度
新兴经济体 １６ １７ ７２

发达国家 ５ ２７ ８８

印度尼西亚
新兴经济体 ４９ ３０ ２６

发达国家 ４２ ４４ ３４

韩国
新兴经济体 １９ ４ ８２

发达国家 ２２ １８ ８０

墨西哥
新兴经济体 ６９ １４ ２２

发达国家 ６３ １６ ４１

俄罗斯
新兴经济体 ７７ １０ １８

发达国家 ９６ １２ １２

土耳其
新兴经济体 ７３ １４ １８

发达国家 ４１ ２８ ５１

注： 表格为作者计算整理得出。

（二） 政策建议

本文从整体和分样本出发实证研究了工资上涨是否会影响增加值出口， 结果都

表明工资上涨会显著促进增加值出口。 之后， 对模型进行了拟合， 预测贸易潜力，
发现新兴经济体大多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 即工资可以激发贸易潜力，
但仍需要培育其他的贸易促进要素。 把贸易伙伴分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后，
发现劳工报酬带来贸易促进作用较强的是发达国家， 所以要重视与这部分发达国家

的贸易往来， 与新兴经济体应保持工资促进和其他要素促进的方式。 实际上， 工资

上涨不仅关系到增加值出口， 而且还关系到劳动工人的人力资本、 消费支出、 劳动

生产率等。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劳动质量在不断提升， 劳动生

产率也在不断提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每个产品以及产品的生产要素都已经融入

了全球价值链， 而且价值链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 对要素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 基

于劳动供给质量和需求不断上涨两方面的因素， 工资上涨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必然趋

势， 从而也会极大地促进增加值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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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各经济体工资应该合理地上涨， 不应该为了吸引外资降低生产成本， 压

低劳动工资， 而应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具体可从以下两方

面着手： （１） 增加劳动力数量。 可以继续挖掘劳动潜力， 健全劳动保障制度， 吸

引国内外各方面的人才， 稳定劳动力供给量， 确保劳动力市场价格合理稳定。 减少

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桎梏， 增加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 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配置

效率， 使得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２） 提升劳动力质量。 加大人力资本的

投资力度， 加大对教育、 医疗、 卫生等的投入力度， 特别是使教育更加适应当前和

未来阶段产业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大幅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合理提高

对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奖励力度， 引导中级和低级劳动力向合适的平台流动，
使得各类劳动力在合理的平台发挥最大的作用， 使劳动生产率达到最优化。 增加知

识和技能的培训平台， 拓宽各类人才持续增强业务能力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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