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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外需变化对企业工资的实际影响。 本

文构建包含外部市场需求冲击的理论框架诠释了企业外需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盈利

能力， 引发工资调整。 接着， 本文采用全球 ２００ 个国家 （地区） ３８００ 种的 ＨＳ６ 分

位产品进口数据， 匹配中国企业的出口信息， 测算了每个企业基于目的国—产品

的国际外需变化， 结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库进行实证。 结果发

现： 控制企业外部供给和内需冲击等因素后， 外部需求冲击对我国企业工资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１０％的外需提高能使企业工资上调 ０ １７３％； 企业外部市场暴露

加强了外需冲击对企业工资的作用； 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 低技术行

业内企业工资遇到外需冲击调整幅度较大。 本文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厘清

国际外需变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对逆全球化下保证劳动力收入有着重要

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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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十几年来，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逆全

球化浪潮兴起， 国际市场波动加剧， 以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显著放缓 （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１］； Ｃａｒｌｕ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２］；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３］）， 从总体上对我国经

济和贸易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高速发展的出口贸易对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于洪霞和陈玉宇， ２０１０［４］； 张川川，
２０１５［５］）。 微观企业作为承担我国出口活动的载体， 在我国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的情况下， 外部市场状况变化对我国微观企业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 本文从外部

市场环境变化入手， 全面研究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微观企业工资的作用， 不仅有助

于认识我国劳动力收入的外部决定因素， 还对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劳动力收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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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贸易和工资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很多研究聚焦于出

口行为、 贸易政策或者贸易国汇率对工资的影响。 随着中国对全球的出口贸易在地

域和产品维度上双重扩大， 企业产品市场分布结构的复杂化加剧了国际市场条件变

动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并且在全球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提高、 逆全球化浪潮兴起

的情况下， 我国出口企业受到的最为直接且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

上。 从理论上来说， 外部市场需求冲击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市场需求规模， 进而影响

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从而引发出口企业在生产决策上的调整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６］；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７］）。 虽然有少数文献已经注意到国际需求冲击通过贸

易部门引发的经济联动， 并由此分析了国际需求冲击对出口国贸易以及经济表现的

影响， 但基本上是将其作为总体冲击引入研究框架中 （Ｅ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８］； 江小

涓， ２０１０［９］）。 但是不同的企业在出口市场和产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外部冲击

在企业层面上必然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 （戴觅等， ２０１３［１０］）， 若将外部需求冲击作

为宏观因素进行研究， 无法捕捉外部需求冲击在微观企业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１１］）， 也无法区分行业和企业的差别，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

究的深入和相应结论的说服力。
目前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类： （１） 贸易活动对工资的影响。 于洪霞和陈玉

宇 （２０１０） 对中国数据的研究发现从事出口活动的企业工资高于没有出口的企业。
而 Ｅｇｇｅｒ 等 （２０１３） 则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数据估计证实了出口企业工资溢价的存

在。 Ｃａｒｌｕｃｃｉｏ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在证实了对外贸易活动增加了企业员工工资的基

础上， 进一步发现该影响程度会因工资谈判而产生差异。 （２） 贸易自由化对工资

的影响。 主要有 Ａｍｉｔｉ 和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从最终品和中

间品两个角度证实了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工资水平。 （３） 和企业贸易活动相关的

汇率冲击与企业工资之间的关系。 Ｃａｍｐａ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１２］、 Ｎｕｃｃｉ 和 Ｐｏｚｚｏｌｏ
（２０１４） ［１３］以及徐建炜和戴觅 （２０１６） ［１４］ 分别使用美国、 意大利和中国企业数据研

究发现汇率冲击的工资效应显著存在， 而且因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的不同而存在明

显差异。 但是目前这些研究都忽视了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引致的微观企业工资调整作

用， 也没有将需求层面的信息放入到研究中来； 而我国贸易企业目前仍然较为依赖

于国际需求市场， 因此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背景下， 国际市场也显露出了外

需疲软的状态， 研究国际外需变化对我国出口企业工资的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尝试以微观企业个体作为研究对象， 衡量出口企业

在出口目的国—产品基础上受到的外部市场需求冲击， 以此研究国际市场外需冲击

对我国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 揭示了从外需冲击到企业工资的微观作用渠道。 本文

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 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外部需求冲击的企业工资决定

模型， 揭示了企业外部需求冲击到企业工资水平的微观机制。 外部需求冲击的变化

通过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的需求规模， 引起了出口企业利润水平的变化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在公平工资的分析框架

下， 企业的劳动力工资将随着盈利而增加 （ Ｅｇｇｅｒ ａｎｄ Ｋｒｅｉｃｋｅｍｅｉｅｒ， ２００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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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陈波和贺超群， ２０１３［１６］ ）。 因此，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工

资水平会随着外部需求冲击做出调整， 企业外部市场需求会引起工资水平同方向的

变动， 外部需求冲击的工资效应是正向的。 进一步分析可知， 在工资随利润变化而

调整幅度大的企业中， 外部需求冲击的工资效应会更大。 第二，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２００ 个出口目的地 ３８００ 种 ＨＳ６ 分位产品的实际进口数据来衡量外部需

求， 匹配我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出口产品市场结构信息和企业出口生产信息。 据

此， 本文测算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我国微观企业在出口目的地—产品细化层面上的国际

市场外部需求冲击。 结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得以

评估外部需求冲击对我国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 第三，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 国际市场

的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外部需求每增加 １０％， 其工资水

平平均上调 ０ １７３％。 并且该结果通过了样本选择问题、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干扰以及

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检验。 接着， 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拓展命题， 发现出口产品或

者出口目的国多样化等相对外部市场暴露程度高的企业在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下表现

出更大的工资调整幅度。 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和低技术行业内的企业工资

对外需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和高技术行业内企业， 而国有企业的工资并

不会对外需冲击产生反应。

一、 理论机制分析

（一） 消费者最优问题与最终产品消费

本文参照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４） 的设定， 假设 Ｌ 为国外市场的消费者总量， 消费者的收

入名义化为 １。 同时本文假设目的地市场消费者对产品 ｉ 的效用函数形式为二次型：

ｕ（ｑｉ） ＝ αｑｉ －
βｑ２

ｉ

２
（１）

其中， α ＞ ０ 且 β ＞ ０。 那么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问题为：

ｍａｘ
ｑｉ⩾０ ∫

Ｍ

０
ｕ（ｑｉ）ｄｉ　 ｓ ｔ ∫Ｍ

０
ｐｉｑｉｄｉ ＝ １ （２）

对应求解一阶条件可得每个消费者的反向剩余需求函数为：

ｐ（ｑｉ） ＝
ｕ′（ｑｉ）

λ
＝
α － βｑｉ

λ
（３）

其中， λ ＝ ∫Ｍ
０
ｕ′（ｑｉ）ｑｉｄｉ ＞ ０ 是相应的拉格朗日乘子， 也等于收入的边际效用。

（二） 公平工资和劳动力市场

借鉴 Ａｍｉｔｉ 和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以及陈波和贺超群 （２０１３） 的思路， 本文通过公

平工资约束理论将企业工资水平和企业绩效相联系①。 假设经济中并存有两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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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使用公平工资假设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献中， 例如翁杰 （２００８） ［１７］ 、 陈波和贺超群

（２０１３）、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７） ［１８］以及 Ｃｈｅｎ 和 Ｈｏｕ （２０１８） ［１９］等文献都使用公平工资的基本理论假设， 就中国企

业的工资决定问题展开研究。



部门， 上游部门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生产中间品， 则上游企业均为零利润企

业； 下游部门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生产最终品并进行产品出口， 下游部门里存

在着正利润企业。
无论在上游或者下游部门中， 所有企业都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 其中所有的

零利润企业支付相同的工资水平， 本文将此工资水平作为计价物， 即 Ｗ（０） ＝ １。 而

在下游部门中， 由于工人有公平工资的偏好， 同时企业愿意支付工资以激励工人， 因

此企业工人工资随着企业盈利水平的上升而上调。 另外为了保证上述关系的存在， 根

据 Ａｍｉｔｉ 和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的研究， 本文假设工人在没有更高工资的工作选择时， 会立

即接受任何工作而不会等待工作机会。 因此， 下游部门里企业工资水平满足以下关系：

Ｗｉ ＝ Ｗ（ｑｉπｉ）， ０ ＜ Ｗ′（ｑｉπｉ） ＜ ¥， Ｗｉ ≤ Ｗ
—

（４）
在上式中， πｉ 表示企业 ｉ 的利润， 其中包含了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 ｑｉ ＞０ 表

示企业 ｉ 的工资水平随利润变化而调整的程度， ｑｉ 越大表示企业利润变化时企业的

工资调整幅度也越大。 假设企业工资存在有限的上界 Ｗ
—

。 根据式 （４）， 本文即可

得出企业工资水平由企业利润决定的关系存在的结论。
（三） 企业的生产与利润

首先来看上游部门企业的生产。 上游部门的企业仅使用劳动力一种要素来生产供下

游部门使用的中间品。 每个国家的中间品种类是固定的， 以单位距离来衡量ｍ （ｊ）， ｊ∈
［０， １］。 上游生产部门的特征在于规模报酬不变且以边际成本定价， 因此上游中间品生

产企业提供的工资为 １， 下游最终品生产企业在本地购买中间品的价格也为 １。
其次， 下游部门中的企业生产最终品， 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 那么在有中间品的情况下， 其边际成本表示为：

ｃｉ ＝
１
ϕｉ

Ｗｉ

α
æ

è
ç

ö

ø
÷

α ＰＭｉ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１－α

＝
κＷα

ｉ Ｐ１－α
Ｍｉ

ϕｉ
（５）

ϕｉ 是企业生产率， κ ≡ α －α（１ － α） －（１－α） 。 上游部门生产的中间品是可贸易的，
若企业在买全部本地中间品的基础上， 还会进口 ｎ 种中间品， 令 γ ＞ １ 为两类中间

品的替代弹性， 则企业因进口行为而导致中间品价格为 ＰＭｉ ＝ ［１ ＋ ｎｐ１－γ
Ｍｉ ］

１
１－γ ＜ １，

其中进口品的价格为 ｐＭｉ 。 对于企业而言， 进口品的价格包含两个部分， 一是进口

所需的保险、 运输费用： τＭ ＞ １； 二是针对企业使用进口品生产而花费的适应性

成本： ｔＭｉ ∈［１， ｔ
—

Ｍ］ ， 即因产品规格、 技术差异而使得企业在使用进口品时需要

额外的调整以适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 所以进口品的价格为 ｐＭｉ ＝ τＭ ｔＭｉ ＞ １。
假设企业出口需支付 τｘ ＞ １ 的冰山成本， 在该条件下企业进行产出的决策以

达到利润 Ｌ ｐ（ｑ）ｑ ／ τｘ － ｃｑ[ ] 最大化的目标①， 结合上述需求函数可求得最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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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常企业在边际成本给定时进行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决策。 但在本文， 企业工资是内生变量， 与企业利

润是相互决定的。 但这里存在的关系是企业决策者的目标是进行利润最大化， 由于工资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

而上升， 无法实现增加利润的同时通过降低工资来减少成本， 因此企业就会将工资视为均衡水平时参数来进

行决策。 即企业的决策行为是在认为边际成本是均衡常数下开展的。



出为：

ｑｉ ＝
α － τｘｃｉλ

２β
（６）

那么对于企业而言， 均衡时的收益和利润分别为：

ｒｉ ＝ Ｌ
α２ － （τｘｃｉλ） ２

４βλ
， πｉ ＝ Ｌ

（α － τｘｃｉλ） ２

４βλ
－ Ｆ ｉ （７）

上式中， Ｆ ｉ 包含企业生产固定成本 ｆ 和进出口贸易活动需支付的固定成本 ｆｘ 、

ｆｍ ①， 假设企业有 ｎ 个国外市场， 那么 Ｆ ｉ ＝ ｆ ＋ ｎ（ ｆｘ ＋ ｆｍ） 。
由式 （７） 可知， 当企业外部市场中 Ｌ 上升即外部需求增加时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在任何条件下， 产生的直接效应

是企业的利润水平 πｉ 增加， 根据式 （４） 的关系， 企业工资水平 Ｗ 也会随之上升，
表明均衡时企业的工资 Ｗ 和利润 πｉ 均得到提高。 同理，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当企业外部市场中 Ｌ 下降即外部需求降低时， 产生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的利润水

平 πｉ 下降， 最终导致均衡时企业的工资 Ｗ 和利润水平 πｉ 均降低。 据此， 本文提

出的核心理论命题为：
外部需求冲击是决定开展出口贸易活动的企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 出口企业

的工资水平会随着外部需求冲击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具体表现为企业工资水平

顺应外部需求冲击变化进行正向调整， 外部需求增加时， 企业工资水平随之提升。
进一步由式 （４） 的关系可知， 不同的企业内工资因利润变化而调整的幅度并

不相同。 当外部需求冲击直接引起企业利润水平变化时， 企业工资水平的调整幅度

存在差异性。 具体而言， 企业工资水平对利润变化的反应程度 ｑｉ 越大时， 外部需

求增加直接引起企业利润水平增加时，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企业工资随之增加的幅

度更大， 则均衡时企业工资 Ｗ 相对提高得更多； 同理， 外部需求减少直接导致企

业利润下降， 在均衡时这类企业的工资 Ｗ 相对减少得更多。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

进一步提出的拓展命题为：
随着外部需求冲击的变化， 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做出的调整幅度在不同企业间

存在差异， 体现在工资对随利润变化而调整的程度越大的企业， 其工资水平对外部

需求冲击的反应系数越大。

二、 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构建

（一） 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８ 年以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库作为实证研

究样本。 一方面， 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２１］的方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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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游部门企业需要雇佣 Ｆｉ 单位劳动力作为固定成本投入来进行生产和贸易活动， 借鉴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２０］以及 Ａｍｉｔｉ 和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的设定， 为了达到简化模型的目的， 本文假设企业是在完全竞争的劳

动力市场中雇佣工人用于固定成本投入， 所以这部分的工资假定为 １。 即企业公平工资的发放仅针对进行可

变成本那部分生产的劳动力。



了行业代码、 进行价格指数平减。 本文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４）［２２］的方法补齐缺失了的工

业增加值。 参照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２３］以及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本文删除了异常

企业样本。 由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应付工资变量全部缺失， 本文

保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的企业样本进行经验研究。 另一方面， 有关企业进出口的详细信息

来自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的产品

编码根据转换表统一至 ＨＳ６ 分位， 因此本文所述的产品定义在 ＨＳ６ 分位水平上。 此外

本文还删除了诸如出口额、 出口量、 目的地国信息缺失或异常的样本； 保留每一产

品最大出口数量对应单位的记录以保证出口单位的统一； 删除了贸易中间商样本；
只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 本文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４］ 的匹配方法，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出口企业信息进行匹配。
（二） 变量构建

１ 企业外部需求冲击。 本文借鉴 Ｍａｙｅｒ 等 （２０１６） 的思路， 使用 ＢＡＣＩ 数据库

中全球各个市场在 ＨＳ６ 分位产品分类下的贸易数据， 构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企业层面

的外部需求冲击指标。 对于特定企业 ｉ， 在年份 ｔ 的外部需求冲击定义为：

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ｉｔ ＝ χ
ｉｔ０∑ ｃ， ｐ

ｓｉｃｐｔ０ＷＤｃｐｔ （８）

其中， 下标的 ｐ 代表 ＨＳ６ 分位产品， 下标的 ｃ 表示企业的出口目的国。ＷＤｃｐｔ 代

表国家 ｃ 在 ｔ 年对产品 ｐ 的需求， 本文使用 ＢＡＣＩ 数据库中国家 ｃ 对产品 ｐ 的总进口

额衡量需求水平 （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２５］； Ｃａｒｌｕ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①。 ｓｉｃｐ 为企业 ｉ
向 ｃ 国出口产品 ｐ 的出口额占企业 ｉ 总出口额的比重， 本文使用企业在样本内的期

初值 ｓｉｃｐｔ０ 进行衡量。 ｓｉｃｐ 体现了该产品—国家的组合在企业出口活动中的相对重要

性， 企业 ｉ 向 ｃ 国出口产品 ｐ 的出口额在企业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相对较大， 那么企

业受到该市场的需求变化影响强度相对较大。 同时， 本文以期初的比重衡量， 避免

了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包含企业自身贸易活动或者出口产品策略改变等自身因素的影

响。 本文在加权计算企业外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分别乘以企业的出口强度 χ
ｉｔ０ ，

以得到企业级别的外部需求冲击 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ｉｔ。 借鉴 Ｄａｉ 和 Ｘｕ （２０１５） ［２７］的做法，
本文将企业的出口强度定义为出口总额占企业销售产值的比重， 我们同样取企业样

本期间内的期初值进行衡量。
２ 企业工资水平。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企业应付职工工资

和就业人数数据， 将二者之比得到的企业平均工资作为企业支付工资的代理变量：
ｗａｇｅｉｔ ＝ ｔｏｔａｌｐａｙｍｅｎｔｉｔ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ｔ （９）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ｗａｇｅｉｔ 则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三）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ｗａｇｅｊｒｉｔ ＝ α ＋ β１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ｉｔ ＋ βｘＸ ｉｔ ＋ λ ｊ ＋ λｒｔ ＋ εｉｊ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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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ＢＡＣＩ 数据库的进出口额以千美元为单位 （Ｇａｕ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Ｚｉｇｎａｇｏ， ２０１０［２６］ ）， 为了保证货币单位的统一，
本文使用 ＥＩＵ 宏观数据库中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年度均值， 将 ＢＡＣＩ 数据库中的贸易额转换为人民币元

计价。 同时我们将 ＢＡＣＩ 数据库的 ＨＳ６ 分位产品编码和本文使用的产品编码进行匹配和统一调整。



在式 （１０） 中， 下标的 ｉ、 ｊ、 ｒ 和 ｔ 分别代表企业、 企业所属行业、 企业所在地区

和年份。 ｌｎｗａｇｅｊ ｒ ｉｔ表示地区 ｒ 行业 ｊ 的企业 ｉ 在 ｔ 年支付的工资水平对数值，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ｉｔ为本文测算的企业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对数值。 由于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分析，
估计系数 β１ 代表企业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程度。

本文加入了年份－企业所在地区以及企业所属行业固定效应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另外本文还加入： 企业规模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用企业当年的年末从业人数并

取对数得到；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本文采用 ＯＰ 计算方法得到的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衡量； 企业资本劳动比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用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与年

末从业人员总数之比表示； 企业国内销售额 （ＬｎＤｏｍｓａｌｅｓ）， 用当年销售总额减去

出口额并取对数值， 用于控制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 我们在回归中也加入企业层面

的 外 部 供 给 冲 击 变 量 （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ｓｈｏｃｋｉｔ ）， 计 算 式 为： Ｓｕｐｐｌｙｓｈｏｃｋｉｔ ＝

ϕｉｔ０∑ ｃ， ｐ
ｓｉｃｐｔ０ＷＳｃｐｔ ， 其中下标 ｃ 表示企业 ｉ 的进口来源国， ＷＳｃｐｔ 分别代表国家 ｃ 在 ｔ

年对产品 ｐ 的供给， 使用 ＢＡＣＩ 数据库中国家 ｃ 对产品 ｐ 总出口额来衡量

（Ｃａｒｌｕｃｃ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ｓｉｃｐｔ０ 为企业 ｉ 向 ｃ 国进口产品 ｐ 占企业总进口的份额 （取
企业在样本期间内期初值）。 本文在加权计算外部市场供给的基础上， 乘以企业的

进口强度 ϕｉｔ０ ， 即进口总额占企业销售产值的比重 （Ｄａ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５） （取企业

在样本期间内期初值）， 以得到该指标。

三、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的 （１） 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份—地区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后， 企业外部需

求冲击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初步说明了外部需求冲击正向显著地影

响了企业的工资水平， 即企业的外部需求规模增加， 企业的工资会相应地增加， 这与

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相符。 其次， 本文逐步加入企业级的控制变量， 得到表 １ 的

（２） 列、 （３） 列的结果， 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因素、 国内市场需求冲击以及

外部市场供给冲击后， 企业外部需求冲击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回归得到的结论

保持一致。 以表 １ 的 （３） 列为例， 通过外部需求冲击估计系数的数值大小来看， 企

业受到外部需求规模增加 １０％的冲击时， 其工资水平会相应上调 ０ １７３％。
接着， 在表 １ 的 （４） 列、 （５） 列中， 本文分别对回归方程里加入的固定效应

进行变换。 为了控制例如油价变化等宏观经济冲击对行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而波及

到该行业所属企业的工资水平， 本文选择控制年份—行业、 地区的固定效应进行回

归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２８］ ）， 得到表 １ （４） 列的结果显示相应结果保持不变。
最后， 本文同时控制年份—行业—地区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 ［见表 １ 的 （５）
列］ 中得到的结论并无明显差异。 因此， 表 １ 的估计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外部需求冲击正向显著影响企业工资水平。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样本选择稳健

首先， 本文使用的回归样本时间跨度长达 ４ 年，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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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退出市场的现象。 为了避免企业频繁进入和退出市场行为以及短暂性的贸易活

动对本文的结果造成偏误， 本文选择与 Ｂ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５） ［２９］ 同样的处理方式， 将

样本缩减为持续出口企业样本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２ 的 （１） 列所示， 外部需

求冲击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０）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１０６８∗∗∗ －０ １２１５∗∗∗ －０ １２６８∗∗∗ －０ １３７０∗∗∗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４２）

ＬｎＴＦＰ ０ ２６１８∗∗∗ ０ ２５６６∗∗∗ ０ ２５０４∗∗∗ ０ ２７１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４９）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０ ３９６０∗∗∗ ０ ３８３３∗∗∗ ０ ３８１８∗∗∗ ０ ３８０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６）

ＬｎＤｏｍｓａｌｅｓ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０）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２）
行业 是 是 是 否 否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否 否

地区 否 否 否 是 否

行业×年份 否 否 否 是 否

行业×地区×年份 否 否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１５９ ０３０ １５９ ０３０ １５９ ０３０ １５９ ０３０ １５９ ０３０
拟合优度 ０ １８１ ０ ５６６ ０ ５６９ ０ ５６２ ０ ６１０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其次，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来克服企业进入退出市场而造成的估计偏误。
第一步， 我们通过估计出一个每年企业是否存活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即在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回
归时， 该年企业存在于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取值为 １， 若企业退出则被解释变量取值

为 ０， 进而计算出逆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统计量。 第二步， 我们将逆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统计量加入基

本模型中回归， 实现对模型的修正。 由于本文参照 Ａｍｉｔｉ 和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的方法，
在第一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时加入的是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 造成了样本量的少部分损

失。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比性， 我们在保持样本统一的前提下再次进行基准回归， 得

到表 ２ （２） 列和基准回归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 表 ２ 的 （３） 列为加入逆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统计量修正后的回归结果， 逆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统计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

“样本不存在样本选择问题” 的原假设， 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修正是必要的。 和

（２） 列的结果对比， 样本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别， 外部需求冲

击显著正向地影响了企业的工资水平。
２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 可能存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 既有研究表明企业出

口产品和进口产品关税的下降同样是影响贸易企业工资决定的因素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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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对此， 本文将企业层面的产出关税和进口关税

加入回归对贸易自由化政策冲击进行控制。 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的方法， 企业的产出

关税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ｒｉｆｆ） 测算式为：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 ｋ
（Ｘｋ

ｉ ／∑ ｋ
Ｘｋ

ｉ ）τｋ
ｔ ， 其中 τｋ

ｔ 表示

ＨＳ６ 分位产品 ｋ 在 ｔ 年的关税水平， 括号内为企业出口产品 ｋ 占企业总出口的份

额， 本文使用企业初始年份的信息计算。 企业进口关税 （ Ｉｎｐｕｔ Ｔａｒｉｆｆ） 测算式为：

Ｉｎ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 ｋ∈Ｏ
（ｍｋ

ｉ ／∑ ｋ∈Ｍ
ｍｋ

ｉ ）τｋ
ｔ ， 其中 Ｍ 表示企业总的进口产品集， Ｏ 表示

企业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产品集， 因为加工贸易进口并不受关税的影响， 本文

计算的进口关税只对企业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份额进行加权。 表 ２ 的 （４） 列展示

了加入企业产出关税和进口关税变量进行控制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考虑了贸易自

由化政策冲击影响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成立。

表 ２　 样本选择问题及排除其他政策冲击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连续存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贸易自由化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８）

ＩＭＲ
－３ ２７９８∗∗∗

（０ １１９８）

Ｌｎ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０２３）

ＬｎＩｎｐｕｔ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行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５ １１２ ７８ ８３１ ７８ ８３１ １５９ ０３０
拟合优度 ０ ５９０ ０ ５７９ ０ ５８５ ０ ５７１

３ 潜在内生性问题解决

首先， 本文在衡量出口目的国产品需求时， 使用的是国家—产品级别的进口

额。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企业在某一国家的某种产品上具有很高的出口份

额， 该企业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改变工资的同时， 也可能改变其出口额， 进而

引发该国对该产品进口规模的变化， 此时本文衡量的外部需求变化可能就是由企业

自身因素引发的， 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 对此， 我们主要借鉴 Ｃａｒｌｕｃｃｉｏ 等 （２０１５）
的方法， 使用 ＢＡＣＩ 数据库计算出每个中国企业在年份—出口目的国—产品上的出

口市场份额， 然后分别将中国企业出口市场份额占到 １０％、 １５％和 ２０％的年份—出

口目的国—产品需求信息进行删除， 进而重新计算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并进行回

归， 分别对应表 ３ 的 （１） — （３） 列的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排除了中国企业自

身出口贸易行为而产生的内生问题影响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保持成立。
其次， 本文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来解

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 本文借鉴张龑和孙浦阳 （２０１７） ［３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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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将企业所处三分位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所处

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目的国市场选择的相似性保证了工具变量和企业

外部需求冲击之间的相关性。 表 ３ 的 （４） 列展示了使用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 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
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分别表明不存

在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和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问题。 基于以上检验和分析，
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核心研究假说仍然得到了验证。

表 ３　 潜在内生性问题解决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删除份额＞１０％ 删除份额＞１５％ 删除份额＞２０％ ２ＳＬＳ 回归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行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０８ ８２６ １１８ ７３８ １２４ ９６４ １５８ ９３３
拟合优度 ０ ５９１ ０ ５８６ ０ ５８３ ０ ５６９

Ｋ－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２ ３８４ ３０
Ｋ－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１ １ｅ＋０５

（三） 外部需求冲击影响的异质性讨论

１ 企业外部市场暴露程度

下文主要考察的是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程度是否在不同性质的企业

上表现出差异， 对本文提出的拓展命题进行验证。 出口企业自身出口销售活动的差别

导致企业之间外部市场暴露程度存在差异。 外部市场暴露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为

丰富的市场信息来源渠道， 企业内部能快速获取外部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出口利润变化

的准确信息， 从而表现出企业工资水平因利润变化而调整的幅度更大， 产生的结果是

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更为激烈。 所以结合本文提出的拓展命题， 我们可

以预期高市场暴露程度的出口企业其工资的外部需求冲击弹性系数更大。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中企业出口产品信息和出口目的国

信息， 区分了出口单一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出口企业、 出口单一目的国和出口多目

的国的出口企业， 分别就这四类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回归

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产品多样化和目的地市场多样化代表企业的外部市场

暴露程度更大 （Ｄ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３１］）。 从表 ４ 的第 （１） 列、 第 （２） 列的结果

可以看到， 相对于出口单一产品的企业， 出口多样化产品的企业工资水平对外部需

求冲击的反应系数明显更大。 表 ４ 的第 （３） 列、 第 （４） 列的结果显示出口多目

的国的企业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大于出口单一目的国的企业。
该回归结果说明外部市场暴露度是影响外部需求冲击作用于企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

素， 外部市场暴露程度高将使得企业工资随着外部需求冲击产生更大幅度的调整，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拓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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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企业外部市场暴露程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单一出口产品 多出口产品 单一出口国家 多出口国家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 ９２３ １２５ １０７ ２６ ０５４ １３２ ９７６
拟合优度 ０ ５３７ ０ ５７９ ０ ５２２ ０ ５８１

２ 企业所有制差异

所有制的差别是企业之间异质性的重要体现，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制定工资上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定机制较为僵化， 可调

整空间范围小， 这类企业工资水平调整实际上受到利润变化的影响较小， 所以可能存

在的是其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程度低。 与之不同的是， 外资企业及我国港

澳台地区企业在工资制度安排上更加的灵活， 并且在管理能力上更具有优势， 高效率

的管理运营模式使得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可以及时对企业工资水平进行调

整， 所以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工资随利润变化的调整幅度更大， 进而表现

出外部需求冲击引起的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工资调整幅度更大。
为了检验所有制是否是影响外部需求冲击的工资效应， 我们根据企业注册代码①

区分了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 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将外部需求冲击对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工资水平进行分别回归， 得到如表 ５ 的第 （１） — （３） 列

所示的结果。 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均会受到外部

需求冲击的显著正向影响， 而外部需求冲击并不会对国有企业的工资调整有显著的影

响。 此外， 通过对比两类企业中外部需求冲击对工资的回归系数可知， 外资企业及我国

港澳台地区企业的工资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大于民营企业。 这一回归结果印

证了本文提出的拓展命题， 由于工资随利润变化而调整的幅度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差异，
这导致了外部需求冲击引发的企业间工资调整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３ 行业技术差异

最后考虑到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存在行业间的不平衡现象，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

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形成了以低技术、 低附加值行业为主导的出口发展

模式和出口比较优势。 低技术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大且具

有刚性， 同时此类型行业中工人在企业间转换的成本很低， 加上其工人工资相对较

低， 于是在利润上升时， 由于具有更大的工资上调空间以及企业为了更好地激励工

人保持稳定工作， 企业会相应更大幅度地上调工资水平。 根据本文的拓展命题， 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预计相对于高技术行业内的企业， 低技术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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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对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定义方式， 将企业注册形式代码标记为 ３１０、 ３２０、 ３３０、
３４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４０ 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 代码标记为 １１０、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５３
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 其余企业定义为私营企业。



企业的工资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系数更大。
为了检验该假说是否成立， 本文通过 ＯＥＣＤ 行业技术分类标准， 依据企业所在

行业的技术高低程度， 将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和低技术行业的企业区分开来， 分别考

察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的影响程度， 得到的结果展示在表 ５ 的第 （４） — （５）
列中。 首先， 无论是处于高技术或是低技术行业中，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保持一致。 其次， 相比于高技术行业的企

业， 低技术行业内的企业工资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系数更大， 说明这种影响更大

程度地表现在低技术行业的企业中。 所以本文的拓展命题得到了相应的印证。

表 ５　 企业和行业异质性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及我国
港澳台地区企业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８５８ ８８ ３１３ ６９ ８５９ ８６ ９８５ ７２ ０４５
拟合优度 ０ ８３５ ０ ５７８ ０ ５４５ ０ ５８０ ０ ５２０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 本文在公

平工资的理论基础上， 揭示了当企业受到外部需求增加的冲击时， 企业利润的提高

会使得企业将工资水平上调， 因此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存在着正向影响。 并且

在工资随利润变化而调整幅度大的企业中， 这种影响会更大。 接着，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与工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 基于出口产品和出口

目的国的进口需求数据， 衡量出企业层面的外部需求冲击。 本文通过经验研究发现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证实了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说。 本

文的实证结果显示， １０％的外部需求增加将平均带来 ０ １７３％的企业工资上涨。
此外， 企业工资对于外部需求冲击的异质性反映主要体现在： 首先， 企业外部

市场暴露度是影响外部需求冲击的工资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 本文发现出口多样化

产品或者出口多个目的地国家 （地区） 的企业， 其工资水平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反

应系数明显大于外部市场暴露低的单一产品或单一出口目的地国家 （地区） 的企

业。 其次， 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对于外部需求冲击而进行工资调整幅度

明显高于私营企业， 而国有企业面对外部需求冲击时并不会调整工资。 最后， 相对

于高技术行业， 我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低技术行业中的出口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的

工资效应表现得更大。
增加居民收入是保证经济稳固增长的重要手段， 尤其对于我国这类人口大国而

言， 增加收入是保障居民福利的根本， 更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关键。 结合到本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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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全面认识企业工资对外部需求冲击做出的调整反应， 特别不能忽略微观层面的作

用及发挥机制。 在逆全球化兴起、 国际市场环境和全球经济低迷且不确定性上升的情

况下， 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来维持劳动力工资收入少受到外部需求冲击的负

面影响。 而在企业国际环境发展较好、 外部需求上升的时期， 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中国

企业特点， 培育中国出口的新优势， 充分挖掘国际市场需求， 帮助出口企业扩大国际

市场范围， 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实现拉动工资收入的积极效果。 此外， 外部需求冲击对

企业工资调整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 这可能会扩大企业间的工资

差距。 所以政府可以在外部需求市场冲击的背景下，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出台相应

的政策进行调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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