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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2003~2015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城市中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进行衡量，并就扩大

低技能劳动力规模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过去10 a间，中国市级层面的高低技能

劳动力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但上升幅度存在显著的区域间差异；② 七大国土区域内部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

协调度差异不断扩大，表明城市间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正在加速；③ SLM和SEM模型均表明，地市级层面的低

技能劳动力比重、城市收入水平和城市规模三者正相关，说明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扩大其低技能劳动力比重，越

有助于提升城市总体收入水平。

关键词关键词：技能互补；收入水平；职工工资；人口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000-0690（2019）04-0525-08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

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然

而，在目前缺乏有效的配套制度安排，尤其是缺乏

清晰明确的政府间成本分担和区域间资源转移机

制的情况下，人口向大城市有效流动的渠道并不

顺畅[1,2]，如何优化政策设计，推动外来人口落户城

市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的重要问题[3~6]。数据

显示[7]，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58%，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差距为16.21个百分

点。按照 2018年中国大陆 139 538万的人口总数

计算，仍有2.3亿工作在城市但难以落户的农村户

籍人口。推动这类人群在城市落户是当前城镇化

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扭转地方政府对吸纳外来人口“只有成本、没有收

益”的认识误区。这就需要科学衡量外来人口给

城市带来的“益处”规模和程度。对此，有学者从

知识溢出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由于城市外来人

口带来更多的多样化知识，依托更大规模城市所

形成的隐性网络，知识传播变得更快、更具效率，

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8]。而有学者，从文化多

样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之间的紧密合作，更容易提升区域创新绩效[9]。但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更容易发生在知识、技能或技

术互补的行业之间，如果两个劳动力群体的知识、

技能或技术水平过于接近，那么体现更为突出的

是二者之间的竞争效应。

为此，本文提出一个技能互补（skill comple-

mentarity）视角下的新解释。从现实角度看，在当

前中国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现状中，城市外来人口

更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高技能人群可以

更多地将资源投入到专业化工作中去，进而提高

城市总体劳动生产率。这一逻辑在统计数据上也

得到了印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市外来人

口主要从事二三产，并且二产中以建筑业、制造业

为主，三产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为主[10]。这与

国内一些外来人口涌入较多的城市统计数据也基

本一致，如目前北京市的外来人口主要进入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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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建筑、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住宿餐

饮、制造等行业，占总数的 69.9%，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农民工占 17.4%、住宿餐饮占 12.1%[11]。这是劳

动力基于自选择行为的逻辑结果。从理论角度

看，根据Romer关于技术外部性的观点，高技术密

集型产业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具有

内生的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12]。而城市恰恰

是这类产业最好的空间集聚载体。理论上，随着

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高，高

技能人口所占比重越大，则对低技能人口的派生

需求随之增大，若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那

么高技能人口空间集聚的正外部性将加速下降，

低技能人口的工资水平将迅速上升。这是由城市

经济中的劳动技能互补性决定的[13~19]。

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命题，即在同一阶段的

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

之间的存在动态匹配关系。同时，由于在不同

GDP 规模的城市分样本中，以批零行业为代表的

低技能劳动力从业人员比重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水平均正相关，且城市GDP规模越大，二者间的正

相关关系越显著，这支持了有关研究结论[20]。据

此，提出第二个命题，即由于现行大中城市户籍政

策限制，现阶段提高中国规模以上城市的低技能

劳动力比重，将有助于提高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

水平。本文将利用 2003~2015 年间中国 256 个地

级市面板数据，对上述两个命题进行检验，测度高

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耦合匹配度，分析低技能劳

动力对城市职工就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程

度和机制，为地方政府部门通过放宽外来人口落

户政策、提升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11 检验模型与数据来源

11..11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

由于人口要素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且一

定时期内一个国家高低技能人口总量相对固定，

各区域的高低技能人口相对规模具有较强相关

性，需对此作空间相关性分析。由于本文涉及空

间单位包含多个城市，需计算全局Moran’s I指数，

具体公式为：

全局Moran’s I：

I =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wij （1）

式中，S2为样本方差，xi为城市 i的高低技能劳动力

相对规模，xj为城市 j的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规模，

x̄为所有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平均值，

n为城市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空间

距离标准。参照梁文泉等 [13]的做法，以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作为低技能服务业的代表性

行业，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

为高技能服务业的代表性行业。按照两两对应关

系，分4组计算全局Moran’s I指数。

1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

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是一

对相互影响、交织联动的经济社会发展侧面，可定

义为具有内生性质的耦合系统。对于城市或区域

而言，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拥有的高低技能劳动

力比重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二者的耦合关系也随

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来揭示各城市在不同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协调

发展程度，具体公式为：

D = ( )C ⋅ T 1 2
，
Ci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li ⋅ hi

é
ë

ù
û( )li + hi 2 2

k

，

T = α1li + α2hi （2）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满足D ∈ [ ]0,1 ，D越大表明

该城市两种类型劳动力的耦合协调度越高，反之

越低；C为耦合度，li为城市 i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

hi为城市 i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k为调节系数，此

处耦合系统包含两个子系统，故取值为 2；T为两种

类型劳动力的综合调和指数；α1、α2分别代表两种

类型劳动力的贡献度，α1 + α2 = 1，根据二者所占比

重，α1、α2分别取值0.4、0.6。

11..33 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1） SAR 模型。主要针对被解释变量在区域

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形。一个地区的收入水

平既受本地高低技能劳动力匹配度、产业结构特

征、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也受其他地区收入水平

影 响 。 对 此 ，可 构 建 空 间 自 回 归 模 型 为 ：

y = β1 + β2wy + β3 z + ε，其中 y为区域平均收入水平，

w为控制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β1
为常数项，β3为回归系数，β2为空间滞后自回归系

数、用以度量各区域之间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

效应，z为解释变量，ε为误差项。

2） SEM模型。如果不包含在 z中但对 y有影

响的遗漏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或不可观测的随

机冲击存在空间相关性，此时需要空间误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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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处 理 。 主 要 形 式 为 ：y = γ1 + γ2 z + φ、
φ = λwφ + ε，其中 φ为具有空间相关性的误差项，λ
为系数，衡量误差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11..44 主要指标与数据来源主要指标与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21,22]，剔除拉萨、西宁、港澳台等

数据缺失较多城市和地区样本，以及巢湖等发生

重大区划调整的城市样本后，共有 256个地级以上

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

2003 年开始公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和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数，且两个行业分别是高

技术知识密集型和低技能要求型行业的典型代

表，为保证面板数据完整性，将研究周期设置为

2003~2015 年。其他数据主要包括衡量人口规模

的年末总人口等，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

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产业结构特

征的三次产业占比，衡量城市开放度的外商实际

投资额，以及衡量城市创新性、公共服务水平的科

学事业费支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

22 实证结果

22..11 时间时间、、空间和结构三重维度下的高低技能劳空间和结构三重维度下的高低技能劳

动力匹配动力匹配

为衡量不同空间单位内的高低技能劳动力匹

配度，重点选取 2类、4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即作

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代表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代表的金融业，以及作

为劳动密集型代表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和住宿餐饮

业。计算 2×2行业从业人口相对规模，作为衡量高

低技能劳动力匹配度的指标，具体为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口相

对规模（iw），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住

宿餐饮业从业人口相对规模（ia），金融业与批发零

售贸易业从业人口相对规模（fw），以及金融业与住

宿餐饮业从业人口相对规模（fa）。全局Moran’s I

指数计算结果显示，2003~2015年间 4个指标均值

为-0.15，表明总体来看，高低劳动力数量匹配度并

没有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空间集聚区域

的高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匹配度反而更低，这一结

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可能与这些区域实行更

为严格的落户限制政策有关，加之在配套基本公

共服务上存在差异，导致大城市中低技能行业劳

动人口相对缺乏。

从 4 个指标变化趋势看，2003 年信息技术从

业人员与批零行业从业人员相对比重（iw）的全局

Moran’s I指数为-0.21，而 2015年为-0.10；2003年

信息技术从业人员与住宿餐饮从业人员相对比重

（ia）的全局 Moran’s I指数为-0.10，而 2015年为-
0.09；2003 年其他两对从业人员相对比重（fw, fa）

的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13、-0.11，而 2015
年分别为-0.05、-0.10。表明高低劳动力数量匹配

度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弱下降趋势，可能原因是

近年来主要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相对缓慢，致

使中低端技能人口与高端技能人口匹配性未得到

显著改善。

基于耦合协调度计算方法，本文计算 2003年、

2015 年 256 个地级城市 4 组代表性高低技能从业

人员比重，即住宿餐饮与金融业（dfa）、住宿餐饮与

信息软件（dia）、批发零售与金融业（dfw）、批发零

售与信息软件从业人员（diw）的耦合协调度（图

1）。总的看，4个耦合协调度指标从 2003~2015年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如 2003 年批发零售与信息技

术从业人员比重的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1.023，

2015年为 1.081；2003年住宿餐饮与信息技术从业

人员比重的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1.013，2015年

为 1.090；其他两项耦合协调度（dfa, dfw）的 2003年

值分别为 1.461、1.280，2015 年分别为 1.886 和

1.927。这表明过去 10多年间，无论哪组高低技能

劳动力从业人员，其相对比重总体呈现互为提升

和促进的正反馈作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高

技能行业从业人口相对比重增加，将提升城市对

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规模、扩大后者从业人口规

模，实现城市不同技能水平的相对均衡。

根据中国人口流动空间分布研究成果[23,24]及

国土空间划分的一般做法，将全国划分为华东、华

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东北 7大区域，分别计

算各区域主要耦合协调度在 2003~2015 年间的变

化。具体看，主要有 2个显著特征。① 过去 10多

年间，各区域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均有

所提升，但提升程度存在差异。按照由大到小排

序 ，分 别 为 西 北（0.427）、西 南（0.353）、华 东

（0.346）、华中（0.253）、华南（0.192）、华北（0.190）、

东北（0.143）。这可能与当前各区域经济结构、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有关。作为中国传统的低技能劳

动力输出主要区域，西北、西南地区依托国家西部

大开发，使得低端产业加速迁入和低技能人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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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回流，扭转了原来由于低技能劳动力大规模外

流导致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不充分状况；相反，

华东、华南地区作为传统承接内陆地区低技能劳

动力的主要区域，近年来低端产业加快外迁，高低

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性出现恶化；东北状况则更

为严重，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制度环境塑造

等步伐相对滞后，高端产业发展疲软、高技能人才

加速外流，高低技能从业人员比重耦合协调状况

持续恶化。② 各区域内部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差

别较大。计算结果显示，各区域内部城市间耦合

协调度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差异较大。从全国层面

来看，2003年、2015年 4项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

0.400和 0.437，意味着在过去 10多年间，各城市高

低技能劳动力的耦合协调性差异正在扩大。从主

要区域来看，华东地区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还

在持续扩大，标准差由 0.367提高至 0.410；西南地

区通过若干年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城市间耦

合协调度差异持续缩小，标准差由 0.410 下降至

0.377；而东北地区在高低技能劳动力总体耦合协

调度下降的同时，城市间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标准

差由0.365上升至0.453。

22..22 高低技能匹配度与总体工资水平高低技能匹配度与总体工资水平

全局 Moran’s I指数计算结果显示，高低技能

劳动力匹配度与空间集聚程度呈反向关系；城市

高低技能劳动力比重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也显

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耦合协调性整体呈现

优化态势，但区域间分化比较显著。

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低技能劳动力总体规模相

对固定，且已经合理地假设低技能劳动力主要来

自小城市，而高技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图1 2003年、2015年4组代表性行业从业人数耦合协调度

Fig.1 Degre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mployees in 4 couples of representative industries in 2003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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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认为，在目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城市

间分布现状基础上，继续提高小城市的低技能劳

动力，则将恶化其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匹配状况，降

低其城市总体工资水平；而提高大中城市低技能

劳动力比重，将优化其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匹

配状况，提高总体工资水平。按照这一逻辑，检验

城市规模、低技能劳动力从业比重与城市人口工

资水平。如果城市规模与工资水平正相关、低技

能劳动力与工资水平正相关，这两个条件同时符

合，那么说明城市规模越大，提高低技能劳动力从

业人员比重对提升总体工资水平的作用越显著。

其中，城市规模以经济总量（gdp）衡量，工资水平

以职工平均工资（wage）衡量，低技能劳动力比重

分别以交通运输业（trans）、住宿餐饮业（accp）、批

发零售业从业（wrp）人口比重来衡量。同时，为控

制城市特征性因素，引入二产比重（indp）、固定资

产投资的GDP占比（igp）、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

（fdi）、财政科学研究支出（scie）、人均医院床位数

（hosp）、人均公园绿地面积（park）等变量，以控制

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创新能力、公共服务、宜居水

平等因素影响。由于各指标量纲不一，在回归分

析中对上述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

基于 2003 年、2015 年 256 个城市截面数据回

归分析，发现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低技

能劳动力从业人员比重的关系符合预期，即城市

职工工资水平与低技能劳动力从业人口比重、城

市经济总量规模两两正相关。具体看，2003 年检

验结果中（表 1），SEM 模型中的 Log Likelihood 值

大于 SLM 中的统计值，这意味着中国各城市的职

工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且其变化主要

来源于横截面个体间的差异。具体讲，城市工资

水平变化，一方面来自于周边城市工资水平变化

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城市间结构性差异的

误差冲击，这种结构性差异可体现在经济规模、产

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创新能力以及未纳入模型的

其他空间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差异。同时，表 2中

SLM模型估计的 ρ值和 SEM模型估计的 λ值均为

正，表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存在突出的空间依赖

性，即一个城市工资水平提高，临近城市的工资水

平也提高，出现工资增长的“空间俱乐部”效应。

从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看，无论在 SLM 模型

还是在 SEM 模型，3 类低技能劳动力从业人员比

重（wrp、trans、accp）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wage）均

正相关，经济总量规模（gdp）也与职工工资水平正

相关。即使加入了二产比重（indp）、固定资产投资

的 GDP 占比（igp）、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fdi）、

财政科学研究支出（scie）等控制变量，结论依旧稳

健。这表明，总体上，扩大中国城市的低技能劳动

力比重，有助于提高城市平均收工资水平；同时，

现阶段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扩大其劳动力总量中

变量

lnwrp

lntrans

lnaccp

lngdp

lnindp

lnigp

lnfdi

lnscie

lnhosp

lnpark

常数

ρ/λ

Logl

SC

空间滞后模型SLM点项目

0.027**(0.029)

0.070**(0.035)

0.092*(0.058)

0.071**(0.037)

0.056***(0.009)

0.047***(0.014)

0.025(0.032 )

0.048**(0.024)

8.332***(0.253)

0.076

30.77

0.427

0.023**(0.025)

0.218***(0.030)

0.057(0.053)

0.150***(0.035 )

0.019**(0.009)

0.005(0.013 )

0.159***(0.028)

0.054**(0.021)

7.348***(0.270)

0.074

53.653

0.524

0.026**(0.020)

0.217***(0.030)

0.067*(0.054)

0.143***(0.035)

0.017**(0.009)

0.004(0.013)

0.154***(0.028 )

0.049**(0.022)

7.355***(0.267)

0.065

54.140

0.526

空间误差模型SEM

0.057**(0.026)

0.229(0.030)**

0.013**(0.052)

0.157(0.034)

0.017**(0.009)

0.003***(0.013)

0.155(0.028)

0.048**(0.021)

7.148**(0.270)

0.026

55.562

0.528

0.023**(0.025)

0.218***(0.030)

0.057**(0.053)

0.150***(0.035)

0.019**(0.009)

0.005(0.013 )

0.159***(0.028)

0.054**(0.021)

7.349***(0.270)

0.022

53.653

0.520

0.026**(0.020)

0.217***(0.030)

0.067*(0.054)

0.143***(0.035)

0.017*(0.009)

0.004(0.013)

0.154***(0.028)

0.049**(0.022)

7.356***(0.267)

0.011

54.140

0.523

表表11 20032003年城市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结果年城市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结果

Table 1 Spati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urban income level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in 2003

注：1. 括号中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2. 空白处为无此项；3. 第 2~4 列为 SLM 模型、第 5~7 列为

SE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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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劳动人口比重，有助于提高整体工资水平。

同时，对比 2003 年和 2015 年检验结果，可发

现：城市职工工资水平与低技能劳动力比重、城市

经济规模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以 SLM 为例，

2003年批零从业人员比重的估计系数为 0.027，而

2015年为 0.017；2003年交通运输行业人员比重的

估计系数为 0.023，而 2015年为 0.018；2003年住宿

餐饮从业人员比重的估计系数为 0.026，而 2015年

为 0.006。这表明，在过去 10 多年间，中国城市间

劳动力配置得到一定优化，高低技能劳动力组合

协调性得到一定改善。同时，由于上述系数依然

为正，表明扩大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仍然有

助于提高城市总体工资水平。

进一步地，可以发现城市开放度（fdi）、医疗供

给规模（hosp）、宜居环境（park）与城市职工工资水

平（wage）也正相关。以医疗供给规模为例，2003

年此变量在SLM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25、

0.159、0.154，2015 年分别为 0.065、0.044 和 0.047。

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25~27]，表明持续完善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功能，对扩大城市低技

能劳动力从业规模、提升整体工资水平存在正效

应。从政策层面上看，医疗保障是城市外来人口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外来人口流入的城市，

如能提供更健全、更加包容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增

强人口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

33 结论与讨论

高低技能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互补性，为

理解跨区域人口流动、城市收入水平提升，进而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有益视角。本

文以 2003~2015年间中国 256个地级城市劳动力、

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等数据，利用空间相关分析、

耦合协调分析，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就技能互补

对城市收入水平、人口流动所具有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主要结论为：① 过去 10多年间，中国各城

市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但上

升幅度存在显著差异；② 七大国土区域内部的高

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断扩大，表明区

域内部各城市间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正在加速；

③ SLM 和 SEM 模型均表明，地市级层面的低技

能劳动力比重、城市工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三者正

相关，表明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扩大其低技能劳动

力比重，有助于提升城市总体工资水平。

结合上述发现，就如何以提升城市劳动力技

能互补性、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性，作以下 3方

面政策讨论：① 放宽低技能劳动力落户城市门

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在于推进人的城镇

化，尤其是要加快推进那些有能力在城市实现稳

定就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城镇化，扭转大中城市中

高低技能劳动力规模失衡的问题，为城市低技能

行业带来更多的劳动力补给。② 提升城市对低

技能劳动力的包容性。要从城市发展战略的高

度，进一步扭转将外来人口落户视为城市发展负

担的观念，要将之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资源

来审视和对待。要在城市治理和发展战略制定

中，进一步增强开放度和包容性，提升城市对各类

人群的接纳程度，使拥有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

市中基于分工形成高效的协作体系，提高城市整

体效率和竞争力。③ 提高低技能劳动力享有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近年来，随着来源地工作

机会的不断增多和收入相对稳定，大中城市外来

人口回流现象日益突出，城市间的“人才”竞争正

表表22 20152015年城市总体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年城市总体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Table 2 Spati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urban income level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2015)

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2.空白处为无此项；3.第2~4列为SLM；第5~7列为SEM。

变量

lnwrp

lntrans

lnaccp

lngdp

常数

ρ/λ

Log l

SC

空间滞后模型SLM

0.017**(0.030)

0.161*** (0.044)

0.032

5.900

0.224

0.058

0.018*(0.033)

0.147***(0.044)

0.034

8.620

0.207

0.048

0.006*(0.024)

0.150***(0.044)

0.038

8.735

0.206

0.078

空间误差模型SEM

0.017**(0.030)

0.161***(0.044)

0.038

5.900

0.224

0.059

0.018*(0.033)

0.147***(0.044)

0.035

8.620

0.207

0.049

0.006*(0.024)

0.150***(0.044)

0.045

8.732

0.206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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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化为“人”的竞争。为此，要以“合法稳定就

业、合法稳定居住”为基础，健全梯度化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外来人口的教育、就业、社保、

医疗等方面配套政策，提升城市对这类人群的接

纳度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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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Complementarity of Labor ForceSkill Complementarity of Labor Force,, Income Level and UrbanizationIncome Level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in China’’s Cities ins Cities in 20032003--20152015

Du Qunyang, Yu Hangd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Abstract: China has been entered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kill com-

plementarity in this process, first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igh-low skilled labor force in 285 pre-

fecture level cities in 2003-2012 was measured, selecting‘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financial service’‘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industry’and‘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industry’as main representative industries. Then,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the scale of low-skilled labor force

on worker’s income analyzed, both on national level and regional level. Finally, the effects of several kinds of

public services are also been discussed. The thre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ed. Firstly, the coupling coordi-

nation degree of high-low skilled labor force at prefecture level was generally in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

while varied across regions greatly. In descending order of improvement degree, the 7 main national regions

can be sorted as followed: northwestern (0.427), southwestern (0.353), eastern (0.346), middle (0.253), south-

ern (0.192), northern (0.190), northeastern (0.143) China.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xample, in the period been investigated, the eastern China experienced increasing

labor force cost, which leaded to a back-flow of labor force from the eastern to the western areas. Secondly, the

standard error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ities within 7 main national regions was increased, which

implied an accelerated flow of labor force in these regions. Especially, the value in the eastern China increased

from 0.367 to 0.410,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iods, while the value in southwestern

China decreased from 0.410 to 0.377,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the value increased from 0.365 up to 0.453,

which may also be reflection of its economic situation.Thirdly, percentage of low-skilled labor force, urban in-

come level and urban size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which showed that the larger the city was, the greater posi-

tive effect would be expanding low-skilled labor force scale on urban income. This finding may suggest that, in

current perio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panding the population of low-skilled labor force in middle and

large cities can be beneficial for increasing of urban wa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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