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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我国３１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进出口贸易对我

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是影响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就业和工资水平途径影响国内城乡收入差距，

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对我国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就业及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不同。对外贸易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就业数量扩大效

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对我国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就是这两种效应的综合。因此，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

城乡收入分配效应，趋利避害，综合实施各种措施，同时达到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缩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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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格局

的不平衡性和两极化趋势日益凸显，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

主要趋势，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最令人关注（李实、赵仁伟，１９９９；李实、史泰丽等，２００８；朱

玲、金成武，２００９）。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之比曾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６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６，此后逐渐上升，２００７年达到历史最大值３．３３，

其后几年一直在同一水平上下波动。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就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学术界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目前，国内学者已从不同视角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

研究主要有：李实、罗楚亮（２００７）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重新估计，朱玲、金成武（２００９）对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研究，蔡昉、王美艳（２００９）针对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

行了分析，刘学军、赵耀辉（２００９）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大中城市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

响，张车伟、薛欣欣（２００８）对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对于认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的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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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对内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对内改革的结果之一，从对外来看，我国

实施的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是我国改革开放

３０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对外开放的典型性成果。其实，这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紧密

关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从中西部流向东

部沿海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劳动力转移，不仅为我国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

就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制

造业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不管是从统计数

据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都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对外贸易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对

外贸易通过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等途径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其就业和工资水平。
对外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途径来影响不同类型工人的就业而实现的。因

此，在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时，必须考虑对外贸易这一重要因素。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对外贸易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较多，而专门从对外贸易的

视角来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文献比较缺乏。目前，与本文研究内容有关的文献主要有：

Ｗｅｉ和 Ｗｕ（２００１）分析了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间贸易开放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Ｒａｖｉ和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分析了１９５２－１９９９年间贸易开放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

２０００年以前的情况进行分析的，自从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对外贸易情况发生

了巨大变化，急需对入世以后的情况进行考察。此外，Ｈｅｌｐｍａｎ等人（２０１０）研究了贸易对不同能

力水平工人的影响，唐宜红等（２００９）分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魏浩

（２００９）分析了对外开放与我国２９个省市间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
总的来看，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目前国

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很少，而且缺乏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研究的深度和可靠性还有待提高。那么，
对外贸易到底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不同时

期、不同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所有不同？进口和出口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样吗？

对外贸易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是什么呢？基于此，本文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中国３１个省

市的面板数据，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计量方程与变量含义

本文构建的计量方程具体如下：

ＩＮＥＱｉｔ ＝ｃ＋β１ＬａｇＩＮＥＱｉｔ－１＋β２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ｔ＋β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４ＦＩＮＡｉｔ＋β５ＥＤＵｉｔ
＋β６ＭＡＲＫＥＴｉｔ＋β７ＵＮＥＭＰｉｔ＋β８ＷＯＲＫｉｔ＋εｉｔ

其中，ｉ为地区，ｔ为时间，ｃ为截距，ε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具体含义是：

１．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ＩＮＥＱ）。本文以各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以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作为１）作为度量指标。

２．其他相关控制变量：（１）总贸易开放度（ＬｎＴＲＡＤＥ），按当年的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

进出口总额／ＧＤＰ。在模型中将贸易开放度的数值取自然对数（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２００５）。（２）外资开放度

（ＬｎＦＤＩ），按当年的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实际利用ＦＤＩ／ＧＤＰ，在模型中对其数值取自然对

数。（３）金融发展程度（ＦＩＮＡ），以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４）教育程度

（ＥＤＵ），本文选择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杨俊，２００８）。（５）市场化指数（ＭＡＲＫＥＴ），本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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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整个ＧＤＰ中所占比例来衡量。（６）地方失业率（ＵＮＥＭＰ），失业率水平以各

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代表各地区失业率水平。（７）从业结构（ＷＯＲＫ），从业结构以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衡量。（８）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值（ＬａｇＩＮＥＱ）。另外，本文还把

对外贸易分为出口和进口进行考察，在计量回归时，分别使用出口贸易开放度（ＬｎＥＸＰＯＲＴ）和进

口贸易开放度（ＬｎＩＭＰＯＲＴ）。
本文使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ＳＤＶ）进行估计，并采

用Ｓｔａｔａ１０．０统计软件来拟合回归方程。

三、计量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一）总贸易开放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表１）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最低也在０．７３
以上，也就是说，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所做的回归拟合情况比较好。

１．从全国层面来看，贸易因素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所有的因素中，
包括对外贸易在内共有４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大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它们分别是

前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教育程度、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从影响大小来看，我国贸易开放度每增

加１％，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将增加０．０９６％。可见，我国贸易开放度的增大会导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表１　　　　总贸易开放度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ａｇ　ＩＮＥＱ　 ０．５６８＊＊＊ ０．３９０＊＊＊ ０．３５５＊＊＊ ０．５５６＊＊＊

Ｌｎ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２１＊ ０．３５５＊＊＊ ０．０７６
Ｌｎ　ＦＤＩ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９８
ＦＩＮＡ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０８
ＥＤＵ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１＊＊＊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２　 ０．０７６９
ＵＮＥＭ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５
ＷＯＲＫ　 ０．００１８ －０．２９３　 ０．７８８＊ ０．０００１
ｃ －０．１０５７ －０．１０９　 １．２２１ －０．２７１
Ｒ２　 ０．８７　 ０．８２　 ０．７６　 ０．８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６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７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２．从三大区域来看，贸易因素

是影响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重要因 素。具 体 来 看，影 响 东 部

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有前期的 城 乡 收 入 差 距、进 出 口 贸

易、利用外 资、教 育 程 度；影 响 中 部

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有前期的 城 乡 收 入 差 距、进 出 口 贸

易、失业率 水 平、就 业 结 构、市 场 化

程度；影响 西 部 地 区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前期的城乡收入

差距、教育程度、进出口贸易和市场

化程度。可 见，进 出 口 贸 易 对 三 个

区域的影响都很大。不过，进出口贸易对三大区域的影响有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影响大小来看，中部地区贸

易开放度每增加１％，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增加０．３５５％；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度每增加

１％，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增加０．０８２％（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贸易开放

度每增加１％，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增加０．０７６％。
（二）进口和出口开放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表２）来看，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最低也在

０．７４以上。

１．进口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显著性来看，进口对我国以及三大区域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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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管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进口都是影响我国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影响程度来看，进口开放度每增加１％，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

０．０９２％，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０．０８２％，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０．２５４％，西

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０．０７７％。可见，进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比较大。
　　表２　　　　进口和出口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ａｇＩＮＥＱ　 ０．５６６＊＊＊ ０．４０５＊＊＊ ０．３４４＊＊＊ ０．５３６＊＊＊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２９
Ｌｎ　ＩＭＰＯＲＴ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７７＊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３１
ＦＩＮＡ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０８
ＥＤＵ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２４４＊＊＊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１３５　 ０．９８６　 ０．０５１
ＵＮＥＭ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９
ＷＯＲＫ　 ０．００２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０２
ｃ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４０　 １．５５１ －０．０９８
Ｒ２　 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８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６　 ０．８０　 ０．７４　 ０．７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出 口 对 我 国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距的影响比较小且不显著。与进

口相比，出 口 对 我 国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影响比较小且都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其中，出 口 对 东 部 地 区 的 影

响表现为 负 相 关，即 出 口 有 利 于 东

部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分阶段性贸易开放度对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 结 果（表３）来 看，在 不

同时期里，贸 易 对 全 国 以 及 三 大 地

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１．不同时期，贸易对城乡收入

差距 影 响 的 显 著 性 不 同。１９７８－
１９９３年间，贸易对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不显著，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贸易对全国

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通过了１％和５％的显著性检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贸易对全

国和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又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不同时期，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程度不同。从全国层面来看，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贸易

对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贸易开放度每增加１％，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增加０．３９％。从三大

区域来看，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贸易对三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中，贸易对中部地区的

影响尤其突出，贸易开放度每增加１％，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增加１．０５％，这一数据超过了

其他任何时期。

３．不同时期，贸易对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不同。在三个时期，贸易对全国和西

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正相关，但是，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同。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

间，贸易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表

现为负相关，也就是说，伴随着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扩大转变为缩

小了。可见，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一定一直表现为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实施

扩大进出口贸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实证依据。

４．不同时期，贸易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所有因素中的地位不同。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市场化程

度和就业结构、利用外资是影响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进出口贸易因

素不明显；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进出口贸易和教育水平是影响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最重要因素，贸易的作用十分显著；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教育水平是影响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贸易的作用不明显。
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前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一直是正相

关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前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都表

现为负相关。这也说明，全国或不同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可以改善，并不一定是“恶性循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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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会越来越大。
表３ 总贸易开放度对全国及三大地区分阶段回归结果

时 间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ａｇ　ＩＮＥＱ　 ０．５０１＊＊＊ ０．６６７＊＊＊ ０．３２９＊＊ ０．２１１ －０．０１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２＊＊＊ ０．５２９＊＊＊ －０．２２７　０．３１５＊

Ｌｎ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０　 ０．１０５　 ０．３９０＊＊＊ －０．２７４　１．０５４＊＊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７２
Ｌｎ　ＦＤＩ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６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４＊

ＦＩＮＡ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５６ －０．４６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３２　 ０．３０３ －０．０９３
ＥＤ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５６６＊＊＊ ０．５９６　 ０．３８１　 ０．７７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１．７７１＊＊＊ ０．６２７　 ３．９７８＊＊＊ ３．９９６＊＊＊ －０．６６６＊＊ －０．６６１ －０．８２３ －０．４４７　 ０．４９３　 ０．２３７　 ０．６６２　 ０．３５２
ＵＮＥＭ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２４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８１７ －０．２１＊

ＷＯＲＫ －０．３８６ －０．９０１＊ －２．７３３＊ －０．９５１ －０．３３２ －５．５８１＊＊ ０．７９３ －０．６０１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８ －０．０００５
ｃ　 ０．２６８　 ０．４９１　 ０．８８６　 ２．７０８ －３．１０６ －０．５５２　 ０．９７７ －１．８２０ －０．３５６ －０．１９１　 １．６５１　 １．６０２
Ｒ２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７６　 ０．８３　 ０．７２　 ０．５８　 ０．７８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９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７　 ０．９１　 ０．８７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６２　 ０．４２　 ０．７０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０　 ０．９６

（四）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但
是，不同时期，贸易对全国以及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不相同，
贸易有时表现为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时又表现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口和进口对我国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同。由于工业品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

占据９５％的份额，因此，以下分析主要以制造业为例，对４个实证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

１．对外贸易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导致的，即扩大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农村居民的

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

势理论，一个国家会充分发挥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从而使得本国出口丰裕生产要素密集型的

商品，进口稀缺生产要素密集型的商品；对于生产要素来说，对外贸易有利于提高本国丰裕要素的

价格，降低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而缩小两类生产要素价格的差距。非熟练劳动力是我国的丰裕

要素，熟练劳动力是我国的稀缺要素。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价廉质优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

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角度来

看，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从事的主要是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由于以出口为导向

的外资企业基本都是生产性企业，在我国投资的产业也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的发展

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我国的就业。但是，提供的就业机会主要是生产制造部门的

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主要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工业化的道

路，重点发展工业制造业，从而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工业制成品，工业制成品

出口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高达９５％左右，然而，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农业带来了

不利影响，农业出现了发展动力逐步萎缩、创新能力日益下降、对全国经济贡献降低的现象，这种现

象类似于“荷兰病”，即工业的繁荣发展挤压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就导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

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

地大量流出，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吻合，从而造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

繁荣。早期内地劳动力到深圳的打工潮、目前到长三角的打工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农村劳动力等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结果

就导致非熟练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以及（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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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务工也会对城市当地的就业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缩小非熟练劳动力（农村

居民）与熟练劳动力（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关数据表明：（１）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外来劳动

力对城市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对工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就

业的影响；从整体来看，外来劳动力比率每增加１０％，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平均下降０．３％，工
资平均下降０．６５％（刘学军、赵耀辉，２００９）。（２）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一个现

金收入来源。以２００７年为例，在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当中，外出务工收入至少占农民家庭

人均现金纯收入的４０％，在河南、广西和吉林，这个份额在５０％左右，在湖北和重庆，达到５５％～
５９％，在四川，这一比例高达７５％（朱玲、金成武，２００９）。可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进入与进出

口贸易有关的加工制造业工作，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２．对外贸易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就业质量偏向效应导致的，即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外贸

易的发展将增加对高端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城市居民）的相对需求，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降低对

非熟练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环境不断改

善，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上以轻

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快了轻纺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发展和出

口；在２１世纪初，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

转移的机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从“微笑曲线”的底端逐渐向两端攀升，在价值链中的地

位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逐渐向低技术、中等技术甚至高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转变。与此

相随的是，我国利用外资从追求数量转向重视质量，我国出口主导商品从石油、纺织品转向了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其结果是，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出口结构的升

级也导致对工人的要求也提高了，需求较多的是熟练劳动力，不再只是简单的非熟练劳动力。然

而，城市化等战略的实施，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

上，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了，但是，增加的供给和需求却是错位的，增加的供给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
增加的需求主要是熟练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低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

求，高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魏浩、程琤，２０１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

水平上升，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下降，从而使得非熟练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

（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大。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发生

了变化，逐渐从就业数量扩大效应转变为就业质量偏向效应。
进一步来看，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产业结构、国内外市场竞争

态势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各种变化以及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国内各类企业都会进行防

御性的创新，千方百计地提高技术水平，但是，企业对技术需求是有偏向性的，一般来说，都偏向于

技能密集型的技术进步，这样就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偏好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等高质量的

劳动力，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一般都是相对完全就业的，因此，对高质量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不仅

会造成高质量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也会抬高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扩大熟练劳动力

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３），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

距。有关研究表明：（１）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间，我国工业部门的产出规模、资本深化程度和研发投资都

会促进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从整体来看，工业部门总产值每增加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

求增加０．２％；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程度每增加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０．２９％；工业部

门研发投资每增加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０．１６％（唐宜红等，２００９）。（２）一般来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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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从相对工资变化来看，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年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均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

相对工资水平都表现为增加的态势（岳希明、任若恩，２００８）。
此外，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市场竞争变得日益激烈，除了提高技术水平之外，企业往往会采

取压低在职职工工资、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用熟练劳动力代替非熟练劳动力、转移经营方向

等措施来应对竞争。由于农村劳动力一般与就职企业之间没有签署长期的劳动合约，非熟练劳动力

自身的专用性较弱、可替代性较强，再加上劳动力市场不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企业实施的各

种措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不利影响最大，在外贸企业就业的非熟练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面临工资下

降和随时失业的危险，与熟练劳动力面临的境况截然相反，从而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３．进口和出口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同的原因

萨缪尔森—琼斯的特定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克鲁格曼，２００４）：在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使出口

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贸易对流动要素（劳动）
所有者的影响不确定。对于我国来说，农村劳动力是典型的流动要素。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进口

增加拉大了全国以及三大地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出口也同样如此（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除

外），但是，进口的影响程度比出口大。
进口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大，可能是因为：（１）从理论上看，先进技术、机器设

备的进口，会提高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技能型等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口替代型产

品的进口会加剧国内的竞争压力，也会使得企业采用节约非熟练劳动力的新技术来应对进口威胁，
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及其工资收入。由于不同类型的工人不能迅速、无成本地从一个生产

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其结果就导致不同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变化，即熟练劳动力就业

机会增多，工资水平提高，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工资水平下降，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

大。（２）从现实来看，伴随着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贸易生产部门对工人技能的要求逐渐提

高、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由于我国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高于乡村，我国进口结构的

优化会增加城市熟练劳动力的就业，相对减少农村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近年来，我国进口规模日益增加，导致进口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凸显。
出口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小，这可能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发展模式紧密

相关。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年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名义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我国出口

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工序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工序，不管是加工贸易

还是一般贸易，对我国整体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数量扩张方面，
即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开放度的扩大，可能减弱而不是增强劳动

需求的价格弹性，即随着出口开放程度的扩大，中国制造业厂商更倾向于根据产出和出口规模决定

劳动需求，而较少通过调整工资来控制劳动力需求（毛日昇，２００９），也就是说，我国出口扩张模式具

有显著的低工资增长、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从而出口扩张对工资增长速度的提高产生了显著

的抑制作用（包群、邵敏，２０１０）。这就表明对外贸易有利于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

是，他们的工资有被长期固定在较低水平的趋势，即“低工资陷阱”。其结果是，出口扩张对农村劳

动力收入增加的影响很小，从而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比较小。
出口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为正相关，但是，出口对东部地区的影

响却表现为负相关，即东部地区的出口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据此可以推知，一个地区的

出口规模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４．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对全国以及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同的原因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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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省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再加上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贸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等，就会导致不同时期，不同省市的发展机遇不同，对外

贸易的发展情况也不同。从三大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贸易发展最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东

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就业。虽然劳动力可以在区域之间流动，中西部地区的

劳动者到东部地区务工，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福利制度等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

性障碍依然存在，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就业机会和贸易利益在地区间的分配

不平等，即中西部的劳动者获得一小部分的收入，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和贸易利益都被东部当地所占

有，也就是说，地区间的贸易差距导致了贸易对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不同。不同时期，我

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同，由于不同产业就业的工人类型不同，从而贸易

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工人的就业及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同。总的来说，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

不同、影响方向不同与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政策的时代性特点等原因相关。

四、基本结论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会影响本国不同类型工人的就业及其工资水平，进出口贸易对国内就

业的影响表现为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但是，对不同类型工人的影响不同。从本

文研究的内容来看，一方面，对外贸易通过就业数量扩大效应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水平，有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发展，虽
然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

平，再加上贸易结构的转型与升级，通过就业质量偏向效应，对熟练劳动力（城市居民）的相对需求

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农村居民）的相对需求减少，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

平，不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就是这两

种效应的综合。

对外贸易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过去的３０年，对外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在未来的３０年，我国还要继续重视对外贸易的作用，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

的必然。然而，对外贸易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不确定，正如克鲁格曼（２００４）所言：毫
无疑问，国家总能从贸易中获益，每一个人都可能从贸易中获利，但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从贸易中获利

并不表明每一个人都确实从贸易中获取了利益，在现实世界中，受损者和受益者同时存在，这也是贸

易自由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

应，趋利避害，综合实施各种措施，同时达到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
具体来看，国家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１）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充分

发挥对外贸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２）高度重视教育，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提

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和收入创造能力，也为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奠定人才基础。（３）构建城

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提高生产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

以贸易发展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４）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产品贸易，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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