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劳动供给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 “成本效应” 抑或 “技能效应”

铁　 瑛　 　 何欢浪

摘要： 本文提出人口转型背景下，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实现人口红利从 “成

本效应” 到 “技能效应” 的过渡是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

冲击， 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手段。 理论层面上， 在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中

纳入城市劳动力供给因素， 剖析了人口结构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刻画

出了 “成本效应” 和 “技能效应” 两大作用机制。 本文构建出地级市层面涵盖人

口流动因素的城市劳动供给指标， 与高度细化的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数据进行

匹配， 构造出城市—产品—目的国这一细化的高维面板数据并据此进行研究。 基准

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城市劳动参与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用工成

本的上升会削弱这一正向效应， 表现为 “成本效应”； 人力资本的上升则会增强这

一正向效应， 表现为 “技能效应”； 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加工贸易、 出口关系持续

性、 超级城市、 城市产业政策以及多产品企业行为因素后仍保持了高度稳健； 在企

业层面给出了同样稳健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结论不仅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一新的

角度解释了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而且意味着在人口转型背景下， 要实

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需要更多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升， 实现人

口红利从成本到技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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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我国的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近年

来， 随着人口结构转型， 用工成本持续提升， 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由低成本

所引致的价格优势渐趋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 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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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由大到强” 的战略发展路径， 已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针对这

一问题， 不少学者指出，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我国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１］， 但是中国却存在 “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２］。 除了

微观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人口结构转型所引致的劳动力短缺

是否是中国产品质量升级道路上更棘手的问题呢？ 又应如何看待有些城市鼓励落户

的发展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 在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 我国又该如何实现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呢？ 这是本文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出口产品质量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特别是关于出口产

品质量 （价格） 的影响因素方面， 目前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 比如目的地因素

（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３］； 生产率水平、 投入结构、 企业研发、 外资等一系列企

业异质性因素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但劳动力投入作为企业的关键投入要素

之一， 其影响却远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而人口结构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

紧密相关， 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力供给， 还可能会对技能供给产生影响 （铁瑛和

张明志， ２０１７） ［４］。 劳动技能的供给变化会对产品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 （Ｖｅｒ⁃
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０８） ［５］。 因此， 本文认为， 考虑到人口结构变动的长周期性， 在考察出

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时， 它可能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 理论层面上， 厘清人口结

构变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不仅能够补充现有质量异质性的理论框架， 更可能

对我国人口转型背景下的贸易强国战略实施提供具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人口与贸易的关系同样是国际贸易学界所关注的领域， 但已有研究大多考察人

口结构转变对出口额 （经常项目收支） 的影响 （田巍等， ２０１３［６］； 铁瑛和张明志，
２０１７）， 或是人口结构转变对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 的影响 （Ｃａｉ ａｎｄ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２０１６） ［７］。 以本文所掌握的资料而言， 尚无深入到产品质量层面的相关研究， 而在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和 “任务贸易” 盛行的背景下， 单纯通过出口量的大小

并不足以判断贸易发展的得失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８］， 因此也就难以为贸易强国战略

提供明确的建议。 此外， 产品质量还会通过汇率传递影响到出口产品的价格 （王
雅琦等， ２０１５） ［９］， 甚至直接影响到出口额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５） ［１０］。 因此， 深入到

产品质量层面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人口结构转型对我国外贸的潜在影响。
改革开放后， 我国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典型事实， 即全国性的人口流动。 同

时， 中国的人口分布从全国范围来看是不均衡的， 随着人口迁移的发生， 这一不平

衡还在进一步加剧 （劳昕和沈体雁， ２０１５） ［１１］。 因此，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不仅仅

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型， 更有人口地域分布的差异。 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可以很

好地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但即使在省际层面也会因遗漏省内人口流动而不足

以刻画人口地域结构的变化。 尤其流动人口往往同时是适龄劳动力， 大规模的人口

流动必然会改变局部地区的要素禀赋， 地域差异同样引致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结论

可能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 若是不能基于更微观的层面， 构建可以充分反映人口流

动的劳动力供给指标， 则不仅难以得到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 更会威胁到经验研

究整体的可信度。
近期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流动， 并探讨了其对于地区福利、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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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生产率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 代表性的如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８） ［１２］ ， 但他

们并未关注到国际贸易领域。 铁瑛和张明志 （２０１７） 同样构建出城市层面的劳

动参与率指标， 并探讨了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但一方面他们的研究重心是对企

业出口额的探讨， 并未考察城市人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缺

乏微观影响机制的理论刻画和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对这两个缺憾进行了补充。
综上所述， 本文希望通过以下三点做出边际贡献： 第一， 考察了人口结构因素

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 对已有的出口产品质量决定因素研究和人口与贸易的

系列研究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第二， 将人口与贸易的相关研究推进至微观层面，
提出并证明了微观影响机制是对人口与贸易系列研究的重要拓展； 第三， 基于人口

结构转型背景， 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视角， 为我国新时期 “贸易强国” 发展战

略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思考。

一、 理论模型

本文的模型框架主要建立在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１３］ 的设定之上， 本文

所进行的拓展工作主要在于多地区条件下将城市劳动力供给因素引入模型。 具体来

说， 劳动供给直接影响企业的边际成本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８）， 同时劳动供给的丰

裕程度还会影响到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搜寻成本 （Ｂｌａ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４］， 越是

劳动供给丰裕的地区， 企业搜寻所需技能劳动力付出的搜寻成本越低。
（一） 模型设定

在需求部分， 借鉴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的研究将质量引入水平差异化

产品的 ＣＥＳ 需求函数， 相对于价格而言， 消费者更关注 “性价比”， 从而可以得到

对于产品 ｊ 的需求函数：

ｑ ｊ ＝ ｐ ｊ
－σλ ｊ

σ－１ Ｅ
Ｐσ－１ （１）

其中， ｑ 表示需求量， ｐ 表示价格， λ 表示产品质量， σ ＞ １ 表示两种产品间的

替代弹性， Ｅ 为外生给定的支出水平， Ｐ 表示质量加权的总价格指数。
在生产部分， 假定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有一系列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 一

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从而需求部分所得到的对产品 ｊ 的需求函数可以看作是企

业 ｊ 所面临的需求， 只有劳动这一种投入要素。 厂商的博弈顺序是先决定产品质

量， 再依据边际成本进行加成定价。 在对上述厂商行为进行基本设定的基础上， 尝

试引入地区层面人口结构的影响， 用 ζＡ 表示 Ａ 地区的劳动参与率。 借鉴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的方式引入质量异质性因素， 将质量因素分别引入边际成本与

固定成本：

ＭＣ ｊ ＝
ｃ（ζＡ）
φｊ

λ ｊ
β （２）

其中， φｊ 定义为过程生产效率， ０ ≤ β ＜ １， β 为外生的参数， 用于衡量提升质

量对边际成本上升的影响。 工资被标准化为 １。 本文在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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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基础上， 认为调整参数 ｃ（ζＡ） 和劳动参与率有关， 并且
ｃ（ζＡ）
ζＡ

＜ ０， 表示劳动

参与率越高的地区， 企业的边际成本相对越低。 这一设定的理论直觉是比较直接的，
人口结构变动直接影响了劳动要素供给。 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还需要提高企业的

固定成本， 借鉴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的设定， 将固定成本表达如下：

ＦＣ ｊ ＝ Ｆ ｊ ＋
ｆ
ξ ｊ
λ ｊ

α （３）

其中， Ｆ 为常数， 表示无条件支付的固定成本， ｆ 为常数， ξ 表示企业改变产品

质量的能力， 可以称为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 α ＞ （１ － β）（σ － １） 表示提升质量对

固定成本上升的影响。 在此处， 本文假定产品生产效率 ξ 与企业人力资本相关， 即

技能工人具有改变企业产品质量的能力。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０８） 指出， 技能劳动力在

企业产品质量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企业

改变产品质量的能力， 企业更容易生产高质量产品。 表示如下：

ξ ｊ ＝ ξ
－

ｊＨ ｊ （ζＡ） γ （４）

其中， ０ ≤ γ ＜ １ ①， 人力资本 Ｈ ｊ（ζＡ） 关于劳动参与率 ζＡ 单调递增。 Ｂｌａ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２） 指出技能劳动力总是稀缺的， 企业为了获取所需要的技能劳动力需要支付

搜寻成本。 那么如果一个地区劳动供给相对丰裕， 企业所面临的工人选择集就相应

更大， 企业也更容易搜寻到所需的技能劳动力， 而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决定了企业

的人力资本水平。 ξ
－
表示不受技能因素影响的 “纯” 产品生产效率。

（二） 均衡求解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 企业采用加成定价：

ｐ ｊ ＝
σ

σ － １
ｃ（ζＡ）
φｊ

λ ｊ
β （５）

企业利润整理化简后可表达为：

πｊ ＝
σ －σ

（σ － １） １－σ

Ｅ
Ｐ

ｃ（ζＡ） １－σ

φｊ
１－σ λ（１－β）（σ－１）

ｊ － Ｆ ｊ －
ｆ

ξ
－

ｊＨ ｊ （ζＡ） γ
λα

ｊ （６）

进一步， 对产品质量求偏导获得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即出口产品质量

的决定条件：

λ∗
ｊ ＝ Ｂ１ ／ α′ｃ（ζＡ） （１－σ） ／ α′φｊ

（σ－１）α′ξ
－

ｊ
１ ／ α′Ｈ ｊ（ζＡ） γ ／ α′ （７）

其中， Ｂ≡（１ － β）（σ － １）
αｆ

σ －σ

（σ － １） １－σ

Ｅ
Ｐ

＞ ０ 为常数， α′ ＝ α － （１ － β）（σ － １）

＞ ０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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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所以进行这一设定， 主要源于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以及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即对于劳动生产率水

平， 研发创新起到基础性的 “质” 的作用， 而人力资本积累满足 “生产过程内生” 这一特点， 主要发挥

“量” 的积累作用。



进一步， 基于式 （７） 对劳动参与率求偏导， 得：

　 　 　

λ∗
ｊ

ζＡ
＝ （１ － σ）

α′
Ｂ

１
α′ｃ（ζＡ）

（１－σ）
α′ －１φｊ

σ－１
α′ ξ

～

ｊ

１
α′Ｈ ｊ（ζＡ）

γ
α′
ｃ（ζＡ）
ζＡ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来自“成本效应”的正面影响

＋

γ
α′
Ｂ

１
α′ｃ（ζＡ）

（１－σ）
α′ φｊ

σ－１
α′ ξ

～

ｊ

１
α′Ｈ ｊ（ζＡ）

γ
α′－１

Ｈ（ζＡ）
ζＡ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来自“技能效应”的正面影响

（８）

其中， 可以观察到劳动参与率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项， 来自第

一项
ｃ（ζＡ）
ζＡ

＜ ０ 所刻画的成本因素和来自第二项
Ｈ ｊ（ζＡ）
∂ ζＡ

＞ ０ 所刻画的技能因素。

在第一项中， 由于替代弹性 σ＞１， 而劳动参与率提升可以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 因

此， 总体上使得第一项为正， 本文暂将劳动参与率通过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提升产品

质量的机制称为 “成本效应”。 而在第二项中， 参数 ０ £γ ＜ １， 同时劳动参与率提

升有助于降低企业搜寻技能的难度， 从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因此， 第二项也

为正。 本文暂将劳动参与率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升产品质量的机制称为 “技
能效应”。 综上， 城市劳动参与率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成本的 “成
本效应” 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 “技能效应” 来实现， 从而得到本文待证实

的核心命题。
命题： 城市劳动参与率通过 “成本效应” 和 “技能效应” 促进了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

二、 数据、 指标测算与实证思路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检验部分的数据主要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城市

统计年鉴》。 在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中， 进一步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关于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和匹配， 学界已经非常成熟， 限于篇

幅， 本文不再赘述。
在城市数据的匹配方面， 本文利用海关数据库所汇报的海关代码前 ５ 位匹配到

相应地级市， 其中， 对于县级市， 本文通过找到其相应的代管地级市来进行匹配；
对于代码第 ５ 位代表出口加工区或高新科技园区等开发区， 本文以开发区所在地级

市进行匹配； 对于海关代码下标识为 “其他” 或 “ＸＸ 地区” 等没有明确地级市隶

属关系的出口记录进行剔除； 对于无法在 《城市统计年鉴》 得到匹配的少数民族

自治州 （县） 进行剔除处理。
（二）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本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主要借鉴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１５］ 的方法， 但纳

入了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信息。 具体来说， 在 “企业—ＨＳ６ 产品—目的国—贸易

方式—年份” 这一高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估计如下计量方程：
　 　 　 ｌｎｑｉ，ｊ，ｄ，ｍ，ｔ ＋ σｈｓ３ ｌｎｐｉ，ｊ，ｄ，ｍ，ｔ ＝ χ

ｊ ＋ χ
ｄ，ｔ ＋ χ

ｍ ＋ εｉ，ｊ，ｄ，ｍ，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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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ｑ 表示出口数量， ｐ 表示出口价格， σｈｓ３表示 Ｂｒｏｄａ 等 （２００６） ［１６］所提供

的 ＨＳ３ 位码产品替代弹性， 下标 ｉ 表示企业， 下标 ｊ 表示 ＨＳ６ 位码产品， ｄ 表示出

口目的国， ｔ 表示年份， ｍ 表示贸易方式。 χ 表示固定效应。 因此， 本文所需要的质

量对数值就是估计出的残差除以 （σｈｓ３ － １） 。
由于所估计出的出口产品质量实质上是同一目的国相同年份内对于给定的 ＨＳ６

产品相同价格下销售量的排序， 因此它可以基于 ＨＳ６ 产品—目的国—年份进行直

接的加总 （平均）， 通过将企业维度平均到城市维度， 就可以获得本文基准分析所

使用的城市—ＨＳ６ 产品—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三） 城市劳动供给指标

本文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所汇报的城市单位从业人员除以城市年末总人

口来构建城市劳动参与率这一指标。 城市单位从业人员反映了城市实际使用的劳动

力数量， 而年末总人口表现的是户籍人口数，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城市劳动参与率这

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劳动供给的相对丰裕程度， 也可以说是以户籍人口作为城市

规模进行规范后的城市劳动供给情况。 同时， 这一指标也会放大人口流动的影响，
由于衡量城市劳动参与率公式的分子即单位从业人员包含了流动人口， 而分母即年

末总人口完全排除了流动人口， 因此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 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可能

小于其户籍人口， 进而本文的城市劳动参与率与经典的劳动参与率概念存在明显的

差异。 虽然经典的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 （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 占劳动

年龄人口的比率， 但其与本文所构建的劳动参与率指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即表征

了一国或一个地区劳动人口的相对供给水平。

三、 实证研究

（一） 计量模型设定与说明

基于式 （８）， 本文构建如下的实证模型进行经验研究。
ｌｏ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ｃ， ｊ， ｄ，ｔ） ＝ β０ ＋ β１ＬＰＲｃ，ｔ －１ ＋ β２ＬＰＲｃ，ｔ －１ × ｌｏｇ（Ｍ＿ Ｗａｇｅｃ，ｔ －１）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成本效应”

＋

　 　 　 ＋ β３ＬＰＲｃ，ｔ －１ × ｌｏｇ（ＨＣｃ，ｔ －１）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技能效应”

＋ γＸ ＋ θｃ， ｊ， ｄ ＋ θ ｊ， ｄ，ｔ ＋ εｃ， ｊ， ｄ，ｔ
（１０）

其中， 下标 ｃ 表示城市， ｊ 表示 ＨＳ６ 产品， ｄ 表示目的国， ｔ 表示年份， θ 为固

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ＨＳ６—目的国—年份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核

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年份的劳动参与率 （ＬＰＲ） 以及其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 （Ｍ＿
Ｗａｇｅ） 和城市人力资本水平 （ＨＣ） 的交互项， 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由笔者收集得到，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借鉴孙楚仁等 （２０１３） ［１７］ 的做法。 β２和 β３是本文所关心

的参数， 与最低工资标准的交互项可反映城市劳动参与率的 “成本效应”， 而与城

市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可反映城市劳动参与率的 “技能效应”。 因此， β２预期应为

负， 即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 劳动参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面影响逐步下降， 而

β３预期应为正， 即随着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 劳动参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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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响逐步增强。 为了减轻反向因果问题的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滞后 １
期的 ＬＰＲ 作为代理变量。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构建的是城市—ＨＳ６—目的国—年份层面的高维面板数据

而不是基于企业层面进行基准的回归分析。 一方面， 考虑假如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层

面而核心解释变量却是城市这一相对更宏观的层面， 二者维度的不一致意味着如果

不能对企业层面的影响加以充分的控制， 会面临较大的遗漏变量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补充控制企业层面的影响， 那么需要进一步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 而工业企业

数据库仅包括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其他企业， 并不是全样本， 估计结果可能存

在选择性偏误。 更重要的是， 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将会遗漏企业的进入退出信息，
即如果一个低出口产品质量企业退出市场， 通过企业层面的数据无法进行捕捉， 但

通过城市这一相对宏观层面平均则可以充分反映低质量出口关系退出的影响。 而根

据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１８］的研究结论， 中国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中位数仅为 ３ 期， 这

意味着微观企业的进入退出是具有普遍性的。 考虑到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曾使用微

观企业的进入退出作为核心机制解释中国的 “质量变动之谜”， 如果不能在数据中

充分涵盖这一信息， 将可能造成估计偏误， 因此， 本文的基准回归选择在城市—
ＨＳ６—目的国维度进行， 而在基准估计之后， 本文补充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

证据。
Ｘ 为控制变量向量， 除了控制两大交互项的水平项最低工资标准 （Ｍ＿ Ｗａｇｅ）

和城市人力资本 （ＨＣ）， 本文还借鉴孙楚仁等 （２０１３） 基于城市层面的研究， 控

制了城市的市场潜力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 ＧＤＰ）、 城市预算

支出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ｕｔｌａｙ）、 城市拥挤程度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以及基础设

施水平 （城市道路面积 Ｒｏａｄ 和邮局数量 Ｐｏｓｔ＿ Ｏｆｆｉｃｅ） 等， 考虑到数据时间长度和

宏观变量影响的滞后性，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除了市场潜力进行 １ 年滞后外， 其余

变量均进行了 ５ 年滞后。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还控制了城市—ＨＳ６—目的国联合固定效应 （ θｃ， ｊ， ｄ ） 和

ＨＳ６—目的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 θ ｊ， ｄ，ｔ ）。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表现为高维面

板数据， 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 大大降低遗漏变量的影

响， 并简化实证模型。 通过控制城市—ＨＳ６—目的国联合固定效应， 不仅可以控制

一维的诸如城市之间基于历史文化或地理位置等所产生的固有差异、 不同产品之间

如生产技术等固有差异以及不同目的国之间如最低质量标准等固有差异的影响， 还

可以控制二维的城市产业发展偏向等城市—产品层面的固有差异、 城市外事关系以

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城市与特定国家的关系差异等城市—目的国层面的固有差异以

及产品—目的国的固有需求差异等影响； 还可以控制三维基于城市—ＨＳ６—目的国

层面的固有差异。 通过控制 ＨＳ６—目的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除了可以补充控制仅

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冲击， 例如中国加入 ＷＴＯ、 货币政策变化等， 还可以控制行业层

面的技术冲击、 目的国的偏好变化以及特定行业—目的国诸如贸易摩擦等需求冲击。
（二） 基准估计结果

依据前文制定的实证策略， 本文首先对式 （１０） 进行基准估计， 估计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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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所示。 列 （１） 为城市—ＨＳ６—目的国维度的基准估计结果； 借鉴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８） ［１９］的研究， 为了更突出行业的影响， 列 （２） 汇报了城市—ＨＳ４—目的国维

度的估计结果①。

表 １　 基准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城市－ＨＳ６—目的国 城市—ＨＳ４—目的国

ＬＰＲｃ，ｔ－１
４ ２３５∗∗∗ ４ ３７５∗∗∗

（０ １９５） （０ ２２９）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８６９∗∗∗ －０ ９０１∗∗∗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４０３）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８１０∗∗∗ ０ ０８５４∗∗∗

（０ ００４３５） （０ ００４９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 ２２１ ５６８ ４ ０４６ ０３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３０ ０ ６９４

注： 下标 ｃ 表示城市， ｊ 表示 ＨＳ６ （４） 产品， ｄ 表示目的国， ｔ 表示年份， 下同； 括号内为聚类的稳健标准
误， 列 （１） 聚类至城市－ＨＳ６－目的国层面， 列 （２） 聚类至城市—ＨＳ４—目的国层面， 如无特别说明， 下表

均采用相同的聚类策略；∗∗∗ ｐ＜０ ０１； 限于篇幅， 本文省略了对水平项、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汇报， 备索。

基准估计结果显示， 当不考虑 “成本效应” 和 “技能效应” 时， 城市劳动参

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城市劳动参与率每提升 ０ ０１， 相应城

市中的 ＨＳ６—目的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平均上升约 ４ ２３５％。 但随着用工成本的升高，
这一正向促进作用会被削弱， 给定城市劳动参与率， 用工成本每提升 １０％， 城市

劳动参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衰减约 ８ ６９％； 而随着城市人力

资本的上升， 这一正向促进作用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城市人力资本每提升 １０％，
城市劳动参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增强约 ０ ８１％。 这一实证结

果给了本文核心理论假说以明确的经验证据支持。 基于 ＨＳ４ 维度的研究稍稍放大

了相应变量的估计参数值， 参数估计值变化趋势与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８） 的相同， 这反

映了不同 ＨＳ６ 产品差异的影响， 但整体估计结果保持了稳健。
（三） 基于 ＩＶ－２ＳＬＳ 的再回归

虽然人口结构因素基于长周期性往往表现为较强的外生性， 但鉴于本文所选用

的劳动参与率指标包含了人口流动信息， 这就使得基准估计会受到反向因果关系的

挑战， 如加工贸易出口由于大量使用高质量进口中间品而表现为高产品质量， 加工

贸易企业往往同时表现出对非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这就可能影响到劳动力的流

向， 本文在稳健性分析中对此有更细致的考察。 同时， 城市劳动参与率指标还可能

存在测量误差。 虽然如实证策略中的说明， 这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往往只会造成参

数值的低估， 因此并不会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 但出于谨慎的考虑， 本文分别使用

滞后 １ 期的城市劳动参与率和加总至省级层面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 借鉴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８） 处理交互项工具变量的方式进行 ＩＶ 两阶段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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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结果与预期相符， 即基准估计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但参数符号以及显

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 即基准结论的可信度并未因内生性问题而受到影响。

表 ２　 基于 ＩＶ－２ＳＬＳ的再估计

被解释变量：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城市－ＨＳ６－目的国 城市－ＨＳ４－目的国 城市－ＨＳ６－目的国 城市－ＨＳ４－目的国

工具变量： ＬＰＲｃ，ｔ－１ ＬＰＲｃ，ｔ－１ ＬＰＲｐ，ｔ－１ ＬＰＲｐ，ｔ－１

ＬＰＲｃ，ｔ
　 　 　 ４ ７６７∗∗∗ 　 　 　 ５ １５６∗∗∗ 　 　 　 １ ９９４∗∗∗ 　 　 　 １ ８２４∗∗∗

（０ ２５１） （０ ２９１） （０ ３９４） （０ ４５６）

ＬＰＲｃ，ｔ×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１ ３０６∗∗∗ －１ ３４５∗∗∗ －０ ４９３∗∗∗ －０ ４７４∗∗∗

（０ ０４７７）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７１８） （０ ０８４３）

ＬＰＲｃ，ｔ×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２３３∗∗∗ ０ ２２６∗∗∗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９４１） （０ ０１０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 ２２１ ５６８ ４ ０４６ ０３３ ６ ２２１ ５６８ ４ ０４６ ０３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２９ ０ ６９４ ０ ７２９ ０ ６９４

注： 同样引入滞后 １ 期的劳动参与率和省级的劳动参与率与城市最低工资和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作为相应交互
项的工具变量； 每一列均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 （ｐ＝ ０ ０００） 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Ｋ－Ｐ 统计量大于 １０）；∗∗∗ ｐ＜
０ ０１； 限于篇幅， 没有汇报水平项、 控制变量与具体的固定效应， 备索， 后表均相同。

（四） 来自企业层面的补充证据

首先给出企业—ＨＳ６—目的国维度的基准结果， 固定效应相应进行了更换， 出

于一致性的考虑， 本文仍然基于海关数据这一全样本数据进行，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

示。 本文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与表 ２ 的基准结果均发生了一些参数值上的偏差， 这一

方面是源于上文所提到的， 企业层面解释变量的遗漏问题 （下文可以证明， 当补

充了企业层面变量后与基准结果仍然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解释变量位于

城市维度， 而被解释变量位于企业维度， 相对而言， 解释变量维度更为宏观的缘

故。 但从定性的角度， 基于企业层面的考察并未影响到本文核心假说的成立。 列

（２） 和列 （３） 基于相同的思路， 进行了 ＩＶ 估计， 结果保持了一致。

表 ３　 基于企业层面的再考察 （企业—ＨＳ６—目的国层面）

被解释变量：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基准结果

（２）
ＩＶ－２ＳＬＳ 估计

内生变量： ＬＰＲｃ，ｔ；
工具变量： ＬＰＲｃ，ｔ－１

（３）
ＩＶ－２ＳＬＳ 估计

内生变量： ＬＰＲｃ，ｔ；
工具变量： ＬＰＲｐ，ｔ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６５０∗∗∗ 　 　 　 －１ ０６２∗∗∗ 　 　 　 －０ ３８０∗∗∗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６８３）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３４３∗∗∗ ０ １９９∗∗∗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０３３８）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０６８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２３４ ０８６ １１ ２３４ ０８６ １１ ２３４ ０８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３１ ０ ８３１ ０ ８３１

注： 下标 ｆ 表示企业， 后同； 列 （２） 所对应的解释变量为 ＬＰＲｃ，ｔ， 出于表格的简洁性未专门标明； 同样引入
滞后 １ 期的劳动参与率与城市最低工资和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作为相应交互项的工具变量； 通过了不可识别检

验 （ｐ＝ ０ ０００） 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Ｋ－Ｐ 统计量大于 １０）；∗∗∗ 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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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谨慎起见，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补充了企

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ＴＦＰ）①、 企业融资约

束水平 （利息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②、 企业资本构成 （外资占

比 ＦＤＩ＿ Ｒａｔｉｏ 和公有资本占比 ＳＯＥ＿Ｒａｔｉｏ）③、 企业所获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以及企业投

入结构 （资本劳动比 Ｒａｔｉｏ）④ 等， 并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为了能够

与已有研究比对， 本文还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的方法， 通过标准化产品

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而后加权平均获得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估计结果如列 （１） 所示。 因为被解释变量的量纲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

一估计结果无法进行直接比对， 但从定性的角度来说， 同样能够证明本文的核心理

论假说。 为了能够直观地评判基于企业层面的估计结果， 进一步在企业—ＨＳ４—目

的国维度进行了回归⑤， 结果仍然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 基于企业层面， 同样可以

给予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说以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 ４　 补充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ｔ）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 ，， ｊ，ｄ，ｔ）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０４７３∗∗∗ －０ ６６０∗∗∗

（０ ０１３６） （０ １２６）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０５１５∗∗∗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６３）
Ｆｉｒｍ ＦＥ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Ｎｏ

Ｆｉｒｍ－ＨＳ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ＨＳ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５ １３４ ７４８ １１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３９ ０ ８３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列 （１） 聚类至企业层面， 列 （２） 聚类至企业－ＨＳ４－目的国层面。∗∗∗ ｐ
＜０ ０１。

四、 拓展性研究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对基准估计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同时拓展本文的实证结论。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在表 ５ 中， Ｐａｎｅｌ Ａ 基于城市—ＨＳ６—目的国层面，
Ｐａｎｅｌ Ｂ 基于城市—ＨＳ４—目的国层面， Ｐａｎｅｌ Ｃ 基于企业—ＨＳ６—目的国层面。

第一， 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普遍使用进口中间品， 加工贸易往往需要更多非技

能劳动， 这可能低估 “技能效应” 的正向调节效应。 在列 （１） 和列 （２） 中，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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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分 ＧＢ－２ 行业采用 ＡＣＦ 法测算得到。
以利息支出除以销售收入得到。
分别使用国外资本金与港澳台地区资本金之和除以实收资本和国有资本金与集体资本金之和除以实收

资本表示。
以固定资本年平均余额除以从业人员表示。
基于 ＨＳ４ 维度是为了突出企业维度的差异性。



文通过直接剔除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观测值和剔除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出口观测值两

种方式对样本进行修正， 可以看到， 参数值确实发生了如预期的变动， 但整体而

言， 变动幅度不大， 基准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值得指出的是， 本文发现 “技能效

应” 在列 （２） 中甚至更低， 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出口加工区存在复进口， 另一方面

出口加工区中集中了大量高水平的外资企业， 这些企业反而是更需要技能劳动力的

企业。

表 ５　 拓展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ｌｏ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ｎｅｌ Ａ： 城市—ＨＳ６—目的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加工贸易 出口加工区 临时出口 超级城市 产业政策 规模以上 单产品 单目的国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８７８∗∗∗ －０ ８５８∗∗∗ －０ ７３７∗∗∗ －０ ８６３∗∗∗ －０ ８６６∗∗∗ －０ ６８１∗∗∗ －０ ９２４∗∗∗ －０ ９５０∗∗∗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４６４）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３５０） （０ １３６）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３６４）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７８３∗∗∗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７９０∗∗∗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８０９∗∗∗ ０ ０８７１∗∗∗

（０ ００４８３） （０ ００４３５） （０ ００５６５） （０ ００５１６） （０ ００４５７）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４５８） （０ ００４５７）
Ｐａｎｅｌ Ｂ： 城市—ＨＳ４—目的国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９１２∗∗∗ －０ ８９４∗∗∗ －０ ７００∗∗∗ －０ ９４４∗∗∗ －０ ９４３∗∗∗ －０ ６００∗∗∗ －１ ０１３∗∗∗ －０ ９７１∗∗∗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５３４）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４１０） （０ １４５）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４１８）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９２２∗∗∗ 　 ０ ０８３８∗∗∗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７４３∗∗∗ 　 ０ ０８７３∗∗∗ 　 ０ ０６７３∗∗∗ 　 ０ ０８６０∗∗∗ 　 ０ ０９３０∗∗∗

（０ ００５４０） （０ ００４９５） （０ ００６２９） （０ ００５６７） （０ ００５１３）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０５２５） （０ ００５１７）
Ｐａｎｅｌ Ｃ： 企业—ＨＳ６—目的国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Ｍ＿Ｗａｇｅｃ，ｔ－１）
－０ ５９７∗∗∗ －０ ６５３∗∗∗ －０ ７０２∗∗∗ －０ ７０４∗∗∗ －０ ６４５∗∗∗ －０ ４４１∗∗∗ －０ ６４６∗∗∗ －０ ６３９∗∗∗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３０８）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２６４）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２８５）

ＬＰＲｃ，ｔ－１×ｌｏｇ （ＨＣｃ，ｔ－１）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３３９∗∗∗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０２４０ ０ ０３５６∗∗∗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３３７） （０ ００３９４） （０ ００４１９） （０ ００３６５）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３７４）
注：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

第二，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指出部分低质量企业快速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是引致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未能获得显著提升的重要因素， 那么估计结果可能反映人口结构

转型使得成本上升引致企业快速进入退出的结果。 而且 Ｂéｋéｓ 和 Ｍｕｒａｋöｚｙ
（２０１２） ［２０］指出临时性出口关系更依赖于可变成本， 这意味着临时性出口关系的存

在可能引致我们高估劳动参与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针对于此， 本文基于陈勇

兵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 在列 （３） 的回归中剔除在相应层面下出口关系存在时间不

超过 ３ 期的样本。 结果表明， 虽然确实存在一定的高估， 但整体上仍然保持了稳

健。 值得指出的是， “技能效应”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一方面， 因为企业往往不

会轻易地裁撤或变更搜寻成本更高的技能劳动力 （铁瑛和刘啟仁， ２０１８） ［２１］， 因此

一个长期存活的稳定企业对城市的技能供给可能并不敏感； 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
对于新出口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发展，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所决定的技能供给会起到比

丰裕劳动供给所决定的用工成本更大的作用。
第三， 超级城市有相对更高的生活水平、 收入水平以及更多样的就业机会和选

择， 这会对流动劳动力尤其是技能劳动力产生自然的吸引力 （童玉芬和王莹莹，
２０１５） ［２２］。 此外， 超级城市还可能带来企业选址的自选择问题， 因此， 将其剔除也

可以同时评估企业选址自选择问题的严重性。 在列 （４） 中剔除了来自北京市和上

海市的出口样本， 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 除了再次证明大样本的稳

６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健性外， 也说明了企业自选择效应通过严格的固定效应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不会

严重影响估计结果。 此外， 同样观察到 “技能效应” 被削弱， 这也再次佐证了技

能劳动力在超级城市聚集， 并成为劳动参与率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力量。
同时， 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仍然不足， 劳动力技能水平有待

于进一步提升。
第四， 我国城市大都有针对本市的经济发展规划， 并且城市的产业政策可能会

偏离比较优势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２３］， 虽然通过城市 ＨＳ６ 产品联合固定可以

缓解这一问题， 但如果产业政策随时间变化依然可能会造成基准估计的偏误。 在列

（５） 中， 本文还剔除了来自高技术园区 （开发区） 的出口， 以考察城市产业政策

的影响， 估计结果依然维持了高度的稳健。
第五， 有研究指出多产品企业与单产品企业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 多产品企业

对要素投入的需求、 销售渠道的构建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都与单一产品企业不同。
因此， 本文通过三种方式对这一因素进行控制： 其一， 在列 （６） 中匹配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仅保留规模以上的出口企业观测值； 其二， 在列 （７） 中直接剔除

单一 ＨＳ６出口产品的企业观测值； 其三， 在列 （８） 中直接剔除单一出口目的国的

企业观测值。 在列 （６） 中， 本文注意到 “技能效应” 被明显削弱， 在企业层面下

甚至是不显著的， 这也再次从企业规模的角度反映了劳动力技能供给对小型企业发

展的重要性。 列 （７） 和列 （８） 的结果则保持了高度的稳健性。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 的研究基础上， 纳入人口结构因素， 剖析

了人口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 本文提出并刻画了人口

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成本效应” 和 “技能效应”。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
构建地级市层面涵盖人口流动因素的劳动参与率指标， 与高度细化的企业—产品—
目的国层面数据进行匹配， 构造出城市—产品—目的国这一细化的高维面板数据并

据此进行研究。 基准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第一， 城市劳动参与率对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 用工成本的上升会削弱这一正向效应， 表现为

“成本效应”。 而城市人力资本的上升则会增强这一正向效应， 表现为 “技能效

应”。 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加工贸易、 出口关系持续性、 超级城市、 城市产业政策以

及多产品企业行为等因素后仍保持了高度稳健， 进一步在企业层面也给出了同样稳

健的经验证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政策性启示如下： 第一， 在当前的人口结构转型背景

下， 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逆转， 因此，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

级会在未来持续面临来自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第二，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提升

劳动力技能是对冲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手段， 尤其当前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又和长

期的要素价格扭曲问题相互交织， 更需要以技能的提升来匹配工资成本的提升； 第

三， 城市技能的供给对中小型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试探性的出口关系逐步转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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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方面， 也需要再次强调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

重要性； 第四， 从 “成本效应” 与 “技能效应” 的对比来看， 我国企业仍然迷恋

于城市劳动参与率提升所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形成， 而非基于人力资本积累

所带来的技能优势， 这也可以从侧面解读我国相应时间段里 “民工荒” 和 “大学

生就业难” 这一看似相悖的特征事实； 第五， 面临当前人口结构转型， 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 同时人口流动活跃， 尤其是拥有高学历的名牌大学毕业生逐步朝一、
二线城市集聚的大背景， 更应关注地域间的平衡发展， 寻求适应特定地域特色的发

展模式， 盘活人口流出地区的经济活力， 增加其对于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 可能是

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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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ｋｉｌｌ ｕｐｇｒａ⁃
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ｋｉ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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