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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劳动力需求与企业内工资差距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昭玲　杜威剑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从异质性企业角度分析了承接外包对我

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及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企业承接外包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和企

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生产率效应与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即承接外包最终会使企业减

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并降低企业内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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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不可能一味追求

在所有生产环节都具有绝对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中
间品贸易与外包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大量承接来自

发达国家企业低技术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外包活动.随着我国参与外包活动的日益发展,企业更

多的只是追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然而对于政府及相关部门而

言,不得不关注日益发展的外包活动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因此,从就业与工资差距角度研究外

包活动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外包对于一国工人工资与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并未给出明确的结果.Feenstra和 Hanson

认为中间品投入和企业参与外包对国内劳动力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１];Grossman和 RossiＧ
Hansberg的分析则考虑了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认为其会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增加就

业与工资[２].实证分析的早期文献主要集中在从行业层面研究外包对工资的影响.Glass和Saggi
以低工资国家为样本进行研究,结论认为外包会引致技术进步,最终增加外包行业工人的工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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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stra和 Hanson在考虑技术可能改变产品价格的基础上,利用中间品投入作为外包的衡量指标,
研究了外包对美国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影响[４];Hsieh和 Woo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香港地

区的数据,分析了外包对高技能工人工资的影响[５].随着各国微观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企业层

面的研究也得到迅速发展.Martins和 Opromolla在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后,研究了进口

与出口对葡萄牙企业工人工资的影响[６],类似还有 Head和 Ries对日本进出口企业工资效应的

研究[７].
国内关于外包工资效应的理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瑶所建立的两商品多投入模型,她从外

包的生产率效应角度研究了其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８].然而,国内实证研究主

要集中在行业层面.陈仲常和马红旗将中国２７个细分行业按照技术水平与服务外包程度进行划分,
研究不同外包水平的工资效应[９].盛斌和马涛采用中国３１个中间品生产部门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中间品贸易对中国总体和分部门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的影响[１０].刘瑶和孙浦阳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中

国２８个细分行业数据,探讨外包行业的技术特征对中国制造业不同类型劳动工人相对工资的影响,
认为外包会缩小我国的工资差距[１１].胡昭玲与刘彦磊则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参与外包对

我国工业行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１２].
与发达国家外包情形不同,中国参与国际外包主要承接低技术生产阶段与生产环节,因此国外文

献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而国内关于外包对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业层面,并
未考虑企业异质性对外包工资效应的影响.本文将以企业生产函数为基础,结合外包的替代效应与

生产率效应进行分析,讨论不同情形下,承接外包对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设定

外包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行为.与以往理论研究有所区别,本文试图通过生产函数,分析

中国企业参与外包对工资的影响.根据中国企业参与外包的特点,假设企业i的生产函数形式如式

(１)所示:

Yi＝AiKα
iLβ

iB１－α－β
i ,其中,Bi＝(S

σ－１
σi ＋M

σ－１
σi )σ

σ－１ (１)

Yi 代表企业产出,Ai、Ki、Li 分别代表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量以及非熟练劳动力数量.Bi 是采

用CES形式表示的综合投入,由熟练劳动工人Si 和进口投入 Mi 两部分构成,考虑到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凭借低廉劳动力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在某些生产环节上的外包,因此假设进口投入与熟练劳动力

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其中σ＞０为其替代弹性.对于参与外包的企业,进口投入与外包量是密切相关

的,在下一部分将具体介绍.
为了简化分析,根据 Hummels等的假设[１３],采用ϖi 简约表示企业i产品的市场需求,如果市场

为完全竞争市场,则ϖi 表示企业i产品的价格.结合式(１)可以得到企业i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如下:

ϖi
∂Yi

∂Si
＝ϖi(１－α－β)AiKα

iLβ
iB

１
σ－α－β
i S－１

σi (２)

假设企业产出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结合式(２)分析进口投入如何影响企业对熟练劳动

工人的需求:进口投入会以速率１/σ增加企业综合投入 Bi,同时会以α＋β的速率减少综合投入.
当熟练劳动工人和进口投入之间具有很高替代性即１/σ→０,此时负向效应占主导,从而熟练劳动

力的需求会减少;当熟练劳动力与进口投入替代性不高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因此,在

１/σ－α－β＜０的情形下,增加进口投入会减少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反之则增加对熟练劳动

力的需求.
结合式(１)的生产函数分析发现,进口投入的增加,会提高产量并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工人的需求.

因此,分析外包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时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在熟练劳动力与进口投入替代

弹性较高且产出不变的情形下,即１/σ＜α＋β,由于外包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企业可能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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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即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存在替代效应.此外,根据现有贸易文献,外包可能存

在第二种效应会影响劳动力需求.假设外包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加产出,企业便可能相应增加各

类生产投入,其中包括熟练劳动力的投入,生产率效应可能会部分补偿或是逆转外包对熟练劳动力需

求的替代效应.因此,在分析中必须要同时考虑外包的替代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企业生产率及产出

需求变化会使得外包程度与熟练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直接回归可能造成严重的估计偏

误.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分析中将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识别外包的外在冲击,并利用出口冲击的工具

变量作为产出需求变化的替代.
一般认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是高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否则在生产过程中,熟练劳动力便会伪装

成非熟练劳动力,以获取更高的工资,因此企业的平均工资越高,表明企业雇佣熟练劳动力越多.实

证分析中利用企业平均工资衡量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雇佣情况,并分析外包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

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同时结合关系式(２),建立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lnwit＝γ１lnMit＋γ２lnϖit＋γ３Yit＋γ４Kit＋κi＋κt＋εit (３)
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和相应年份.wit代表企业工资,分析中采用企业平均工资、熟练与非熟

练劳动力工资差距两个指标,分别衡量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雇佣情况以及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的差

距;Mit代表外包指标,ϖit、Yit、Kit分别代表企业产量需求情况、企业总产值以及企业资本量.分析中

加入企业固定效应,以控制企业其他影响工资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此外,分析中同时考

虑时间固定效应,以排除短期冲击及通货膨胀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及工资产生的

影响.

三、指标、工具变量及数据介绍

(一)指标构建

１．外包指标的构建

中国海关数据库只统计了企业进出口数据,并没有外包的具体统计指标,因此在分析之前,如何

构建企业外包指标,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根据外包的定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国外

在某些生产环节上的外包,其生产的产品主要以发达国家的原材料、零部件为中间投入品,从而形成

发展中国家的外包活动.海关数据库中统计的进口量既包括用于生产的中间品也包括最终消费的产

品.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为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这便剔除了海关数据库中

服务企业的进出口交易记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直接用于消费的进口产品.在排除服务企业的

进口交易记录之后,将样本中企业的进口总值按照企业和相应年份进行加总,得到各企业广义外包的

规模,作为企业外包的一个衡量指标.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外包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以及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广义外包

指标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进口产品直接用于消费的情形.然而即使进口产品用于中间投

入,仍难以确定企业进口产品是否投入生产,即对我国熟练劳动力需求是否存在直接影响.此外,企
业可能通过直接从国外进口机器,从而影响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雇佣和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

工资差距,而并非通过外包的途径.
这样,广义外包指标并不能很好地区分进口产品对我国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也无法排除因进口机

器设备对企业工资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根据Feenstra和 Hanson关于“狭义外包”的定义[４],所购

置的投入产品应当与生产企业属于同一行业,在中间投入品与企业最终产品相似程度越高的情形下,
企业劳动力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本文根据进口投入与企业出口或销售产品属于同一 HS４分

位水平进行分类,其中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对应,直接采用海关数据库中 HS编码进行匹配;进口

产品与国内销售企业,则采用 HS编码与企业所在行业进行匹配,同时按照企业和相应年份,得到样

本企业狭义外包的规模,作为参与外包的另一个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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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指标的构建

假设企业的平均工资为 w,熟练劳动工人占比为φs,熟练劳动工人与非熟练劳动工人的工资分

别为 ws、wu,根据平均工资的定义,有如下式子:

w＝φsws＋(１－φs)wu (４)
对式(４)进行化简,得到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如式(５)所示:

d＝ws－wu＝w/φs－wu/φs (５)
根据式(５)可知,计算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需要企业平均工资、熟练劳动力占比以及

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数据.然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包含企业的平均工资和熟练劳动力占比的

数据.根据陈波和贺超群的研究,２０００年之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净流入迅速降低,表明城市中非

熟练劳动力工资与农村收入趋同,农村个人劳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制造业中非熟练劳动工

人的工资[１４].考虑到非熟练劳动工人的同质性假设,可以选用各省份的农村个人劳动收入作为非熟

练劳动力工资的替代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将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各省份的农村

个人劳动收入与企业所在省份和年份进行匹配,作为企业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的替代指标.
此外,根据 Goldberg的分析结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雇佣熟练劳动工人,从而会导

致企业熟练劳动力占比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１５].为了避免企业在选择劳动力类型时

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将企业熟练劳动工人与非熟练劳动工人的比例固定为２００４年的比例,２００４年

恰好位于我们样本区间的中间位置,可以近似认为其他年份的企业熟练劳动力占比与２００４年相似.
将企业平均工资、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以及企业熟练劳动工人占比代入式(５),计算出企业熟练劳动

工人与非熟练劳动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指标.

３．其他指标说明

企业平均工资、总产出和企业资本量三个指标均来自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平均工资为企业

的工资总额与企业工人总数之比;总产出采用企业工业总产值表示;企业资本量为企业总资产与企业

工人总数之比,即用人均资本量衡量.对于产出需求,根据中国企业参与外包的特点,产出需求绝大

多数来自于国外市场,因此采用企业相应年份的出口作为产出需求的衡量指标.
(二)工具变量

考虑到企业层面关于需求和生产率的冲击可能同时影响企业贸易与工资,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
文将构建与企业相应年份进出口贸易量相关,但与企业生产率和工资结构不相关的工具变量作为外

包与出口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工具变量的构造参考 David的做法[１６].以外包工具变量为例,具体

式子如下所示:

Io１
it ＝∑

c,m
shareicmWEScmt (６)

Io２
it ＝∑

c
shareicEXct (７)

其中,c代表国家,m 代表４分位产品,t代表年份;Io
it为外包工具变量;shareicm为企业i从c国进

口产品 m 的份额;shareic为企业i从c国进口的份额;EXct为各个进口国相应年份的汇率,采用c国相

应年份以人民币衡量的年平均汇率表示.
关于外包工具变量的构造,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第一,WEScmt为t年c国产品 m 的总出口量减

去c国向中国的出口量,相关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数据库.在不考虑与中国贸易的情形下,出
口国c向世界出口量的增加可以反映该国在 m 产品上比较优势增强,因此中国企业参与外包从c国

进口该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可能性更大,反之进口可能就会减少,因此外包工具变量Io
it与中国企业

参与外包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其他控制变量无关.第二,WEScmt与EXct为宏观层面变量,为了

构造企业层面外包工具变量Io
it,需要将其转换为仅包括企业与年份两个维度,从而需要企业进口投

入比例数据.考虑到不同企业可能会采用不同类型的技术,不同类型技术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和投入

产品的种类,因此,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内在技术水平会同时影响企业的进口与工资,在构造工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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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选取样本年份之前的企业进口投入比例,便可以排除技术改变对进口投入与工资造成的影响.
同时,根据 Hummels等的研究,由于某些原因,企业从c国进口产品 m,会由于筛选成本或是产品的

专用性,从而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高度一致性[１３].综上,本文选取样本之前

固定年份企业进出口的投入比例进行工具变量的构造.
此外,对于出口的工具变量Ie

it,基于同样方法,以世界进口的总需求(WIDcmt)与相应出口国的年

平均汇率(EXct)为基础构造得到,此处不再赘述.
(三)数据介绍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区间年份从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留
存２０００年数据用于工具变量的构造.外包指标、企业产出需求等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数

据库;与企业相关的企业平均工资、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指标、企业总产出以及企业人均资本指

标等均通过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结合文章分析的需要,合并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海关数据库提供的是进出口交易记录的月度数据,根据企业进出口产品的目的国、产品 HS８分

位编码将企业出口和进口相关数据汇总为年度数据.此外,本文主要考虑外包程度对企业劳动力需

求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将相应年份中不存在进出口交易记

录以及不符合会计准则的企业从样本中剔除.

四、实证分析

(一)外包对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

实际分析外包变化对企业工资变量的影响时,若所构造的外包指标不存在显著变化,则容易造成

伪回归.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观察企业外包指标与其均值之间的差异分布.结果表明,
样本中外包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变化,且与广义外包相比,狭义外包指标的变化差异性更为显著,
有利于识别其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计量模型式(３)进行实证研究,
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模型估计中的异方差问题,对数据波动幅度较大的非比值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

处理.在控制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形下,分析外包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外包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 就业量 就业量

广义外包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２６３∗∗∗

狭义外包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６∗∗∗

产出需求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００∗∗∗

总产出 ０．１７７１∗∗∗ ０．１７２０∗∗∗ ０．３８２１∗∗∗ ０．３７３６∗∗∗

资本量 ０．３２１２∗∗∗ ０．３２０４∗∗∗ －０．５３３５∗∗∗ －０．５３４６∗∗∗

常数项 ０．４７２７∗∗∗ －１．０００１∗∗∗ ０．３８３６∗∗∗ －１．１０４１∗∗∗ ３．８２２０∗∗∗ ３．６６４２∗∗∗

R２ ０．０５８１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５７９ ０．１３５５ ０．５７７０ ０．５７９５
观测值 ４４６８２ ４４６７７ ４４６８２ ４４６７７ ４４７０６ ４４７０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模型(１)在仅控制企业产出需求(出口规模)的情形下,考虑广义外包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广

义外包指标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表明企业参与外包程度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工资,即减少企业

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结合理论模型的结论,在控制企业变量的情形下,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将沿等产

量线移动;而在未控制企业变量的情形下,由于生产率效应的存在,外包会导致产出与人均资本的提

高,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影响企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差距.考虑到理论分析中劳动需求变化

的生产率效应,在模型(１)中加入企业的产出和人均资本变量,以控制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冲击,结果如

模型(２)所示.结果表明,广义外包系数的变化幅度不大,系数符号高度一致,证明外包确实会导致企

业平均工资降低,对熟练劳动力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生产率效应并不十分显著.考虑到广义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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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并未区分企业进口产品中直接用于生产的投入部分,而造成估计误差,因此,在两种情形下,分别

检验狭义外包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结果如模型(３)、(４)所示.与采用广义外包结论一致,狭义外

包指标对企业平均工资同样存在负向影响,在控制生产率效应情形下,系数差别进一步缩小,再次证

明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显著.比较不同外包指标回归系数的结果发现,狭义外包仅为广义外包系

数绝对值的１/３,说明广义外包指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外包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外包确实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工资,对企业熟练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为了进一步分

析外包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模型(５)和(６)在控制企业生产率效应的情形下,估计外包对企业总体就

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企业参与外包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结合之前

外包对企业平均工资影响的分析结论,说明外包不仅对企业熟练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可

以增加企业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考虑到外包对不同劳动力类型需求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分析

外包是否会引起企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化,利用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

距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外包对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广义外包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７８∗∗∗

狭义外包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５∗∗∗

产出需求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２７５∗∗∗

总产出 ０．１７９６∗∗∗ ０．１７５２∗∗∗ ０．１７０１∗∗∗ ０．１６５７∗∗∗

资本量 ０．３５１４∗∗∗ ０．３５０６∗∗∗ ０．３４７０∗∗∗ ０．３４５９∗∗∗

常数项 －０．４４４６∗∗∗ １．１４２４∗∗∗ －０．５４６２∗∗∗ １．０８９６∗∗∗ －０．０７４９ －０．１７３７
行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类型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１６０ ０．０４５２ ０．１１５８ ０．０４５５ ０．１１６９ ０．１１６７
观测值 ３６８２８ ４５６１１ ３６８２８ ３６８２８ ３６８２８ ３６８２８

　　无论是否控制生产率效应,广义外包变量对企业内工资差距均存在负向影响,且系数并无明显差

异,结果如模型(７)、(８)所示.随着企业参与外包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

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与理论预期一致:外包会增加企业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熟练劳动力的替

代,因此必然会降低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同样利用狭义外包指标分析其对企业不同类

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结论与使用广义外包指标的结果一致,只是影响系数显著下降,说明直接

采用广义外包指标会夸大其对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所在行业与企业类型等因素

均会导致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在模型(１１)、(１２)的分析中分别加入企业所处行

业以及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虚拟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对工资差距的干扰.由模型(１１)与(１２)的回归

结果可知,狭义外包和广义外包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且相比之前均有小幅下降,证明外包对

工资差距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二)利用工具变量分析外包对劳动力需求与工资差距的影响

根据计量模型式(３)可知,方程中有两个内生变量,即外包指标与企业产出需求.理论分析表明,
直接采用外包指标分析其对劳动力需求及工资的影响会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分别构

造外包的工具变量Io
it和产出需求的工具变量Ie

it,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估计外包对劳动力

需求和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为了排除异方差,同时对上述工具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作为工具

变量组进行分析.
对于外包和产出需求两个内生变量,在控制和未控制企业变量的情形下分别进行第一阶段分析,

F统计量在各种情形下均高度显著,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组的可能.此外,通过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

０３１



知① :进口总需求工具变量与企业产品需求变量符号预期一致且十分显著;世界出口总供给是强工具

变量,在分析中显著性和符号均十分稳定;汇率工具变量十分显著,但可能由于并未考虑不同产品进

出口的特点,因此符号稳定性较弱.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外包对劳动力需

求与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狭义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及工资差距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狭义外包 －０．７８０９∗ －０．５２０４∗∗∗ －０．６９５０∗∗ －０．４４７５∗∗∗

产出需求 １．０３３７∗ ０．８６０９∗∗∗ ０．９０４３∗ ０．８１９９∗∗∗

总产出 －０．２１７３ －０．１７４６
资本量 ０．３２８４∗∗∗ ０．３５６９∗∗∗

常数项 －５．９８６３ －０．６９８１ －４．６８２９ －０．３０１４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arganＧHansen检验 [０．７３９５] [０．８８１５] [０．９３２６] [０．８３８３]
观测值 １１８８４ １１８９０ １０２１０ １０２１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SarganＧHansen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若接受零假

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方括号[]内为p值,下表同.

　　在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企业所有制类型的情形下,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回归,分析外包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首先采用狭义外包指标,分析中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
果如模型(１３)所示.与之前估计一致,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外包指标对企业平均

工资的影响系数为负,即外包对企业熟练劳动力存在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此

外,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外包会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最终增加企业平

均工资,然而在直接采用外包指标的回归分析中,生产率效应并不明显.为了进一步考察外包生产率

效应是否存在,将企业产出和资本从回归式中剔除,即在不控制企业生产率效应的情形下,分析外包

的影响.比较模型(１３)、(１４)发现,外包系数的绝对值下降１/２左右,即外包对企业熟练劳动力的负

向影响程度减弱,表明外包对企业熟练劳动力除了存在负向替代效应之外,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生产率

效应,且为正向影响,但仍以替代效应为主.
进一步分析外包对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比较模型(１５)、(１６)发现,外包影响系数均

为负,且在未控制企业生产率效应的情形下,外包对企业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

降,即外包会降低企业内工资差距.综上可见,外包会通过替代效应与生产率效应同时影响企业的就

业与工资,且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
接下来,分别在是否控制企业生产率效应的情形下,观察广义外包的影响,结果如表４所示.外

包对熟练劳动力存在一定显著的替代作用,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工资,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从模型中剔

　表４ 广义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及工资差距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 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

广义外包 －１．１７３４∗∗∗ －０．８９４９∗∗∗ －１．２８９３∗∗∗ －０．７８０９∗∗∗

产出需求 １．１６０６∗∗ １．３２３５∗∗∗ ０．９４４５∗∗ １．１９５８∗∗∗

总产出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１５４
资本量 ０．３６９５∗∗∗ ０．３９５２∗∗∗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类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７０５７ －０．２００５ －１．２５６０ ４．４１２１
SarganＧHansen检验 [０．４６２８] [０．１５０６] [０．１２１８] [０．０５１８]
观测值 １１８８４ １１８９０ １０２１０ １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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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一负向影响显著减弱.结论表明,外包会通过生产率效应增加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但以

替代效应为主,且随着外包程度的提高,工资差距降低,广义外包指标的分析结论与狭义外包指标完

全一致,表明即使在极端情形下,仍不会影响分析结论,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SarganＧHansen检验在上述情形下,基本不能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是过度识别

的原假设,说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组是合理的.比较固定效应分析与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发

现,与不考虑外包内生性问题相比,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系数显著扩大,即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影响下

外包的影响并未减弱,证明外包对劳动力需求与企业内工资差距确实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的政策涵义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本文利用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以中国为本位承接外包活动对不同类

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可以总结为:第一,对参与外包的中国企业而言,随着外包参与程

度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最终会降低企业内工资差

距;第二,企业参与外包活动会同时存在“生产率效应”和“替代效应”,并且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与“替
代效应”对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存在反向影响,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外包的“替代效应”起主导作用,因
此企业承接外包对企业内工资差距总体上呈现负向影响.综合这些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面对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应当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外

包,适度扩大进口,增加企业吸收外包订单的能力.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外包,利用国际资源,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与降低国内贫富差距.其次,在参与高技术中间产品外包的同时,企业应

当对高技术中间产品进行适当的消化吸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形成具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

含量产品,争取在参与国际外包的过程中完成企业转型,逐渐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上游生产企业.再

次,政府在采取相关政策鼓励与引导企业参与国际外包过程中,应当关注到参与国际外包对企业就业

与工资同时存在生产率效应与替代效应,应当兼顾外包的两种效应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与工资差距的

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协调.最后,政府部门应当注重增加技能培训与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以提高技

能培训与基础教育的质量,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合理配置各类教育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

供一批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人才.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外包过程中形成企业自身的研

发团队,逐渐向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转型,承接高技术生产阶段,合理配置与利用国内外资源,
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降低国内贫富差距的双赢目标.

注释:

①本文在控制和未控制企业变量的情形下分别进行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一阶段分析,然而受到篇幅的限制,具体结果并未在文
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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