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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关境统计法由于高估贸易利益进而导致企业出口引致的真实就业效

应产生 偏 误。 本 文 测 算 出 企 业 嵌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程 度———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率

（ＤＶＡＲ）， 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探讨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 并选取实际有效

汇率做工具变量， 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发现： 与传统关境统计方法下

的贸易总量相比， 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大，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

影响更小， 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比单纯扩张出口规模更为重要； 出口到高收入国家

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提升最明显， 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更大， 对就业结

构的负面影响更小； 出口最终品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带来就业规模的提升最大， 而出口

中间品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 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
出口该类产品的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变大， 同时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

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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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 全球贸易分工模式已由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

分工， 一种产品的生产往往由多个经济体的多家企业协同完成， 不同的生产环节及

增加值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实现， 由此产生的贸易被称为增加值贸易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 ［１］。 以商品总值为口径的关境统计方

法不再能真实反映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分工中的

贸易规模和利益。 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与分工模式给传统国际经济统计以及

贸易政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８） ［２］， 同时也赋予了全球化的社会福

利分析新的经济学涵义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ｐｅｚ－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２０１５） ［３］。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就业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伴随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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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入， 出口贸易在拉动国内就业方面扮演着愈加重

要的角色。 在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下， 如何更好地发挥出口贸易在拉动国

内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直接关系到国内就业压力是否能得到有效缓解。 尤其是针

对中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的特殊现象， 准确考量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这一议题变得

十分紧迫。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如何？ 增加值出口贸易

与其引致的就业量的关系如何？ 对于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有何差异？ 这些问

题的回答， 一方面可以反映中国真实的贸易利得， 给与中国有类似贸易特点、 存在

大量加工贸易的国家提供借鉴； 另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中国出口贸易吸纳就业的真实

能力， 为政策实施部门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准确测算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然后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估计了

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及就业结构的影响， 并与传统关税统计方法下总量贸易的就

业效应进行对比； 此外， 还选取企业层面有效汇率水平作为 ＤＶＡＲ 的工具变量， 以

期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最后， 分别考察了不同特征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就业效

应。 研究发现， 与传统的贸易总额相比较，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拉动作用

更大，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 出口目的国为发达国家、 出口最终产品或异质

产品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带来就业规模的增长更大， 而出口目的国为发达国家、
出口中间产品或异质产品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较小， 即这类企

业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长更多。
本文与既有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 现有研究大多从总量贸易出发研究出

口的就业效应， 传统关境统计法由于高估贸易利益可能导致出口引致的真实就业效

应产生偏误， 本文从增加值出口的角度可有效地规避该问题， 尤其对于加工贸易比

重较高的中国更是如此。 第二， 目前为数不多的探讨增加值贸易就业效应的研究，
如 Ｌｏｓ 等 （２０１５） ［４］、 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５］、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９） ［６］、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７］等借助多区域 ／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行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引致的就业

效应， 而本文从微观层面测算企业出口增加值， 可以区分企业内部变化以及企业

进入、 退出市场带来的变化； 第三， 本文还关注增加值出口对不同类型工人的就

业有何差异， 而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８］ 仅涉及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规模的

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为： 一是文献综述， 二是建立计量模型， 进行指标测

算和数据说明； 三是报告基本实证结果并分析， 四是进一步对出口目的国、 差异化

产品下的不同影响展开论述， 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一、 文献综述

学术界有关出口贸易影响就业规模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微观层面可通过基于

匹配理论的贸易筛选机制来刻画： 出口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搜寻工作的匹配成

本和企业筛选工人的门槛， 从而减少了就业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９］ ）。 然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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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与理论层面并不十分一致： 邵敏和包群 （２０１１） ［１０］发现外销型

企业向完全内销型企业转型会通过产出渠道减少企业就业规模， 表明出口贸易利于

企业就业增长。 Ｌｏｐｅｚ 和 Ｙｕ （２０１７） ［１１］发现贸易自由化给中国的低生产率企业带来

“就业破坏”， 同时给高生产率企业带来 “就业创造”， 二者净效应是给一般贸易方

式下的低生产率企业带来 “就业破坏”。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７） ［１２］ 研究了美国出口扩

张及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发现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期间美国产品

的出口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国际贸易影响就业的最终体现为劳动力转移即就业结构的转变。 从微观角度来

看， 就业结构主要指企业内部技术工人比例， 出口企业需要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
面临更激烈的海外竞争， 通常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 （ Ｔｙｂｏｕｔ， ２００８） ［１３］。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５） ［１４］认为， 企业内生选择技术和劳动力技能， 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出口企业

达到均衡时往往会选择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 Ｍｏｕｅｌｈｉ （２００７） ［１５］ 发现贸易自由化

对突尼斯出口型和内销型企业的技术劳动力分别产生了正面和负面影响。 类似的研

究还有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和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８） ［１６］、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和 Ｖｏｇｅｌ （２０１０） ［１７］等， 他们的基本

观点是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高技术工人比例， 即优化就业结构。 然而， 有关发展中

国家 的 探 讨 并 不 支 持 这 一 结 论 （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Ｖｏｇｅｌ， ２０１０ ） ［１８］， 如 唐 东 波

（２０１１） ［１９］利用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发现出口贸易并未提高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
同样， 史青和李平 （２０１４） ［２０］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出口降低了技术工人

比例， 恶化了就业结构。
近年随着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逐步深入， 更多的学者从企业嵌入价值链、 增

加值贸易和中间品贸易等角度对就业问题展开研究。 Ｌｏｓｅｔ 等 （２０１５） 在 ４１ 个国家

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 从出口目的国的需求角度出发， 发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

出口增加贡献了 ７ 千万个就业机会。 Ｓｈｅｎ 和 Ｓｉｌｖａ （２０１８） ［２１］ 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增

加值出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依赖于中国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张志

明等 （２０１６） 借助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国 ２２ 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 发现中

国增加值出口对本国多数行业总就业的拉动量趋于增加。 吕越等 （２０１８） 以中国

企业出口国外附加值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ＦＶＡＲ） 度量其全球价值链嵌入

度， 发现 Ｆ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曲线。 魏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８） ［２２］ 发

现进口投入品通过就业再配置效应、 生产率提升效应和出口市场扩张效应三个渠道

实现企业的就业增长。
综上所述， 鉴于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的限制， 有关出口贸易就业效应的研究大

多聚焦于总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这往往会导致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产生偏误。 近

年来也出现了涉及增加值贸易与就业的文献， 如张志明等 （２０１６）、 Ｓｈｅｎ 和 Ｓｉｌｖａ
（２０１８ ）、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 ２０１９ ） 等， 他们多基于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 ２０１２ ） ［２３］ 或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４］［２５］的框架采用全球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来核算行业 ／地
区层面增加值， 再研究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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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测度与模型设定

（一） 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测度

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该企业出口去除加工贸易中间投入与一般贸易中间投

入之和， 本部分基于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２６］ 以及后续学者的改进方法， 放松企业

“同质化” 假设， 测算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 ＝ ＥＸ － ＶＳ ＝ ＥＸ － ＩＭ
Ｙ
ＥＸ ＝ ＥＸ － ｛ ＩＭｐ ＋ ＥＸｏ［ ＩＭ ｏ ／ （Ｄ ＋ ＥＸｏ）］｝ （１）

ＤＶＡＲ ＝ ＤＶＡ
ＥＸ

＝ １ － ＩＭｐ ＋ ＥＸｏ［ ＩＭ ｏ ／ （Ｄ ＋ ＥＸｏ）］｝
ＥＸ

　 　 　 　 　 　 　 　 　 （２）

其中， ＤＶＡ 为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ＶＳ 表示垂直专业化指标， ＩＭ、 ＥＸ 和 Ｙ
分别为企业的总进口、 总出口和总产出， ＥＸｏ和 ＩＭｏ表示一般贸易方式下的出口和

进口， ＩＭｐ表示加工贸易方式下的进口， Ｄ 表示企业的国内销售， Ｙ 为产出。 针对

加工贸易部分， 产出全部用于出口， 产出 Ｙ 与加工贸易出口 ＥＸｐ相等， 针对一般贸

易部分， 产出包含国内销售 Ｄ 与一般贸易出口 ＥＸｏ两部分， ＤＶＡＲ 为企业出口的国

内增加值率。
随后我们进行以下处理： 将 ＨＳ 产品编码转换为 ＢＥＣ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 产品编码， 进而区分出一般贸易进口中的中间品； 借鉴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２７］ 与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２８］的处理方法， 通过计算贸易中介间接进口的比例进而得到企业实

际加工贸易进口 ＩＭＰ
Ａ 与实际一般贸易中间投入进口 ＩＭＯ

ＡＭ； 仿照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９］的做法， 剔除因企业间产品交易引致的间接进口价值， 将式 （２） 调

整为：

ＤＶＡＲ ＝ ＤＶＡ
ＥＸ

＝ １ －
｛ ＩＭｐ

Ａ ＋ ＥＸｏ［ ＩＭｏ
Ａｍ ／ （Ｄ ＋ ＥＸｏ）］｝
ＥＸ

　 　 　 　 　

－
０ ０５｛ＭＴ － ＩＭｐ

Ａ － ＥＸｏ［ ＩＭｏ
Ａｍ ／ （Ｄ ＋ ＥＸｏ）］｝

ＥＸ
（３）

其中， ＭＴ表示企业中间投入额， ０ ０５ 为企业间交易导致的间接进口比例①。
若企业为纯加工贸易企业， ＤＶＡＲ 简化为 １ － ０ ０５ＭＴ ／ ＥＸ － ０ ９５ＩＭｐ

Ａ ／ ＥＸ ； 若企业为

纯一般贸易企业， 则 ＥＸ ＝ ＥＸｏ ， ＤＶＡＲ 简化为 １ － ０ ０５ＭＴ ／ ＥＸ － ０ ９５［ ＩＭｏ
Ａｍ ／ （Ｄ ＋

ＥＸ）］ ； 若企业为混合贸易企业， ＤＶＡＲ 如式 （３） 所示②。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从出口增加值视角考量出口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

影响， 因此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具体设定如下：
ｌｎＬｉｊｔ ＝ α ＋ βＤＶＡＲ ｉｊｔ ＋ γＸｉｊｔ ＋ δ ｊ ＋ δｐ ＋ δｔ ＋ εｉｊｔ （４）
ＳＨｉｊｔ ＝ α ＋ βＤＶＡＲ ｉｊｔ ＋ γＸｉｊｔ ＋ δ ｊ ＋ δｐ ＋ εｉｊ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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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认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内原材料含有的国外产品份额为 ５％—１０％。
计算过程中剔除企业 ＤＶＡＲ＞１ 的样本。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企业； ｊ 表示行业； ｔ 表示年份； Ｌｉｊｔ 表示企业就业人数；
ＤＶＡＲ ｉｊｔ是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出口增加值率， 其大小反映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所获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和真实利益， 系数 β 可以识别其对就业的影响， 更加准确

地考量出口对就业的真实拉动效应。 式 （４） 中 Ｘｉｊｔ 表示影响企业就业的其他控制

变量， 具体包括： （１）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以 ＯＰ 方法 （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３０］计算结果进行基准分析， 以 ＬＰ 方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３１］做稳

健性检验。 （２） 企业产出 （ ｌｎｑ）， 采用企业工业总产值取对数表示， 用以控制企

业生产规模对就业的影响。 （３） 企业资本产出比 （ｋ ／ ｑ），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工

业总产值比值来衡量， 用以控制资本深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４） 企业年龄

（ ｌｎ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减去建厂时间①， 企业成立时间越长， 越可能需要雇佣更多

的工人。 （５） 企业平均工资 （ ｌｎｗ）， 用企业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总和与员工人数

的比值来衡量。 （６）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如果企业所有制类型为外资

企业， 则 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为 １， 否则为 ０。 为了降低计量回归中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带来估

计结果的偏差， 本文也加入了行业、 省份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δ ｊ、 δｐ、 δｔ， εｉｊｔ为随机

误差项。 ＳＨｉｊｔ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比例， 式 （５） 中控制变量 Ｘｉｊｔ 将式 （４）
中企业平均工资替换为企业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比 ｗｓ ／ ｗｕ②， 其余控制

变量保持不变。 表 １ 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测量方法。

表 １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定义 数据形式 测量方法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Ｌ 员工人数 对数 从业人员 ５ ３２３ ２ ０７９ １２ １４５
ＤＶＡＲ 出口增加值率 比值 出口增加值 ／ 出口额 ０ ５５４ ０ １
ＥＸ 出口强度 比值 出口交货值 ／ 工业销售额 ０ ５１７ ０ １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对数 ＯＰ ３ ０４４ ０ ８ ２３１
ｌｎｑ 产出 对数 工业产值 １０ ６８６ ５ ６３９ １８ ８８３
ｋ ／ ｑ 资本产出比 比值 固定资产 ／ 工业产值 ０ ３９４ ０ ００９ ５９ ６６９
ｌｎａｇｅ 年龄 对数 当年年份－建厂时间 １ ９２６ ０ ５ １２７
ｌｎｗ 平均工资 对数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 ／ 从业人员 ２ ０５９ ０ ６９２ ６ ５２６

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资企业 虚拟变量 外资企业为 １， 非外资企业为 ０ ０ ６０３ ０ １
ＳＨ 就业结构 比值 技术工人 ／ 非技术工人 ３ ２２７ ０ ２ ４２１

ｗｓ ／ ｗｕ 相对工资 比值 技术工人工资 ／ 非技术工人工资 ８１ ６５５ ３ ５４６ ７７７ ７１１

（三） 数据说明

为了估算出口增加值及增加值视角下的就业效应， 需要企业就业规模、 工资、
生产率、 产出等生产经营层面的信息， 以及企业进出口、 贸易模式等详细贸易交易

信息， 前者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后者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本文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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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具体到月份， 如一个企业成立时间是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样本年份为 ２００４ 年， 则企业年龄为 ６ ６７， 为

了避免出现负值， 我们对所有 ａｇｅ 加 １ 后再取对数。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参照陈波和贺超群 （２０１３） ［３２］ 的办法得出，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只有

２００４ 年涉及不同类型工人的教育程度， 因此在探讨就业结构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



两个大型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 样本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３］ 的方法首先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 首先，

用序贯识别法进行 ４ 轮匹配识别出同一家企业， 赋予匹配后的企业新 ＩＤ， 匹配指标

依次为法人代码、 企业名称、 省地县码＋法人代表姓名、 省地县码＋电话号码＋成立年

份； 其次， 由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本文针对 ２００２ 年前后

的 ４ 分位 （ＣＩＣ－４） 行业代码进行调整， 统一行业标准； 再次， 根据会计准则估算缺

失的 “工业增加值” 数据， 借鉴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３４］的思路， 对关键指标不符合会

计准则的观测值进行剔除， 如总资产低于流动资产、 总资产低于固定资产、 总资产低

于固定资产净值、 成立时间晚于当年时间等异常企业； 最后， 剔除了工业总产值、 销

售额、 固定资产总值、 出口额等关键指标小于 ０ 以及从业人数低于 ８ 人的企业。
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是月度交易数据， 本文首先在企业—产品 （ＨＳ－

６） —目的国 （来源国） —贸易方式层面加总至年度数据①； 由于 ＨＳ－６ 分类标准

在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发生改变， 本文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数据与 ２００７ 年数据

分别根据 ＨＳ－１９９６ 与 ＨＳ—２００２ 对照表、 ＨＳ－２００２ 与 ＨＳ－２００７ 对照表调整为 ＨＳ２００２
标准对应的产品代码， 这样保持产品在 ＨＳ－６ 层面的一致； 最后， 由于贸易中间商或

代理商不参与生产活动， 其就业变动与其他生产型企业或有不同， 本文去除了这部分

企业②。
随后本文借鉴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 的思路， 对两个数据库进行三轮序贯匹配： （１） 企

业名称； （２） 电话号码 （后 ７ 位） ＋邮政编码； （３） 电话号码 （后 ７ 位） ＋负责人姓

名。 如表 ２ 所示， 初步匹配后共得到 ３１１３６７ 个样本观测值， 分别占中国海关数据

库中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数目的 ４７ ６％和 ４１ ２％， 分别占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

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的 ５３ ６％和 ４３％③。 最终本文选取样本中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

究， 删除采矿业、 石油等资源性行业以及水电气生产供应等行业企业。

表 ２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分步匹配结果

年份 企业数目
第一步： 企业名称 第二步： 电话＋邮编 第三步： 电话＋负责人

匹配数目 占比 匹配数目 占比 匹配数目 占比

２０００ ２０ ３８７ １６ ７１０ ８１ ９％ ３ ２５６ １５ ９％ ４２１ ２ １％
２００１ ２３ ０２８ １９ ４５２ ８４ ５％ ３ １５６ １３ ７％ ４２０ １ ８％
２００２ ２５ ５７８ ２２ ２４２ ８７ ０％ ２ ９４９ １１ ５％ ３８７ １ ５％
２００３ ２９ ３４５ ２６ ３７２ ８９ ９％ ２ ５４４ ８ ７％ ４２９ １ ５％
２００４ ４５ ２９９ ４１ ３５１ ９１ ３％ ３ ３０１ ７ ３％ ６４７ １ ４％
２００５ ４５ ３３８ ４１ ０７８ ９０ ６％ ３ ５２５ ７ ８％ ７３５ １ ６％
２００６ ５３ ２３０ ４９ ２２３ ９２ ５％ ２ ９３５ ５ ５％ １ ０７２ ２ ０％
２００７ ６９ １６２ ５１ ３０６ ７４ ２％ １６ ９９３ ２４ ６％ ８６３ １ ２％
合计 ３１１ ３６７ ２６７ ７３４ ８６ ０％ ３８ ６５９ １２ ４％ ４ ９７４ １ ６％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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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在 ＨＳ － ８ 分位层面代码常有变动， 但是前六位是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的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３５］ ， 因此我们将产品 ＨＳ－８ 位码加总至产品 ＨＳ－６ 位码。

尽管样本中不包含这部分贸易中介， 但不影响文中计算它们在所有企业中的贸易份额。
这一结果与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 的匹配结果十分接近。



三、 基本估计结果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３ 列出了企业出口增加值就业效应的基本回归结果。 第 （１）、 （２） 列与第

（３）、 （４） 列分别考察就业规模效应与就业结构效应。 第 （１） 列中本文关注的核

心解释变量 ＤＡＶＲ 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出口增加值率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就

业规模的增长。 为了与前人的研究做出对比， 本文在第 （２） 列考察了总量贸易统

计下出口强度 （ＥＸ）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尽管出口强度的增加带来就

业规模的增长， 但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出口强度的系数 （０ ０３６） 小于 ＤＶＡＲ 系

数 （０ ０６７）。 这意味着控制其他影响企业就业规模的因素不变， 出口国内增加值

率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企业对工人需求会增加 ６ ７％， 而出口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工人需求仅增加 ３ ６％， 说明与总量出口相比， １ 个单位国内增加值出口带来就业

规模的增长更大， 传统关境统计法下的总量贸易低估了出口对就业规模的促进。 可

能的原因在于， 总量贸易忽视了企业出口产品中的实际价值创造份额， 而中国是加

工贸易大国， 存在 “两头在外” 的典型特征， 实际创造的价值相对更少， １ 个单位

的出口增加值由更多单位的总量出口所蕴含， 从而 １ 个单位出口增加值率带动的就

业量会高于 １ 个单位出口强度带动的就业量。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０ ０６７∗∗∗ －０ ７７８∗∗

（１６ ０６６） （－２ ２０７）

ＥＸ ０ ０３６∗∗∗ －１ ０３０∗∗

（７ ２５８） （－２ ３２４）

ｔｆｐ －０ ２１２∗∗∗ －０ ２１０∗∗∗ ０ ６５７∗∗∗ ０ ５７７∗∗∗

（－８０ ８３７） （－８０ ２５６） （３ ５８７） （３ ０００）

ｌｎｑ ０ ５４２∗∗∗ ０ ５３７∗∗∗ ２ ２７９∗∗∗ ２ ０６７∗∗∗

（１３８ ３３２） （１３７ ０８８） （６ ７３８） （６ ６５６）

ｋ ／ 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２ ４１２∗∗∗ ２ １３６∗∗∗

（３ ９７８） （４ ０２３） （５ ８８４） （５ １６０）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１ １４３∗∗∗ －１ ０７１∗∗∗

（１７ ３９７） （１７ ５１１） （－４ ４３９） （－４ ４６６）

ｌｎｗ －０ ２１９∗∗∗ －０ ２１９∗∗∗

（－５５ １２９） （－５５ ０３０）

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１ ６７５∗∗∗ １ ６７５∗∗∗

（３ ２２４） （３ ２２４） （４ ６８８） （４ ５７１）

ｗｓ ／ ｗ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１ １９３） （－１ １５３）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８ ７８７ ２３８ ８４３ ３４ ０６７ ３４ ０７１
Ｒ２ ０ ３８５ ０ ３８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００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３）、 （４） 列结果显示： 出口增加值率和出口强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无论是传统贸易统计法还是增加值贸易统计法出口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均是不利

的， 出口增大了非技术工人相较于技术工人的比重， 这与中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现

状有关， 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使中国锁定在国际分工中的加工组装环节， 装配环节

对于非技术工人的雇佣量较大， 不利于改善就业结构。 本文比较二者系数后发现，
与出口强度相比， 出口增加值率对就业结构的负面作用更小， 提升出口的国内附加

值比单纯扩张出口规模更重要。
第 （１）、 （２） 列的其他控制变量中， 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工资对就业规模的

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技术进步和平均工资的上升引起了就业规模的减少， 而企业产

出、 年龄和所有制类型对就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影响， 说明随着企业产出的增加和

成立时间的推移， 企业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 同时与内资企业相比， 外资企业会雇

佣更多的工人； 第 （３）、 （４） 列中全要素生产率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

明技术进步对简单劳动力产生替代作用， 降低了非技术工人的需求， 从而改善了就

业结构； 总产出和资本产出比对就业结构均为正向影响， 意味着产出增长、 资本深

化带来技术工人比重的增加， 二者是互补关系。
（二） 潜在的内生性分析

一方面， 积极融入全球化、 扩大出口会带来就业规模的增长， 另一方面， 公司

可能会雇佣更多的工人以应对来自国外的额外需求， 或加深对国外市场的渗透

（Ｍａｒｔｉｎｃ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３６］。 因此， 增加值出口贸易和企业就业之间可能存在双向

因果关系。 鉴于此， 本文选择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

题， 经过加权的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的出口状况密切相关， 而与企业的就业并

没有直接联系。 本文借鉴李宏斌等 （２０１１） ［３７］的方法， 采用式 （６） 计算企业层面

按贸易额加权的企业实际有效汇率：

ＲＥＥＲ ｉｔ ＝ １００ × ∏
ｎ

ｋ ＝ １

Ｅｋｔ

Ｅｋ０

×
ＣＰＩｃｔ
ＣＰＩｋｔ

æ

è
ç

ö

ø
÷ ｗ ｉｋｔ ，∑

ｎ

ｋ ＝ １
ｗｋ ＝ １ （６）

其中， ＲＥＥＲ 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实际有效汇率， Ｅｋｔ表示国家 ｋ 在 ｔ 年的名义

汇率， Ｅｋ０表示国家 ｋ 在基期的汇率， 本文基期定在 ２０００ 年， ＣＰＩｃｔ为中国在 ｔ 年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ｋ ｔ为 ｋ 国在 ｔ 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样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

期。 汇率和 ＣＰＩ 数据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ｗ ｉｋｔ是 ｔ
年中国企业 ｉ 与 ｋ 国的贸易份额， 对于仅出口企业， ｗ ｉｋｔ等于企业 ｉ 对 ｋ 国的出口额

与企业 ｉ 总出口额的比值； 对于同时进出口企业， ｗ ｉｋｔ等于企业 ｉ 从 ｋ 国进口且出口

额除以企业总贸易额。 根据式 （６）， 基期 ２０００ 年企业 ｉ 的 ＲＥＥＲ 为 １００， ＲＥＥＲ 上

升表示人民币升值， 反之则表示贬值。
表 ４ 第 （１） 列—第 （４） 列是使用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后的

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远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相应

值， 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对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对于就业结构的影响并

不十分显著。 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均较大， 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与表 ２ 的

基准结果相比， 各变量系数符号保持一致， 且绝对值有所提升， 但部分变量系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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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显著， 如第 ３ 列 ＤＶＡＲ 的系数。 此外， 我们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 表明工具变量

有足够强的外生性， 并利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比较了 ２ＳＬＳ 与 ＯＬＳ 的结果， 证实无法推

翻二者的回归系数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因此后续仍旧采用 ＯＬＳ 模型分析。

表 ４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Ｒ
３ １９２∗∗∗ －１６３ ８１

（５ １５７） （－０ ８２）

ＥＸ
０ ６６５∗∗∗ 　 　 １４ ２７７∗∗∗

（１１ ０３４） （２ ７８６）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一阶段 Ｆ 值 ８９ ４５１ ４８ ７１０ １９ ２０２ ３５ ６３１

样本数 ２３５ ７３６ ２３５ ７９２ ３３ ７４１ ３３ ７４５

Ｒ２ ０ ０８２ ０ ７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就业规模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产出、 资本产出比、 年龄、 平均工资、 外资企业； 就业结构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产出、
资本产出比、 年龄、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 外资企业。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控制变量的再度量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指出， 由于面临着较高的投资调整成本， 企业受

到生产率冲击后投资可能会滞后， 而 ＬＰ 法避开了投资额， 用企业中间投入作为生

产率的代理变量解决了这一问题 （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因此我们采用 ＬＰ 法

测算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其次， 资本产出比表示企业为了获得单位产出所需要投

入的资本量， 体现了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产出能力， 从而影响企业对不同技术劳

动力数量的雇佣。 此外， 企业雇佣的工人不仅包含生产部门， 还涉及到行政管理部

门， 因此我们使用企业总资产 （ａｓｓｅｔｓ） 替代资本产出比进行稳健性分析。 表 ５ 的

第 （１）、 （２） 列与第 （５）、 （６） 列分别是采用 ＬＰ 方法和总资产下增加值贸易与

总量贸易的就业规模效应与就业结构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文基本

一致。
２ 增加值出口贸易的时滞效应

出口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我们将出口增加值率滞

后一期，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的第 （３）、 （４） 列， 滞后一期的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对企

业当期劳动力就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出口增加值率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下

一期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 １％，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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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ＶＡＲ 　 　 ０ ０４３∗∗∗ 　 　 －１ ００５∗∗∗

（１１ １３０） （－２ ８２０）

ＥＸ 　 　 　 ０ ０３２∗∗∗ 　 　 －１ １９５∗∗∗

（６ ９９３） （－２ ７４５）

Ｌ ＤＶＡＲ 　 　 　 ０ ０１０∗

（１ ８４７）

Ｌ ＥＸ 　 　 　 ０ ０１３∗∗

（２ ２８４）

ｔｆｐ＿ ｌ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０∗∗∗ ０ ２２１ ０ １５３

（－３７ ２５４） （－３６ ５９５） （０ ９５７） （０ ６５５）

ａｓｓｅｔ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３３４） （３ ０３５） （１ ６０１） （１ ５７８）

其余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３８ ７８７ ２３８ ８４３ １３０ ４１４ １３０ ４５５ ３４ ０６７ ３４ ０７１
Ｒ２ ０ ４３５ ０ ４３９ ０ ２８８ ０ ３５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第 （１）、 （２） 列其余控制变量为产
出、 年龄、 平均工资、 外资企业； 第 （５）、 （６） 列其余控制变量为产出、 年龄、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
资比、 外资企业； 第 （３）、 （４） 列其余控制变量如基准回归表 ３ 中所示。

四、 进一步分析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 与总量贸易相比， 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对就业规模的提

升作用更大，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 此外， 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效应在不同特

征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出口目的

国、 产品用途及差异化程度做了进一步分析。
（一） 目的国经济水平的影响

出口目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企业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性 （Ｋｕｒｚ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ｓ， ２０１６） ［３８］， 高收入国家对产品质量有更高的要求， 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

业可能会雇佣更多技术工人来生产高质量产品。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６ 年世界银行对国家

收入等级的划分标准①， 将企业分为仅向高收入国家出口、 仅向中等收入国家出

口、 仅向低收入国家出口、 向高中低收入国家均出口、 向高低收入国家出口、 向高

中收入国家出口和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共七种类型企业。 如表 ６ 所示， 经过统计发

现： 向高中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数量最多， 其次为仅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以及

向高中低收入国家均有出口的企业， 而仅向低收入国出口的企业数量很小， 绝大部

分 （９５ ５％） 企业的出口目的国中包含了高收入国家。

３０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全球价值链

①世界银行根据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分为高、 中高、 中低和低等收入国家四类， 本文

将中高和中低国家合并为中等收入国家。



表 ６　 不同出口目的国的企业数量

出口目的国类型 高收入国家 中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高中收入国家

企业数量 ９７ １８８ ９ ５１４ ３１１ １１０ ２４７
出口目的国类型 高低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高中低收入国家 所有企业

企业数量 ６４４ ６１５ １５ １２０ ２３３ ６３９

注： 作者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整理得出。

表 ７ 的第 （１） 列—第 （４） 列分别为出口至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

入国家和高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结果显示： 除仅向低收入国

家出口的企业之外， 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增加值率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其中，仅向高收入国出口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影响最大； 第 （５） 列—第 （８） 列

分别为出口至上述四类国家的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发现， 出口至高收入

水平国家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系数绝对值最小， 意味着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小。

表 ７　 不同经济水平目的国的影响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高收入

国家 （１）
中等收入
国家 （２）

低收入
国家 （３）

高中低收入
国家 （４）

高收入
国家 （５）

中等收入
国家 （６）

低收入
国家 （７）

高中低收入
国家 （８）

ＤＶＡ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８∗ 　 －０ ３２５ 　 ０ ０４１∗∗ 　 －０ ７１３∗∗　 －１ ３２１∗∗ －３６ ９８７ －０ ０７５
（１０ ０９８） （１ ８０３） （－０ ８３８） （２ ０３５） （－２ ４１１） （－２ ２７９） （－０ ９１８） （－０ １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９７ １２７ ９ ５１２ ３１３ １６ ４３７ １３ ７２２ １ １８７ ２６ ２ ２２９

Ｒ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６ 　 ０ ５９８ 　 ０ ４３５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１ 　 ０ ５８２ 　 　 ０ ０５４

注： 就业规模的考察控制了行业、 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就业结构的考察控制了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这一结论验证了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０８） ［３９］ 针对贸易和收入差距不平等议题提出的

质量升级机制。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 与低收入国家相比， 高收入国家消费者收

入边际效用较低， 但产品质量边际效用较高， 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支付高质量

产品。 所以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会增大对技术工人的雇佣， 提高技术水平和产

品质量， 来满足高收入国家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 此外，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
（２００７） ［４０］提出的 “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 机制也可解释这一现象， 高收入国家不

仅偏好高质量产品， 还偏好相匹配的高质量服务。 企业需向高收入目的国提供更高

水平的技术服务， 从而对技术工人相对需求更高， 如雇佣更多精通外国语言、 通晓

出口目的地商业文化、 法律制度的专业化员工， 有助于改善就业结构。
（二） 产品差异化的影响

随着商品贸易向任务贸易的转变， 中间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中间品贸易对就业创造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如卫瑞和张少军 （２０１４）［４１］发现中国企业

的中间品出口对中高等技能工人就业的带动能力要高于最终品出口。 因此， 为了考察企

业出口不同用途的产品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本文按照 ＢＥＣ 分类编码

将企业分为仅出口中间品、 仅出口最终品和同时出口中间品和最终品三类企业①。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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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ＨＳ－６分位产品代码可对应到 ＢＥＣ 产品代码， 产品可分为中间品、 消费品和资本品三大类， 我们把消费品和
资本品划为最终品， 与中间品相对应。 具体地， ＢＥＣ 代码为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和５３的为中间品； ＢＥＣ
代码为 ４１、 ５２１、 １１２、 １２２、 ５２２、 ６１、 ６２和 ６３的为最终品。



测算， 三类企业的数量差别不大， 出口中间品、 出口最终品以及两类产品均出口的

企业数目各占 ３５ ８％、 ３２ ２％和 ３２％。 图 １ 显示， 两类产品均出口的企业就业规模

最大， 技术工人比重反而更低， 仅出口最终品的企业就业规模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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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ＢＥＣ分类下不同企业的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表 ８ 列出了不同出口产品用途的企业出口增加值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第 （１）
列—第 （３） 列与第 （４） 列—第 （６） 列分别为三种类型企业的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

与就业结构的影响： 出口最终品的企业其国内增加值率的增加带来就业规模的提升

最大； 出口中间品的企业其出口增加值率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小， 意味着出口

中间品的企业会相对增加技术工人的雇佣。 样本期内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居高不

下， 这部分企业出口的最终品是将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而成，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

演着出口平台的角色， 处于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 科技含量较低， 大量最终品出口

使其相对雇佣更多的非技术工人， 不利于就业结构的改善。 相对于最终品的加工组

装， 生产中间品零部件的工艺可能较复杂，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这意味着参与中间

品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增加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

表 ８　 ＢＥＣ分类下不同类型企业的分析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中间品 （１） 最终品 （２） 两者都有 （３） 中间品 （４） 最终品 （５） 两者都有 （６）

ＤＶＡ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０∗∗∗ 　 　 －０ ９９４∗∗∗ 　 　 －１ ２５５∗∗ 　 　 －１ ４５２∗∗

（７ ５４８） （９ ６９７） （６ ８５２） （－２ ５８９） （－２ ４０８） （－２ ０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７７ ８７６ ６９ ９４０ ６９ ５５７ １０ ８７７ １０ ０２８ ９ ８７３
Ｒ２ ０ ３６３ ０ ３２７ ０ ４１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１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变量如表 ３ 所示， 就业规模的考
察控制了行业、 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就业结构的考察控制了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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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察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效应是否会因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同而有

所差异， 本文根据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４２］ 对产品的划分标准①， 将企业进行同质产品和

异质产品的划分， 我们发现高达 ８９ ９％的企业出口中包含了异质产品。 表 ９ 估计了

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同的企业出口对就业的影响， 比较第 （１） 列—第 （４） 列发现，
仅出口异质产品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的提升对就业规模的促进更明显， 随着产品差异化

程度的降低， ＤＶＡＲ 提升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变小。 出口差异化产品， 意味着企业

在销售市场具备一定程度的产品垄断定价能力， 能获得额外利润并促使其迅速增

长， 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 （５） 列—第 （８） 列是对就业结构的回归结果， 随

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大，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变小②， 这符

合本文的预期， 差异化产品需要更多相对技能较高的工人。

表 ９　 出口差异化产品企业的分析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异质 （１） 参考 （２） 同质 （３） 三者 （４） 异质 （５） 参考 （６） 同质 （７） 三者 （８）

ＤＶＡ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９ 　 　 －０ ９１０∗∗∗　 　 －１ ０１９∗∗ 　 －０ ９７２ 　 －１ ３９６∗

（１３ ７７１） （２ ０３２） （１ ０１７） （０ ６２９） （－２ ９４３） （－２ １７３） （－０ ８３４） （－１ ６５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５５ ８２１ ２０ ２４５ １ ６８４ ３ ４１４ ２２ ３８０ ２ ８０１ ２５１ ４９１
Ｒ２ 　 　 ０ ３７４ 　 　 ０ ３１６ 　 　 ０ ３７９ 　 　 ０ ３３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９ 　 　 ０ １６１ 　 　 ０ １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变量如表 ３ 所示， 就业规模的考
察控制了行业、 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就业结构的考察控制了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三） 贸易方式的影响

中国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大国， 样本期间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高达 ６０％， 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高， 不同贸易方式可能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有影

响。 我们根据贸易方式的不同， 将企业分为加工贸易出口、 一般贸易出口和混合贸

易出口三类企业， 表 １０ 中第 （１） — （３） 列显示， 与其他两类企业相比， 加工贸

易企业其出口增加值率每增加 １ 个单位带来的就业规模增长最多， 这符合前文的预

期， 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含量不高， １ 个单位的 ＤＶＡＲ 意味着更多的劳动投入； 第

（４） — （６） 列显示， 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较

大， 而加工贸易企业无显著影响， 这一点暂时未有合理的解释， 我们猜测可能与就

业结构的考察仅限于 ２００４ 年截面数据有关， 无法控制不可观测的企业异质性， 导

致结果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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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２） ４ 分位基础上， 将能够在交易所交易的产品视为同质产

品， 拥有指导价格的商品视为参考价格产品 （差异度较小产品）， 其他商品视为异质产品， 并制定了保守型

（ｃｏｎｓｅｒｔｉｖｅ） 和开放型 （ｌｉｂｅｒａｌ） 两种分类方法， 前者在 ３ 分位和 ４ 分位上确定最少的同质品和参考价格品数

量， 后者则在 ３ 分位和 ４ 分位确定最多的同质品和参考价格品数量。
同质产品由于观测值太少， 结合出口异质产品、 参考价格产品的企业、 三种类型产品均出口的企业的

ＤＶＡＲ 系数， 我们推断出口同质产品企业的 ＤＶＡＲ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大。



表 １０　 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分析

变量

就业规模 （Ｌ） 就业结构 （ＳＨ）

加工贸易
（１）

一般贸易
（２）

混合贸易
（３）

加工贸易
（４）

一般贸易
（５）

混合贸易
（６）

ＤＶＡ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１∗∗∗ 　 　 １ ３０６ 　 　 －１ ２５９∗∗ 　 　 －１ ６４３∗∗∗

（４ ９９８） （１４ ４４３） （８ ３６６） （１ ０２１） （－２ ４１０） （－２ ７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６ ５６１ １２８ ８８６ ８３ ３４０ ３ ８２２ １８ ４０６ １１ ８３９
Ｒ２ ０ ３４４ ０ ３６７ ０ ４１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变量如表 ３ 所示， 就业规模的考
察控制了行业、 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就业结构的考察控制了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五、 结　 论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通讯信息技术

的发展， 中国参与 ＧＶＣ 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 本文以增加值贸易为研究视角， 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并选取实际有效汇

率作为 ＤＶＡＲ 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启示有： 第一， 与总

量贸易相比， 增加值出口对工人就业规模的提升更加明显，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

小， 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长更多， 这意味着应注重提高出口增加值而不是一味地

追求出口扩张。 第二， 贸易伙伴国经济越发达， 出口到该地区的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带来

就业规模的增长越大，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 高收入国家需要高质量产品以及

相匹配的高质量服务， 意味着企业内部技术工人的比重相对较高。 第三， 出口最终品

或异质品的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而出口中间品或异质品的企业

ＤＡＶＲ 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较小， 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 出口该类产品的企业

ＤＶＡＲ 对就业规模的提升作用越大， 对就业结构的不利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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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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