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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

葛阳琴　谢建国∗

　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本文运用分层式结构分

解法测算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

影响.研究显示:国内需求变化是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外需求

变化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拉动的就业增长

是国内需求的２/５,但２００７年后其重要性不断下降.进一步分解显

示:国内需求中,需求水平是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需求结构影响

较小且呈负向拉动作用;国外需求中,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共同影

响国内就业增长.
　国内需求,国外需求,劳动力就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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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促进就业也是政府制定各类经济社会政策的

重要出发点 (蔡昉,２０１５).改革开放以来,外需拉动与内需推动成为促进中

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引擎 (江小涓,２０１０),也显著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增

长.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内需增长无疑在促进国内就业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按照GDP支出法计算,内需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４５６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５年的６７５１０２２亿元,增长了１８４２倍,内需增长显著促进了国内劳动

力就业.外需在促进劳动力就业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加入

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额从２００１年２２万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１４１万亿

元,增长了５４倍,年均出口外贸依存度达２６５％.出口贸易成为中国吸纳

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增加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起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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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中国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国经济更易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波动

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部分中国企业

倒闭,部分人员失业.危机过后,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速放缓 (Hoekman,

２０１５),也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 “新常态”后,受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增长速

度放缓,劳动力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稳就业、保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为了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就业,我们必须认清在中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内需和外需的动态发展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有何影响? 在促

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过程中,是需求水平变化还是需求结构变化发挥着

更重要的作用? 厘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内需和外需在中国劳动力

就业创造中的作用及影响,也能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如何稳定和促进劳动力

就业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需求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

发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就业问题

的高度关注.蔡昉 (２００７)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影

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引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就业总量增加、就业

结构呈现多元化.张车伟 (２００９)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

Rawski(２００１)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中国就业增长几乎为零.１郭军等

(２００６)测算得出,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８４％,但劳动力就

业增长率只有０９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仅为０１１４,经济增长对就业带

动作用降低.陆铭和欧海军 (２０１１)认为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达到了年均９９％,但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

的就业弹性明显偏低,出现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
内需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投

资等内需是我国大多数行业就业增长的主要支撑 (吴小松等,２００７;温杰,

２０１０).关于消费与就业的关系,温杰 (２０１０)的研究指出,内需拉动就业增

长主要依赖于消费,消费的劳动投入诱发能力最强,而齐红倩等 (２０１８)研

究表明,消费对就业的积极影响存在滞后性,短期内不利于就业增长.关于

１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２日,«经济学人»(TheEconomist)也刊发了一篇 «无就业增长的繁荣»(TheJobless
Boom)的文章,表明亚洲许多国家的就业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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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就业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投资对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刘
宗明,２０１１;齐红倩等,２０１８).现有文献对外需与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关系也

进行了大量研究.出口贸易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俞会新和

薛敬孝,２００２;毛日昇,２００９;张川川,２０１５;卫瑞和庄宗明,２０１５).部分

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出口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如唐宜红和马风涛 (２００９)、
臧旭恒和赵明亮 (２０１１)等研究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

体上降低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唐东波 (２０１１)的研究也表明,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利于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

比例的提高.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对需求拉动的劳动力

就业的测算.Chenetal (２００４)根据１９９５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

出技术研究了中国出口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一般贸易出口对

就业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加工贸易.Lauetal (２００６)使用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

表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带来的就业进行估算,结果显示,每１０００美元

的一般贸易出口增加０４人的就业,每１０００美元的加工贸易带来０１人的就

业,而每１０００美元的国内贸易可带来０５人的就业.Chenetal (２０１２)利

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出口与就业的关系,结果同样表

明,国内需求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一般贸易出口的就业效应,一般贸易出口的

就业效应要大于加工贸易出口的就业效应.FeenstraandHong (２００７)、Los
etal (２０１５)进 一 步 研 究 了 出 口 增 长 对 中 国 劳 动 力 就 业 创 造 的 影 响.

FeenstraandHong (２００７)根据２０００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使用经验法则对

２０００年静态的就业系数进行修正,估算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

中国就业增长,结果表明,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出口显著增加了中国就业,但国内

需求带来的就业增加更多,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国内需求增加的就业是出口增加就

业的３倍.Losetal (２０１５)基于 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国外需求

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间国外需求增加对

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净效应为零;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间,国外需求增加了约７０００
万的中国国内就业机会,且这些就业绝大多数是提供给低技能工人;２００６年

以来,国内需求比国外需求创造的就业要多.FeenstraandHong (２００７)、

Losetal (２０１５)的研究侧重于国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创造的

影响.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需求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为相关的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这些文献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多数文献

关注了需求贡献与国内劳动力就业,但从内需和外需比较的视角研究较长时

期内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的文献仍然欠缺,理解与厘清外

需变化和内需变化对中国就业波动的影响,对当前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多数文献探讨了需求水平对国内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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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需求本身的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研究仍然欠缺.本文

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GlobalMultiＧRegionalInputＧOutputModel,
以下简称为 GMRIO模型)２,测算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

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并进一步估算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

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

用 GMRIO模型,建立最终需求分析框架３,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分析了１９９５—

２０１４年内需变化和外需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

FeenstraandHong (２００７)和Losetal (２０１５)的研究;第二,利用分层式

结构分解法对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进行分析,不仅研究了

需求水平变化对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还深入研究了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

和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

三、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测算模型

(一)GMRIO模型与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测算

本文沿用JohnsonandNoguera (２０１２)和 Losetal (２０１５)的做法,
将 Leontief (１９３６)的 标 准 投 入 产 出 分 解 技 术 扩 展 到 多 国 模 型 中,建 立

GMRIO模型,研究需求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首先,GMRIO 模型不仅

能够追踪最终品生产部门所直接创造的就业,还可通过国家间和产业间的投

入产出关联追踪到上游生产环节所创造的就业,进而得到最终需求创造的全

部的就业效应;其次,基于 GMRIO 模型,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核算国外需求

创造的国内就业,能够有效避免传统的出口贸易核算带来的 “重复统计”问

题;最后,GMRIO模型涵盖了全球多国的生产、需求和双边贸易等信息,能

够使我们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国内需求变化和国外需求变化对中国

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本文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中的世界投

入产出表,能够很好地契合 GMRIO模型.
考虑一个 GMRIO模型,假设世界上存在 N 个国家和S 个部门,每个部

门生产一种产品.各国各部门的生产需要使用国内生产要素 (劳动力和资本)
和中间投入品 [国内和 (或)进口],其产出既可以作为中间投入品也可以作

为最终品被本国和外国使用.对于全球N 国S 部门的市场出清条件,可采用

矩阵形式表示,即 GMRIO模型可表示为:

２ GMRIO模型是 MRIO模型的一个扩展,是指全球国家间的投入产出模型.
３ 最终需求分析框架区别于传统的基于 GDP支出法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传统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中,内

需指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外需指净出口;而最终需求分析框架,是从国内增加值实现的视角考

察内需和外需对一国经济、就业等的影响,内需指国内最终需求,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
外需指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最终需求,包括国外消费需求和国外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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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Xi为S×１维矩阵,表示i国总产出;Aij为S×S 维投入产出系数矩

阵,又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其元素aij (s,t)＝mij (s,t)/xj (t),
表示j国t部门每单位产出所使用的i国s部门的中间投入品;Yij为S×１维

矩阵,表示j国对i国最终品的需求.
式 (１)的简约式可表示为:

XW ＝AWXW ＋YW , (２)
令LW ＝(I－AW )－１,由式 (２)可得:

XW ＝LWYW ． (３)
其中,XW 为世界产出向量,YW 表示世界最终需求向量,LW 为里昂惕夫逆

矩阵.
为了计算各国的劳动力就业,将各国各部门的劳动投入量除以该部门的

产出,得出该部门的劳动投入系数,并将世界各国各部门的劳动投入系数组

成世界的劳动投入系数向量e,则世界的劳动力就业量E 可表示为:

E＝eLWYW ． (４)
则全球生产分工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就业为:

Ec＝ecLWYW , (５)
其中,Ec 表示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量,ec 为劳动投入系数行向量,ec 中除中国

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劳动投入系数均设为０.
世界最终需求YW 由国内需求Yd 和国外需求Yf 构成,即:

YW ＝Yd＋Yf． (６)
将式 (６)代入式 (５),得:

Ec＝ ecLWYd
︸

国内需求拉动的就业

＋ ecLWYf
︸

国外需求拉动的就业

(７)

(二)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结构分解

结构分解法 (StructuralDecompositionAnalysis,SDA)是投入产出分析

中比较成熟的一种技术,已被广泛用于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 (谢建国和姜

珮珊,２０１４;彭水军等,２０１５).本文运用分层式结构分解法 (Hierarchical
StructuralDecompositionAnalysis,HSDA)４ (ChenandWu,２００８;Kollerand

４ 分层式结构分解法最先由ChenandWu (２００８)提出,是将经济模型分解成一个分层式的结构,下

一层的因素分解之和等于上一层被分解的因素,该分解法减少了传统的结构分解法的计算量.Koller
andStehrer (２０１０)进一步将该分解法一般化地应用于奥地利的就业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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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hrer,２０１０)对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进行分解.如图１
所示,本文首先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整体进行结构分解,然后对最终需求

变化进行逐层分解.本文在结构分解时采用两极分解法５.

图１　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分层式分析框架

为了公式表达的简洁性,将Ec＝ecLWYW 中的上标略去,并用上标１和０
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根据 “两极分解法”,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可以分

解为:

ΔE＝(１/２)(Δe)(L０Y０＋L１Y１)
  
劳动投入系数变动效应C(Δe)

＋(１/２)[e０ (ΔL)Y１＋e１ (ΔL)Y０]
  

生产分工变动效应C(ΔL)

＋(１/２)(e０L０＋e１L１)(ΔY)
  

最终需求变动效应C(ΔY)

． (８)

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分解为劳动投入系数变动效应C (Δe),生产分工变

动效应C (ΔL)和最终需求变动效应C (ΔY).６

世界最终需求Y 可以分解为国内需求Yd 和国外需求Yf
７,则:

ΔY＝ΔYd＋ΔYf． (９)
根据式 (８),最终需求变动效应C (ΔY)可表示为:

C (ΔY)＝(１/２)(e０L０＋e１L１)(ΔYd)
  

国内需求变动效应C(ΔYd)

＋(１/２)(e０L０＋e１L１)(ΔYf)  
国外需求变动效应C(ΔYf)

．

(１０)
为了考察需求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因素,本文进一步对国内需

求和国外需求进行分解.将 MillerandBlair (２００９)对单国模型中最终需求

的分解扩展到 GMRIO 模型中.在 GMRIO 模型中,最终需求可以分解为:

①总需求水平y,即最终需求在所有部门和产品上的总花费;②需求的构成

结构D,即最终需求在不同类别需求间的分配,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最终需

５ 在SDA中,分解的形式不是唯一的,DietzenbacherandLos (１９９８)指出,可以采用所有分解形式

的平均值来衡量各因素的贡献.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在分解因素较多时运算量巨大,已有文献多采用

“两极分解 法”(MillerandBlair,２００９;张 友 国,２０１０;彭 水 军 等,２０１５).DietzenbacherandLos
(１９９８)指出,“两极分解法”是 “加权平均法”的近似解.
６ 本文中,还采用就业的相对变化量表示就业波动,并对其进行分解,即将式 (８)两端同除以期初的

总就业E０.
７ 本文中,国外需求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最终需求,并不局限于对中国产品的国外需求.国

外需求引致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包括:外国对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直接引致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外国之

间最终需求间接引致的中国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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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家庭消费需求、非营利组织消费需求、政府消费需求、固定资产形成需

求、存货变化需求这五种类别需求间的分配,以各类别最终需求占总最终需

求的比重表示;③需求的产品结构B,即每一类别最终需求在不同的产品间

的分配,以对各产品的最终需求占该类别最终需求的比重表示,如食物消费、
电脑消费、运输设备等产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上述对最终需求的分

解中,①反映了需求水平的变化,②和③反映了需求结构的变化８.
在 GMRIO模型中,假设存在N 个国家和S 个部门,最终需求在P 种类

别间分配,令Y 为ns×１维世界的最终需求向量,则:

Y
(ns×１)

＝

Y１１

Y１２

⋮

Yns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１１)

其中,Yns表示世界对n 国s部门产品的最终需求.
令分类别的最终需求矩阵为F,则:

F
(ns×p)

＝＝
F１１１  F１１p

⋮ ⋱ ⋮

Fns１  Fnsp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１２)

其中,Fnsk表示k类别最终需求在n 国s部门产品上的支出.
因此,总需求水平y 为:

y＝iFi, (１３)
其中,i为加总向量.

令Z＝ (iF)＝
Z１

⋮

Zp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Zk 表示世界在k 类别最终需求上的总支出.因

此,需求的构成结构D,即各类别最终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可表示为:

D
(p×１)

＝ (１/y)Z＝
Z１/y
⋮

Zp/y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１４)

则需求的产品结构B,即每种类别最终需求在不同产品间的分配可表示为:

B
(ns×p)

＝ bnsk[ ] ＝ (F)(Z
︿
)－１, (１５)

其中,bnsk＝Fnsk/Zk 表示k类别最终需求在n 国s部门上的支出占该类别最终

需求的比重.矩阵B 将每种类别最终需求和每个产品部门连接起来.
基于以上定义,世界最终需求向量Y 可表示为:

８ 本文中的需求结构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需求结构,包括需求的构成结构和需求的产品结构两个部分,
其中,需求的构成结构与通常意义上的需求结构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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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BD． (１６)
则Yd,Yf 可表示为:

Yd＝ydBdDd, (１７)

Yf＝yfBfDf． (１８)
根据两极分解法,对Yd,Yf 进行结构分解,得:

ΔYd＝ (１/２)(Δyd)(B０
dD０

d＋B１
dD１

d)＋ (１/２)[y０
d (ΔBd)D１

d＋

y１
d (ΔBd)D０

d]＋ (１/２)(y０
dB０

d＋y１
dB１

d)(ΔDd), (１９)

ΔYf＝ (１/２)(Δyf)(B０
fD０

f＋B１
fD１

f)＋ (１/２)[y０
f (ΔBf)D１

f＋

y１
f (ΔBf)D０

f]＋ (１/２)(y０
fB０

f＋y１
fB１

f)(ΔDf)． (２０)
结合式 (１０)和式 (１９),有:

C (ΔYd)＝(１/４)(e０L０＋e１L１)(Δyd)(B０
dD０

d＋B１
dD１

d)
  

国内需求水平变动效应C(Δyd)

＋

(１/４)(e０L０＋e１L１)[y０
d (ΔBd)D１

d＋y１
d (ΔBd)D０

d]
  

国内需求产品结构变动效应C(ΔBd)

＋ (１/４)(e０L０＋e１L１)(y０
dB０

d＋y１
dB１

d)(ΔDd)
  

国内需求构成结构变动效应C(ΔDd)

(２１)
结合式 (１０)和式 (２０),有:

C (ΔYf)＝(１/４)(e０L０＋e１L１)(Δyf)(B０
fD０

f＋B１
fD１

f)  
国外需求水平变动效应C(Δyf)

＋

(１/４)(e０L０＋e１L１)[y０
f (ΔBf)D１

f＋y１
f (ΔBf)D０

f]  
国外需求产品结构变动效应C(ΔBf)

＋ (１/４)(e０L０＋e１L１)(y０
fB０

f＋y１
fB１

f)(ΔDf)  
国外需求构成结构变动效应C(ΔDf)

．

(２２)
进一步对需求的构成结构和需求的产品结构进行分解,有:

ΔD＝ΔD１＋ΔD２＋＋ΔDp, (２３)

ΔB＝ΔB１＋ΔB２＋＋ΔBs, (２４)
其中,ΔD１,ΔD２,,ΔDp 分别表示各类别最终需求的变化,ΔDi 中除i
类别最终需求变化外,其他类别最终需求的变化均设为０.ΔB１,ΔB２,,

ΔBs 分别表示各产品最终需求的变化,ΔBi 中除i产品最终需求变化外,其

他产品最终需求的变化均设为０.将式 (２３)和式 (２４)代入式 (２１)和式

(２２),可进一步分解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动效应及产品结构变

动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欧盟委员会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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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OD提供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的现价世界投入产出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上年价

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核算账户 (SocioEconomicAccounts,SEA).９该

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Ts)涵盖了４０个国家 (地区)以及１个世界其他地区

(ROW)１０、３５个部门的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２００８年,WIOTs中４０个国家

(地区)覆盖了８５％以上的全球GDP (Losetal,２０１５).中国与这些经济体

均有贸易往来,２０１０年,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９９７％,从这

些经济体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９０２％１１,因而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进出口贸

易的动态.社会经济核算账户 (SEA)提供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投入产出表中３５
个部门相对应的就业数据以及按照技能分类的低、中、高三种技能类型１２的就

业数据.由于SEA 仅包含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就业数据,因此,本文主体部分

的研究期间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为了分析需求变化与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波动的

最新动态,本文在第五部分根据２０１６年 WIOD最新发布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世

界投入产出表,估算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研究样本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外部冲击,即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WTO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因此,本文将样本期间划分

为三个阶段,即入世前的阶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入世后至金融危机前的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和金融危机阶段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１３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现价和上

年价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社会经济核算账户,对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进行结构分解,然后取该阶段的算术平均值.

９ 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Ts)是以各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的,主要以各国的供给使用表

(SupplyandUseTables,SUTs)为基础,将各国的SUTs按照ISICRev３的行业分类标准归总为３５
个行业.以中国为例,WIOTs的中国部分是以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以及

相应的SUTs为基础构建的.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７年的投入产出表是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GB/T４７５４—９４)制定,而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是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
T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制定,这些标准都被匹配为 WIOTs中的ISICRev３的行业分类标准.同时,WIOTs
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对各国进口按照国家—行业来源进行分解,并将其分配到各个部门中,并根据

BEC编码来区分进口品被用于中间投入还是最终消费,这样就将各国的 SUTs连接起来成为世界

SUTs.有关 WIOD的数据来源、构建方法的更详细介绍可参考 Timmer (２０１２)和 Dietzenbacheretal
(２０１３).　
１０ ４０个国家和地区包括:２７个欧盟成员国 (克罗地亚除外),以及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大

陆、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俄罗斯、韩国、中国台湾、土耳其和美国这１３个主要经济

体;世界其他地区,则是由除４０个国家 (地区)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 ROW 区域.
１１ 作者根据 WIOD中现价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１２ WIOD根据１９９７年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１９９７—ISCED)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分类,ISCED１－２为

低技能类型,ISCED３－４为中等技能类型,ISCED５－６为高技能类型.
１３ 具体从中国增加值出口增速来看,２００１年之前,增加值出口增速波动较大;２００１年加入 WTO 后,
增加值出口增速稳步快速上升,２００７年达到峰值２７６％;２００８年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２００９年增

速暴跌为－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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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初步分解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中国劳动力就业年均增加７０９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

０９８％１４,远低于同期 GDP的实际增长率９８６％,中国经济呈现出显著的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图２显示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结

构分解.如图２所示,劳动投入系数变化是抑制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主要

因素,最终需求变化是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因素,生产分工变化

也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重要因素.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劳动投入系数下降年均减少劳

动力就业５２３７万人,就业增长率下降７１２％;最终需求上升年均增加劳动

力就业５３７０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７３３％;生产分工的变化年均增加就

业５７６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０７７％.最终需求增加拉动的劳动力就业增

长抵消了劳动投入系数变化带来的负效应,使得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总效应为

正.FreestraandHong (２００７)和Chenetal (２０１２)的研究均表明,需求

拉动的劳动力就业量关键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最终需求的增长幅度.
最终需求增加是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最终需求

的变化平均每年增加就业５０１２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７１４％;随着中国

加入 WTO,国外需求大幅增加,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最终需求变化拉动的劳动

力就业进一步扩大为５６５６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７５４％,相比于入世前,
平均每年多拉动６００万的就业,就业增长率提高０４个百分点;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主要受金融危机期间国外需求下降的影响,最终需求拉动的就业相比前

一阶段有微弱下降,平均每年增加就业５５８９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７２４％.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结构分解

１４ 作者根据 WIOD数据库计算得出,和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的就业人数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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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根据式 (１０)对最终需求变动效应进一步分解,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国

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视角来看,国内需求是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主要

动力.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国内需求变化年均拉动就业增加４４５７万人,使就业

增长率上升６０８％,国外需求变化年均拉动就业增加９１３万人,使就业增长

率上升１２４％,国内需求变化拉动劳动力就业是国外需求变化拉动劳动力就

业的５倍.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随着中国加入 WTO,国外需求大幅增加,
年均拉动就业１６２５万人 (２１７％)１５,此阶段国内需求变化拉动的就业仅是国

外需求变化拉动就业的２５倍.这一测算结果同 FeenstraandHong (２００７)
的估算结果比较接近,该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国内需求增加拉动的

就业是出口增长拉动就业的３倍,他们使用２０００年就业系数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就业增长进行估算,且未考虑生产分工的变化,其估算结果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定的偏误.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大幅

下跌,对劳动力就业呈负向的拉动作用,国内需求成为拉动劳动力就业增长

的关键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国内需求是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主要动

力,国外需求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出口

繁荣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增加,但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这意味着

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关键在于扩大国内需求.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最终需求变动效应的分解

根据式 (２１)和式 (２２)对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

响进行结构分解,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显示,在样本研究期间,国内需求

中,需求水平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因素,年均拉动就业增加５５７３万人,
使就业增长率上升７５９％,而需求的产品结构和需求的构成结构的变化对劳

１５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年均相对就业变化量,即年均就业增长率,每一年的相对就业变化量为该年的就

业变化占上一年就业总量的比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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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就业起负向的拉动作用,年均降低就业１１２％和０３９％;国外需求中,
需求的产品结构和需求水平在增加中国劳动力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均

拉动就业增长０８４％和０４３％,而需求的构成结构主要表现为负向的拉动作

用,但影响微弱.加入 WTO后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国外需求产品结构年均增

加就业１１３９万人 (１５２％),是国外需求水平拉动就业的２５倍;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大幅下跌,导致国外需求水平、需求

的产品结构和构成结构对就业均呈负向的拉动作用,使就业增长率下降

０２８％.这一结果表明,尽管近年来扩大内需政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但仅是需求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劳动力就业,而国内需求的结构

变化却抑制了劳动力就业增加.

图４　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三)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进一步对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进行分解.根据 WIOD中

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最终需求有五个构成部分,即家庭消费需求、政府消费

需求、非营利组织消费需求、固定资产形成需求和存货变化需求.前三项为

消费需求,后两项为投资需求.
图５显示了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样

本研究期间,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年均减少就业２９２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下

降０３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对就业呈负向拉动作用主要

是由于存货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下降,即投资下降所致;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投资

需求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上升,但家庭消费占比大幅下滑,使得构

成结构对劳动力就业仍然是负向的拉动作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消费需求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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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消费需求继续大幅下滑,尽管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推出的 “四万亿计

划”１６使投资需求增加,但仍无法抵消消费需求下降所带来的负向作用.总体

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中,投资需求上升增加了劳动

力就业,消费需求下降减少了劳动力就业,且消费需求下降对劳动力就业的

负向作用大于投资需求上升对劳动力就业的正向作用,使得国内需求的构成

结构变化减少了劳动力就业.图５结果表明,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对劳

动力就业的负向影响主要由家庭消费需求下降导致.

２００９年,中国家庭消费需求占比为３６２％,为 WIOD的４０个国家 (地
区)中的最低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 (地区)平均水平５７４％,相差２１个百

分点;投资率为４８０％,是 WIOD的４０个国家 (地区)中的最高水平,远

高于其他国家 (地区)平均水平２１０％.１７中国消费需求份额相对较小是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中国 “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产物,
有其历史合理性.１８然而,当前国内需求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家庭

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未来

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培育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以最终促

进国内劳动力就业水平提高,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５　国内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注:由于中国国内最终需求中非营利组织消费需求数据均为０,因此,将这一类别最

终需求删去.

图６显示了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样

本研究期间,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较小,且

总体表现为负向的拉动作用,年均减少就业１６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下降

１６ ２００８年９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为了应对这种

危局,中国政府新增投资４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后来被一些媒体和经济

学人士称为 “四万亿计划”.
１７ 作者根据 WIOD中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出.
１８ 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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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存货变化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下降,即投资下降,导

致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呈负向的拉动作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存货占最终需求的

比重增加,使得国外需求对劳动力就业呈微弱的正向拉动作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固定资产形成和存货变化需求下降,尽管消费需求

有所上升,但对就业拉动作用小于投资下降带来的负向影响,国外需求的构

成结构变化仍然减少了中国劳动力就业.总体来看,除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金融危

机期间外,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影响也

较小.

图６　国外需求的构成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四)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进一步对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进行分解.最终需求在３５
个产品部门间进行分配,为了更清晰地看出需求的产品结构差异,将３５个产

品部门合并为九大产品部门以便分析,即农业,矿业,低技术制造业,中低

技术制造业,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通讯业,商务服务业和

其他服务业１９.

１９ 农业包括:C１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矿业包括:C２矿业和采石业;低技术制造业包括:C３食

品、饮料制造及烟草,C４纺织业,C５皮革及鞋类制品业,C６木材、软木及其制品业,C７造纸、印刷

及出版业,C１６其他制造业及废弃资源和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C８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１０橡胶及塑料制品,C１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１２金属制品业;中高技术和高

技术制造业包括:C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C１３机械设备制造业,C１４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
C１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包括:C１８建筑业;运输、通讯业包括:C２３内陆运输业,C２４水上

运输业,C２５航空运输业,C２６其他辅助性运输业和运输代理业,C２７邮政通信业;商务服务业包括:
C２８金融业,C３０设备租赁及其他商业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包括:C１７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C１９
汽车摩托车销售和维修、燃料零售业,C２０除汽车、摩托车外的商品批发、代理销售业,C２１除汽车、
摩托车外的商品零售业,C２２酒店餐饮业,C２９房地产业,C３１公共管理、国防及社会保障业,C３２教

育,C３３医疗卫生和社会工作,C３４其他社会、社区和个人服务业,C３５家庭雇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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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显示了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样本研

究期间,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年均减少就业８２４万人,使就业增长率下降

１１２％,各阶段均表现为负向拉动作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正处于由农业

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阶段,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为对农业部门产品需求下降、对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产品需求上升

但上升幅度较小.１９９５年农业部门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为１５３％,２００９年已

下降为５８％,农业部门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该部门需求下降必然会大

量减少劳动力就业.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农业需求下降年均减少就业１２３５万人

(－１６８％);制造业需求上升年均增加就业９０万人 (０１３％),其中,中高

和高技术制造业需求上升拉动的劳动力就业较多;服务业需求上升年均增加

３２３万人 (０４４％),其中,其他服务业需求上升拉动的劳动力就业较多.因

此,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总体上减少了劳动力就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上升,但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需求不足.因此,促进需求的产品结构升级刻不容缓.

图７　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图８显示了国外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如图８
所示,国外需求的产品结构在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年均拉动就业增加６１８万人 (０８４％).国外需求中,对低技

术制造业、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产品需求上升是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

主要因素.特别是加入 WTO后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国外需求对低技术制造

业、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的需求大幅增加,分别年均增加就业 ２７７ 万人

(０３７％)和２５９万人 (０３５％),显著拉动了国内劳动力就业.具体行业来

看,国外需求对低技术制造业中的 “纺织业”部门 (C４)、中高和高技术制造

业中的 “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部门 (C１４)需求大幅上升,这两个部门也

正是中国的优势出口部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低技术制

造业需求大幅下降,特别是对 “纺织业”(C４)需求大幅下降,使得国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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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就业呈负向的拉动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优势

出口部门对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也易受到国外需求波动的影

响.因此,稳定出口对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有重要意义.

图８　国外需求的产品结构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

(五)稳健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结构分解中更为复杂和准确的 “加权平均法” (DietzenＧ

bacherandLos,１９９８;李景华,２００４)对文章的测算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根据 “加权平均法”,当被分解的因素有n 个时,SDA 分解的形式共有n!

个,每一个因素的表达式有２n－１个,然后对所有分解方式进行加权平均.根

据 “加权平均法”,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ΔE 可以分解为:

ΔE＝[１
３× (Δe)L０Y０＋

１
６× (Δe)L０Y１＋

１
６× (Δe)L１Y０＋

１
３× (Δe)L１Y１]

  
劳动投入系数变动效应C(Δe)

＋[１
３×e０ (ΔL)Y０＋

１
６×e１ (ΔL)Y０＋

１
６×e０ (ΔL)Y１＋

１
３×e１ (ΔL)Y１]

  
生产分工变动效应C(ΔL)

＋[１
３×e０L０ (ΔY)＋

１
６×e０L１ (ΔY)＋

１
６×e１L０ (ΔY)＋

１
３×e１L１ (ΔY)]

  
最终需求变动效应C(ΔY)

．

(２５)

同理,最终需求变化的结构分解可表示为,以国内需求的变化ΔYd 为例:

ΔYd＝[１
３×(Δyd)B０

dD０
d＋

１
６×(Δyd)B０

dD１
d＋

１
６×(Δyd)B１

dD０
d＋

１
３×(Δyd)B１

dD１
d]＋[１

３×y０
d(ΔBd)D０

d＋
１
６×y１

d(ΔBd)D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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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y０

d(ΔBd)D１
d＋

１
３×y１

d(ΔBd)D１
d]＋[１

３×y０
dB０

d(ΔDd)＋

１
６×y１

dB０
d(ΔDd)＋

１
６×y０

dB１
d(ΔDd)＋

１
３×y１

dB１
d(ΔDd)]． (２６)

将式 (２６)代入式 (２５)中,可得到国内需求水平变化、国内需求的产

品结构和构成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国外需求变化对中

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可依此类推.
采用 “加权平均法”对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进行分层式结

构分解结果显示: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劳动投入系数变化是抑制劳动力就业增

加的主要因素;生产分工变化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重要因素;最终

需求变化是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国内需求增加是

劳动力就业增加的主要动力;国内需求中,需求水平是就业增加的关键因素,
需求结构影响较小且呈负向拉动作用;国外需求中,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共

同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２０基于 “加权平均法”的分解结果与基于 “两极分解

法”的分解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测算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的扩展分析

鉴于 WIOD中社会经济核算账户 (SEA)仅包含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就业数

据,不能反映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最新情况,本文进一步根据２０１６年 WIOD发

布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世界投入产出表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就业进行扩展

分析.由于无法获得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各行业劳动投入系数数据,本文采用趋

势递推法,根据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递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劳动投入系数.同时,鉴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包含４４个

国家 (地区)和５６个部门 (ISICRev４),本文将５６个部门合并为３４个部

门２１以匹配劳动投入系数.
为了甄别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国外需求变化和国内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

波动的影响,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进行结构分解.２２金融危机

过后,中国出口贸易经历了较大的起伏,根据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变化,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样本期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出口复苏阶段和

２０ 限于篇幅,稳健性分析结果未予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来函索取.
２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纺织业 (C４)和皮革及鞋类制品业 (C５)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投入产

出表中仅为一个部门,即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业.因此,合并部门后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投入产出表包含

３４个部门,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业的劳动投入系数根据２０１１年纺织业 (C４)和皮革及鞋类制品业

(C５)的产值比例进行加权平均.
２２ 由于无法获得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WIOTs中所有国家 (地区)所有部门的价格平减指数,本文参考 Los
etal (２０１５)的方法,采用中国的 GDP平减指数和年平均汇价对现价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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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出口增速下降阶段.２３表１显示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

就业波动的结构分解.与前文结论一致,劳动投入系数变化仍是抑制就业增

加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变化是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因素,生产

分工变化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重要因素.表１结果显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国内需求增加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凸显,年均增加就业６１８２万人,
是国外需求增加拉动就业的８倍,远高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平均水平;国外需

求较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回升,年均增加就业７７８万人,但远低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年均１６２５万人的就业创造.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受出口增速下降和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的影响,国内需求变化和国外需求变化拉动的就业较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国外需求变化年均仅增加２１万的就业,对中国劳

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微弱.此外,国内需求中,需求水平仍是影响劳动力就

业波动的关键性因素,需求的产品结构和需求的构成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较小,与前文结论一致.国外需求中,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需求水平

下降减少了中国劳动力就业,但需求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变化是拉动中国劳

动力就业增加的重要因素.表１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前文的结论,国内需求是

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动力,并且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表１显示,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国内需求变化拉动的

劳动力就业相比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也有所下降.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增速进

一步放缓,年均增速仅为６８％.同时,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口增速继

金融危机过后再度出现负增长,分别为－１８％和－２１％,出口形势严峻.
因此,必须警惕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和出口进一步下滑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结构分解

影响因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就业波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就业波动

劳动投入系数 －４６４７ (－６０８) －７２４８ (－９０２)

生产分工 －３４５ (－０４５) １６８８ (２１０)

最终需求 ６９６１ (９１１) ４６９５ (５８４)

　国内需求 ６１８２ (８０９) ４６７４ (５８２)

　国内需求水平 ６３７３ (８３４) ４６９１ (５８４)

　国内需求产品结构 －４３８ (－０５７) ７３ (００９)

　　农业 －４８７ (－０６４) －２５６ (－０３２)

　　矿业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２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中国出口增速迅速回弹,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年均增速为２２８％,但自

２０１２年起,受全球贸易减速 (Hoekman,２０１５)的影响,中国出口出现了明显的增速下降,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中国出口贸易平均增速仅为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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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因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就业波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就业波动

　　低技术制造业 ５２ (００７) －３４ (－００４)

　　中低技术制造业 １０ (００１) －１０ (－００１)

　　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 ５６ (００７) －３３ (－００４)

　　建筑业 １０５ (０１４) １１０ (０１４)

　　运输、通讯业 ２７ (００４) １９ (００２)

　　商务服务业 ４９ (００６) １ (０００)

　　其他服务业 －２５０ (－０３３) ２７６ (０３４)

　国内需求构成结构 ２４７ (０３２) －９１ (－０１１)

　　家庭消费 ２０９ (０２７) ８９ (０１１)

　　政府消费 １２１ (０１６) ８６ (０１１)

　　固定资产形成 －３２５ (－０４２) －３ (０００)

　　存货变化 ２４２ (０３２) －２６３ (－０３３)

　国外需求 ７７８ (１０２) ２１ (００３)

　国外需求水平 －２４３ (－０３２) －３４８ (－０４３)

　国外需求产品结构 ８７５ (１１４) ３５８ (０４５)

　　农业 ２４ (００３) －５ (－００１)

　　矿业 ５ (００１) １ (０００)

　　低技术制造业 ３００ (０３９) １９５ (０２４)

　　中低技术制造业 ３３ (００４) １４ (００２)

　　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 ４０２ (０５３) ５６ (００７)

　　建筑业 －５ (－００１) ３８ (００５)

　　运输通讯业 －５ (－００１) ３８ (００５)

　　商务服务业 －５ (－００１) ４ (０００)

　　其他服务业 １２８ (０１７) ５３ (００７)

　国外需求构成结构 １４６ (０１９) １２ (００１)

　　家庭消费 －８６ (－０１１) ３２ (００４)

　　非营利组织消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政府消费 －１６(－００２) －６ (－００１)

　　固定资产形成 －１０ (－００１) ３ (０００)

　　存货变化 ２５８ (０３４) －１７ (－００２)

　　注:表中数值表示各因素引起的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绝对变化量,单位为万人;括号内的数值

表示各因素引起的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相对变化量,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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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 GMRIO模型,本文运用分层式结构分解法测算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需

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并进一步估算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需求变

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本文结果显示:
第一,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因素中,劳动投入系数变化是抑制劳

动力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生产分工变化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重要

因素;最终需求变化是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决定性因素.最终需求变

化增加的劳动力就业抵消了劳动投入系数变化带来的负效应,使得中国劳动

力就业的总效应为正.
第二,最终需求变化中,国内需求变化是拉动中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主

要动力,国外需求变化在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出口繁荣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增加,此阶段国内需求变化

拉动的就业仅是国外需求变化拉动就业的２５倍,但２００７年后国外需求对劳

动力就业的创造效应呈下降趋势.
第三,国内需求中,需求水平是促进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性因素,需

求的产品结构和需求的构成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较小,且呈负向的拉动

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国外

需求中,中国劳动力就业受国外需求水平和国外需求结构的共同影响,特别

是国外需求的产品结构,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
进一步的扩展分析表明,２００９年以来,国内需求仍然是拉动中国劳动力

就业的主要动力,并且其重要性不断增加,国外需求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贡

献不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国内需求变化和国外需求变化

拉动的劳动力就业均有所下降,因此,必须警惕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和出口进

一步下滑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的新形势下,中国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一个爬坡跨坎的

紧要阶段.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稳定并促进国内劳动力就业是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重要的启示

和政策含义.
第一,构建国内需求促进劳动力就业的长效机制.
首先,重点培育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协调发展.长

期以来的 “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

随着外需与投资增速放缓,居民的 “高储蓄、低消费”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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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培育与提升居民的消费

需求,关键不仅在于要提高居民收入,还要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各项社

会保障措施,促进居民购买力的释放.
其次,优化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从供给层面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文章结果表明,国内需求的产品结构对劳动力就业呈负向拉动作用,主

要表现为制造业需求和服务业需求不足.这主要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以及国内产品服务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匹配导致.对此,中国政府应该一方面

继续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重点发展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和现代

服务业,不断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国内服务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条

件,切实提高中国企业的供给能力,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解决市场

供求结构失衡问题,从而根本上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
第二,稳定和发展国外需求.
国外需求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但是,随着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减弱,以 “低端嵌入”的方

式获取贸易与生产利益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对此,一方面,中国政府需

要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把更

多中、高端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促进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部分的延伸;另

一方面,中国也需培育和提高本土企业的高技术、高资本中间产品的生产

能力,促进传统的优势出口部门转型升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促进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高位嵌

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以创造与带动更

多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就业,无疑是稳定与提升国内劳动力就业水平的一

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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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globalmultiＧregionalinputＧoutputmodel,westudytheeffectsof

changeindomesticandforeigndemandonChinasemploymentfluctuationduringtheperiod

of１９９５Ｇ２０１４．Wefindthatchangeindomesticdemand wasthe majorfactorto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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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employment;changeinforeigndemandpromotedChinasemploymentremarkably

between２００１and２００７,whichwastwoＧfifthofdomesticdemand,butitsimportancewas

fallinglater．WealsofindthatthelevelofdomesticdemandwascrucialtoChinasemployＧ

mentgrowth,whilethestructurehadlessandnegativeeffect;boththelevelandthe

structureofforeigndemandhadeffectonChinasemployment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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