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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

蔡　窻　张丹丹　刘雅玄

　　内容提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
验。其中疫情防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复苏，特别值得深入讨论。本文利用 ２０２０年
３月初到１１月底对５６００多名从业者的个体追踪数据，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
市场遭受的冲击。研究发现，从业者复工率从 ３月初的 ６３１％提高到 ６月中旬的
８４２％，截至１１月底恢复到８９７％；从业者的失业率从６月中旬到 １１月底降低了 ６０％，
达到４４％。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即尽管中国就业形势一度受到疫
情的猛烈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就业趋势整

体向好。此外，本文利用回归技术分析了 封 等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进而对

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发现，地区层面的疫情防控措施显著降低了从业者个体复

工的可能性，复工不足会对从业者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倾向于短

期。本文的结论强调了应对短期的就业冲击，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应做好“稳就业”工作，

尽量减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需尽快制定针对失业群体的帮扶政策，“保基本民生”，

减少贫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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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大流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简称“新冠疫情”）。截至１２月底，新冠疫情波及了 ２１８个国家，全世界确诊的人数超过了 ８３００
万，造成逾１８０万人的死亡（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后，新冠疫情在
很多国家出现二次暴发，两个月内全球确诊人数翻了一番。为应对这场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纷纷出

台了“封城”和“社交隔离”等抗疫措施。但是在执行强度上，各国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

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疫情防控，疫情因此得到迅速控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则寄希望于

“群体免疫”，管控措施较为松散。面对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在“要经济还是要健康”二

选一的命题中纠结不定。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也因此饱受争议。对此争论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这些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是否会带来，抑或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损失并由此产生额外的健康

成本？

国外疫情防控的失利对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冲击。据世界银行 ２０２０年 ６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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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全球 ＧＤＰ在２０２０年将下降５％，发达国家下降幅度达 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２０）。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预测，２０２０年 ＯＥＣＤ国家
ＧＤＰ下降 ６％—１２％（ＯＥＣＤ，２０２０）。国际劳工组织估计（ｉｎｔｅ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ＬＯ）
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损失４亿个就业机会（ＩＬＯ，２０２０）。ＯＥＣＤ预测 ２０２０年其成员国的
失业率会达到两位数，将是第一季度失业率（５３％）的两倍以上（ＯＥＣＤ，２０２０）。

中国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通过武汉 等严格的防控手段，在短短三个月内打赢了阶段

性的抗疫之战，创造了武汉新增确诊人数归零的公共卫生奇迹。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② 大量的研究也佐证了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

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收益（Ｑ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ｚｚ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Ｌ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Ｈｓ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Ｑ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劳动力

市场上。春节后由于各地交通的大规模阻断，返乡劳动力无法及时返城复工，再加上居家隔离令使

得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等原因，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劳动需求下降。这使得很多企业无法正

常开工，全国劳动力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少研究强调了２０２０年２月的企业复工率低的问
题（李辉文等，２０２０；朱武祥等，２０２０；易簊等，２０２０）以及个体经营者遭受的短期损失（王靖一等，
２０２０）。③ 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月度调查失业率显示，２０２０年 ２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创２０１８年１月以来的最高记录到 ６２％。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
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不同就业群

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回答这些问题将

有助于厘清严格的防控措施的成本及收益，从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利用对从业者群体的个体追踪数据，全面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

击和恢复的过程。本文借助“腾讯企鹅智库”平台进行了“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利用该平

台上随机抽取的１０万以上微信用户，随机选取了 ５６００多名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处于就业状态的从业人
员，从３月初开始到１１月底持续对其进行追踪研究。④ 本文关注疫情期间个体劳动力的福利状况
变化，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１）２０２０年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到的冲击及
恢复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不同类型劳动力群体间的差异；（２）疫情防控措施对从业
人员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３）从业人员的就业不足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冲击，以及该影响是否在
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本文的分析发现：其一，全国复工率从 ２０２０年 ３月初的 ６３１％提高到 ６月中旬的 ８４２％，截
至 １１月底恢复到８９７％；失业率从６月中旬的１１％，降低到１１月底的４４％。疫情冲击下的就业
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即尽管劳动力市场在２月初的复工率曾低至１２％，但随着３月后疫情防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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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抗疫历程来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武汉采取了 措施后，中国各级政府开启了“一级应急响应”，不少地区

采取了 和封小区等严格的防控措施。这些防控措施起到了显著的控制疫情传播的作用，２月底至 ３月初，疫情防控效果初步
显现，各地新增病例大幅减少。４月份后各地陆续放松管控措施，应急响应标准逐步降级。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９／ｃ＿１１２６６７４１４７ｈｔｍ。
李辉文等（２０２０）利用“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调查”数据说明了２０２０年２月 １０日前，２０００多家样本企业中有近八成没有

复工。朱武祥等（２０２０）利用数百家中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发现，２０２０年 ２月中旬前企业的复工率不足 ６０％，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
大，有７０％没有复工，如不尽快开工，８５％的中小微企业现金余额维持不到年中。王靖一等（２０２０）估算出疫情对个体经营户造成
严重的冲击，营业额下降了５０％。

腾讯智库平台拥有取样自微信用户的１０万以上被访样本库，并可利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特征标签对样本进行筛选抽
样，并可利用微信对其进行在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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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开展，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其二，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显

示， 政策使得复工进度明显放缓；回归系数显示 会导致个体复工的可能性下降１３个百分
点。其三，从业人员沦为失业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并降低了整体幸福感。研究表

明，新冠疫情确实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导致失业问题凸显、收入水平显著下

降，从业者心理健康遭受损失；但是这一影响具有短期性，到 ２０２０年底就业形势转好，从业者的心
理健康也得到明显改善。本文强调采取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对策，早日结束新冠危机确实是恢复

经济、确保民众健康的治本之选；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要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考量经济成本，尤其

要关照弱势群体，将防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降到最小。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议题上，迄今少有研究关注疫情对劳动力群体

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关注从业者的就业变化、收入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

足。第二，从政策含义上，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民生问题，评估“六稳”和“六保”特别是

稳定和保障就业的效果，以及实施“十四五”规划，都需要充分了解中国从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就

业状态。此外，由于国外疫情防控普遍失利，２０２０年末开始了二次暴发，防控任务仍非常艰巨。本
文对２０２０年中国防控经验进行评估和总结，为国外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借鉴。第三，从分
析数据上，本研究利用的从业人员个体追踪数据，是疫情期间国内唯一的大样本个体追踪数据，覆

盖了２０２０年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全国从业群体在地域和行业层面有较好的代表性。相对
于宏观数据，个体层面的信息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判断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调查数据中包

含了详细的就业测度内容，可以更为准确地评估劳动力市场恢复情况。调查信息覆盖了从 ２０１９年
底到疫情暴发期，再到经济复苏的全阶段，可以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冲击。第四，

从研究方法上，防疫政策制定的内生性问题是对其经济效果评估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也是现有研究

尚未解决的识别问题。本文利用追踪数据的优势，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排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和不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时间趋势的影响。这些

分析手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防控措施制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识别疫情防控措施的真实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疫情防控措施制定和实施

的情况，并综述防控措施对就业和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第三部分描述“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

查数据的基本特征，复盘复工进度，估算失业率；第四部分利用个体数据，分析防控措施对从业者复

工进度影响，以及不同就业状态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机制；第五部分是对中国

疫情期防控措施的整体分析，阐述“一级响应”与复工的关系，并根据不同省份的执行差异分析政

策逻辑；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及其影响综述

（一）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分析

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其传染性强，死亡率也高

于一般的传染病，①一旦疫情暴发，就会迅速传播并会引起医疗挤兑，因此各国均积极采取措施抑

制疫情的大规模流行。根据牛津大学防控政策追踪网站（ＯｘＣＧＲＴ）收集的信息，普遍采取的公共
卫生措施主要有六项，包括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共集聚性活动、下达居家隔离令、暂停市内

公共交通运行、限制国内跨区域人口流动及国际旅行等。各国政府在采取以上防控措施的种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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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最新推算和一些医学的最新研究（Ｐｏｌｌ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Ｈａｖ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全球实际感染人数
远高于确诊病例报告数，全球人口中约有５％—１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据此计算全球确诊病例应至少达到 ４亿。相对于季节
性流感的病死率０１％—０２％，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死亡率在３％—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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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实施强度和执行时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引发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公众以及学者

的激烈讨论。

比较来看，各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强度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形：一边是不惜代价的“严防严

控”，如中国、意大利；另一边是不愿意采取严格的疾病预防措施，甚至明确宣布将会诉诸“群体免

疫”，比如美国、瑞典。这两个极端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逻辑，前者将 ＣＯＶＩＤ－
１９的防控作为首要任务，后者则是把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放在首位考虑。图１以中国、美国、意大
利和韩国为例，展示了各国防控措施的执行时点、响应程度及其与疫情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

图 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措施响应指数与疫情发展速度：以 ４国为例
　　注：图中原始数据（累计确诊病例、开始有确诊病例后的天数、政府响应指数）均来自 ＯｘＣＧＲＴ网站（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６日）。其中，政府响应指数的计算是基于各国防控措施类型的选择和单个政策实施

范围两方面的综合打分，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该指数反应了疫情期间政策响应的强弱程度。

如图所示，从防控效果来看（见图 １中的实线），中国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其累计
确诊人数在防控措施执行３０天内达到了８万后便稳定下来，不再明显增长。相比之下，意大利尽
管执行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响应指数达到 ８０），但是其用了 ２—３个月才将疫情控制在累计确
诊２３万人的平台期。在这一水平维持了２—３个月后，又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面对 ２０２０年入冬
后疫情的二次暴发，意大利并没有做出积极的政策响应，甚至下调了防控等级。韩国的感染人数控

制在２万以下，变化趋势与意大利类似，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出现反弹，其防控措施也没
有做出适时的调整。美国是一个特例，其确诊人数从２０２０年３月到１２月持续增加，无明显放缓趋
势，截至１２月底确诊人数逼近２０００万，每日新增病例达２０万，为世界之最（ＷＨＯ，２０２０）。随着疫
情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防控措施反而有放松的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疫情保持稳定的

前提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甚至提升了防控等级（响应指数达到 ８０），到 ９月底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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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的降级。中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随即放松防控措施的做法存在明显的不

同，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并未发生疫情的大规模二次暴发。

从各国采取防控措施的反应时间上看（见图 １中虚线），中国缺乏对新冠疫情的了解和应对经
验，反应时间相对长。其他国家基于中国 的经验，不同程度地提前进行了疫情防控，其中韩

国提前防控的力度最大。而中国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后即作出了积极且迅速的反应，几乎是一夜之

间将防控级别抬高到其他国家的平均应对水平（响应指数 ６０），并持续保持在最严格的防控等级
上。相比，美国则是反应速度最慢、决策最为犹豫的国家，用了十几天的时间，美国防控的响应指

数才达到其他三国初期防控的标准（响应指数６０）。
由此可见，防控措施的强度选择和执行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总的来说，中国采取的是

“速战速决”的防控策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为了预防其再次反弹，更是持续性地采取了严

格的防控手段。韩国和意大利则选择在早期积极防控，疫情增速放缓后便即刻防控降级，但是两国

此后都经历了疫情的严重反弹。而美国在防控手段失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松了防控，导致了疫情

的更大范围扩散和失控。相比之下，中国严格的防控确实取得了突出的疫情控制效果，尽管可能会

对经济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但是唯有早日控制新冠病毒的肆虐才能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二）防控措施对就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美国、印度和韩国的研究显示，疫情期间 等防控措施会对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间、居民

收入等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失业率的显著提高。以美国为例，失业率从 ２０２０年 ２月的 ３５％上
升到４月的１４７％，截至４月９日有１４００万—２０００万劳动者陷入失业。研究表明，美国疫情对就
业的冲击远超过“大萧条”时期，劳动参与率也史无前例地下降了 ７个百分点（Ｂｏｒｊａｓ，２０２０；Ｃｏｉｂｉ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印度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宣布实施史上最严格的 ，此后近１３亿印度居民暂停了
所有的社会和经济活动，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发现印度的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居民收入下降

了５７％，工作时间减少了７３％。韩国则没有实施大规模封城，而疫情的扩散对其就业存在直接冲
击，即感染人数每增加千分之一会导致 ２％—３％的就业下降（Ａｕ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Ａｕｍ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ｂ）以韩国为例比较了不同类型防控措施的效果及其经济成本。其研究表明“锁定感染目标”
是最有效也是经济成本最低的防控手段。

此外，大量的研究关注疫情防控期 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人们

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下降，特别是女性、移民、非正规就业和年轻劳动力更可能在就业和心理层面

受到疫情的重创。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在一次针对中国居民的网络调查中发现， 期间中国居民

总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以及压力感均显著上升，且女性与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Ｂｒｏｄｅｕ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利用谷歌搜索数据发现，在 期间，欧洲和美国人对关键字“无聊”“孤独”“焦虑”和“悲

伤”的搜索频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并推测是 措施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Ｇｕａｌａｎｏ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Ｒｏｓ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和 Ａｒａｇｏ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的研究发现，意大利 期间当地居民的抑郁

与焦虑症状均明显上升，总体睡眠质量下降，失眠症状增加。Ｈｏｌｍ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认为英国 而

导致的社交隔离可能会使得一些自杀和自残等行为明显增加，并且这一影响会因失业率上升、经济

冲击和贫困加剧而增加。Ｐｉｅｈ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发现疫情 期间，奥地利居民的总体抑郁和焦虑水平分

别为新冠疫情前的５倍和３倍，并且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显著低于疫情出现前的水平。Ｎａｎｄａ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印度外来务工人员在 期间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社保，并陷入焦虑与抑郁。

以上文献探讨了各国在 背景下个体从业者遭受的就业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但是这些已

有研究无法分析 等防控措施对就业影响的因果关系，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

制。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和经济下行对个体心理健

康影响的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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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一）调查数据的介绍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

借助“腾讯企鹅智库”的在线调查平台展开。研究团队从该平台上的 １０万以上活跃微信用户中筛
选出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访者并进行追踪调查。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

此，被试者选择的是２０１９年底处于就业状态且年龄在１６—６５岁的从业群体。基期调查于 ２０２０年
３月初进行，研究团队随机抽取了从业人员样本并进行问卷投放，最终调查回收率为 ５６８％，共得
到样本观测值５８６６个，其中有效样本观测值 ５６７４个。调查内容涉及从业人员的详细个人和家庭
基本信息、疫情期的生活安排、复工情况、心理健康和行为测度。① ２０２０年６月中旬，研究团队对全
部样本进行了第一次追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 ９３５％。１１月底，研究团队对样本进行了第二次追
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９５１％。三次调查全部信息齐备的样本观测值共计 ４５３９个。本文的分析
将基于基期２０２０年３月初收集的５６７４个样本观测值、６月中旬追踪的５０２７个样本观测值以及 １１
月底追踪的４５３９个样本观测值构成的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展开。②

尽管“腾讯企鹅智库”平台上的从业者微信用户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和各行各业，对就业群体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其用户具有网民群体的年纪轻、高学历等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公布的２０１８年底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分地区分行业的分布情况看，基期５６７４个样本观测值中
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略高，信息和 ＩＴ行业从业人员代表性过高，而批发和零售业的代表
性过低。为了使得抽样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我们采用 ２０１５年 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
据，计算了从业人员在省份、行业、性别、年龄、教育、户口类型共 ６个维度的多重分组权重，并利用
此权重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加权处理后的调查样本可以对全国的情况进行推断。③

调整权重后，基期５６７４个样本中男性占６０％，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３年，平均年龄为 ３５５岁，
已婚比例为６８８％；城镇户籍非农劳动力占 ４８８％，农民工群体占比 ２５２％；５８６％从事白领工
作，私企员工超过 ３０％，个体经营者占 １２４％；２０１９年平均月收入为 ６２７９元。从地区分布来看，
５６７４个样本来自 ３１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３２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占全国 ３３４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９７３％，说明调查样本有广泛的区域代表性。

（二）就业变化趋势与失业率测算

表１中描述了２０１９年底的从业者在２０２０年３月初、６月中旬和１１月底三个时点的就业、收入
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从整体复工趋势来看，３月初到 ６月中旬，就业比率从 ６３１％提高到 ８４２％，
截至１１月底恢复到 ８９７％。从失业比率来看，３月初和 ６月中旬的从业者自报失业率分别为
７５％和１１％。根据１１月底的第三期调查中提供的信息，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失业的标准定义

９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①

②

③

本文在基期和第三期调查中分别随机抽选了１８９７个和１６４６个样本人员参与了经济学游戏，游戏内容涉及风险偏好、时
间偏好和利他，这些信息在本研究中未被采用。

本文比较了两期追踪数据和基期样本的基本特征，结果显示三期数据的样本特征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说明从 ２０２０年
３月到１１月数据追踪过程导致的样本流失是随机发生的。此外，我们使用平衡面板和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一致的估计
结果。两期追踪数据和基期样本的基本特征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本文对加权调整后调查数据的分省和分行业分布和２０１５年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分布进行了统计检验。经
加权调整后，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ｓｉｇｎｅｄｒａｎｋ检验显示，不能拒绝“本次网络调查数据的分省分行业分布和 ２０１５年 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的分布是相等的”这一假设。这表明，我们的调查数据和全国劳动力在采用 ６个维度的分布的加权调整后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于篇幅有限，调查数据的分省和分行业分布和２０１５年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分布对比未包含在正文中，如有需要可
向作者索取。



测算的从业人员失业率为４４％。① 此外，根据全部三期数据的工作状态变化情况和追踪率，本文
进一步测算了基于基期 ５６７４个样本的 １１月底的失业率，其可能范围在 ２６％—７６％之间。② 无
论基于哪种测算方法，都可以判断从业者群体的失业率从６月到１１月底显著下降了。进一步的分
析发现，６月中旬１１％的失业者中有一半以上在 １１月实现了再就业，只有 ２５％从 ６月中旬到 １１
月底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佐证了从业者群体就业状态的改善。但是需注意的是，以上测算是对从业

人员就业状况在不同时点上的比较，无法对全国整体的失业率进行推算。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使用

的是２０１９年底从业人员追踪样本，无法涵盖２０２０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失业状况。
总的来说，２０２０年内复工进度明显提升，就业率从 ３月初到 １１月底明显改善，失业率在年中

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就业趋势呈现明显的“Ｖ”型特征。但不容忽视的是，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疫情对
就业市场的短期冲击尚未完全消失，周期性失业问题需引起重视，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

务仍存在挑战。

表１ 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０２０年

３月初

２０２０年

６月中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底

２０２０年 ６月与

２０２０年 ３月相比③

工作状况

在工作（％） １００ ６３０６ ８４２２ ８９６９ ２１１６

工作强度与 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④ １００ ５１６３ ８０２０ ２８５７

％工作状态

回单位复工 １００ ４４１２ ７５４５ ３１３３

在家工作 ０ １８９５ ８７６ －１０１９

没有复工 ０ ２９４４ ４７３ －２４７１

失业 ０ ７５０ １１０５ ４４ ３５５

收入

月劳动收入（元／月）⑤
６２７８５９

（７０６６２３）

４０４３０１

（８９７２３１）

５１３０３８

（１０１５５５２）

５８６７０７

（５８５０４２）
１０８７３７

是 ２０１９年平均收入的％ １００ ６４３９ ８１７１ ８５１８ １７３２

样本量 ５６７４ ５６７４ ５０２７ ４５３９ ５０２７

　　注：数值均加权处理。括号内为未加权的标准差。显著性为 ｔ检验结果，、、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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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中使用的失业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中，当前没有工作，但可以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

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的第三期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过去一周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目前是否在积极寻找工作”以及
“是否能够在找到工作后两周内上岗”这三个问题，据此得到该失业测算。

测算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从业人员失业率的数值差异来自于对未追踪样本在１１月底就业状态的不同假设以及对退出劳动力
市场劳动力的不同定义。

这里本文只比较了２０２０年６月和３月的变化，原因是１１月的调查使用的是与国家统计局一致的失业测量，与前两期调
查在问法上存在差异；此外，收入情况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询问的是收入分组情况以及相对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变化情况，也与前两期调查
在问法上存在差异。为了统计指标的一致考虑，这里只分析了 ３—６月各指标的变化趋势。

由于存在已复工但是工作量未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情况，为了反映真实的就业恢复情况，６月中旬我们询问了工作量的
恢复情况并计算了工作量加权的复工率，按工作量计算的复工率为８０％，说明当时尚有２０％的劳动力没有复工或工作量不足。进
一步将从业人员的就业状态分成“回单位复工”“在家工作”“尚未复工”和“失业”四种状态，则可以清晰地发现复工情况逐渐出现

两极化趋势，即正常回单位复工的从业人员和陷入失业的从业人员均显著增加。

２０１９年的收入为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２０２０年３月和６月的劳动收入为上个月的月收入。１１月的劳动收入是根据收入
组上下限的中值计算的平均收入。



对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份失业群体的描述分析发现，失业群体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７８％），已婚群体
占６８％，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占８２％。这可能说明了疫情期间学校和育儿机构的关闭，对有子女的
家庭带来了挑战，职场妈妈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冲击。从年龄分布上看，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劳

动年龄段群体（２５—４５岁），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失业对其家庭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此
外，在失业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占失业者的 ２９％。农民工的失业率为 ５３％，高于
总体从业者失业率的４４％。这说明，相比本地劳动力，农民工在疫情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就业
恢复速度也更为缓慢。此外，失业者有教育水平低（初中及以下居多）的特点，对再就业存在不利

影响。失业者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和“制造业”，说明这两个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负面冲

击更重更深远。

从失业的时间长度看，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底，失业者平均失业了 ７个月（２１１天），５１％失业
长达半年以上。在失业期间，失业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家人（４７５％）和储蓄（３８１％），仅有
９％靠社保；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８６８％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失业保险仅覆
盖了 ８％的失业人群，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不足 １％，另外只有 １４％的失业者申请到了小
额贷款。

总的来说，失业者作为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具有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失业

时间相对长的特点。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失业者普遍没有得到社会救助，存在陷入长期失业并沦
为贫困的风险。此外，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失业率高于城市本地劳动力，证实了这一群体确实存

在的失业问题。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返乡是主要的应急选择手段，其失业问题常常

被忽视。

（三）复工的动态过程

利用２０２０年６月中旬第二期调查中从业者提供的确切复工日期，我们复盘了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疫情期间从业人员复工的动态过程。图 ２（Ａ—Ｄ）展示了从 ２月 ３日（法定春节假期结束时）到 ６
月１５日（追踪调查日）的每日从业人员复工率，同时，并分行业、城市以及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进
行比较分析，关注不同就业群体的复工进度。

从全国整体复工趋势来看（图２－Ａ），从２０２０年２月初到６月中旬，复工率持续上升；２月３日
春节假期结束时复工率只有１５％，截至６月１５日复工率达到 ８４％；在 ３月初和 ４月初两个时点，
都能看到复工率有明显的提升。３月是复工率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月，大部分复工复产都集中在这
个月，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３月的复工率猛增了３０％左右。４月 ７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了《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４月 ８日武汉市解
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后，“复产复工”被提到更为重要的政策优先位置，此后复工率得以持续

平稳上升。

分行业来看（图２－Ｂ），本文主要关注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复工情况，其中“教育”“住宿和
餐饮业”和“批发和零售业”是复工率最低的三个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五一节后，大部分

地区都实现“复学”，“教育”行业从复工率最低的位置赶超上来，恢复正常运作。“建筑业”的复工

情况则是在３月初反弹，并迅速攀升。需要关注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复工持续走低，截至 ６月中
旬仍处于各行业最低的水平，总体复工率不到 ７４％。此外，“制造业”从业者的复工率为 ８２５％，
“批发和零售业”复工率为８３９％，说明相对去年同期均存在就业不足情况。

分地区来看（图２－Ｃ），上海、深圳和广州，复工趋势与总体趋势相符，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更为
严格，复工进度明显滞后于其他一线城市。武汉作为疫情的暴发中心，处于抗疫的一线，复工复产

最为滞后，２０２０年３月中旬之前复工率保持在２０％以下，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３月
底复工复产进度逐渐加快。而在 ４月 ８日 结束后的一周内，武汉复工率迅速增加了 １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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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０年从业人员复工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

上，之后持续平稳提高，截至６月中旬，复工率已超过９０％。
分户口类型来看（图２－Ｄ），占从业人员调查样本２０％的农民工群体的复工率，要显著低于当

地劳动力，疫情期间由于 和全国大范围的流动限制，农民工的返城复工之路更为艰辛，直到 ６
月中旬，其复工率也比当地劳动力低近５个百分点。

（四）收入冲击

在防疫期间，能否及时复工、复工形式以及就业充足水平对个体收入有重要的影响，疫情对就

业的冲击必然传导到收入层面。表１中显示了从业人员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月、１０月和 ２０１９年的平
均月收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从业者的劳动收入①较去年同期有显著的下降，２月份的劳动收入是
去年同期的６４４％，平均收入下降幅度达３６％，到５月从业者的平均收入明显提升，恢复到去年同
期的８１７％。１０月的平均月劳动收入经测算为５８６７１元，②为去年同期的 ８５２％。可见，从业者
从２０１９年底到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的收入变化也呈现出“Ｖ”型，即触底后反弹的特征。

四、评估新冠防控措施对复工和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 、封小区对复工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１月底—２月初，有 ２７个城市率先采取了 措施，限制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到２月底，全国最终有２４６个城市采取了小区封闭措施，限制市内居民的流动。在分析中，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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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查中我们询问的是上个月的月收入。失业者的收入为 ０，亦考虑在平均收入水平的计算中。
１１月的调查中只询问了从业者的收入区间，这里的测算是计算收入区间的中位数再按每个收入区间的频率加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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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政策变量（ 或者封小区）分析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影响。本文的调查样本共覆盖

３１６个城市，其中有１９个同时采取了 和封小区措施，２３０个只封小区没有采取封城措施，６７个
既没有执行封城也没有采取封小区措施。

为了准确评估 和封小区政策与复工的关系，本文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回归方法，利用２月初到６月中旬每天个体复工状态和各地级市 ／封小区的日期进行匹
配，构建了个体动态面板数据①分析 ／封小区（或解封）②前后复工率的变化。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ｗｏｒｋｉｊｔ ＝α＋β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ｔ＋γ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ｔ＋δｉ＋λｔ＋εｉｊ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ｗｏｒｋｉｊｔ表示在 ｊ市的个体从业者 ｉ在日期 ｔ是否已经复工，对复工我们采用两种不
同的定义，包括“回单位或在家复工”和“回单位复工”。主要的解释变量为防控措施虚拟变量，即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ｔ。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ｔ主要被定义为在日期 ｔ从业者 ｉ当前所在地 ｊ是否采取了 措

施。 措施的等级包括完全 、部分 、设置关卡、不封城四个等级。③为了与相关研究保

持一致，我们将完全 和部分 设定为 变量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此外，我们加入封小
区政策变量，④分析两种疫情封锁措施加总是否会产生叠加效果。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ｔ为当地累计确诊人
数，代表当地疫情的发展程度。⑤ 回归方程（１）中还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δｉ）和日期固定效应
（λｔ）。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对复工的影响，同时可以控制个体所在
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带来的政策选择性问题。日期固定效应去掉了季节性因素、疫情整体控

制情况等共同的时间趋势。β为 ＤＩＤ估计量，即 措施对复工的影响，如果估计的系数显著为

负，则说明 政策显著放缓了复工的进度。

表２中报告了回归的结果。主要估计结果总结为以下几点：（１）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日
期固定效应后， 对个体复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显示 会导致个体复工的可能性

下降１１５—１３２个百分点，显著性为１％。换句话说， 的解除可以使复工率显著提高。（２）单
独执行封小区政策的就业负向影响不显著，但是 和封小区同时执行具有政策叠加效果（将 封

城 和封小区系数加总均为负，且 Ｆ检验在１％水平上显著）。（３）在分析模型中加入随日期变动的
地区级累计确诊人数，本文发现 的负向影响没有改变。

此外，通过加入交互项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和“批发和零售业”的从业人员更易受

到 的影响，农民工复工率比当地劳动力低７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复工率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低２８个百分点。⑥

３１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部分只使用了截至６月中旬的第二期调查数据，其原因在于只有第二期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的复工日期，并据此构建了
个体的日面板数据，而１１月的第三期调查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措施主要在 ２月底前在全国展开，４月后各地
陆续防控降级，其主要影响集中在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由于我们数据的分析区间是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春节假期后第一天）至６月１５日，因此在分析起始的时间，全部９１个采取
严格 措施的样本城市中，已经有１９个样本城市开始了 ，最后一个 的样本城市也是在 ２月 １２日开始 。

对于严格城市样本，我们收集了各地区解封的日期。在我们构建的面板数据中，如果该市在某日期开始“解封”，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ｔ变

量的取值在解封当日由１变为０。截至６月１５日，所有９１个样本城市都完成了“解封”。根据以上对“封城”变量的设定， 政

策的影响则识别了 和解封的平均影响。

完全 是指暂停市内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车通行，市内小区封闭，关闭离开城市的通道；部分 是指暂停大部分公共

交通，入境通道设置检查站，对社区加强管理；设置卡点是指入境通道设置检查站，市内公共交通保持运行。本文使用的 等级

的定义及数据来自 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在各地开始执行 政策后１—２周，小区封闭政策开始被更广泛地执行。小区封闭主要是为了减少城市内部居民的

互动。

在这里本文对当地累计确诊人数进行了加１后再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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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封小区对复工的影响：日面板数据 ＤＩＤ回归结果

回单位或在家复工 回单位复工

（１） （２） （３） （４）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７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７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６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６３）

封小区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６）

ｌｏｇ（１＋累计确诊病例）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封小区（Ｆ检验）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１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３６１８
从业人员样本量 ５０２７

Ｒ２ ０６８１ ０６８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９

　　注：（２）和（４）列中的“封城 ＋封小区（Ｆ检验）”为检验 和封小区两个系数加总的显著性，其代表两个政策同时执行

的效果。

尽管公式（１）中的从业人员个体固定效应有效地排除了个体、地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日期固定效应排除了共同时间趋势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但是仍无法完全解决

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宏观经济对不同个体和地区的短期冲击。

为了说明该识别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进一步使用事件分析法（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对政策执行组和对
比组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①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ｗｏｒｋｉｊｔ ＝α＋∑
Ｍ

ｋ＝ｍ，ｋ≠－１
βｋ·Ｄｊｔ，ｋ＋γ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ｔ＋δｉ＋λｔ＋εｉｊｔ （２）

其中，ｗｏｒｋｉｊｔ表示在 ｊ市的个体从业者 ｉ在日期 ｔ是否已经复工，包括回单位和在家复工。Ｄｊｔ，ｋ为一系
列虚拟变量，表示从业者当前所在地 ｊ在日期 ｔ是否解除 ，基准组为解除 政策前一天的

情况（ｋ＝－１的虚拟变量未放入回归中）。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ｔ为当地累计确诊人数，代表当地疫情的发
展程度。回归方程（２）中还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δｉ）和日期固定效应（λｔ）。

βｋ估计的是防控措施改变（解封）前后不同时间点相对于解封前一天的 地区和未封城地

区的差异，ｋ的取值范围为［－５，１０］。如果估计的系数 βｋ在 ｋ≥ －１后显著为正，则说明解除
显著提升了复工的进度；如果满足平行趋势的要求，则 βｋ在 ｋ≤ －２时接近于０。如果政策变化前，
实验组和对比组没有显著的差异，则可以充分说明事件（政策变化）的发生是独立于该结果变量

（复工）的，即如果干预没有发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应具有平行的趋势，内生性问题无需

考虑。图３为事件分析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解封前， 和未封城城市相对解封前一天没有

明显的差异，而解封后 城市的复工明显好转，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善。该估计结果说明了

公式（１）中采用的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表２中的估计结果说明 政策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关系。

（二）就业受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此前的分析发现，疫情与 等防控措施放缓了复工进度导致部分从业者无法及时复工甚至

失业。对从业者心态的负面影响，必然带来心理健康问题。就业受损可能会通过以下渠道影响个

体的心理健康：（１）直接影响，就业损失或改善可以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２）收入效应，就
业损失或改善通过收入的变化对心理产生影响；（３）间接影响，就业状态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自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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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事件分析中，由于“封城”日期太接近２月３日，我们无法对事前趋势进行检验，因而只针对“解封”进行了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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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事件分析法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

染新冠肺炎的概率，而自身感染概率会影响人们对病毒传播的心理焦虑和恐惧。利用 ２０２０年 ３
月、６月和 １１月的三期调查数据，本文构造了固定效应（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ＦＥ）模型，分析工作状态变
化、收入变化、感染概率变化对不同维度心理健康测度的影响。相比一个时点的截面数据，三期数

据构造的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排除了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

而更接近因果的判断。ＦＥ模型设定如下：
ＭＨｉｊ，ｍ ＝α＋β１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ｍ ＋β２ｎｏ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ｗｏｒｋｉ，ｍ ＋γ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ｍ

＋δ１ｉｎｃｉ，ｍ－１＋δ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ｍ ＋δｉ＋λｍ ＋εｉｊ，ｍ （３）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ＭＨｉｊ，ｍ是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测度，ｉ表示从业者个体，ｊ表示其所在城市，ｍ表
示调查月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度量来自１２题版本的标准心理健康量表。① 此外，我们也提取出
幸福感子维度进行了单独分析。

核心的解释变量包括工作状态变量，即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ｍ和 ｎｏ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ｗｏｒｋｉ，ｍ，分别代表调查
当期个体的“失业”及“未复工／休假”两种就业状态。疫情发展程度（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ｍ）会同时影响就
业和心理状态，需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模型中。这里使用的当地疫情暴发程度 ＣＯＶＩＤ－１９ｊ，ｍ为各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当月累计确诊病例数（在回归中进行了对数处理）。②

收入（ｉｎｃｉ，ｍ－１）和自我感染概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ｍ）是就业变化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两个渠道
变量。收入（ｉｎｃｉ，ｍ－１）为追踪当期前一个月的月劳动收入，单位为元，在回归中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自我感染概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ｍ）是自报的感染可能性，取值区间为 ０—１０。这两个渠道变量会被加
入（３）式，用于分析其对工作状态变量产生的影响。

β１估计的是追踪当期陷入失业状态的从业者相比就业者的基准组心理健康水平的平均变化；
β２估计的是追踪当期变为未复工或休假状态的从业者相比基准组心理健康水平的平均变化。δｉ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ｍ表示２０２０年６月中旬和 １１月底的时间虚拟变量，识别的是基准组（即就
业组）心理状态变化的时间趋势，其反映了随时间推移，就业者的心理状态的改善程度。此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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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标准心理健康量表中包括１２道题，每题均提供四个选项，分别计分为０、１、２、３，总分为０—３６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
状况越差，本文将计分转换为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从量表中可以提取出幸福感（０—３分）分项。

这里我们没有控制 ／封小区政策，原因是由于２月底前该防控措施已经在全国铺开，３月—１１月间不存在政策变化，
因此属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在三期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中已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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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尽管使用 ＦＥ模型处理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及地区特征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可
能存在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响个体的就业情况和心理健康，比如宏观经济冲击等。

但是考虑在８个月的分析区间内，发生对不同地区或个体的异质性冲击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因素可
以被忽略，即使存在也不会带来显著的识别偏差。此外我们在模型（３）中加入了所有可观测的个
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教育程度、婚姻、孩子数，来进一步减弱该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３第（１）—（３）列是对心理健康总体分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陷入失业或未复工状态显
著降低了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且失业给人带来的心理受损程度大于未复工状态对人们的心理

健康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差异在２倍以上。为了分析就业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渠道，第（２）列中
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上一期到当期的月收入变化”和“ＣＯＶＩＤ－１９自我感染概率”两个渠道变量。
首先，两个变量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工作状态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与第（１）列相比没有显著
变化）。这主要是收入和感染概率与就业状态存在相反关系（收入对心理健康和就业都存在显著

的正向关系，而自我感染概率和就业正相关，与心理健康负相关），从而抵消了两者分别的渠道作

用，说明两者都是工作状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渠道。其次，为了分析不同时点的就业状态对从

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我们在第（３）列和第（６）列中都加入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调查时间点虚拟
变量与“失业”和“未复工／休假”的交互项。结果显示，３月时失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心理冲击，而在
６月就业冲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但到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几乎检测不到失业带来的心理冲
击。这可能说明不同时间点上失业者对再就业的信心存在差异，到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底失业者对未来
有了较好的预期，其心态也相对２０２０年３月份的失业者有了明显的改善。最后，疫情的发展程度
（累计确诊人数）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会对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

表３ 就业状态与心理健康：三期面板数据 ＦＥ模型回归结果

心理健康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失业
－１９１７

（０２９８）

－１９３９

（０３２４）

－１５０１

（０４４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５）

未复工／休假
－０９７４

（０１８２）

－１０２７

（０１８４）

－０６５４

（０２１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失业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０９２３

（０４８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２）

未复工／休假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０７１７

（０４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４）

失业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４１７１

（０９９０）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１）

未复工／休假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０６７４

（０５０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９）

ｌｏｇ（１＋累计确诊病例）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月劳动收入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４３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ＣＯＶＩＤ－１９自我感染概率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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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心理健康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０６７８

（０１００）

０４７５

（０１０９）

０３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观测值 １５２４０

从业人员样本量 ５６７４

　　注：此表的回归基于基期的５６７４个样本、６月中旬的５０２７个追踪样本以及１１月底的４５３９个追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所

有回归都控制了教育程度、婚姻、孩子数等个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回归中的基准组为“就业组”（３月和 ６月调查中的就业组包

括回单位复工和在家办公的从业者，１１月调查中的就业组指过去一周为了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的从业者）。

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 、封小区等防控措施确实放缓了复工的进度，增加了就业状况恶

化的可能性；就业损失则进一步导致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幸福感的显著降

低；而失业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小，说明了该影响的短

期性。

五、对防控措施的讨论

本文第二部分比较了中国和其他三个典型国家的防控措施执行的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的防

控措施不仅有“速战速决”的特色，而且防控效果是最好的，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疫情二次反弹的

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这为中国发展经济、恢复就业创造了窗口期。同时，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国的防控措施等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整体升

级（见图１所示），并一直持续到２０２０年９月底才有所放松。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采取了更为严
格且更长期的疫情防控，防控效果突出也源于此。考虑到防控措施的经济成本，在疫情常态化的前

提下，防控力度的把控程度是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难题。

为了讨论中国各地防控措施制定的逻辑，本文利用各省的“一级响应”持续时间长短、（截至降

级前的）累计确诊人数和复工指数，进行了如下的相关性分析。

“应急响应政策”是中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防控等级。等级按照

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分为一、二、三和四级。武汉在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３日 后，所有省份迅速启动了“一级响应”。① 各省从“一级响应”降级到“二级响应”的时间

存在较大差异。“二级响应”指的是在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生产和生活秩

序，包括：全面推动复工复产，逐步开展复学复课，对公共场所、公共环境、公共交通以及相关场馆的

设施进行逐步、有序开放。由此可见，“一级响应”强制性要求停工停产，“二级响应”则要全面推动

复工复产，两者的政策目标存在方向上的差异。因此，“一级响应”降级的时点可以被认为是在政

策上鼓励复工、恢复劳动力市场活力的重要拐点。全国各省平均一级响应的持续时间为 ４５天，即
因疫情防控，平均有一个半月的生产活动是停滞的。

首先，来分析“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长短与疫情总体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按照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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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级响应”是最高的响应级别，由国务院副总理决定。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各地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了最为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各地人民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课、限制人员聚集等强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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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响应”的决策应该与疫情高度相关，如果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确诊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应及

时降级。图４展示了各省“一级响应”持续时间和降级前累计确诊人数之间的关系。图 ４（左）显
示，在包含了京津冀三地的前提下，“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当

去掉京津冀三地（图４右），其他２７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
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这些地区疫情发展越严重，“一级响应”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可

见，京津冀在疫情发展可控的前提下，依然持续了较长时间的“一级响应”（均为 ９７天）。其原因自
然是北京作为首都承载特殊的功能和影响，而天津和河北作为北京的门户也采取了相应等级的防

控措施。上海也因其特殊的地位而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这些地区在政策考虑过程中，更

多地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而将经济成本置于次要地位。广东省的政策制定逻辑与以上四地存在

明显差别，其确诊人数相对多，但是一级响应时间相对短（为 ３１天）。这说明广东在防疫政策制定
过程中可能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因素。

图 ４　各省一级响应与确诊人数
　　注：图中的确诊人数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

数据来源：各省政府网站及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其次，我们进一步分析“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与各省（６月中旬和 １１月底）的复工率之间的
关系。① “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越长，复工率越低，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第三部分中阐

述的疫情封闭政策导致复工进度放缓的结论是一致的。比较６月中旬和１１月底的二者关系来看，
１１月的拟合直线斜率减小，说明防控措施的影响具有短期性，随时间推移影响减弱。②

综上所述，各省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差异不仅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而且体现了政治和安全

的考虑，其成本则是经济的短期停滞和复工的相对滞后。如何在公共卫生防控的同时，把经济成本

降到最低，是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的问题。除非特殊的目标要求，在这个层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

参考和借鉴。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自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超过 ５６００名从业人员的动态就业信息，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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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年６月中旬的复工率被定义为“回单位复工”和“在家复工”的从业人员占该省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１１月底的复工
率被定义为“过去一周而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的从业人员占该省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均已经过加权处理。

一级响应时间长短和复工率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我们利用了回归分析，在控制了个体的性别、年龄

（及其平方）、受教育年限、行业等特征，以及地区层面的累计确诊病例的前提下，进一步估计了个体复工率与地区层面一级响应时

长的关系。一级响应时长每增加１０天，６月中旬的复工率平均下降０５个百分点。由于篇幅有限，如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业者的复工比率从 ３月初的
６３１％增加到６月中旬８４２％，截至１１月底恢复到 ８９７％；从业者失业比率从 ６月中旬的 １１％，
下降到１１月底的４４％。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尽管中国就业形势一度受到疫
情的猛烈冲击，复工率在２月曾低至１２％，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
恢复，到２０２０年末就业趋势整体向好。这期间，中国劳动力受到疫情的冲击显现出周期性失业问
题，失业者家庭负担重，失业周期长，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避免其

陷入长期失业甚至贫困状态。此外，本文强调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及其高发性，其失业保障问题不

容忽视。本文建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要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帮

扶政策，切实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务，避免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

此外，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厘清了 等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以及就业损失对

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显著减少了从业者的

就业机会， 导致从业者的复工率平均减少了 １３个百分点。同时，失业会显著影响从业者的心
理健康。但分析表明心理冲击具有短期性，失业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在２０２０年末有了
明显的好转。

综上所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需更多地考虑经济成本和民生问题，在实时监测疫情发展的同

时，关注就业等民生指标，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具有短期时效性和灵活性的救助政

策。在疫情期，当从业者的就业、收入和心理健康面临短期冲击的情况下，建议对受疫情冲击较大

的行业和部门进行短期帮扶，并推动为受损企业减负的政策，减少企业被动裁员的可能性；对于失

业和收入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建议通过转移支付、就业扶助等政策手段尽快提高其福利水平和获

得感。此外，在遭遇经济冲击时，农民工群体往往承受了更大的冲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

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返乡务农固然是自助措施，但其失业问题不可忽略，建议流入地城市给予农

民工群体必要的就业保障。总之，在疫情期，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救助，避免其陷入长期失

业或贫困之中，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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