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来移民是否真的损害本地人工资报酬？

———移民及其异质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魏下海　 董志强　 林文炼∗

内容提要　 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入如何影响了迁入地劳动者的工资报酬， 不仅是迁入地政

府关心的现实问题， 也是劳动经济学界颇受争论的焦点话题。 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刻画

外来移民影响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经济逻辑： 即在专业化分工生产下，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

工资率的影响， 取决于移民劳动力结构、 本地劳动力结构和要素产出弹性， 并且不同类型

的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 基于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采用城市 － 职业分组的经验研究支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结果显示： 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

对本地劳动者工资的影响显著为负， 平均而言， 移民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工资就下降

２ ８％ ； 移民流入对于城市本地低端劳动力 （低技能者、 受雇者等） 的影响是负的， 但对城

市本地高端劳动力 （高技能者、 创业者等） 的影响不显著； 高端移民 （高技能者、 创业者

等） 的流入将会促进本地劳动力工资率水平的提升， 而低端移民 （低技能者、 受雇者等）
的流入则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工资率水平。 此外还发现， 不同户籍、 不同迁移时期、 不同迁

移原因的移民， 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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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 尤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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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流动。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全国离开户口

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流动人口） 为 １ ４７ 亿人， 占总人口的 １１％以上， 其中 １６ ～ ６０

岁的劳动力占流动人口的 ８０ ２％ 。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流动人口数

量高达 ２ ６１ 亿， 同 ２０００ 年相比增长 ８１ ０３％ 。 流动人口主要向珠三角、 长三角和京津

冀等发达地区聚集， 安徽、 河南、 湖南、 四川等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

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特别地， 移民的流入是否真

的会触动本地人的 “奶酪”， 对本地劳动力的工资率产生影响？ 这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

问题， 也是流入地政府关心的问题。 针对于此， 社会上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

每一个外来移民都会从本地人手中夺去一份工作， 并致使本地人的工资性报酬下降。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 不仅广泛存在于本地普通民众心中， 甚至也时时萦绕在当

地政策制定者的脑海。 正因为如此， 虽然中国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开放， 但涉及

劳动就业的制度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排他性， 形成了一堵 “无形之墙”。 特别是一些城市

政府以实施 “再就业工程” 的名义出台诸多排斥外地劳动力、 保护本地居民和职工的

歧视性就业政策， 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 （蔡昉等， ２００１）。 第二种看法则截然相反， 认

为外来移民是 “廉价劳动力”， 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 从而对本地人的

工资报酬没有丝毫影响。 这个看法通常存在于本地的精英劳动力人群中， 其原因可能

是这些人群较少遭受外来移民的竞争冲击①。

目前， 学术界对于外来移民影响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

提及三种学术观点。 一种观点将移民视为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 因而得出本地劳动力

工资率将下降的结论； 另一种观点注意到移民进入会带来一系列经济调整， 比如带来

本地资本扩张、 消费需求增加等等， 这些调整会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移民对本地工资率的消极影响， 因而它的结论是移民对本地劳动力

工资率的影响甚弱。 第三种观点注意到劳动力是异质的， 移民和本地劳动力不是完全

替代， 甚至可能是互补的， 使得移民本身有可能成为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 带来本

地劳动力工资率的提高。 现有的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文献略少， 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献

都认为， 移民的影响效应依赖于移民和本地劳动力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 （刘学军、 赵

耀辉， ２００９； 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钟笑寒， ２００６）。

我们想强调的是， 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关系不能笼统地说 “替代” 或 “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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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在党政机关、 专业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等精英劳动

力中， 外来移民的比例非常低。



而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移民和本地劳动力都是异质的， 某一类移民的流入， 对于本地

同类劳动力会存在替代性竞争， 但是在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中它对于本地其他类型的

劳动力却是一种联合的生产要素， 或者是协同的生产要素， 会改变其他类型劳动力的

边际生产力。 从而， 某类移民进入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是建立在对本地不同

劳动力具有不同影响基础之上的。 移民对本地人总的工资率效应， 是对本地所有类型

劳动力工资率影响的加权。
基于上述思路， 我们在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两种类型劳动力分工生产的模型， 考

察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并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

实证检验。 基本结论是： 如同理论分析预期， 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工资

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平均而言， 移民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工资就下降 ２ ８％ ； 如同

理论分析预期， 移民对本地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工资率影响不同， 不同类型的移民对本

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也不同。 移民流入对于城市本地的低端劳动力 （低技能者、 受

雇者等） 影响是负的， 但对城市本地的高端劳动力 （高技能者、 创业者等） 影响是不

明显的； 而高端移民 （高技能者、 创业者等） 的流入， 会促进本地劳动力工资率水平

提升， 低端移民 （低技能者、 受雇者等） 的流入， 会降低本地劳动力的工资率水平。
此外还发现， 不同户籍、 不同迁移时间、 不同迁移原因的移民， 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

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研究更细致地剖析了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

工资率的影响。 过去的研究较少考虑劳动力的异质性， 因而研究结论建立在笼统的对

移民与本地劳动力 “替代” 或 “互补” 关系的判断上， 忽略了移民劳动力结构与本地

劳动力结构的复杂互动， 忽略了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效应将深刻地取决于专业

化分工生产下的移民劳动力结构、 本地劳动力结构和要素产出弹性———这些正是本文

分析所依赖的重要概念。 刘学军和赵耀辉 （２００９） 的研究是一个例外， 他们考虑了本

地劳动力的异质性 （但并未区分移民的异质性）， 从经验上检验了外来移民对本地不同

类型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在本文， 我们不仅考虑了本地劳动力的异质性， 更侧重考

虑了移民本身的异质性， 从而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上获得了新的洞见和结果， 对已

有文献构成了有益的深化和拓展。

文章接下来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 并分析可供拓展的空间； 第

三部分建立经济模型， 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
主要变量关系和计量模型； 第五部分报告基本结果； 第六部分讨论异质性移民的影响

差异； 最后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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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理解移民对于本地工资率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因此深受研究者

们关注。 但难点在于， 既有的理论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相关经验研究也呈现出多

元化的结果。 归纳起来， 国际研究文献中存在三种学术观点， 国内研究文献结论也不

尽相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 这种观点源于一条

朴素的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原理： 移民导致本地劳动力供给增加， 保持其他条件 （包括

向下倾斜的本地劳动力需求曲线） 不变， 劳动力市场达到新的均衡时工资率必然下降。
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传统的同质性假设下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预期。 比

如， Ｂｏｒｊａ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运用美国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发现外来移民增加

了美国低技能劳动力供给 （高中辍学者及初中以下）， 大幅度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

资。 进一步，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３） 按照教育和工作经验划分技能组， 假设同一技能组内移民

和本地劳动力是完全替代的， 发现移民流入直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 与本地劳动力形

成竞争， 降低了技能组内本地劳动力工资。 Ａｙｄｅｍｉｒ ＆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７） 拓展了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３） 的方法， 分析移民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发现移民有显著负向作用。
Ｃｏｈｅｎ⁃Ｇｏｌｄｎｅｒ ＆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１） 研究了大量前苏联移民流入对以色列当地劳动力市

场的影响， 发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工资和移民比重呈显著负相关。 移民比重增加 １０％ ，
在短期内会使本地劳动力工资降低 １ ～ ３ 个百分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 这种观点

注意到移民进入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性调整， 而某些调整将成为工资率下降的抵消力

量。 这些调整包括： 第一， 资本流动调整。 移民进入本身是一个有利于资本扩张的积

极信号， 从而刺激外来资本流入 （Ｌｅａｍｅｒ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１９９５）， 或者刺激本地企业增加

投资、 扩大规模、 创造出大量具有互补性的工作机会； 移民在刚流入时或居住期内也

可能给当地带来更多储蓄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导致资本存量增加， 派生出新的劳

动力需求 （Ｈａｍｅｒｍｅｓｈ， １９９３）。 第二， 消费需求调整。 移民也是消费者， 可以推动本

地市场消费增加， 刺激本地生产扩张 （Ｏｒｒｅｎｉｕｓ ＆ Ｚａｖｏｄｎｙ， ２００６）。 第三， 本地劳动力

供给反应。 在新移民的竞争压力下， 本地部分劳动者可能选择搬离 （ Ｂｏｒｊａ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这种挤出效应 （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缓解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第四， 区域间贸易。 区域间贸易促进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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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消移民对本地劳动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Ｂｏｒｊａ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一些实证研究支持此

种观点。 比如， Ｃａｒｄ （１９９０） 利用 １９８０ 年马列尔偷渡事件 （Ｍａｒｉｅｌ ｂｏａｔｌｉｆｔ） 作为自然

实验， 分析墨西哥移民在短时期内涌入美国迈阿密地区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结果表明， 移民并未给迈阿密本地工资率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使用

以色列的微观数据， 研究来自前苏联的移民对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并且使用移民

前的职业作为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 结论是： 没有足够证据显示移民对本地劳动力的

工资有负向影响。 其他一些研究 （Ｌｅａｍｅｒ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１９９５； Ｏｒｒｅｎｉｕｓ ＆ Ｚａｖｏｄｎｙ， ２００６）

亦有类似结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有正面影响。 这种观点注意到， 劳动力

并非是同质的， 异质的移民与本地劳动力通常并非完全替代关系， 有时还可能具有互

补性。 这意味着， 移民本身有可能成为推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而竞争市场上生产率

提高意味着工资率增加。 的确，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 移民会导致厂商改变生产技术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５； Ｃａｒｄ ＆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７）； 导致一些产业 （通常是低技能劳动力产业） 扩

张 （Ａｌｔｏｎｊｉ ＆ Ｃａｒｄ， １９９１； Ｈａｎｓｏｎ ＆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２００２）； 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再分配，

即移民和本地劳动力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选择工作， 移民更多从事体力密集型

（ｍａ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工作， 本地劳动力更多从事协调密集型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工作， 这种情况下两类劳动力具有互补性 （Ｐｅｒｉ ＆ Ｓｐ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９）。 也有一些经验研究

表明， 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 在不同的劳动力分组中， 移民和本地劳动力可以具有

一定的互补性， 至少两者是不完全替代的 （Ｐｅｒｉ， ２００７）； 职业是同一受教育水平 － 经

验水平组内本地劳动力和移民之间不完全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Ｏｒｔｅｇａ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２０１１）； 新移民也主要与旧移民竞争， 而不是直接与本地劳动力竞争 （Ｌｏｎｇ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无论消费增加， 还是产业扩张， 或者更具职业互补的分工和专业化， 都有助于

提升本地生产率， 竞争市场上生产率的提升也意味着工资率的提升。
从国际文献来看， 尽管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但人们对于移民如何影响本地工

资率这一问题的认识， 已经不再停留于劳动力同质性假设下的简单静态分析， 与移民

相伴的经济调整， 以及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移民与本地劳动力的不完全替代关系甚至

互补性， 日益得到重视。 从理论上来说， 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是不完全替代的 （甚至可

以是互补的）， 这就会使得移民的类型结构和本地劳动力类型结构的组合将呈现不同的

经济后果 （Ｂｏｒｊａｓ， １９９９）， 既可以使本地工资率增加， 也可以使本地工资率下降， 或

者使本地某类劳动力工资率增加而另一类劳动力工资率下降； 这也意味着， 在不同地

区， 外来移民对本地工资率的影响之判断， 最终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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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被放开并日益得到尊重， 劳动力流

动规模越来越大， 移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 但对移民经济问题的研究， 大多

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中受到的歧视 （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 王美

艳， ２００５； 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１）， 直接研究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影响的文献仍比

较少。 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 刘学军和赵耀辉 （２００９） 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 按照城市 － 教育分组分析了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结果表明， 外来劳动力流入显著降低了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率，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

大。 他们认为， 本地劳动力面对外来劳动力的冲击时， 常见的反应是， 降低保留工资，
而非放弃工作机会。 另一项由沈坤荣和余吉祥 （２０１１） 完成的研究， 从宏观上探讨了

农村移民和城镇居民的关系， 认为农村移民流入会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 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会产生正向影响。

移民和本地劳动力是替代还是互补， 是分析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影响的前提条件

（刘学军、 赵耀辉， ２００９）。 当然， 中国学者对这一前提该如何假设仍然存有争议： 一

些学者认为移民和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程度在增强 （蔡昉等， ２００５； Ｋｎｉｇｈｔ ＆

Ｙｕｅｈ， ２００９）； 另一些学者认为移民和本地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 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劳

动分工 （王桂新、 沈建法， ２００１； 钟笑寒， ２００６）；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由于劳动力市

场是分割的， 外来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居民的替代性较为有限 （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１；
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 乔明睿等， ２００９）。 显然， 不同的前提假设会得到不同的判断， 替代

关系假说意味着移民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工资率， 互补关系假说意味着移民会提高本地

劳动力工资率， 有限替代假说意味着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是有限的。
因此， 外来移民究竟如何影响本地劳动力工资率， 在中国仍是一个需要展开经验

研究的问题。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试图对移民与本地劳动力

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评估。 与刘学军和赵耀辉 （２００９） 不同， 我们将考虑移民的

异质性， 从经验上检验不同类型的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因此本文的研究

将是对已有研究的重要拓展。

三　 理论框架

本节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 在异质劳动力假设下理解移民影响本地工资率的机制，
建模思路借鉴了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９）。 首先， 假设地区作为一个经济体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

生产分工需要两类不同的劳动力， 分别以 ｌ 和 ｈ 标记类型。 这里， ｌ 和 ｈ 可分别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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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技术劳动力和技术劳动力， 或者蓝领和白领， 或者简单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它们按照什么类型标准来划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两类异质的劳动力是作为两种不

同的要素投入到生产活动的。 即地区的总生产函数为 Ｑ ＝ Ｆ （Ｋ， Ｌｌ， Ｌｈ）， 括号中的三

项分别表示资本和两类劳动力要素的数量， Ｑ 是产量也是产值 （假设产品价格为 １）。
相比较而言， 我们更关心的是移民和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 ｌ 和 ｈ 两类劳动力

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因此， 为了便于推导而又不丢失太多信息， 我们将地区总生

产函数假设为柯布 －道格拉斯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函数①， 并满足一次齐次性质， 即：
Ｑ ＝ ＡＫ１－α－γＬα

ｌ Ｌγ
ｈ （１）

这里， Ａ 是技术系数， α 和 γ 分别是两类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Ｌｌ ＝ ｂＮ ＋ βＭ 和

Ｌｈ ＝ （１ － ｂ）Ｎ ＋ （１ － β）Ｍ 分别是两类劳动力数量， 其中 Ｎ 是本地劳动力 （Ｎａｔｉｖｅｓ） 数

量， Ｍ 是移民劳动力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数量， ｂ， β∈ （０， １） 分别表示本地劳动力和移民劳

动力中属于类型 ｌ 的劳动力比例， （１ － ｂ） 和 （１ － β） 自然就是本地劳动力和移民劳动

力中属于类型 ｈ 的劳动力比例②。
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 每种要素获得的报酬恰好是其边际生产价值， 即：

ｒ ＝ ＭＰＫ ＝ ∂Ｑ
∂Ｋ ＝ Ｑ １ － α － γ

Ｋ( ) （２）

ｗ ｌ ＝ ＭＰ ｌ ＝ Ｑ α
Ｌｌ

( ) （３）

ｗｈ ＝ ＭＰｈ ＝ Ｑ γ
Ｌｈ

( ) （４）

这里， ｒ 是资本价格 （即利息）， ｗ ｌ 和 ｗｈ 分别是两类劳动力的价格 （即工资率）。
我们假设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在一个国家内部这通常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至少在长期中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当然， 如果要假设资本缺乏弹性也无妨， 但那样做

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后文的结论， 却会失去考察更多有价值结果的机会。 因此从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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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等于隐含假定了 ｌ 和 ｈ 两类劳动力是既非替代也非互补的关系。 一些研究移民对本地工资

率影响的文献也采用了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形式的地区总生产函数， 如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 Ｐｅｒｉ （２０１２）。
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属于同类劳动力的移民和本地劳动力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这种假设的合理

性在于， 它反映了一个事实： 彼此不能完全替代的两种劳动力， 应该分属到不同的劳动力类

型中。 在中国背景下， 这个假设可能面临的一个疑问是： 由于存在歧视 （比如禁止移民进入

ｈ 型劳动力市场）， 一个具有 ｈ 型劳动力生产技能的农村移民本来完全可以替代一个 ｈ 型城

市劳动力， 但由于存在歧视性就业条款而实际上不会有这种替代， 这种情况在模型中如何处

理？ 我们的回答是： 可以从给予 β 更丰富的解释来研究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 本文第

六部分之 （四） 就是这样的尝试。



现实意义和结果多样性的角度出发， 我们假设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其供给是完全弹性

的， 这意味着资本的长期价格不变 （ｄｒ ＝ ０）。 将此作为约束条件， 便可以计算移民流

入在长期中会导致多少资本流入 （即移民对资本的比较静态影响）。 方法是， 将式 （２）

左侧的 ｒ 视为常数， 再利用隐函数求导公式， 可得到：

ｄＫ
ｄＭ ｄｒ ＝ ０

＝ Ｋ
α ＋ γ( ) βα

Ｌｌ
＋ （１ － β）γ

Ｌｈ
( ) ＞ ０ （５）

根据式 （３） 和式 （４）， 可以计算各类劳动力的工资率对于移民的弹性， 如下：

ｄｌｎｗ ｌ

ｄｌｎＭ ＝ Ｍ １ － α － γ
Ｋ ·ｄＫ

ｄＭ － β（１ － α）
Ｌｌ

＋ （１ － β）γ
Ｌｈ

( ) ＝ （ｂ － β）γＭＮ
（α ＋ γ）ＬｌＬｈ

（６）

ｄｌｎｗｈ

ｄｌｎＭ ＝ Ｍ １ － α － γ
Ｋ ·ｄＫ

ｄＭ ＋ βα
Ｌｌ

－ （１ － β）（１ － γ）
Ｌｈ

( ) ＝ （β － ｂ）αＭＮ
（α ＋ γ）ＬｌＬｈ

（７）

式 （６） 和式 （７） 的推导中， 利用了式 （５）。 从式 （６） 中可以看出， 移民 Ｍ 流

入对 ｌ 型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实际上是通过三个渠道 （两个等号中间的式子括号中的

三项） 产生的： 第一， 带来资本流入， 这对 ｗ ｌ 的影响是正的； 第二， 增加了 ｌ 型劳动

力市场的供给， 这对 ｗ ｌ 产生的影响是负的； 第三， 增加了 ｈ 型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这

对 ｗ ｌ 的影响是正的 （因为生产函数是凹的， 不同要素间存在生产协同， 投入更多 ｈ 型

劳动力会使得 ｗ ｌ 和 Ｋ 的边际生产力提高）。 同样， 式 （７） 表明移民流入对 ｈ 型劳动力

工资率的影响也是通过三个类似的渠道产生的： 吸引资本流入 （ ＋ ）、 增加 ｌ 型劳动力

供给 （ ＋ ）， 以及增加 ｈ 型劳动力供给 （ － ）。

分析式 （６） 和式 （７） 可以发现， 当 β 分别大于、 小于或等于 ｂ 时， 式 （６） 的

值将分别小于、 大于或等于 ０， 同时式 （７） 的值将分别大于、 小于或等于 ０。 我们不

妨定义： β ＞ ｂ 为 ｌ 型偏向移民； β ＜ ｂ 为 ｈ 型偏向移民； β ＝ ｂ 为无类型偏向移民。 由此

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 １： 资本供给完全弹性时， 本地劳动力工资的升降变化， 将取决于移民的类型

结构和本地劳动力类型结构的组合。 相对于本地劳动力类型结构， ｌ 型偏向的移民流入

（β ＞ ｂ） 将降低本地 ｌ 型劳动力的工资率， 提升本地 ｈ 型劳动力的工资率； ｈ 型偏向的

移民流入 （β ＜ ｂ） 将提升本地 ｌ 型劳动力的工资率， 降低本地 ｈ 型劳动力的工资率；

无类型偏向的移民流入 （β ＝ ｂ） 对本地两类劳动力工资都没有影响。

命题 １ 与 Ｂｏｒｊａｓ （１９９９） 的结论完全一致。 资本供给完全弹性时， 只要移民的类型

结构与本地劳动力类型结构不同， 那么某类劳动力偏向的移民流入 （即移民中该类劳

动力比例超过本土劳动力中该类劳动力比例）， 会使该类劳动力受损 （工资率下降），

·０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卷第 １ 期



因为这类劳动力面临的竞争比过去加剧了； 但是， 由于这种劳动力与其他分工的劳动

力存在生产协同， 这种劳动力竞争加剧反而帮助另一类劳动力提高了边际生产力而使

对方受益 （工资率上升）。

当然， 本文试图进行的经验研究， 是不同类型的移民对本地劳动力 （平均） 工资

率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考察本地工人的平均工资率将对移民及其类型结构作出何

种反应。 由于本地两类劳动力的比例为 ｂ ∶ （１ － ｂ）， 各类劳动力工资率也已由式 （３）

和式 （４） 给出， 故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 ｗＮ 为：

ｗＮ ＝ ｂｗ ｌ ＋ （１ － ｂ）ｗｈ ＝ ｂα
γ （

Ｌｈ

Ｌｌ
） ＋ （１ － ｂ）[ ]ｗｈ （８）

上式推导中， 利用了式 （３） 和式 （４） 中 ｗ ｌ 和 ｗｈ 的关系 （可将两式相除即得到

两者的比值关系）。 根据式 （８） 可计算移民 Ｍ 对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的比较静态

影响：

ｄｗＮ

ｄＭ ＝ ｂα２Ｌｈ － （１ － ｂ）γ２Ｌｌ

γＬｌ

æ
è
ç

ö
ø
÷· （β － ｂ）Ｎ

（α ＋ γ）ＬｌＬｈ
·ｗｈ （９）

决定式 （９） 取值符号的有四个关键变量： ｂ， β， α， γ。 令对子 （α∗， γ∗） 满足

ｂα∗２Ｌｈ － （１ － ｂ） γ∗２ Ｌｌ ＝ ０， 即对子解 （α∗， γ∗） 刚好是一条临界线①。 则式 （９）

的取值与 ｂ， β， α， γ 的关系可由表 １ 列出：

表 １　 不同移民类型与其对本地平均工资率的影响

α ＞ α∗且 γ ＜ γ∗ α ＜ α∗且 γ ＞ γ∗ α ＝ α∗且 γ ＝ γ∗

ｌ 型偏向移民： β ＞ ｂ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ｈ 型偏向移民： β ＜ ｂ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无类型偏向移民： β ＝ ｂ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式（９）值 ＝ ０

　 　 资料来源： 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注意到 α 和 γ 正好分别是 ｌ 型和 ｈ 型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则上述结果可以总结

为如下直观的命题：

命题 ２： 资本供给完全弹性时， 移民对本地平均工资率的影响取决于移民类型的偏

向性以及各类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某类型 （ ｌ 或 ｈ） 劳动力偏向的移民， 必须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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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证明满足条件的解对 （α∗， γ∗） 必定存在， 且在 α， γ∈ （０， １） 和 α ＋ γ∈ （０， １）
的经济意义区间内唯一存在。



类劳动力具有较高的要素产出弹性 （α ＞ α∗或 γ ＞ γ∗） 时， 才会令本地劳动力平均工

资率增加； 否则， 会带来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的下降。

命题 ２ 意味着如果只从移民与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性或互补性来分析前者对后者的

影响， 是过于简单了。 移民对于本地劳动力的影响， 有必要考虑到不同类型劳动力的

专业化和分工生产； 在这种情形中， 很难说某类移民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是替代的还

是互补的， 一方面该类劳动力对本地同类劳动力形成替代， 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分工

带来的生产协同使得该类劳动力的进入改变了其他类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 这两方

面对本地工资率形成一负一正的影响， 最终本地平均工资率的升降要取决于两类劳动

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简言之， 在专业化分工生产下，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与移民劳动力结构、 本地劳动力结构、 要素产出弹性密切相关， 而不是一句简单的

“替代” 或 “互补” 可以总结的。
命题 ２ 可用于考察特定类型的移民对于本地平均工资率的影响， 这对于理解异质

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平均工资率的不同影响很有意义。 所谓考察特定类型移民， 在模型

中无非是令 β 取极端值 ０ 或者 １。 譬如， 如果只考察 ｈ 型移民进入， 则 β ＝ ０， 必有 β ＜
ｂ， 如果 ｈ 型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足够大 （数学条件是 γ ＞ γ∗， 经济意义是 ｈ 型劳动

力的生产率足够高）， 则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会提高。 一般来说， 创业型人才、 高技

能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一个经济体中通常具有比其他的普通社会劳动力更高的生产

率 （他们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是其生产率的反映）， 那么这些高生产率移民的进入，
将会提升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率。 相反， 低技术工人的生产率并不高 （他们获得较

低的工资是其低生产率的反映）， 这些低生产率移民的进入， 将降低本地劳动力的平均

工资率。 这可以总结为如下推论。
推论： 高生产率移民的流入， 通常会导致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上升； 低生产率

移民的流入， 通常会导致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下降。 后面我们会发现， 这一推论会

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四　 数据、 事实与模型

（一） 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ｌ％ 人口抽样调查。 该调查由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 以全国为总体， 以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次总体， 采取

分层、 多阶段、 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 该数据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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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巨大， 而且覆盖全国， 尤其重要的是， 这是唯一询问了劳动者工资收入信息的人

口抽样调查， 收入信息能满足本文实证所需。 此外， 问卷中可以准确识别迁移者类型，

如迁移者的出发地信息、 迁往何处去， 以及迁移者的人口学特征、 就业身份 （工资获

得者还是创业者）， 以及外迁时间长度和原因等。

为进行后续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进行数据清理： 仅保留年龄在 １６ ～ ６０ 岁之间的样

本， 且剔除在校生、 未获得就业身份、 无工资收入的样本。 进一步， 考虑劳动力异质

性 （在此具体化为职业技能的不同）， 在 “城市 － 职业” 层面挑拣出两类群体： 外来

移民和本地劳动者。 本文中的外来移民 （劳动力） 是指离开户口登记所在城市半年以

上的， 且取得收入的劳动者。 与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的做法类似， 我们将一个城市中的一类

职业看成单个相对独立的市场， 以此构成不同的城市 － 职业分组， 从而每个分组视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的分割就体现为职业的分割， 它可以是由职业技能

特征造成， 也可以是由城市的歧视性就业条款 （比如限制某些人进入某类职业） 造

成。 总之， 这可以抓住研究者们强调的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职业分割和隔离现象 （蔡昉

等， ２００１； 吴晓刚、 张卓妮， ２０１４），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地区的生产具有专业化分工

特征。

在城市 － 职业分组中， 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 职业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本文职业

分类完全遵循人口普查的标准， 是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性

工作的类型， 包括六大类。 第一类：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

第二类： 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类：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第四类： 商业、 服务业人

员； 第五类： 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 第六类：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

关人员①。 第二， 城市。 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 覆盖城市共涉及

３４５ 个地 （市）。 虽然在原始数据中， 城市间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庞大， 且分布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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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标准规定中国职业的分类结构、 类别与代码， 适用于各种普查、 调查统计以及行政管理和

国内外信息交流等。 职业分类按照从业人口本人所从事工作性质的同一性进行分类。 按照规

定， 全国职业分类划分为 ８ 个大类、 ６５ 个中类和 ４１０ 个小类。 ８ 个大类除了前述提及的 ６ 个

职业大类外， 还有第七类 （军人） 和第八类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为了分析可比，
本文剔除第七、 八类两种特殊职业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同时从事一种以上职业的人

员， 以劳动时间较长的为其职业； 如不能确定时间长短者， 以经济收入较多的为其职业。 在

同一工作场所， 从事一种以上职业的人员， 以其技术性较高的工作为职业。 第二， 对于学徒

工这一职业， 按其所学习和从事的工作种类进行划分。 第三， 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人

员， 同时担任行政负责人的， 按行政职务归类。 第四， 对同时担任党和行政职务的领导干

部， 按主要职务归类。



百个城市的 ６ 类职业中， 部分城市 － 职业组可能遭遇小样本问题。 因而在本文的实

证研究过程中， 兼顾了 “城市 － 职业” 样本量以及核心变量数据可得性， 最终形成

１６３７ 个样本。

（二） 统计事实

１ 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分布： 跨地区和跨职业比较

由基础数据可知， 中国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向表现出显著的 “向海性” 特征 （表

２）。 外来劳动力占本地劳动力市场比重最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前十名城市依次为东莞、 深圳、 中山、 珠海、 惠州、 佛山、 厦门、 广州、 宁波、 上海，

经济发达区域存在明显的外来劳动力聚集效应。 若观察省际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分布容

易发现存在鲜明的东部集聚特征， 广东省流入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最大

（１８ ０６％ ）， 江苏省次之 （７ ４１％ ）， 第三位为浙江省 （７ ３３％ ）； 显然， 富庶的地区

对移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中西部则为人口输出地， 排名全国前三位的人口输出大省

依次是四川省 （１１ ６９％ ）、 安徽省 （１１ ４９％ ）、 湖南省 （９ ３１％ ）。

表 ２　 外来移民占比前十的城市

城市 外来移民占比 城市 外来移民占比

东莞 ０ ９２７ 佛山 ０ ５３５

深圳 ０ ８５４ 厦门 ０ ４９１

中山 ０ ６７９ 广州 ０ ４８７

珠海 ０ ５４８ 宁波 ０ ４１９

惠州 ０ ５３６ 上海 ０ ４１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 显示， 来自不同职业类型的外来移民占比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第六大类） 中的外来移民占比最高， 为 ２７ １％ ； 商业服务业

人员 （第四大类） 中外来移民占比次之， 为 ２２ ３％ ； 外来移民占比最低的职业是专业

技术人员 （第二大类）。 这一结果反映出， 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主要分布在一些工作条

件较差、 体力消耗大、 职业门槛较低且 “城里人” 往往不太看重的职业； 在科学研究

人员、 工程研究人员、 律师和教师等专业技术职业中， 外来移民占比较低。 可见， 外

来移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职业间是非均匀分布的。 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人们思考： 这些

人群 （及其异质性） 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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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外来移民的职业分布比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理得到。

２ 外来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特征比较

表 ３ 报告了外来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特征比较情况， 从中可以发现： 第一， 无论

何种职业， 外来劳动力的小时工资皆比本地劳动力更高， 这一结果与传统的关于外来

劳动力工资水平相较本地劳动力要低的观点相反， 但与章元和王昊 （２０１１） 利用上海

表 ３　 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特征比较 （不同职业层面）

职业分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劳动力群体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本地 外来

小时工资（元） ８ ２５ １０ ８１ ６ ３０ ７ ８５ ６ １７ ６ ２３ ３ ４９ ６ １８ ２ ３６ ２ ７７ ３ ９４ ４ ０１

周工作时间（小时） ４６ ２２ ５０ ５６ ４３ ０７ ４６ ３９ ４３ ３７ ４９ １８ ５０ １８ ５４ ０６ ４３ ５２ ５２ １５ ４８ ８３ ５４ ９２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２ ５７ １１ ７７ １３ ３４ １２ ９１ １２ ８２ １１ ５３ ９ ９０ ９ ５５ ８ ５０ ８ ０３ ９ ４１ ８ ９７

年龄（岁） ４１ ３３ ３４ ５８ ３６ ６９ ３０ ００ ３８ ２３ ２９ ８０ ３６ ３０ ３１ ２２ ３８ ４１ ３４ ６１ ３６ １７ ２８ ９３

已婚比例 ０ ９５ ０ ８２ ０ ８５ ０ ５６ ０ ８６ ０ ５５ ０ ８４ ０ ６７ ０ ８６ ０ ７９ ０ ８４ ０ ６０

　 　 注： 六大职业分类依次对应如下。 第一类：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 第二类： 专业技

术人员； 第三类：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第四类： 商业、 服务业人员； 第五类： 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 第

六类：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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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的结论相近。 外来劳动力的周工作时间比本地劳动者更长。 第二，

就教育水平而言， 外来劳动力更低一些。 从职业横向对比， 第二类的专业技术人员所

要求的教育程度最高， 符合职业特征要求。 第三， 相比本地劳动力， 外来劳动力更加

年轻、 已婚比例更低， 这预示年龄和婚姻可能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三） 估计模型

本地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研究中需对其他因素加以控制， 劳

动者的教育水平、 年龄以及婚姻状态都是需要考虑的。 与现有文献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做

法相类似， 本文建立如下线性估计模型：
ｌｎ（ｗ）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 ＝ β０ ＋ β１·ＳＭｃ，ｏ ＋ δ·ＣＶ ＋ μｃ ＋ μｏ ＋ εｃ，ｏ （１０）
其中， 下标 ｃ、 ｏ 分别表示城市、 职业，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ｌｎ （ｗ）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 ， 表示某城市 － 职业的小时工资收入变量， 取自然对数。 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问卷中， 包含对 “月收入 （元）”、 “周工作时间 （小时）” 的调查，
据此计算小时工资 ＝ 月工资 ／ （４∗周工作时间）。 由于不同职业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

间有较大差异， 采用小时工资更加合理， 它比月工资更能准确反映劳动力市场价格。
在下文， 我们也估计了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作时间和月工资的影响， 作为一种稳

健性检验。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ＳＭ， 表示外来移民占比 （亦可称为移民密度）， 其计算公

式为：
ＳＭｃ，ｏ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ｏ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ｏ ＋ Ｎａｔｉｖｅｃ，ｏ） （１１）

此处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ｏ和 Ｎａｔｉｖｅｃ，ｏ分别表示第 ｃ 个城市、 第 ｏ 类职业的移民数量和本地劳

动者数量。 控制变量集（ＣＶ）包括： 在城市 － 职业层面计算的本地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 平均年龄以及已婚比例。 此外， 劳动者所在城市特征 （如地理区位） 以及职业

岗位都会影响本地劳动者的工资率水平， 故我们在模型加入城市和职业的不可观测效

应， 分别用 μｃ 和 μｏ 表示。
表 ４ 给出了变量的统计信息， 我们最关心的城市 － 职业匹配的外来劳动力占比、

本地劳动者工资这两个变量都存在较大的数值变异性， 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 移民

占比变量的平均值为 １０ ２％ ； 最大值为 ９７ ７％ ， 出现在深圳市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职业中； 最小值为 ０ ３％ ， 出现在吕梁市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中。

结合前面的描述统计中外来移民集中在低生产率职业领域和具有相对更低的教育程

度的事实， 根据我们理论分析的命题 ２， 我们预期外来移民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

工资率总的影响将是负向的。 利用原始数据可初步证实这一预期： 本地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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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去除城市效应） 与外来移民占比这两个变量的确存在负向关系， 且达到 １％

的显著性水平。 图 ２ 给出了外来移民占比与城市劳动力工资的散点图， 也可直观看

到两者呈现负向关系。

表 ４　 变量统计信息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ｗ） 本地劳动者工资对数 １６３７ １ ４２１ ０ ４２７ － ０ １２５ ３ ４３８

ＳＭ 移民密度 １６３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３ ０ ９７７

ｅｄｕｃ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６３７ １０ ８８ １ ９３９ ６ １６ ５０

ａｇｅ 平均年龄（岁） １６３７ ３７ ３９ ２ ７４０ ２５ ６７ ５０ ３３

ｍａｒｒｉｅｄ 已婚比例 １６３７ ０ ８７１ ０ ０７８ ０ ３３３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２　 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力工资的关系散点图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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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可知①， 除婚姻与年龄两个变量相关系数略

高 （０ ６９）， 其余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未超过 ０ ２５。 进一步的 ＶＩＦ 检验结果表

明， ＶＩＦ 最高值为 １ ９８， 远低于 １０ 临界值， 表明不必过于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　 基准估计结果

（一） 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结果

表 ５ 汇报了回归式 （１０） 的估计结果。 其中第 （１） 栏只加入城市和职业固定效

应， 第 （２） 栏同时考虑城市和职业效应， 并控制本地劳动者的教育、 年龄和婚姻等

人口学特征变量。 前两栏均采用克服异方差的怀特 （Ｗｈｉｔｅ） 估计方法 （Ｗｈｉｔｅ，
１９８０）， 第 （３） ～ （６） 栏是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其中， 第 （３） 栏是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 第 （４） 和 （５） 栏是考虑异常样本点的中位数估计 （ＱＲＥＧ）
和稳健回归估计 （ＲＲＥＧ）， 最后一栏是变换被解释变量 （采用月工资自然对数） 的

估计结果。
表 ５ 第 （１） 栏的结果表明， 外来移民占比回归系数为负（ － ０ １８）， 仅在 １５％ 水

平下显著。 第 （２） 栏进一步包括本地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年龄、 婚姻状态以及反映

城市和职业固定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结果发现， 外来移民占比回归系数仍然为负数

（ － ０ ２８），且达到 １％ 的显著性水平。 具体而言， 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 城

市 －职业层面的外来移民占比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小时工资就会下降 ２ ８％ 。 这意

味着， 外来移民涌入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 结合描述

统计中发现的外来移民的低生产率职业偏向和低教育程度偏向， 这是符合理论分析命

题 ２ 的预期的。
比较不同估计系数大小， 不同文献结果各异。 比如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３） 的估计结果显

示， 国际移民每增加 １０％ ， 市场工资约下降 ３％ ～ ４％ 。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的研究发现， 国

际移民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工资约下降 １ ５％ 。 刘学军和赵耀辉 （２００９） 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 外来劳动力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月工资

下降 ０ ６５％ ， 影响甚小。 在评估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 存在着估计系数大小分

歧，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观测样本和研究方法的差异。 尽管如此， 我们的结果再次

确认了文献中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工资是有负向影响的这一结论。 结合前面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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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描述统计， 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在于， 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是低生产率职业偏

向和低技能偏向的， 正是这种异质移民的偏向性， 导致了移民涌入的职业工资率下降，
但他们的低生产率又未能大幅提升其他职业的生产率， 结果就是本地平均工资率水平

总的来说下降了。
从各控制变量看， 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资有正向影响， 估计系数为

０ １５， 且达到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形下， 城市 － 职业层面的教

育年限每增加 １ 年， 则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就上涨 １５％ 。 年龄和已婚比例这两个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为正， 前者并不显著， 后者显著。
（二） 工具变量法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

上述 ＯＬＳ 估计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 因为移民通常不是随机流动到一个目标城

市， 而是存在着较强的选择性。 另外， 移民流入与本地工资率本身也可能互相影响，

移民流入影响本地工资率， 本地工资率恰恰又是移民决策时的重点考虑因素。 倘若如

此， 外来移民占比就具有内生性， 此时 ＯＬＳ 估计系数将有偏且非一致。
我们考虑用工具变量法 （ＩＶ） 来克服 （至少一定程度上缓解） 对内生性问题的担

忧。 主要考虑两个工具变量： 第一， 滞后期移民占比。 这是 Ｏｒｔｅｇａ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２０１１）
的做法， 相对而言， 滞后期移民占比与当期移民变量有关， 但当期劳动力市场工资水

平并不会影响过去的劳动力迁移。 在本文实证过程中， 首先利用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数

据， 生成城市 ｃ 职业 ｏ 的外来移民占比滞后变量 ＳＭｃ，ｏ
２０００， 以此作为 ２００５ 年移民占比的工

具变量。 第二， 迁移距离。 地理距离是影响个体做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 有文献表

明， 迁移概率与距离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目的地和迁出地之间的距离增加 １ 倍会使得

迁移概率大约下降一半 （乔治·鲍哈斯， ２０１０）。 考虑到中国地区经济空间的正相关特

征， 我们采用地理距离的一次项 （ＤＩＳＴ， 单位： 百公里） 和二次项 （ＤＩＳＴＳＱ） 来作为

移民变量的工具变量， 以反映距离对迁移的非线性影响。 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地理距

离， 是根据两地所在位置的地球球面的经度和纬度计算得到。
表 ５ 第 （３） 栏是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过度识别检验 （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的结果

不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 ｐ 值为 ０ １４４）。 由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

的相关性检验可知， Ｆ 统计量是 １３３ ０８， 远超过 １０， 相伴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因而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 杜宾 － 吴 － 豪斯曼 （ＤＷＨ） 检验的结果表明， 不能拒绝 “所有变

量为外生的原假设”。 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来看， 外来移民占比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本

地劳动力工资水平， 具体地， 外来移民占比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工资下降

２ ７４％ ， 与 ＯＬＳ 估计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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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虑异常样本点影响

表 ５ 第 （４）、 （５） 栏依次采用中位数和稳健估计方法。 考虑到本地劳动者的工资

报酬存在较大变异性， 工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高达 ３５ 倍， 预示着样本可能存在异常

样本点。 倘若如此， 则会严重影响估计效率， 因为均值估计会倾向于追随异常值。 为

此， 我们分别采用中位数估计和稳健估计两种方法， 见于表 ５ 第 （４） 和 （５） 栏。 结

果表明， 外来移民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 且达到 １％的显著性水平。 这意味着， 外

来移民占比增加会显著地压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

表 ５　 全样本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被解释变量：

月工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ＱＲＥＧ ＲＲＥＧ ＯＬＳ

外来移民占比
－ ０ １８０＃

（ － １ ５４９）
－ ０ ２８０∗∗∗

（ － ３ ０５１）
－ ０ ２７４∗∗∗

（ － ２ ５９４）
－ ０ ４６６∗∗∗

（ － ９ ６２８）
－ ０ ５５１∗∗∗

（ － １１ ７８８）
－ ０ ２０７∗∗∗

（ － ３ ５６６）

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５０∗∗∗

（１２ ６９０）
０ １５０∗∗∗

（２４ ９８５）
０ １３４∗∗∗

（２３ ９４１）
０ １２２∗∗∗

（２２ ４４６）
０ １３０∗∗∗

（１９ ２３６）

年龄
０ ００４

（１ ０１８）
０ ００４

（１ ４０２）
０ ００６∗∗

（２ ３８０）
０ ００４＃
（１ ５５５）

０ ００４
（１ ３０３）

已婚比例
０ ３０２∗∗

（２ ２４７）
０ ３０２∗∗∗

（３ ４４９）
０ ０９３

（１ １３４）
０ １６８∗∗

（２ １２３）
０ ３０９∗∗∗

（３ １３９）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 ０５７∗∗∗

（１４０ ０７７）
－ ０ ２７４∗∗

（ － ２ ０３８）
－ ０ ４３１∗∗∗

（ － ３ １２８）
－ ０ ０９２

（ － ０ ７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５ １０４∗∗∗

（２７ ３０５）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３ ８７

（ｐ ＝ ０ １４４）

弱 ＩＶ 检 验 （ Ｆ
值）

１３３ ０８
（０ ０００）

ＤＷＨ 检验
０ １４３

（ｐ ＝ ０ ７０５）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１３６ ０ ８６７２ ０ ８６７２ ０ ９０７３ ０ ８５７

观测数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ｐ ＜ ０ １５，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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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更替被解释变量： 月工资自然对数

正如前文所强调的， 由于不同职业岗位的工作强度存在着一定差异， 通常采用小

时工资比月工资更能准确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回报。 但国内现有研究中也有采用

月工资 （自然对数）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如刘学军和赵耀辉 （２００９）。 为了检验外来移

民与本地劳动者工资之间的显著负相关是否因工资回报指标选取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

以月工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模型。

主要估计结果见表 ５ 最后一栏， 基本结论仍然没有改变， 即外来移民对本地劳

动者的月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外来移民占比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者月工资就

减少 ２ ０７％ 。 对比小时工资和月工资的影响系数可知， 月工资影响略小， 其可能原

因在于外来移民进入除了会带来本地人工资性报酬下降之外， 也会挤压本地人的每

周工作时间①。 总体而言， 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工资性报酬有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

是稳健的。

六　 进一步讨论： 异质性移民影响有何不同？

由于外来移民的低生产率职业偏向和低教育程度偏向， 外来移民对城市本地劳动

力工资率总的来说呈现负向影响， 符合理论分析命题 ２ 的预期。 但命题 １ 告诉我们，

移民对于本地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命题 ２ 的推论则告诉我们， 不

同类型的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平均工资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针对性地就移民

对本地不同类型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以及不同类型的移民对本地工资率的影响进行

实证检验。

（一） 不同技能分布的影响

在对劳动者技能水平进行分类的过程中， 我们兼顾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状况和工作

经验： 将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 （含高中）、 且工作经验在 １０ 年以上的划归为高技能

劳动力； 否则为低技能劳动力。

先考虑外来移民对本地不同技能类型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 表 ６ 第 （１） ～ （２） 栏

分别报告了移民对本地低技能、 本地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报酬的影响。 结果表明， 移民

对本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回归系数为 － ０ ３５９， 且达到 １％ 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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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水平； 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虽然也为负向， 但并不显著， 并且回归系数

（ － ０ １５２） 也比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系数要小很多。 这一结果与国际移民文献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０３） 的研究结论十分类似， 也基本符合理论分析的预期： 移民的低技能偏向大大降

低了本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但并未带来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明显增进。

表 ６　 分不同技能分布和就业身份的影响

技能分布 就业身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解释变量
低技能

小时工资

高技能

小时工资
小时工资

受雇者

小时工资

创业者

小时工资
小时工资

外来移民占比
－ ０ ３５９∗∗∗

（ － ３ ４９８）
－ ０ １５２

（ － １ ５６４）
－ ０ ３２２∗∗∗

（ － ２ ９３４）
－ ０ １６３

（ － １ ０５５）

低技能移民

占比

－ ０ ４０４∗∗∗

（ － ４ ２４２）

高技能移民

占比

０ ２７２
（０ ８１１）

受雇者移民

占比

－ ０ ２７３∗∗

（ － ２ ４０８）

创业者移民

占比

０ ４９６∗∗∗

（４ ７１６）

教育年限
０ １２３∗∗∗

（９ ４４３）
０ ０８４∗∗∗

（６ １６５）
０ １４８∗∗∗

（１２ ４４２）
０ １５５∗∗∗

（１８ １２２）
０ ０６６∗∗

（２ ５４９）
０ １７７∗∗∗

（１５ １６０）

年龄
－ ０ ００５

（ － ０ ９６３）
０ ００４

（０ ６７３）
０ ００５

（１ １３２）
０ ００８

（１ ５５０）
０ ０１０

（１ ２９２）
０ ００５

（１ １９５）

已婚比例
０ ４３７∗∗∗

（２ ６０６）
－ ０ ５８３∗∗∗

（ － ３ ７９２）
０ ２８２∗∗

（２ ０９１）
０ １１１

（０ ６１０）
－ ０ ３２５

（ － １ ０９４）
０ ２４８∗

（１ ８７５）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１０７

（０ ６８９）
１ ９９０∗∗∗

（８ ３５４）
－ ０ ２７１∗∗

（ － １ ９７９）
－ ０ ２４５

（ － １ ３２３）
１ １１４∗∗∗

（２ ９０４）
－ ０ ６７７∗∗∗

（ － ４ ８６３）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７７２ ０ ７７１ ０ ８６９ ０ ８４７ ０ ５７９ ０ ８７３

观测数 １６３０ １６１９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６ １５６４ １６３７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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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考虑不同类型的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总影响。 表 ６ 第 （３） 栏报告

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低技能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产生了显著负

向影响， 符合理论分析预期。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每增加 １０％的低技能移

民供给， 本地劳动者工资平均下降 ４ ０４％ 。 高技能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显示出

微弱正向影响 （０ ２７２）， 虽然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亦基本符合理论分析的

预期。

（二） 创业者与受雇者的影响差异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表中的 Ｒ２３ 问题将 “就业身份” 划分为 ４ 类： 雇员、

雇主、 自营劳动者、 家庭帮工。 据此， 我们将 “雇主” 和 “自营劳动者” 的就业身份

统一归入 “创业者”， 将 “雇员” 和 “家庭帮工” 的就业身份统一归入 “受雇者”。

首先， 研究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中 “受雇者” 和 “创业者” 劳动收入的影

响。 表 ６ 第 （４）、 （５） 栏分别估计了外来移民对本地两类就业身份群体的工资影响。

与移民对本地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类似， 外来移民对于本地受雇者的工资有

显著的负向冲击， 而对于本地创业者群体的工资仅有统计上不显著的微弱负向影响，

基本符合理论分析预期①。

其次， 将外来移民划分为 “创业者” 和 “受雇者”， 研究这两类外来移民对本地

人工资收入的影响。 表 ６ 第 （６） 栏给出的估计结果表明， 外来移民若以受雇者身份出

现在本地劳动力市场， 则会对本地人工资有负向影响， 影响系数为 － ０ ２７３， 达到 ５％

的显著性水平。 若外来移民以创业者身份出现在本地劳动力市场， 则对本地人工资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系数为 ０ ４９６）。 这非常符合理论分析中命题 ２ 推论的预期。 当外来

移民以创业者 （尤其是机会型创业者） 的身份出现在本地劳动力市场， 虽然会挤压本

地的创业者， 但是却更多为本地受雇者带来了机会和好处， 从而总的来说提升了本地

的工资水平。

有必要强调， 外来创业者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工资增长， 这本身起到了一个非常

积极的作用。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中共 “十七大” 报告提出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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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理论分析预期， 本地创业者的工资受到移民的影响应该为正。 实证结果表现出并不显著

的影响， 可能与创业者的度量有关。 一些生存型创业者 （通常为小型的雇主和自营劳动

者）， 他们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上失败的个体， 这类个体往往不具备企业家才能， 本身就是

竞争中的弱者， 创业只为谋生糊口 （Ｔｈｕｒｉｋ， ２００３； 董志强等， ２０１２）， 他们的生产率并不

会比受雇者高， 理应被归入到受雇者一栏。 但我们无法识别这类生存型创业者， 仍将他们计

入创业者， 这将导致移民对创业者收入的正向作用被低估。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来， “以创业带动就业” 工作受到广泛关注。 创业与就业

（工资增长） 是一种良好的分工合作关系， 本文从经验上确认了外来创业者与本地人工

资的互惠共赢关系， 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以创业带动就业” 战略的合理性， 获得

了有价值的政策洞见。
（三） 不同迁移时间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 移民对本地劳动者工资的平均负向影响是随时间变化的， 表现出

“先增后减” 的特征： 当移民刚刚流入， 对本地劳动者仅有较小替代性。 移民初来乍到

不太熟悉本地就业机会， 缺乏在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经验， 甚至易遭受语言和文化

障碍等 （罗纳德·伊兰伯格、 罗伯特·史密斯， ２００７）， 因而在短期内， 移民与当地经

济的工作匹配质量较差， 所挣到的工资性报酬也较低。 在中期， 移民获得了 “本土特

定” 技能， 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且对本地劳动者有更强的替代性， 从而对当地劳动力

市场的负影响变大。 在长期， 移民和原住民之间逐渐形成分工共赢关系， 当地劳动力

市场也会做出适应性调整， 在此情形下，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影响在弱化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０；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 Ｗｅｉｓｓ， ２００４； Ｃｏｈｅｎ⁃Ｇｏｌｄｎｅｒ ＆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１）。 既有的

国际案例证实了这一点。 譬如， 来自前苏联的移民对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在

短期， 移民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者工资降低 １％ ～ ３％ ， 但这种负向影响在长期 （４ ～ ７
年后） 会逐渐消失 （Ｃｏｈｅｎ⁃Ｇｏｌｄｎｅｒ ＆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１）。

我们的静态理论模型无法捕获上面的机制， 但是我们对不同迁移时间的移民如何

影响中国城市本地工资率颇有兴趣， 因此尝试从实证上回答这一问题。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

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表中的 Ｒ８ 问题， 我们按照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划分短期、 中

期、 长期： （１） 半年至一年为短期； （２） 一年至三年为中期； （３） 三年及以上为长

期。 依次将外来移民划分为三组： 短期移民、 中期移民、 长期移民。 实证估计结果见

表 ７ 第 （１） 栏， 可以发现， 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时间

趋势， 短期移民影响为 － ０ ３３１， 不显著； 中期移民影响最大， 为 － ０ ４８６， 通过 ５％的

显著性检验； 长期移民的影响开始变得微弱（ － ０ ０９）， 且不显著。 可见， 关于中国的

城市 －职业移民影响基本符合了 “先增后减” 的变化规律。
（四） 不同移民户口的影响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开放， 吸引了大规

模的乡 － 城劳动力流动。 然而户籍登记制度的行政 “准入” 控制并未根本改变， 它犹

如一堵 “无形的墙” 隔离着劳动力市场， 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王美艳， ２００５；

吴晓刚、 张卓妮， ２０１４）。 基于户籍的劳动力歧视是一个常闻于耳的批评。 我们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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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模型的变量和参数略作新的解释就可分析此问题： 假设高生产率职业是 ｈ， 低生产

率职业是 ｌ， γ ＞ α 表示高生产率职业具有更高的要素产出弹性。 基于户籍的歧视会使

得城市本地劳动力更多进入高生产率职业， 而移民更多进入低生产率职业， 从而使得

β ＞ ｂ， 同时 α ＞ α∗几乎很难得到满足。 结果， 根据命题 ２， 受到户籍歧视的移民将会

降低本地平均工资率。

表 ７ 第 （２） 栏报告了相应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农民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

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控制本地人教育、 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变量的情形下， 农民

工每增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就会下降 ３ ５８％ 。 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预期一

致， 但这个结果的确不能反证农民工一定受到了歧视， 因为如果是农民工因其技能低

而集中进入低生产率职业， 也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 沈坤荣和余吉祥 （２０１１） 的研

究表明， 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存在负向作用， 只有在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活力

的情景下， 这种影响才是正向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沈坤荣和余吉祥 （２０１１） 的结果

放在一起， 暗示着农民工仍然遭受歧视， 或者至少暗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尚未形

成一种良好的分工合作机制来实现农民工和本地劳动力的互惠共赢。

表 ７　 不同迁移时间、 户口性质、 移民原因的影响

小时工资

（１） （２） （３）

迁移时间 移民户口性质 不同迁移原因

短期移民占比
－ ０ ３３１

（ － １ ３３２）

中期移民占比
－ ０ ４８６∗∗

（ － ２ ５７６）

长期移民占比
－ ０ ０９０

（ － ０ ３１８）

农民工移民占比
－ ０ ３５８∗∗∗

（ － ３ ７８０）

城镇工移民占比
－ ０ ０８２

（ － ０ ２５３）

经济性移民占比
－ ０ ２７８∗∗∗

（ － ３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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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小时工资

（１） （２） （３）

迁移时间 移民户口性质 不同迁移原因

非经济性移民占比
－ ０ ０７７

（ － ０ ２４６）

教育年限
０ １５１∗∗∗

（１２ ９７５）
０ １４７∗∗∗

（１２ ４７２）
０ １５０∗∗∗

（１２ ７５４）

年龄
０ ００４

（１ １２７）
０ ００４

（１ ０７６）
０ ００４

（１ ０４４）

已婚比例
０ ２８０∗∗

（２ １２７）
０ ３１３∗∗

（２ ３６３）
０ ３００∗∗

（２ ２３１）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０ ２７２∗∗

（ － ２ ０５６）
－ ０ ２７６∗∗

（ － ２ ０６３）
－ ０ ２７８∗∗

（ － ２ ０２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６９ ０ ８６９ ０ ８６７

观测数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不同移民原因的影响

从国际移民经验看， 不同的移民原因 （经济性移民、 政治性移民等） 对劳动力市

场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Ｃｏｒｔｅｓ， ２００１）。 在中国城市 － 职业层面的移民， 可以划分为

两大类： 经济性移民和非经济性移民。 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表中的 Ｒ９３ 问

题， 将 “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 分为 １１ 类： （１） 务工经商； （２） 工作调动； （３）

分配录用； （４） 学习培训； （５） 拆迁搬家； （６） 婚姻嫁娶； （７） 随迁家属； （８） 投

亲靠友； （９） 寄挂户口； （１０） 出差； （１１） 其他。 据此， 我们将上述划归为两大类：

把 （１） ～ （５） 因经济原因离开户口登记地的视为经济性移民， 其余的为非经济性移

民， 通过计算各类移民在城市 － 职业中的比重， 进而实证估计其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工

资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 ７ 第 （３） 栏， 可以发现， 经济性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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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向影响， 显著性水平高达 １％ ； 非经济性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没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如果用本文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原因在于： 经济性移民通常具有更好的能力

和教育水平①， 因而进入到高生产率的职业， 虽然挤压了本地的高生产率劳动力， 但却

因分工生产提高了本地低生产率劳动力的生产率， 最终提升了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工

资率。

七　 结论与启示

在专业化分工生产下， 移民对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总效应， 将取决于移民劳动力

结构、 本地劳动力结构和要素产出弹性。 当我们放弃劳动力同质性假设， 引入劳动力

异质性， 将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作为不同要素放入生产函数， 并允许资本流动 （这在一

国内部是常态）， 我们就会看到， 移民劳动力结构相对于本地劳动力结构的偏向性深刻

地影响着本地劳动力的工资率。 某类劳动力偏向的移民， 会加剧本地同类劳动力的替

代性竞争， 降低本地同类劳动力的工资； 但是由于存在分工生产， 其他类型劳动力的

边际生产力会因为生产的协同性而增加， 因此某类劳动力偏向的移民会带来本地其他

类型劳动力工资的增加。 这一减一增， 最后形成的总效应究竟为正还是为负， 就取决

于这类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 如果要素产出弹性足够高， 对本地工资率的总效应就

为正， 如果要素产出弹性不够高， 对本地工资率的总效应就为负。 这是本文理论模型

的基本思想。

基于上述思想， 我们讨论了异质性移民对本地工资率的影响， 并对中国的现实

进行预测。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低生产率、 低教育程度偏向的

移民更多进入到低生产率的职业 （即要素产出弹性不够高）， 因此一方面会降低城市

本地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但另一方面又难以对高端劳动力形成协同、 提高他们

的生产率， 结果是移民的流入总的来说会降低本地的工资率。 但是， 如果挑拣出那

些高教育、 高技能、 创业者等高端移民人才， 理论分析预测他们的流入将提高本地

工资率水平。

我们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展开经验研究， 结果完全从经验上确

认了上述一系列论断。 经验证据显示， 中国城市的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工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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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原始数据可知， 经济性移民比非经济性移民具有更好的教育状况： 前者平均为 ９ ４ 年， 后

者平均为 ７ ８ 年。



是显著为负的， 即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也是如此。 平均而言， 移民每增

加 １０％ ， 本地劳动力工资就下降 ２ ８％ 。 但是， 移民的异质性和本地劳动力的异质性的

确有其经济后果， 移民对本地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工资率影响不同， 不同类型的移民对

本地劳动力工资率的影响也不同。 经验证据显示， 移民流入对于城市本地低端劳动力

（低技能者、 受雇者等） 的影响是负的， 但对城市本地高端劳动力 （高技能者、 创业者

等） 的影响是不明显的； 而高端移民 （高技能者、 创业者等） 的流入， 会促进本地劳

动力工资率水平提升， 低端移民 （低技能者、 受雇者等） 的流入， 会降低本地劳动力

工资率水平。
上述结果也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各个城市都采取着一种比较特殊的移民管制

政策： 一方面通过歧视性条款排斥低端劳动力流入， 另一方面又大力吸引高端劳动力

流入。 因为这种政策是有利于提升本地工资率的。 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工资率是

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反映， 那么这就意味着该移民管制政策实际上有助于提升本地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但是， 这种政策的风险在于， 如果歧视性的就业排斥条款并

非基于生产能力， 那么这种对移民就业排斥的代价就是本地的工资率下降 （人均 ＧＤＰ
也会下降）。 譬如， 如果户籍与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 那么基于户籍的歧视对本地

经济其实就会产生危害， 这也是本文理论可以附带引申的结论。 除此之外， 人为的迁

移障碍会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 有可能在外来移民群体中间产生 “代际低收入传承陷

阱”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
在实证研究中， 我们对这些问题也做了初步的讨论， 发现农民工移入导致了本

地工资率下降 （未必不是与歧视农民工有关）。 我们也从经验上探讨了其他一些有趣

的问题， 比如不同迁移时间、 不同移民原因对本地工资率的影响， 这些结果可以深

化我们对移民经济问题和政策的思考。 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因为对本

地工资率的影响仅仅是移民政策的一个方面， 移民政策还需充分考虑本地就业、 增

长、 社会公平等多种经济和社会目标， 而且对于异质性移民的经济影响的国内研究

还是相当初步的， 只有在涌现更多、 更成熟的研究成果之后， 经过充分权衡提出的

政策建议才不会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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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９（３）， ４８５ － ５０４

Ｏｒｒｅｎｉｕｓ， Ｐｉａ ＆ Ｚａｖｏｄｎｙ Ｍａｄｅｌｉｎｅ （ ２００６ ） ． Ｄｏ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ａｇｅｓ？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２４８１
Ｏｒｔｅｇａ， Ｊａｖｉｅｒ ＆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Ｖｅｒｄｕｇｏ （ ２０１１ ）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ｎｑｕ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５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ｉａｎｍａｒｃｏ ＆ Ｐｅｒ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 ２０１２ ）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１）， １５２ － １９７
Ｐｅｒ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 Ｃｈａｄ Ｓｐａｒｂｅｒ （ ２００９ ） ． Ｔａｓ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 １３５ － １６９

Ｐｅｒ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 ２００７ ）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Ｗａｇ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９５６

Ｔｈｕｒｉｋ， Ｒｏｙ （２００３ ）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５０（３）， ２６４ －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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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ｂｅｒｔ （１９８０） ．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ｃｔｒｉｃａ， ４８（４）， ８１７ － ８３８．

Ｄ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ｕ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ｅｅ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Ｗｅｉ Ｘｉａｈａｉ１，２， Ｄｏ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２ ＆ Ｌｉｎ Ｗｅｎｌｉａｎ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ａｇ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０５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ｘ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ｗ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ａｇｅｓ ｂｙ ２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ｖａ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ｈｕｋｏｕ，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ａｇ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２１， Ｊ２３， Ｊ３１， Ｊ６１， Ｏ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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