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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构建 了一个包含企业异质性和最低工资在内的两国、两要素贸易模 

型，从理论及实证上考察了最低工资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表 

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将通过选择效应(即迫使低效率企业退 出出口市场)降低企业的出口 

概率，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价格效应将降低企业的出口额，而企业 出口概率和 出口额 

都随着其生产率增加而增加。本文也进行 了实证分析 ，利用 中国制造业工业企业 l998— 

2007年相关数据及所搜集的我国相关城市最低工资相关数据 ，对最低工资和企业生产率 

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实际影响进行 了估计。 

关键词 ：最低工资 异质性企业 生产率 出口行为 

一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持续 30多年近 10％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 

大经济体和贸易国。之所以取得这样 的成就 ，国际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 。出 口导 向型贸易战略的 

成功可归结于中国大量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然而，自1994年开始，各省地级政府纷纷实行最低工 

资制，且最低工资逐步提高。2008年，中国颁布实施了新《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向其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由于最低工资制影响整体经济的投资、就业、消 

费和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们越来越担心“最低工资”上涨 

是否会严重影响到外贸出口。学术界从各方面就最低工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积极和消极效应进行 

了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将提高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出口。另外一些人 

则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生产、波动、就业和出El的影响很小。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将 

导致生产成本和失业的增加，加重企业负担。由于中国的出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处于全球价 

值链的低端，企业利润微薄，最低工资标准必将增加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出口，甚至可能 

迫使大量企业退出出口市场或直接倒闭，造成大量失业。 就最低工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来说，最 

低工资到底以何种机制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El、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无论对于 

解决新《劳动法》所引发的争论还是对于后续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然而，上述关于最低工资对中国贸易影响的讨论很少有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在 国际文献 中，从 

企业层面上，就最低工资对企业出El的作用机制和定量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基本没有。 

目前国内外有关最低工资政策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分析主要是从行业层面上进行研究的。这类文献 

中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行业间工资差异被扭 曲但真实工资具有弹性的情形 ，另一类是所有行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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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扭曲的情形。对前一类问题，Hagen(1958)、Bhagw~i&Ramaswami(1963)、Magee(1976)等作 

了考察。其结论是，若本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则最低工资将导致资本密 

集型产业出口增加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口减少。若该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 口资本密集型 

产 品，则结论相反。对后一类 问题 ，Brecher(1974a，1974b)进行 了讨论 。Brecher(1974a，1974b)的 

研究结果表明，若本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则最低工资的上升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劳 

动密集型产品进 口增加 。若本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 ，则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将减少 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出口，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降低最低工资可能会改变贸易方向，从出口资本密集型产 

品转向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Brecher(1974a，1974b)的研究结果被 Schweinberger(1978)推广到多 

种产品和多种要素的情形。借鉴 Schweinberger(1978)的方法，Brecher(1980)考察了资本、土地和 

劳动三要素、两种产品的小国开放经济。他发现，如果一种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土地比率 

比另一种产品更大，且本国的专业化不完全、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则最低工资将导致本国就业 

下降，同时增加本国前一种产品的出口。Neary(1985)进一步考察了价格灵活变化的要素种类大于 

产品数的情形，却得出了类似 Brecher(1974a，1974b)的结论。Inoue&Itsumi(1992)在 Brecher 

(1974a，1974b)的分析基础上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加入闲暇，也得到类似 Brecher(1974a，1974b)的 

结论。若考虑到最低工资影响一国禀赋结构，禀赋结构又反过来影响该国贸易结构，则相关结论将 

有所差异(Flug&Galor，1986)。然而，据我们所知，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为止尚无最低工资对行 

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 。 

另外，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是在行业层面上，也就是在企业同质的假定下进行的，所得的结论仅 

对应行业层面。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实证学者发现企业在是否出口、出口多少种产品、对 

多少国家出13以及出口额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①，而这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规模、资本密集度、 

研发投入等有密切的关系(Bernard&Jensen，1995，1997；等等)。企业出El行为的差异意味着一项 

政策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可能不同，因而现有对行业的理论分析不可能解决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 

影响这一问题。若要深人企业层面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企业异质 

性。事实上，目前从企业层面考察最低工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文献非常少。因而，从企 

业层面上对最低工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贸易出口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都显 

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国包含企业异质性和最低工资的贸易模型来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和企 

业生产率对企业出El行为的影响，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在开放经济情形下，最低工资上升所带来 

的产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外国对本国产品需求减少，使所有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El额下降，但同时它 

也会使无效率企业退出出IZl市场。我们的模型不同于 Melitz(2003)和 Bernard et a1．(2007)的设 

定。由于 Melitz(2003)假定了国家对称性，因此其模型不能直接应用于最低工资和企业出口的分 

析。而 Bernard et a1．(2007)则假定劳动力价格 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决定 ，因而企业的 出口行为 

只由两国要素禀赋和其生产率决定。在本文的模型中，国家是非对称的，且生产要素有两种(资本 

和劳动)，但由于两国劳动力市场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存在，只有资本市场出清，因而最低工资也 

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本文的模型也不同于 Egger et a1．(2009)的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只有劳 

动一种生产要素，因而整个经济的要素市场并不出清，且假定存在一种最终产品和内生决定数 目的 

中间产品，而在本文中并不假定存在着这样的中间产品。此外，他们的分析 目标也不同于本文。 

Egger et a1．(2009)在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概念及垄断竞争下考察了最低工资对开放经济中劳动力市 

① 他们发现：(1)大部分企业不出口，出口量和出口额集中在少数企业；(2)大部分出口企业的出口比率很小；(3)很少企 

业会出口多种产品和出口到多个国家。后来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上述发现对进口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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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影响 ，但未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 出1：3行为的影响。 

为了验证我们的理论及考察最低工资与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I=l的真实影响，我们利用了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7年数据和我国282个地级城市相关宏观经济报表和最低工资数据匹 

配并作了实证分析。在控制了企业生产率等企业特征以及行业、区域特征后，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 

增加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一结果对于政府部 门估计最低工资对出口 

企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作者所知 ，这是首篇关于最低工资和国际贸易关系 的实证文 

献。 

本文第二节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模型 ，从理论上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异质性企业 出口行为的 

影响。第三节讨论计量模型设定、本文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变量和对应指标说明、最低工资数 

据及其处理方法、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第四节是实证分析结果。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最低工资和异质性企业的开放经济模型 

在我们的模型中，假设只存在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 国)。每个 国家都有 个垄断竞争行业 ， 

其中每个行业生产 N种产品，每种产品都只由一个企业生产。这样，本国的每个行业中有 Ⅳ个企 

业生产产品，而在外 国则有 Ⅳ+个企业 (下文均用带“ ”下标的符号表示外 国相应变量)。每种产 

品的生产会用到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力(L)，其中资本是行业专用的，而劳动力可以在 

行业间 自由流动。本文不考虑国家规模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因此假定每个 国家都只有一单位 

无限可分的劳动力 ，且两 国居 民的偏好相同，它可 由如下效用 函数表示 ： 
M  Nt M  

= n(∑ P1) ，0<／31,p <1，∑卢z= (1) 

其中，M表示经济中产业的个数，卢 表示居民在行业 z中消费

i= 1

支 出在

1

总支出中所占比例，p = 

( ，一1)／o" ，其中 表示行业z中产品种类的替代弹性， 表示居民对行业z中产品种类i的消费 

数量。每个居民的收入仅来自其工资(在经济达到均衡时，企业期望进入利润为零，因此居民的资 

本收入为零)叫。由于我们要考虑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即经济中劳动力工资 W至少大于等于最低 

工资，因此(也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作如下假设。 

假设 1：本国和外国的最低工资水平都高于该国的市场均衡工资，且最低工资设定在能保证该 

国所有劳动力都获得最低工资收入的水平上。 

在假设 1下，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因此经济中存在劳动力失业。由于厂商是理性的， 

因此若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者劳动力市场粘性等制度性障碍，则所有厂商支付给劳动力的报酬必 

然都是最低工资。 

由于每个行业的市场结构类似，因此只考虑代表性行业 z中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因而在后面的 

叙述中我们略去企业下标 i。假设代表性行业中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OK L (这里资本 

产出弹性 Ot 也因行业不同而不同)，其中 Y，K，L分别为企业的产 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0为其 

生产率水平。在每个行业 z中，企业的生产率是异质的，行业生产率分布函数为生产率下界为 b > 

0、形态参数为 k >2的 Pareto分布函数 G ( )。每个企业在进入市场之前，并不知道其生产率水 

平。它在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 F 后才能观察到其生产率 。在这里，行业进入成本 F 只与行业特 

点有关，而与企业特点无关。在观察到其生产率水平之后，它决定是否开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若 

l 

它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它还需另外支付一个固定成本 。记P =[ ． 】 ，z=1，⋯， 为行 

业z的价格指数，Q = ，它可看做居民消费行业z的总产品，可 =(考) ( )卜 为行业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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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生产成本 ，则行业 2中生产率为 0的该企业在每一期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净利润为 ： 

7rf=(1一P，)D z一 (2) 

其中，D =M 为该企业的国内销售额，M =p P Q 可： 。定义加权生产率水平为 0 = 

【[～ r ( )d ] ，这里 ( )为行业z中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密度函数。企业开始生产产 
品，且其利润 7r ≥0，由此可得企业的临界销售额 D 和临界生产率水平 0 即使净利润为零的销售 

额和生产率水平为： 

D
—  

= 0
一  ( NI ~t-I (3) 

由此可见，行业加权平均生产率水平越高，行业中的临界生产率水平越高。 

假设行业 z中的企业为进人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个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K ，然后它决定 

是否出口。假设行业 Z中从本国市场出口到外国的运输成本都是 。为简化 问题 ，假设外 国产业 z 

中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 ，c 以及从外国市场运输到本国的运输成本 tr 同本 

国对应变量相同。本国行业z中企业的出El利润为 7r剧=(1一p ) 一，( ，其中，，c 为行业z出 

口的固定成本， 未=p PI Q 可： t 卜 为由外国市场需求、出口运输成本和本国该行业单位 

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参数，P (P )、Q (Q )分别为本(外)国行业 z的价格指数和购买的加总产 

品。企业会选择出口，当且 7r ≥0，由此可得本国和外国行业 z中的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水平 

0Ⅲ和 分别为 ： 

上  曰 I 上  可 
Kt l1pf z— — ，c _。Pfq-f— 

I 可  ～ 。 。 1 可 z 一 

+Ⅳ _一 希 (Nl+Ⅳ 1 茄  
(4) 

其中，Ⅳ 和 Ⅳ 分别是本国和外国的出口企业数，0 和 分别为本国和外国行业 l的加总生产 

率，形式如下： 

订 ：寿  l：击  ㈥ ～ 亡 — ， ～ 而 一 ‘5) 
在知道本国和外国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之后，容易求出本国和外国出H企业的生产率 

分布 ( )和 ( )。当 G (口)为为 b >0、形态参数为 k >2的 Pareto分布函数时 ，由(5)式可推 

得 和 的表示式 ，并从 中解得 ： 

=  ( 一厂O一1l-1 ～= ( 厂 ㈩ 
根据企业出口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我们可求得其为出口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在大于市场均衡工 

资水平的最低工资 W下，只有资本市场出清。根据资本市场出清条件、P (P )、Q (Q )的表 

示式以及(4)，可得 ： 

= —二 Ⅳ + 1一 K Ⅳ削 ， ．_= —二 c Ⅳ + 1一 ，c Ⅳ 
(7) 

在行业企业生产率分布 G ( )为 Pareto分布的假定下，容易求得出口企业在存活在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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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的比重即企业事前出口概率为 ： 

N 1 Oxz 一Gl( ) 

= [署(等厂]一 ㈩ 

，因此 = f ‘ + 卜 ，cf)．两国行业z中所有企业利润之和等于两国在该 

f,N + 一K Ⅳ +f,N + K ： ( + ) (9) 

Ⅳ + 1-trl，c Ⅳ刚= 垒 Ⅳ (·。) 

㈢“ 一  ㈩ 

0f 
卢zbf + 6 F Nf+Ⅳl 一 ’ 0f kl= zb z“ + 

8IF Et N nl+Nt (12) 

利用 Ⅳj和 Ⅳ 的表示式 ，可以证明如下引理。 

引理 2：0 为 的增函数。 

引理 2意味着本国最低工资的上升将迫使其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从而提高本国出口企 

业的平均生产率，而这又将导致外国市场上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外国的出口临界生产 

率。在外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下，引理 2意味着本国最低工资增加将导致外国失业的增加，这与 

Egger et a1．(2009)的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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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获得本国最低工资增加对企业出El行为的影响的结论，需要最终获得 田f／订 与 ／．O 

的关 系。根据 (7)和(10)以及 ，田 的定义 ，有 ： 

署=( )卜哪(等厂( )qI=( ) (篙 ( 厂 c 3， 
根据上式可以分析 ／面 与 w／w 的关系 ，并证 明如下结果。 

引理 3： = 为本国和外国相对最低工资水平 的增函数，或者说，两国相对最低工资 

差异的增加将导致两国同行业相对单位生产成本差异的增加。 

引理 3说明最低工资增加对本国和外国同行业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前者相对 

于后者增加得更快 。这一结论符合经济直觉。根据 的表示式 ，(4)意味着本 国最低工资标准的 

提高将使企业选择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上升。当企业选择出口时，其出口额为： 

南 (孚厂( ) ～ 
根据引理 3，给定外国最低工资水平 W ， 为本国最低工资水平 的增函数。根据引理 2，0 为 

的增函数，从而根据(14)以及引理 1，我们可得如下本文的主要命题。 

命题：在开放经济情形下，若假定 1成立，则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其出口额越大，出口可能 

性越高。最低工资的增加将导致企业事前出口概率和出口的减少。 

对命题的结论作几点说明。首先，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单位生产成本越低，因而其产品竞争力 

越强，因此其出口可能性和出口额都将越大。这一结果与 Melitz(2003)以及其它各种考察企业生 

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结论相似。其次，作为本文的主要结论，最低工资上升将导致企业事前 

出口概率的降低和出口额的减少。这一结论较容易理解。其原因在于最低工资的上升将改变两国 

比较优势的结构，本国将更加密集使用资本，从而推动本国行业资本成本的上升，并从整体上推高 

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本国最低工资增加将导致对外国企业需求增加，从而推高其产品 

价格。根据引理 3，两种效应综合的结果是本国和外国相同行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距增大，从而本 

国将更多进口外国产品，外国将更少需求本国产品，即本国企业的出口将减少。基于同样原因，最 

低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还将导致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进而导致本国行业出口临界生 

产率上升，从而降低企业出口概率。 

三、实证分析 

本节利用中国工业调查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首先估计 

每个企业的生产率，继而在控制企业生产率及地方一行业一企业特征下，对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额 

关于最低工资进行回归。 

1．企业 出口行为分析 

需要估计如下模型： 

DX “=丁 +叩J+ +A‘+~01nwn+(1n0q“+ Z c+ 晴+ “ 

lnX口“= ，+叩』+ +Af+Olnwn+(1n0 f+ Z ‘+ +占 

(15) 

(16) 

公式(15)和(16)表示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额回归方程， 表示 i企业在 Z行业、r地区时间 f的生 

产率，A 、田 、 和 ，表示时间、行业、企业和区域固定效应，z 是企业 i的特征向量，包括其它地区 

和企业水平的控制变量。 和 分别为i．i．d．均值为零、方差为 ：和or 的随机变量。DX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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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出口状态项 ，出口为 1，不出口为 0。X 表示企业出 口销售额。 

可以通过 Probit和 Logit模型来估计公式(15)，其估计结果相似。为了避免结构变差和删截数 

据问题，使用 Tobit模型来估计公式(16)，其结果与仅估计含有出口额为正的样本模型差异显著。 

2．数据来源及描述、一致性、缺失变量、缺失值和相关处理 

本文的实证数据主要有两类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和企业水平数据。城市水平数据有三大主要 

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1990--2009)。企业数据来 

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8至 2007年度《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ASIF)。该数据库完全反 

映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真实经济指标 。一些基于该企业数据库 的研究指 出，整个工业企业数据 的加 

总结果实际上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年鉴》等指标的结果(Lu&Tao，2009；Brandt et a1．， 

2011)。 

出于研究需要，我们根据企业经营、管理和金融统计指标的设定规范，对数据库中出现定义变 

动的企业特征变量进行了一致性处理 ，并将所有与企业有关 的指标按照 2002年新 国家标准 (GBT／ 

4757)进行转换。除此之外，本文对数据缺失问题进行了处理，对历年数据库中企业登记成立年 

份、省地县码、注册类型、控股类型、企业类型、营业状态、隶属关系、企业规模等指标存在缺失值或 

错误的企业逐一进行了核对和匹配。我们还对代码重复的企业进行了处理，在核对法人代码时依 

次根据企业的省地县码、法人姓名和主要产品进行逐一核对，修正了历年重复的法人代码。与同样 

使用 ASIF数据库的其它研究处理方式相比，我们不对企业金融投入、产出字段信息中包含0(总资 

产、固定资本净值、销售额和总产值)或雇佣员工小于10人(Cai＆Liu，2009)的企业进行删减。由 

于绝大部分(除了不变价工业总产值指标外)企业指标均采用当年价核算，对所有企业金融数据用 

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得到以 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所有价值量指标均以人民币“千元”为 

计量单位。凡以外币形式计算的价值量指标 ，均以报告期末汇率折合成人 民币填写。① 

3．企业生产率估计 

有关企业生产率的估计方法众多，最常用的是 Olley＆Pakes(1996)所提出的 OP方法。② 考 

虑到微观企业数据估计中出现的联立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Levinshon＆Petrin(2003)提出了利用 

中间品投入作为状态变量，通过半参数方法估计企业资本存量及生产率的估计方法(称为 LP方 

法 )。LP方法不再假定企业规模报酬不变 ，要素价格并非完全由边际产 品决定。该方法相对混合 

OLS估计具有多项优势。但为了得到一致和稳健的微观企业资本存量核算和生产率估计结果，同 

时也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较要求，我们分别通过混合最小二乘法和 LP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 

并用两种生产率作了实证分析。③ 

4．最低工资与城市外部性指标 

宏观层面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城镇最低工资 (1998--2007年 )和城市宏 观经济指标 (1990— 

2007年)数据。本文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来自各省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各省地级市的月最低工资 

数据。通过对各省、地级市及县乡政府公开发布的含有最低工资信息的历年政府公报以及相关政 

府工作 网站数 据补齐 了相关 缺失 年份 的最 低工 资数据。最终一共 得到 2850个 最低 工资数 据 

(1998--2007年)，覆盖全国334个地级市的85．33％。我们收集了各地级市基础设施数据，其中包 

括人均公共交通、公路面积、邮局数、政府财政支出和人均土地面积等指标。同时根据教育经年法 

估计了各地级市的人力资本指标，各地级市的人力资本 =小学受教育人数 ×5+中学受教育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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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详细处理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发送邮件索取相关说明。 

② 见田巍、余淼杰(2011)对该方法的介绍。 

③ 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 LP生产率的相关结果。读者可向作者索取OLS生产率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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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职教育)×12+在校大学生数 ×15。本文还利用樊纲、王小鲁(2010)所调查 的“中国市场化 

指数”来衡量各省的制度水平。①我们将企业一城市一省际指标和最低工资数据匹配到一个综合数 

据库之中，最终得到2096899个企业观测样本(1998--2007年)。 

在本文中，我们仅使用2004年至 2007年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这样做出于以下考虑。首 

先 ，很多研究者指出，最低工资在 2004年以前相对过低 ，甚至有可能比“市场均衡工资”还要低 ；第 

二，在 2004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经济改革，整体经济指标和公共政策出现较大调整； 

第三，从 2004年起，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核算指标发生改变，很多私有企业进入企业调查范围。② 

表 1给出了全国历年企业平均工资和地方最低工资的描述统计结果 。从表 1可 以看出 ，最低 

工资在2004--2007年问(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等)均呈上涨态势(事实上对 1998--2007年也成 

立)。同时，历年企业平均工资均高于最低工资水平。这一结果对分省和分地级市数据的统计描 

述也成立。这意味着地方最低工资是企业工资的下界。③④ 

表 1 2004--2007年企业平均工资、最低工资的最小、最大、均值和中间值(单位：元) 

年份 企业平均工资 最低工资最小值 最低工资最大值 最低工资均值 最低工资中间值 

2004 2821．893 240 635 465．835 450 

2OO5 2979．58 280 690 521．495 520 

2006 3173．668 320 810 588．613 580 

2007 3590．009 400 850 643．62 620 

资料来 源：作者根据搜集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自行搜集所得到的最低工资数据统计 而成 。 

5．统计描述 

本文最小地理单元为地级市，具体地级市内的指标均指市辖区 A内的统计指标。考虑到影响 

企业出口行为的相关变量，我们控制了企业特征指标如所有权(国有、集体、私有控股企业等等)、 

隶属关系(中央、地方、省级、市级等)、企业规模(大、中、小型企业)以及运营状态(开业等)；也控 

制了地级市特征指标如人均人力资本、税收和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人均公共交通、公路面 

积和邮局数等以及省级制度指数。考虑到企业出口受到行业一区位的影响，本文也控制了行业、地 

区哑变量的影响。考虑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即企业出口行为受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在估计中必须考虑到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否则会导致缺失解释变量的问题。本文的基准估 

计所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用 LP方法估计得到的企业水平全要素生产率。⑤ 

表 2报告了本文实际估计中使用的主要变量指标。表 2反映出从 2004年至2007年，城市最 

低工资增长 460．75元，出口增长24．8％。平均出口销售额为 3．517千万元，样本平均全要素生产 

率为 0．236。各变量的标准差显示企业间的差异巨大。 

① 参见樊纲、王小鲁(2OlO)。樊纲和王小鲁从 1997年起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该报告估计了省际制度水 

平，其中包括6个大项和其它众多小项。本文使用该报告中2004年至2007年数据。 

② 在稳健分析中，我们也对 1998--2007年样本数据集进行了估计 ，结论与2004--2007年高度相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 

者索取相关结果。 

③ 这并不意味着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决策而言是紧的。事实上，关于最低工资对企业工资而言是否为紧的假定难以在实证 

上进行检验，其众多影响因素包括垄断力量、劳动力技能差异、劳动力对工资的预期差异和就业搜寻摩擦等等都会影响企业支付 

给员工的工资。此外，Vail den Berg(2003)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和劳动技能异质性使得最低工资将市场均衡工资提 

高。这意味着在实际中，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并非恰好在最低工资水平上。 

④ 我们还进一步对数据中31个省 1998--2007年全国八大区域最低工资的变差进行了作图分析，对制造业40个行业各城 

市最低工资 1998--2007年问的最大最小值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在这些年间的变化十分大。因此我们认为最低工资的 

变差可以解释地区企业出口的变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这些结果。 

⑤ 我们在稳健分析中使用 OL$(ols咖)估计方法得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进行估计。结果性质不变。读者 

可向作者索取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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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2004--2007年)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 测数 

出口虚拟变量 0．248 0．432 O 1 2226422 

出口额 3517．303 77606．032 0 32300000 2226422 

月最低 工资 460．757 16O．565 140 85O 2096895 

LP全要 素生产率 0．236 0．565 —2．176 1．968 209111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搜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自行搜集所得到的最低工资数据统计而成。其中，LP全要素生产率指该 

生产率是用 LP方法估计所得。 

四、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对公式(15)采用 Probit模型进行 回归，观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 ，继而对 

公式(16)采用 Tobit模型来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销售额的影响。之后我们进行稳健性检验。 

1．最低工资对企业出 口选择和出口额的影响 

本节报告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额的影响。表 3—4表明，在控制了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和各种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在离散选择模型和删截回归模型中，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 

和出口额的影响均在 10％水平下显著。具体而言，如表 3所示，在出口选择模型(回归方程(15)) 

的面板 Probit回归中，在逐次控制 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城市面积 、城市财政支出、城市人力资本 、 

反映企业空间组织特征等集聚经济指标①以及各企业个体特征之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 

影响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命题 的预测。② 

在回归方程(15)的回归分析中，除了控制企业的个体特征、行业特征、区域特征等变量外，还 

考虑了企业基础设施各变量以及集聚各变量的影响。我们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和 

医疗水平以及环境质量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集群和出 口、劳动力迁移均有积极 的影响。因此， 

在考虑“最低工资一出VI”企业选择效应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需要充分控制城市间工资对企业区位 

选择的“分选”效应和城市内企业“自组织”所导致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生产乃至出口行为的影响。 

为此，我们在控制城市外部性的基础上就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回归。表 3中的 

模型4—5显示，在控制了地方财政支出、城市规模、人力资本以及各种城市外部性之后，最低工资 

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仍为负。 

在考虑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影响时，直接对出口企业出口额关于最低工资回归会造成选择 

性偏差问题。因此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我们使用了 Tobit模型。③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16)的面板 

Tobit回归结果。从中看到，在控制了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各种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对企 

业 出口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命题的预测 。 

2．稳健性分析 

在上面的估计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 Levinshon-Petrin方法估计得到，其最低工资为月度最 

低工资。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生产率估计方法、最低工资指标以及 

城市外部性特征差异对前文估计结果的影响。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采用混合 OLS估计得到的生 

① 类似于 Martin et a1．(2011)，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也考虑了集聚效应包括地方化经济、多样化经济、分散经济和竞 

争经济四种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这四种效应都是基于制造业就业来计算得到，分别用 loe、urb、djv和 CO1TI表示。其定义 

和计算方法见 Martin et a1．(2011)。 

② 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控制税收、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人均公共交通、公路面积和邮局数等(bus、roadarea、post office)以及省 

级制度指数(institute)等因素的估计结果的报告。 

③ 另外一种处理选择性偏差问题的方法是 Heekman两步回归法。我们对数据进行了 Heekman回归，实证估计结果显示，在 

控制最低工资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下，最低工资对企业出13状态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这一估计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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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城市小时最低工资以及不同城市外部性特征作为指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 ，结果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方向不变。 

表 3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Iz／选择的影响 

(1) (2) (3) (4) (5) 

一 0．081O⋯  一0．136⋯ 一0．178⋯ 一0
． 142⋯ 一0．0401“ 月最低工 资对 数 

(一7．1O) (一11．18) (一14．80) (一11．20) (一2．78) 

一 0．0900⋯ 一0．0841⋯ 一O．124⋯ 一0．101⋯ 一0．0448⋯ 
LP生产 率 

(一11．10) (一10．21) (一14．89) (一11．72) (一5．15) 

一 0．0596⋯ 一O．O314⋯ 一0．262⋯ 一0．262⋯ 一0．291⋯ 城市建成 区面积 对数 

(一7．75) (一3．66) (一29．54) (一29．56) (一33．47) 

0．279⋯ 0．317⋯ 0．18O⋯ 0．180⋯ O
． 154⋯ 财政支出对数 

(48．71) (49．52) (28．24) (28．06) (24．29) 

一

0．108⋯ 一0．187⋯ 一0．190⋯ 一0．278⋯ 人力资本对数 

(一12．78) (一22．01) (一22．33) (一32．47) 

一 0．600⋯ 一1．058⋯ 分散经济 

(一8．12) (一13．92) 

一 0．00482⋯ 一0．00536⋯ 

竞争经济 (
一 7．91) (一8．88) 

0．537⋯ 0．533⋯ 0．436⋯ 

城 市化 经济 (
77．54) (76．36) (62．62) 

0．192⋯ 0．189⋯ O．188⋯ 
专 业化 经济 (

6O．03) (58．64) (59．46) 

所有权虚拟变量 NO NO NO NO Yes 

隶属关系虚拟变量 No NO NO NO Yes 

经营状态虚拟 变量 NO NO No NO Yes 

规模虚拟 变量 NO NO No NO YeS 

注册 类型虚 拟变量 No No No NO Yes 

产业虚拟变量 No NO NO NO NO 

样本数 1102037 1089076 1089076 1089076 1089076 

Rho 0．953 0．952 0．941 0．94l 0．897 

注 ：括号 内的值为对应估计值的 t一统计量 ，⋯ ，” ， 分别表不对应估计值在 1％ 、5％和 10％水平 F显著。 

本文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两个代表性行业 l8和43进行了回归。发现，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VI行为的影响在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结果不同，行业越是劳动密集型，最低工资 

对该行业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和出口额)的影响越大。但影响方向在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仍 

为负。事实上，本文的模型预测到了这一结果的出现，根据方程(13)，我们可知最低工资对于行业 

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在不同劳动密集度行业(由1一 的大小衡量，该值越大，行业越劳动密集)中 

是不同的，行业劳动越密集，本国该行业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于外国上升得越快。而由式(14)，我们 

可知，该行业(生产率为0的)企业的出口额下降得越快(注意到根据本文引理 2， 为最低工资W 

的增函数)。 

对于企业、地方出El行为而言，如果最低工资可观测且被视为生产前提条件的话，最低工资可 

能与企业和城市出口特征存在因果关系。① 为了解决这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就最低工资对 

① 例如，有些企业看到其它省市因实施最低工资后利润(出VI)下降，有可能会游说政府拖慢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因而最低 

工资反过来受到城市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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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 GM]Vl估计。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出口仍然保持负面影响。 

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的两种影响途径在系统 GI~IM估计结果中均显著为负，与理论模型中得到的 

结论是一致的。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上述稳健分析结果。 

表4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Tobit估计) 

lnexport (1) (2) (3) (4) (5) (6) (7) 

一 0．522”’ 一0．426⋯ 一0．838⋯  一1．890⋯ 一1．708⋯ 一3．854⋯  一3．886⋯ 

月最低工资对数 (
一 18．02) (一12．57) (一23．44) (一46．63) (一40．58) (一66．44) (一66．26) 

0．00392 0．0826⋯ 一0．00569 O．129⋯ 一0．394⋯  一0．338⋯ 
LP生产 率 (

0．16) (3．40) (一0．23) (5．18) (一13．25) (一11．11) 

0．641⋯ O．0518  ̈ 一0．0664⋯ 一0．433’“ 一O．381⋯ 

城市建成区面积对数 (
49．91) (2．84) (一3．46) (一21．83) (一19．10) 

0．895⋯ 0．641⋯ 一0．287⋯ 一0．196⋯ 财政支 出对数 

(59．24) (34．96) (一14．03) (一9．34) 

0．7l4⋯  一0．762⋯  一0．678⋯ 
人力资本对数 

(25．21) (一23．64) (一2O．81) 

0．0323“’ 0．0296⋯ 分散经济 

(17．31) (15．75) 

～ 3．153 ” 一1．466⋯ 竞争经济 

(一11．77) (一5．33) 

2．554⋯ 2．124⋯ 城市化经济 

(95．03) (73．74) 

0．704⋯ 0．569⋯ 专 业化经济 

(60．87) (40．62) 

所有权虚 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隶属关 系虚拟 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经营状态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规模虚拟变量 Yes Ye8 Yes Yes Yes NO Yes 

注册类型虚拟变量 Yelg Yes Yes Yes Yes NO Yes 

产业虚拟变量 Yes Ye8 Yes Yes Yes NO Yes 

～ 7．254‘“ 一7．301⋯ 一7
． 799⋯ 一9．994⋯ 一11．00⋯ 一10．33 ” 一7．739⋯ 截距 

(一39．83) (一34．83) (一37．15) (～47．4O) (一50．34) (一29．40) (一19．97) 

l2．8O⋯ l2．51⋯ 12．45⋯ 12．22⋯ 12．23⋯ 9
．
139⋯ 8．494⋯ 

slgma_u (549
． 96) (539．46) (539．23) (536．74) (534．72) (478．37) (453．98) 

2．873⋯ 2．834⋯ 2．837⋯ 2．837⋯ 2
． 836⋯  2．882⋯ 2．899⋯ 

sigma e (623
． 31) (612．10) (611．39) (610．52) (607．84) (593．62) (596．35) 

样本 数 1l48949 1102238 1102037 1102037 1089076 1089076 1089076 

注：括号内的值为对应估计值的 t一统计量，” 、”、 分别表示对应估计值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五、结 论 

本文在企业生产率异质假定下构建了一个非对称两国贸易模型来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可能性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利用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果。这些结果有助于决策者了解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方向和定量影响，从而为各种后继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为各地政府最低工资的调整 

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也为新《劳动法》所引发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参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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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two—country trade disequilibrium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minimum wag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and productivity Oil firms’exports． It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firms’exporting probability and foreign sales is negative while that of firms’ productivity on their exports is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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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短缺 ，人 口老龄化到来 ，要素市场的改革必须深化 ，尤其是金融必须从过去强调建设重要性的 

发展金融演变为强调给储蓄者带来投资回报的财富管理金融。劳动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是教育、 

医疗 、养老和住房等公共产品的均等化 ，让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矛盾在真正的城市化和农民的市民化 

过程中逐步解决。土地要素市场的关键是农 民土地权利 的重新界定 ，城市化 和工业化必定带来土 

地升值，让农民充分享受财富重新配置的好处，提高农民工进城安家置业的能力，加快农民工转移 

速度。最后，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创新，发现和培育企业家。金 

融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可以矫正产业结构的失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未来的开放，投资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强大企业，有再多的外汇储备，再多的储蓄资 

本，不可能有好的对外投资。因此，完善的要素市场，发达的金融体系，强大的跨国企业，是一个有 

效对外开放模式 的微观基础 ，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重新锻造这个微观基础。 

30多年前，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二元经济现象严重，资本短缺，技术落后，闭关锁国，只要实 

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使得中国强劲增长了几十年。30多年 

之后，中国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增长碰到土地、环境、能源制约明显；要素改革滞后，资源配置低效； 

外部世界由于全球化伴随非均衡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市场空间萎缩。中国经济要获得进一步的发 

展和增长，必须实行要素市场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内要素禀赋的新变 

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 

度 、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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