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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间品贸易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 理论上， 发展

中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会通过技术溢出形成脑力技能偏向， 而降低对运动技能的需

求。 考虑到女性劳动者在脑力技能方面的比较优势， 中间品贸易将有利于促进劳动

力市场上的两性平等。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 综合考

察中国企业参与中间品进口对女性就业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无

论是在促进女性就业还是缩减性别工资差异方面， 中间产品进口均有助于促进我国

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在考虑了中间品进口不同维度、 异常样本点和内生性问题

后， 此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从行业、 地区和所有制差异来看， 这种促进作用对资本

密集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非资本密集行业和低技术行业， 对东部地区的影

响大于中西部地区， 对女性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的影响大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地

区， 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内资企业。 对此， 我国政府应该顺势而为， 加强这种促

进作用， 努力打破我国劳动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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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源于历史文化等深层次原因， 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尤为严峻， 影

响着劳动力市场上的要素有效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公平， 进而受到政策制定者

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 葛玉好和曾湘泉， ２０１１［２］ ）。 现有文

献从多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就业和工资差异问题进行了分析， 早期学者们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性别禀赋差异、 家庭照料责任、 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最低工资

标准等政策性因素上。 在全球化背景下， 贸易开放因素的影响逐渐进入了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视野。 贸易扩张， 一方面， 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另一方面， 也对

１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经贸论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６ 批面上基金项目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 出口与中国就业性别差异问题

研究” （２０１９Ｍ６６２５５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女性就业

和工资———影响机制、 实证检验与政策研究” （１７ＹＪＣ７９０２１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６３１９２３０４）。
［作者信息］ 陈梅： 郑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李磊 （通讯作者）：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３０００７１ 电子信

箱 ｎｋｌｉｌｅｉ＠ ｎａｎｋａｉ ｅｄｕ ｃｎ； 郑妍妍：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改变了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

性别之间的就业份额和工资差异 （刘斌和李磊， ２０１２） ［３］。
考虑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上两性就业的影响， 不少学者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出

发进行预测， 特别是 Ｈ－Ｏ 模型和 Ｓ－Ｓ 模型。 早期相关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女性劳

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低于男性劳动者， 是非技能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中国

家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其在国际分工中会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如此， 贸易将扩大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增加女性就业， 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１９９９） ［４］。 然而， 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 ［５］指出， 尽管

发展中国家出口并生产的产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低技术产品， 但对于本国而

言， 却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会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扩大劳动力市场上

的性别就业差异。 从企业雇佣行为的歧视性偏好来看，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５７） ［６］提出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 认为参加国际贸易带来的产品市场竞争压力

增加， 可以减少企业歧视行为， 促进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平等 （Ｙａｈｍｅｄ， ２０１７［７］，
李磊等， ２０１６） ［８］）。 相反， 如果两性在生产率和工资议价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在面临外贸冲击时， 雇主会歧视性减少女性劳动者的雇佣数量和工资水平

（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ｇｅｒｓ， ２００９） ［９］。
回顾以往文献， 关于贸易开放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尚存在不少争议， 且以往研究

主要是从贸易开放整体层面入手分析影响关系， 缺少贸易产品差异性细分层次的研

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 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之

一， 以零配件为主要内容的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 而作为世界加工

工厂， 中间品贸易在我国贸易结构中更是占据了重要位置。 基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

库提供的 ６ 分位码 ＨＳ 产品进口数据， 结合联合国提供的 ＢＥＣ 分类法， 本文发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间， 中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平均比例高达 ７７ ０４％， 且呈逐年上升趋

势。 进口贸易是传递先进国家技术的重要渠道 （ Ａｕｇ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１０］， 中间品

进口不仅影响着企业生产效率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１１］， 也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群

体的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 （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２０１２） ［１２］。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３］指出， 中间品贸易既对进口竞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又影响着

使用进口中间品作为原材料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 进而， 中间产品贸易对就业和工

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最终产品贸易。 我国学者滕瑜和朱晶 （２０１１） ［１４］ 在研究中间

品贸易影响技能溢价时， 亦发现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最终产品贸易。 那么，
如何理解中间品进口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就业平等的关系呢？ 对此， 现有

文献鲜有涉及， 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只是集中在女性就业水平方面， 而未探讨

其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席艳乐等， ２０１４［１５］ ； 樊娜娜和李荣林， ２０１７［１６］ ）。
综合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就业份额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影

响， 对于我国在中间品贸易迅速发展且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改善收入差距、 促进男

女就业平等、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 试图从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中间品进口对我国女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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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以期为我国贸易开放和性别不平等领域提供新的经验证

据。 具体而言， 首先，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提供的分性别

就业量数据和工资水平指标， 借鉴李磊等 （２０１５） ［１７］的方法， 计算出企业层面性别

工资差距的大小； 其次， 实证考察中间品进口对性别就业差异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基

准影响， 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分析； 最后， 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关系在

不同地区、 行业与所有制企业中的差异性。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

视角上， 本文首次综合考察中间品贸易对性别就业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对我

国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劳动者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第二， 在

研究设计方面， 本文充分考察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问题， 从工具变量和异常样本

点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保证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并且考察了不同行业和

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影响； 第三， 在研究结论方面， 本文发现了中间品进口对女性

劳动市场的有利作用， 为缓解我国劳动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新的

启示。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中间品进口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

劳动力市场上的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是分属于不同技能束的集合体， 在探

讨中间品进口对两性就业水平和两性工资水平的影响之前， 有必要对二者的技能差

异进行有效界定。 早期研究倾向于按照以教育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差异进行两性

技能差异划分， 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两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在不断缩

小 （Ｇｏｌｄｉｎ， ２０１４） ［１８］， 如此分类有失偏颇。 新的研究基于 “大脑—肌肉” 模型

（Ｂｒａｉｎ－Ｂｒａｗｎ Ｍｏｄｅｌ）， 侧重于关注两性劳动者在体力劳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 和脑

力劳动 （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方面的差异。 由于生理特征差异， 许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

体力劳动方面有明显劣势 （费孝通和张之毅， ２００６） ［１９］， 而两性在认知技能 （脑
力劳动） 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认知技能主要是由智力水平决定的，
而两性在智力水平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Ｎｅｉｓ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２０］。 如此， 当前

研究对两性技能差异的划分， 通常认为女性劳动者在认知技能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男性劳动者在运动技能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ｌ， １９９６［２１］； 魏下海等，
２０１８［２２］）。

中间品进口通过改变上述不同技能的需求和回报， 进而对劳动市场上的两性就

业产生影响。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３］建立 ＣＨ 模型， 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

下， 技术会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扩散， 这是因为物化于中间产品中的国际先进技

术和研发资本投入，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进口商对其进行消化、 吸收、 模仿甚至再

创新， 进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此外， 本国企业在进口零部件的同时， 发达国家也

往往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 从而间接带动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张会清

和唐海燕， ２０１１） ［２４］。 而技术进步会减少对体力劳动的需求， 偏向脑力技能， 会提

高脑力劳动的需求和回报， 由于女性劳动者在脑力劳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如此，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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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将有利于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工资差异的缩小。 例如， Ｒｅｎｄａｌｌ （２０１０） ［２５］

对美国的经验研究， 发现技术进步的脑力偏向性使得女性从认知技能价格上升中获

得更高的溢价， 男性则因运动技能价格下降而损失较多， 最终女性劳动参与大幅度

提高且性别工资差距收敛。 我国学者魏下海等 （２０１８） 亦发现企业生产线升级所

体现的技术进步对女性有利， 促进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基于技术进步的脑力偏向和

女性在脑力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 Ｊｕｈｎ 等 （２０１４） ［２６］ 基于墨西哥数据的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增加对脑力劳动的需求， 提高脑力劳动回报率， 进而

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增加女性就业。 中间品进口对两性就业的影响与之类似， 因

此， 本文得到以下假说。
假说 １： 中间产品进口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促进女性就业增加。
（二） 中间品进口、 异质性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

１ 行业视角

考虑到各行业在技术创新、 吸收能力以及资本密度等方面的差别， 中间品贸易

可能会对不同行业的女性劳动者产生不同影响。 一般来说， 高技术行业基于自身技

术水平的优秀基础， 更容易形成 “进口学习” 效应， 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韩先锋

等 （２０１５） ［２７］研究发现， 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 进口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转化效

率的促进作用较大。 陈维涛等 （２０１７） ［２８］的研究也表明， 相对于中低技术行业， 贸

易自由化更能够显著促进高技术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对于资本密度存在差异的

不同行业而言， 通常随着行业资本密度的提升， 技术复杂度也随之提升， 对技术溢

出的吸收能力也会增强。 胡小娟和龙敏捷 （２０１６） ［２９］研究发现， 虽然中间品进口在

整体上有利于我国技术进步， 但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品进口的技术促进效应显著高

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进而得到如下假说。
假说 ２： 中间品进口对高技术行业女性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低技术行业， 对

资本密集行业的影响则大于非资本密集行业。
２ 地区视角

地区差异方面， 源于地理优势、 政策支持等因素， 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吸引了大量人才， 其就业者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人

力资本优势 （董一心， ２０１７） ［３０］。 这促使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进口中间产品所带来的

技术转移和脑力偏向方面具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而且， 由于改革开放初

期， 我国优先开放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外贸发展战略， 使得东部地区的贸易发展模式逐

步由规模导向型转变为质量导向型， 更容易形成技术溢出。 同时， 在地区视角方面，
本文进一步结合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考察劳动力供给端对中间品进口与两性

就业关系的影响。 “大脑—肌肉” 模型在两性技能差异划分中逐步替代人力资本划分

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使得两性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

不断缩小。 因此， 在女性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地区， 两性的技能差异更多地体现在脑力

技能和运动技能方面， 进而更有利于发挥中间品进口对两性平等的促进作用， 因而得

到以下假说。
假说 ３： 中间品进口对女性就业者具有正向影响， 在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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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在女性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大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
３． 所有制视角

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雇佣性别偏好、 进口决策、 技术

研发和吸收能力相关， 由此会造成中间品进口对两性劳动者影响的差异性。 相对于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拥有相对发达的国际市场采购网络， 能够稳定且以较低的成本

进行中间产品进口， 此外， 外资企业一般自身具有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 因而对中

间产品的物化技术转移更具有优势。 因此， 相对于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进口中间产

品， 更容易形成技术转移和脑力偏向， 如此得到以下假说。
假说 ４： 中间品进口对女性就业者的正向影响， 在对外资企业大于内资企业。

二、 数据及计量模型设定

（一） 数据说明和处理

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总署

提供的高度细化的进出口数据， 样本研究期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工业企业数据库

是目前我国国内最为权威和全面的微观企业数据， 是本文构建企业层面变量的数据

基础。 海关数据详细记载了企业每月每一条的 ８ 分位 ＨＳ 产品的对外进出口数据，
涉及进出口数量、 金额、 单位、 来源国、 贸易方式等详细信息， 是本文计算企业层

面中间产品进口的基础。 此外， 本文还涉及到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 ＨＳ－ＢＥＣ 对

照关系数据， 以识别出企业进出口数据中的中间产品信息。
（二） 计量模型的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部分的假说和推断， 为检验中间品进口对性别就业与工资差距的

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Ｅｇａｐｉｊｔ ＝ ｃｏｎ ＋ α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 ｊ ＋ εｉｊｔ

Ｗｇａｐｉｊｔ ＝ ｃｏｎ ＋ α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 ∑γＦｉｒｍｉｊｔ ＋ δ ｊ ＋ εｉｊｔ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Ｅｇａｐｉｊｔ 代表 ｔ时期行业 ｊ中企业 ｉ 的性别就业差距， 参考李磊

等 （２０１６） 的处理方法， 用女性就业人数占企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被解

释变量 Ｗｇａｐｉｊｔ 代表企业 ｉ 中的性别工资差距， 本文在下一小节详细说明具体计算方

法； 核心被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ｉｊｔ 代表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情况， 本文主要采用企业所进

口中间产品价值的总额， 取对数形式衡量， 同时在基准回归中亦采取了企业是否进

口中间产品的 ０～１ 度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Ｆｉｒｍｉｊｔ 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基于

李磊等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吴群锋 （２０１７） ［３１］和陈怡等 （２０１８） ［３２］相关文献的研究结

论， 本文选取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 盈利能力、 资本

密集度、 企业规模、 企业成立年限； 方程中还控制了企业所有制和企业所在行业的

固定效应 δ ｊ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２ 分位）； ｃｏｎ 是常数项， εｉｊｔ 是误差项。
（三） 性别工资差距测算

工业企业数据库只提供了企业整体工资水平的数据信息， 并没有分别提供两性

的工资水平。 但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工业企业数据， 除了提供企业整体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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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提供了年末女性就业人数， 在此基础上， 本文参考李磊等 （２０１５） 计算服务

业企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的方法， 对样本研究期间内的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进行

测算。 假设企业 ｉ 在 ｔ 年支付给男性雇员的工资 Ｗｍ
ｉｊｔ 由两部分构成： Ｗｍ

ｉｊｔ ＝ Ｗｍ
ｊｔ ＋ εｍ

ｉｊｔ ，
其中 Ｗｍ

ｊｔ 代表行业支付的平均工资， εｍ
ｉｊｔ 代表企业特定误差项； 类似的， 女性雇员所

得到的工资为 Ｗｆ
ｉｊｔ ＝ Ｗｆ

ｊｔ ＋ εｆ
ｉｊｔ 。 由此， 企业 ｉ 内部的性别工资差距为：

Ｗｇａｐｉｊｔ ＝ Ｗｍ
ｉｊｔ － Ｗｆ

ｉｊｔ ＝ （Ｗｍ
ｊｔ － Ｗｆ

ｊｔ） ＋ （εｍ
ｉｊｔ － εｆ

ｉｊｔ）
其中， Ｗｍ

ｊｔ － Ｗｆ
ｊｔ 代表行业层面的两性工资差距 （以  ｊｔ 表示）， εｍ

ｉｊｔ － εｆ
ｉｊｔ 代表企业

层面两性工资的残差项。 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５７） 和 Ｅ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等 （２００９） ［３３］的研究结

果， 工资残差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函数， 对于企业利润的工资分配， 男性相对于女性

具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企业内部两性雇员的工资残差可表

示为 εｍ
ｉｊｔ － εｆ

ｉｊｔ ＝ β ｊｔπｉｊｔ ， 则企业内部的性别工资差距等价于：
Ｗｇａｐｉｊｔ ＝  ｊｔ ＋ β ｊｔπｉｊｔ

企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的测算依赖于系数  ｊｔ 、 β ｊｔ 和企业盈利能力， 其中企业

盈利能力指标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取， 接下来主要进行系数的估算。 根据企业雇员的

工资决定机制， 可以得到：

　 　 　 　 　 　 　 Ｗ
—

ｉｔ ＝ θｉｊｔＷｍ
ｉｊｔ ＋ （１ － θｉｊｔ）Ｗｆ

ｉｊｔ

＝ θｉｊｔ（Ｗｍ
ｊｔ ＋ εｍ

ｉｊｔ） ＋ （１ － θｉｊｔ）（Ｗｆ
ｊｔ ＋ εｆ

ｉｊｔ）
＝ Ｗｆ

ｊｔ ＋  ｊｔθｉｊｔ ＋ β ｊｔ（θｉｊｔπｉｊｔ） ＋ εｆ
ｉｊｔ

其中，Ｗ
—

ｉｔ 代表企业平均工资水平， θｉｊｔ 代表男性雇员占比， 通过估计该式， 可以

得到系数  ｊｔ 、 β ｊｔ 的估算值， 进而可以计算出企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工业企业数据包含了企业雇佣不同性别员工人数的信息， 男性雇员比例用男

性劳动者人数与企业年末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 企业盈利能力用利润 ／总雇员

来计算， 平均工资水平由 （企业年末应付总工资＋总福利） ／总就业人数计算得出。
（四） 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

本文解释的是企业中间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性别就业与工资差异问题， 尽管目

前学术界鲜有研究探讨女性就业对企业进出口行为的影响， 但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

员工性别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王伟同和魏胜广， ２０１７［３４］； 陈梅和周申，
２０１９［３５］）， 考虑到企业绩效与企业进出口行为的关联性， 本文不能排除企业内部女

性就业比例与两性工资差距会逆向影响企业中间品进口行为的可能性。 这种逆向因

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问题， 可能会引起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引致模型估计系数有

偏。 以往文献对内生性问题的基本处理办法是工具变量分析法， 而工具变量的选择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需与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行为相关， 二是需与女性雇佣水平

和性别工资差距无关。 关税作为企业进口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进口决策的

重要影响因素， 并且一般是由国家层面决定， 而与企业层面的雇佣结构和工资水平

无关， 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两个条件。 本文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７） ［３６］ 的做法， 采

用 ４ 分位行业层面中间品进口关税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基准回归结果的内生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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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ＷＴＯ 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库可以得到我国 ６ 分位 ＨＳ 分类产品的

进口关税数据， 基于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７） 所提供的 ＨＳ６ 产品代码与我国国民经济 ４
位码行业 （ＣＩＣ４ｄ） 的对照关系， 首先可以计算出国民经济行业的平均最终产品关

税 （Ｔａｒｉｆｆ＿ ｏｕｔｐｕｔ） 。 接下来， 结合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消耗系数， 即可计算出进

口中间产品的关税：

Ｔｉｎｐｕｔ
ｊｔ ＝ ∑

ｋ∈Ｋ ｊ

αｋｔＴｏｕｔｐｕｔ
ｋｔ

其中， Ｋ ｊ 为 ４ 分位国民经济行业的投入集合， αｋｔ 代表行业 ｊ 来自于部门 ｋ 的投

入系数， 来自于 ２００２ 年的 《中国投入产出表》。
（五） 变量说明和统计性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性别就业差距用女性就业份额表示， 性别工资差距的测算

在上文进行了详细说明； 核心解释变量中间产品进口用企业进口中间产品价值的对

数表示， 以及是否进口中间产品的 ０ ～ １ 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其他控制变量， 全

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当今学术界前沿的计算方法 ＡＣＦ 测算得出； 政府补贴， 用

政府补贴总额和销售额的比值表示； 盈利能力， 用企业利润总额与职工人数的比值

表示； 资本密集度由人均资本密度表示， 以企业固定资产年均余额与从业人数之比

衡量； 企业规模以工业总产值衡量； 企业成立年限用观察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１ 衡量。

以上所有指标除了虚拟变量、 比值变量和性别工资差距之外， 均取对数形式。
此外， 为避免离群值对计量结果造成的偏差， 本文对所有变量在其经验分布的两端

进行了 １％的缩尾处理。 表 １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初步统计结果表明，
中间品进口企业的性别就业比明显高于非进口企业， 并且性别工资差距明显小于非

进口企业， 与预期相一致。

表 １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全部样本 进口企业 非进口企业

Ｎ＝ ９５７５１６ Ｎ＝ １１２４２３ Ｎ＝ ８４５０９３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就业比 ０ ３８９９ ０ ２４６５ ０ ４５８７ ０ ２５２９ ０ ３８０７ ０ ２４４２

性别工资差异 ３ ８６８６ ０ ７００４ ３ ７３９０ ０ ６６８４ ３ ８８５９ ０ ７０２８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７３６７ ０ １８７９ １ ７７９７ ０ １９６９ １ ７３１０ ０ １８６０

政府补贴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００

盈利能力 １８ ４４４６ ４１ ０３８８ ２４ ２０５８ ５４ ６１２５ １７ ６７８２ ３８ ８１３１

资本密度 ３ ５９３１ １ ２９０８ ３ ８５８３ １ ３７５８ ３ ５５７８ １ ２７５０

企业规模 １０ １７７５ １ １８６７ １０ ９２８６ １ ３３６８ １０ ０７７６ １ １２８２

企业年龄 ８ ８０３７ ８ ４２４９ ９ １２５０ ７ ０９３３ ８ ７６１０ ８ ５８５６

注： 进口企业指的是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 性别工资差异的单位是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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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量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中间品进口影响性别就业差异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的前两列以中

间产品进口总额作为企业中间品进口的衡量指标， 后两列以是否进口中间产品的

０～１变量作为衡量指标， 分别考察中间品进口如何影响性别就业。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所有制和行业差异时， 中间品进口显著增加了企业的

女性就业比例， 并且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 具体而言， 相对于非进口企业， 进口中

间产品企业的女性就业比例要高约 ４％， 性别工资差距要小约 ２２４ 元； 中间品进口

每增加 １％， 女性就业比增加 ０ ００４ 左右， 性别工资差距将减少约 １５ ２ 元左右。 基

准回归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性别平等具有促进作用。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进口中间产品总额 是否进口中间产品

性别就业比 性别工资差异 性别就业比 性别工资差异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３５０∗∗∗ 　 　 －０ ２２３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０５７０∗∗∗ ０ ４０２６∗∗∗ －０ ０５０８∗∗∗ ０ ３７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政府补贴
－０ ４６７２∗∗∗ －１ ６４１９∗∗∗ －０ １５９０∗∗∗ －３ ５９８４∗∗∗

（０ １０４） （０ ３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１）

盈利能力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资本密度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企业规模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年龄 （平方）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２８８∗∗∗ ３ ０２６２∗∗∗ ０ ５２５２∗∗∗ ２ ９７４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样本量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９５５ ８２７ ９５５ ８２７

Ｒ２ ０ ２９７ ０ １１６ ０ ２８４ ０ １１８

注：∗∗、∗∗∗分别代表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可靠， 本文将从中间产品进口的不同维度、 异常样

本点和内生性问题这三个角度出发， 重新做上述回归检验， 以确认结果的稳健性。
中间品进口除了包括是否进口和进口规模之外， 还包括进口商品种类、 进口地

区数量等指标。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１） 指出， 在研究贸易原因、 结构和利得等方面， 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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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同边际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在进行贸易政策制度评估时， 必须对其进行区别

分析。 在此， 本文参考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１） 对多产品进口企业的贸易二元边际分解

方法， 将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扩展边际进一步分解为实际发生的产品—来源地组合

数目、 产品种类、 来源地数目三个维度考察。 其中， 产品种类指的是企业进口的 ８
分位 ＨＳ 中间产品种类数； 来源地指的是企业从多少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口了中间产

品； 而产品目的地组合数指的是实际发生的产品—目的地组合个数。
企业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三个维度对性别就业比例和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回归结

果见表 ３。 结果显示进口中间产品扩展边际的延伸， 有助于女性就业的增加与性别

工资差异的缩减， 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但是通过观察表 ３ 与表

２， 可以发现， 相对于非进口企业， 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对女性就业有显著促进作

用； 而对于已经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而言， 尽管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 （进口规

模） 和扩展边际 （产品种类和来源地） 均有利于促进作用， 但集约边际的促进作

用是显著性大于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的。 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样本研究期间内，
我国企业进口扩张主要是集约边际的贡献， 扩展边际增长很小 （李华锋和彭龙，
２０１４； 陈梅等， ２０１７）。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进口中间产品不同维度

变量 性别就业比 性别工资差异

产品—来源地
组合数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产品种类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７５３∗∗∗ ０ ７８５８∗∗∗ ０ ７４４１∗∗∗ ２ ８７０５∗∗∗ ２ ８４３４∗∗∗ ２ ８６５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样本量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Ｒ２ ０ ２９８ ０ ３００ ０ ２９６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７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异常样本点问题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 在此， 本文参考陈波和贺超群

（２０１３） ［３７］的研究， 考虑了三种异常样本点情形。 第一种情形为企业性别就业差异

异常样本点。 本文首先计算了样本研究期间内所有样本企业的女性就业比例与两性

工资差距的平均值， 然后计算二者的 １０％和 ９０％分位数， 删除女性就业比例与两

性工资差距超过平均值的 ９０％分位数或者低于 １０％分位数的样本点， 删除企业两

性就业异常样本点之后有 ９０ １１８ 家企业， 删除两性工资差异异常样本点之后有 ９６
７７１ 家企业。 第二种情形为行业中间品进口异常样本点。 本文以 ＧＢ－Ｔ ／ ２ 分位为标

准， 计算出样本研究期间内各行业的中间品进口密度 （即行业进口中间产品企业

数占该行业全部企业的比例） 的均值， 通过计算行业进口密度均值的 １０％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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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９０％分位数， 并保留 １０％分位数和 ９０％分位数之间的企业样本， 筛选之后得到

的企业样本数为 ８９ １４１ 家。 第三种情形为省份中间品进口异常样本点。 处理方法

与行业异常样本点的筛选类似， 最终得到 ９６ ２６３ 家企业。
按照上述方法， 对异常样本点进行删除之后， 重新检验基本回归， 结果如表 ３

所示①。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都保持高度一致。 也就是说，
样本研究期间内中间品进口促进性别就业和工资差距缩减的作用， 并不是因为异常

样本点的存在所致。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删除异常样本点

变量
删除企业异常值 删除行业异常值 删除地区异常值

就业 工资 就业 工资 就业 工资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６４０５∗∗∗ ３ ０５９０∗∗∗ ０ ７４９９∗∗∗ ２ ９６７９∗∗∗ ０ ７４２３∗∗∗ ３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样本量 ９０ １１８ ９６ ７７１ ８９ １４１ ８９ １４１ ９６ ２６５ ９６ ２６５

Ｒ２ ０ １９５ ０ ０７６ ０ ３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２８６ ０ １１２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带来回归结果偏差， 本文在此处以上文所

构建的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作为工具变量， 采取工具变量分析法， 进行基准回归结

果的再检验。 表 ５ 报告了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使用工具

变量之后， 中间品进口仍然显著有利于女性就业比例扩大和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表

３—表 ５ 的回归结果综合表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５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变量
行业层面中间品进口关税

性别就业比 性别工资差异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８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７８９∗∗∗ ３ １３３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样本量 １１２ １９４ １１２ １９４

Ｒ２ ０ ２９３４ ０ ７７２０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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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分析

上文基准分析和稳健性分析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 有效

证实了理论分析部分关于中间品进口有利于促进女性就业和减少性别工资差异的假

说。 本文将进一步对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出的三个推论进行检验， 逐步考察中间品进

口对不同行业、 地区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异质性影响。
在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不同行业性别就业的差异性影响时， 首先， 本文以企业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之比衡量企业资本密集度， 并以均值为界

将样本划分为资本密集企业和非资本密集企业； 其次， 本文借鉴宗毅君 （２０１２） ［３８］

的方法， 根据行业技术水平将 ２９ 个制造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两

类①。 回归结果如表 ６ 和表 ７ 所示。 从表 ６ 和表 ７ 的中间品进口系数可以看出， 中

间品进口对高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行业女性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低技术行业

和非资本密集行业， 与前文假说 １ 相一致。 而且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

（ｓｕｅｓｔ） 得到的经验 Ｐ 值， 进一步证实了不同行业间的差异影响在统计上的显著

性： 就业影响方面， 经验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６４４ 和 ０ ０００， 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工资

差距影响方面， 经验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００ 和 ０ ００００，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６　 行业异质性： 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

变量 资本密集行业 非资本密集行业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８９５∗∗∗ ０ ６８９３∗∗∗ ０ ６１３６∗∗∗ ０ ７９６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经验 Ｐ 值 ０ ０６４４ 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７２ ６４３ ３９ ５５１ ５０ ０２４ ６２ １７０

Ｒ２ ０ ２９９ ０ ２５５ ０ ２３９ ０ ３００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在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不同地区性别就业的差异性影响时，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的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 而对于女性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划分，
《中国统计年鉴》 基于 １‰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或 １％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提供

了中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人口数据， 本文基于该数

据首先计算出各年不同地区接受高等教育 （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人口中女性占比，
之后取均值， 以均值为界将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划分为女性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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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高技术行业； 其余为低技术行业。



表 ７　 行业异质性： 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变量 资本密集行业 非资本密集行业 高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１６２０∗∗∗ ２ ７７７５∗∗∗ ３ ３０８０∗∗∗ ２ ９３０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经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７２ ６４３ ３９ ５５１ ５０ ０２４ ６２ １７０

Ｒ２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５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９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 表 ８ 和表 ９ 分别报告了地区差异对中间品进口影响性

别就业和工资的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 中间品进口显著增加了东部地

区的女性就业份额， 而对中西部地区女性就业份额增加的影响不显著， 均降低了各

个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 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更大； 第二， 中间品进口显著促

进了不同受教育水平地区的女性就业增加和性别工资差异缩小， 但是对女性受教育

水平高的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 而且， 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的检验方法得到的经验 Ｐ 值， 进一步证实了不同地区的差异影响在 １％水平上是显

著的。 地区异质性层面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假说 ２ 整体上具有一致性， 其中对中西部

地区女性就业促进作用的不显著， 可能是受到女性劳动力供给层面的地区差异影

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中国城镇单位的两性就业数据， 统计发现中西部地

区的女性就业比例各年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女性就业比例历年

保持在 ０ ３５ 左右几乎不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劳动力供给

端比较固化， 使得中间品进口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 ８　 地区异质性： 对性别就业差异的影响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女性受教育水平

高地区
女性受教育水平

低地区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３３９∗∗∗ ０ ８９５０∗∗∗ ０ ７１２７∗∗∗ ０ ７５８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经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０４ ７３２ 　 　 ７ ４６２ ３９ ７１４ ７２ ４８０

Ｒ２ ０ ２９０ ０ ４０８ ０ ３０７ ０ ２９２

注：∗∗∗代表在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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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地区异质性： 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女性受教育水平

高地区
女性受教育水平

低地区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０９４９∗∗∗ ３ １０２９∗∗∗ ３ １５３３∗∗∗ ３ ０４９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５）
经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０４ ７３２ 　 ７ ４６２ 　 ３９ ７１４ ７２ ４８０

Ｒ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６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０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在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时， 本文参考杨光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按照实收资本金结构对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划分， 当外商资本与港澳台资本之和

占实收资本的比例超过 ２５％时， 将其定义为外资企业， 其余的则为内资企业。 关

于中间品进口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异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回归

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增加女性就业比例还是缩减性别工资差距方面， 进口中间产品

对女性劳动者的偏向在外资企业是明显强于内资企业的， 与前文假说 ３ 相一致。 而

且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得到的经验 Ｐ 值， 进一步证实了这两类企业的差

异影响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经验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００ 和 ０ ００００， 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１０　 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变量
性别就业比 性别工资差异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中间品进口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所有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７５０５∗∗∗ ０ ７４６８∗∗∗ ２ ９３５５∗∗∗ ３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４）
经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１ ６１６ ３０ ５７８ ８１ ６１６ ３０ ５７８

Ｒ２ ０ ２９０ ０ ３１８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１

注：∗、∗∗∗分别代表 １０％、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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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企业数据和 ＷＴＯ 所提供的关税数据， 借鉴已有文

献的测算方法， 对我国企业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和国民经济 ４ 分位行业层面的中间

产品关税进行了计算。 在此基础上， 实证研究了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

性别就业水平和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基准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

工资方面， 中间产品进口有助于促进我国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并且对异常样本

点和内生性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结果均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进一步的行业和地

区异质性研究表明， 中间品进口对促进女性就业和缩小性别工资差异具有正向影

响， 对资本密集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非资本密集行业和低技术行业， 对东

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 对女性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的影响大于女性受教育

水平低的地区。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进口贸易的政策， 政府早已意识

到进口贸易和优化进口结构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

步表明，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和两性平等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 中

间品进口有助于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 对此， 政府应该顺势而为， 加

强这种促进作用， 努力打破我国劳动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具体如下： 第一，
应该抓住中间品贸易不断深化的契机， 积极稳妥地扩大中间品贸易， 促进企业进口

国际先进原材料等中间产品。 一方面，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规划， 政府需要进一步落

实进口促进政策和加快贸易便利化进程， 为企业提供外贸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 政

府要重视积极引导和鼓励相关企业把握政策机遇，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条件下， 企业在促进中间品贸易规模增加的同时， 要重视进口

多样性的发展， 以保证中间品贸易规模的稳定持续增长。 第二， 针对本文所发现的

中间品贸易对两性就业平等的促进作用， 以及行业和地区层面表现出的异质性， 一

方面， 政府要积极发挥优势区域、 行业和企业在进口中间品时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

用； 另一方面， 对中西部地区、 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 非资本密集行业和低技

术行业提供政策支持， 把握住 “一带一路” 倡议和 “长江经济带” 战略等新的机

遇， 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加强对弱势行业和企业的扶持， 同时积极引

导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以便进一步发挥中间品贸易对劳动市场上两性就业

平等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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