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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放缓就业不降反升？

———引入“产业—就业结构”视角的联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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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形势稳中有进。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组，引入
中介效应和渠道机制检验的实证分析，对中国经济、“产业—就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进行研究，在

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经济与就业的变动态势给予解答。研究发现：“产业—就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和就业之间

的中介变量和主要作用渠道，可以调节经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而产业结构仅是影响就业的因素之一，并不

是经济和就业之间的中介变量。近几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总量依旧较大，对就业仍有拉动力。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同时改善支持和加大了这种拉动，而这仅靠产业结构的变动还远远不够。同时，积极

的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就业形势良好的推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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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源，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近

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就业问题引起更多关注。２０１１年，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战
略，到２０１６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再次明确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就业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早期就被经济学家们关注和研究，从亚当·斯密一直持续到现在。关

于我国经济和就业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这期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弹性较低，
因此出现了一批围绕着对经济与就业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当时学术界较多的声音是“高增长低就

业”“奥肯定律在中国失效”以及概括性的“经济与就业存在非一致性”问题等，并集中对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进行剖析。多数研究认为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就业，从而使得经

济增长与就业变动存在不一致（陆铭等，２０１１；常进雄，２００５；唐
"

，刘勇军，２００３；张车伟，蔡窻，２００２；
刘元华，２００２；龚玉泉，袁志刚，２００２）。［１～６］

与前述的时期不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波动甚至下降趋势，但就业增长却保持稳定甚至

较前几年增长加快，可以说以往“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相比之下还有一些扭转。

这种转变与经济发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除此外还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助力”和影响呢？政府应该

怎样借助这种“助力”和“良性机制”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和“就业优先”的目的？到目前为止，政府

部门和学者在相关报道和文章中对此给出一些解释（李宁，２０１５；孙文凯，２０１４），［７～８］但并没有分析因
素间的作用机制和变量间的具体数量关系，进行系统、科学地研究。而这显然非常重要，“找错”固然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挖掘出良性联动机制和路径更能够推动“经济—就业”这个系统良好、稳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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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地运行。

本文拟利用中国经济、就业等宏观数据，引入“产业—就业结构”视角的中介效应和渠道机制分

析，对当前经济下行期就业不降反升、稳中有进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

二、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的历史变动及现状分析

在进行机制推演、提出假设之前，先对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的历史变动情况，尤其是近年来的现

状进行比较分析。

（一）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稳中有进，总体上受经济影响较小

从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长期关系来看，两者确实表现出了非一致性（见图１）。在经济势
头发展良好，增速持续上涨时期，就业增幅却连年下跌，此种情况在１９９０年以后表现尤为明显。而近
几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３％连续跌至２０１５年的６．９％，就业增长率却止住持
续下跌的趋势并趋于平缓变动。从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我国的就业增长率变动同前２０年
相比，走势非常平稳。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从就业弹性来看就业与经济的关系。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用就业弹性衡量经济增长与就

业之间的关系，它表示ＧＤＰ每变动１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量变动。一般而言，就业弹性系数越大，经
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根据图２显示，总的来看，我国就业弹性的“分水岭”在
１９９０年后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虽有两次波动，即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间和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间出现两次“倒
Ｕ”型的变动，但是就业弹性一直处在０．２以上。但自１９９０年后，就业弹性陡然下降，大部分年份均低
于０．１。尤其是自进入２００５年以来，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弹性却始终低于０．０５。这引发了一些
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逐渐产生“高增长低就业”一说。直到２０１０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
增速连年下滑，就业形势不被看好的时态下，就业弹性却有小幅回升，并在２０１４年达到０．０４９，成为自
２００５年后的最高值。

（二）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对稳定，城镇就业新增量大于预期

近年来，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对稳定。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我国城镇
登记失业率大致都在４％附近，平均每年的失业人口大约为９３２多万人。同时，根据部分已公布数据，
近年来我国的调查失业率也是维持在５．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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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五年的就业弹性和ＧＤＰ增长率数据，我们测算出每年的城镇新增就业规模①在１０００多万
人左右，并逐年下降。但由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可知，实际的历年城镇新增就业量②没有出现持续下降

趋势，且都超过了预测值。尤其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③数量

看，近几年的新增就业高居１３００万左右，实现城镇就业新增量既定目标的连年突破。
由于近几年经济增长率下降明显，从而在直接的数量关系上导致就业弹性数值偏大，无法较为准

确的代表经济对城镇就业的拉动力，因此我们计算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的平均就业弹性，
而据此测算的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也同样低于实际数值（见表１）。

表１ 根据就业弹性和ＧＤＰ增长率推算的城镇新增就业规模和实际比较

据此弹性计算的城镇新增就业规模
实际的城镇新增

就业规模

实际城镇新增

就业岗位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ε＝０．３８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ε＝０．３８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ε＝０．３９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７４ １２５７ １２９０ １２２７ １２２１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６ １０７２ １１００ １１８８ １２６６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８ １０９４ １１２３ １１３８ １３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０７４ １０６０ １０８８ １０７０ １３２２
２０１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３ １０６０ １１００ １３１２

　　资料来源：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就业弹性根据各年的就业弹性加总平均得出。另外，由
于没有城镇ＧＤＰ和城镇ＧＤＰ增速的数据，因此用全国的 ＧＤＰ数值替代，城镇就业弹性会被高估，因而测算的城镇新
增就业规模数值应更低

三、理论和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增速下行期，就业形势依旧良好。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增长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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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就业弹性的概念εｔ＝（△Ｅｔ／Ｅｔ－１）／ｇ，就业增长规模公式就等于：△Ｅｔ＝Ｅｔ－１εｔｇｔ，其中，Ｅ表示就业

总量，ε代表就业弹性，ｇ代表经济增长率。
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等于当年城镇就业规模减去上一年城镇就业规模。

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等于年末城镇新增加就业人数减去年内自然减员人数。



降势态趋缓；就业弹性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城镇新增就业量均超出理论数值和既定目标。同过去的

“高增长低就业”的形势相比，目前这种转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理论分析和依据

在谈论“高增长低就业”时，相对主流的观点都会谈到产业结构是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理由在

于第一产业对就业拉动力最低，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大。出现“高增长低就业”是由于当时第二

产业产值占比虽大，它对就业的拉动却没有同步增长；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则较为缓慢，并且第

三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由于劳动力素质尚未匹配等原因第三产业总体的就业弹性呈现

下降趋势，因此也不利于较好地拉动就业。近年来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有比较快速地提升，而且同步出

现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快速增加。所以这会不会也是促成当前就业形势的主要原因呢？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上，就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需求和规模造成的影响，学者认为产业结构作为经

济结构的核心内容，其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决定就业规模的容纳度，产业的兴衰引导劳动者的产业转换

（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鲍春雷，２０１２；魏燕，龚新蜀，２０１２；蔡窻等，２００９；夏杰长，２０００）。［９～１２］但对
于具体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有着“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

级会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创造新的就业需求点，同时通过推动经济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产业升级和

稳定就业是可以同步存在的，只需要提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协同性（吴振球等，２０１３；张浩然
等，２０１１；李从容等，２０１０）；［１３～１５］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升级与就业需求和规模之间是反向的抑制

关系，产业升级必然使得生产自动化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和技术投入率也会增加，

对就业的替代增强，从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王泽基，２０１０；宋晓丽，２００４）。［１６～１７］同时，还有学
者指出，由于产业壁垒和劳动者素质匹配性问题的存在，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而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另外还存在产业吸纳力不足等问题，也都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没

有同步带来就业的增加（鲍春雷，２０１２）；［９］当然，学者则认为产业结构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明

确，难以判断（Ｆｉｎｄｅｉｓｅｎ＆Ｓｕｄｅｋｕｍ，２００８；［１８］唐
"

、刘勇军，２００３［３］）。

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也关注到了产业结构因素可能是经济与就业之间关系产生的

原因之一，继而从产业结构视角对经济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分析，但这些文章多是把产业结构与经济因

素作为自变量、就业因素为因变量同时纳入到一个模型，分别看产业结构和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又或

者通过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依次考察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只能说明经济对就业

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了影响，但无法有力的证实产业结构就是经济与就业之间关系

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能够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系统、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问题所

在；同时，对于产业结构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说法不一、差异较大，但无论是支持哪一

种观点，研究中都会提及就业结构在其两者关系实现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但就经济与就业的关系

而言，学者大多只引入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忽略了就业结构的影响，又或者是他们其实已经假定就业

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协调一致的，而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符合。因此既要把产业结构纳入到模型

来分析，也不能排除就业结构的影响，这是现有文献大多忽略的另外一点。

（二）提出假设和路径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２７．７：４７．７：２４．６，
第二产业的比重几乎达到了一半左右。自此后，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变。

到２０１２年，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追平第二产业，到达４５．３％；到２０１５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８．８：
４０．８：５０．２，这是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一、二产业之和的节点（见图３）。

在此背景下，结合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我们来看就业结构的变动。由图４可知，自１９７８年至
今，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在波动中微降，但总体上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且始终为正值。从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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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值大部分在０以下，第二产业则是于近几年跌为负值。通过图４可以看出，
从２０１２年以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
呈反向变动趋势、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导致，近几年，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负增长的情

况下，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竟出现较高速的增长。截止到２０１５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为３２８３９
万人，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７倍之多（见图５）。

因此，我国的就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长期为大，远远高出第二、三产业转变为第三产

业就业人员占比超过第一产业（２０１１年），并在此后快速增加，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２．１８％增至２０１５年的
４２．４％（见图３）。所以，近几年，我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和就业人员占比均有较快的增长，且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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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最大份额的占比。

从两者的关系和变动趋势来看，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之间，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率和就业人员增长率变
动几乎一致，但在１９９６年之后，虽然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持续攀升，基本在１０％以上；由于对就业吸
纳力不足等原因，就业人员增长率并没有同步变化，始终维持在２％～３％的较低水平上。我们通过计
算其就业弹性和结构偏离度①，发现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在逐渐改善，但自１９９６年之后改善程度较小
甚至还有下降，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间，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平均为０．３７。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期间，结构偏离
度大幅下降至年均０．２２。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在这五年间平均升至０．４９，而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间，该值仅为０．３０（见图５）。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得，近几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无论是第三产业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

都有了大幅的改善，实现了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也得到同步优化。据此，本文

提出假设：经济、“产业—就业结构”与就业之间形成了一个联动机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所

产生的共同作用是经济与就业之间的重要中介和渠道。近年来我国经济与就业态势的形成是由第三

产业快速发展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同步大幅增长共同助力促成的；进一步推演，之前“高增长低就业”

的状态也是由于两者缺其一而导致的。

结合当下经济和就业关系的变动态势，本文在此对经济、“产业—就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联动系

统的作用机理展开论述（如图６所示）。
我国经济总量较大，且持续中高速增长，所以对就业仍保有一定的直接拉动力，但这种拉动力是

有限的；此时，在经济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下，社会的经济产出还可以通过投资、消费

等行为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得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加。与此同时，虽然产业结构调整导

致一些人失业，但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派生出更多的就业需求，就业结构也持续调整，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经济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所以“产业—就业结构”既是经济影响

就业的渠道又可以调节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大小。另外，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积极就业政

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使得我国国有经济占比下降，私营、个体经济占经济体的分量增加，私营、个

体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在以上所述的各个环节都促进了就业需求和岗位的增加。同理，在过去２０年
间，经济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带动就业需求和岗位，但由于对第二产业的发展过于重视和支

·１３·

　王静文：为什么经济放缓就业不降反升？———引入“产业—就业结构”视角的联动机制分析

①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１



持，导致当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无法得到较好地优化，最终没有对就业形成应有的拉动力。

此外，这里还想讨论的是如果仅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不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它与经济和就业能不

能形成一个联动机制呢？通过上面的图５可以看到，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期间，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较
快，但就业人员增长率却没有同步增长，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这一时期内的就业形势也并不乐观。

因此，本文认为，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如果存在产业壁垒、产业吸纳力不足，产业升级导致失业人

数增加，或者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等多种原因使得劳动力转移速度无法及时满足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有

可能造成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因此，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任缺其一都不利

于就业规模的增加，仅产业结构并不能成为经济与就业之间的渠道和中介变量，促成经济、“产业—就

业结构”与就业之间联动机制的形成。

四、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对经济和就业的关系展开讨论，因此基础模型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进行推演。

一般的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如下：

Ｙ＝ＡＫαＬβ （１）

其中，Ｙ为经济总量，Ａ代表技术等因素，Ｋ为物质资本，Ｌ为劳动力供给，α、β分别表示各要素的

投入产出弹性系数。由于本文是研究经济、“产业—就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技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由产业结构变动体现出来，为了减小共线性，本文将上式的 Ａ（技术、管理等因素）作为常数项来

处理，因此对式（１）两边取对数，得：

ｌｎＹｔ＝ｃ＋αｌｎＫｔ＋βｌｎＬｔ＋μｔ （２）

接下来将（２）式转化为：

ｌｎＬｔ＝ｃ＋（１／β）ｌｎＹｔ#（α／β）ｌｎＫｔ＋μｔ （３）

令：１／β＝γ，α／β＝δ，所以就有：

ｌｎＬｔ＝ｃ＋γｌｎＹｔ＋δｌｎＫｔ＋μｔ （４）

（４）式就是劳动力需求（就业需求）模型，也是本文模型建立的主要依据。其中，γ、δ分别表示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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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出和资本对就业的弹性系数；ｃ是常数项，μｔ为随机扰动项。
在此基础模型上，引入产业和就业结构等变量，构造计量方程。结合上面的假设，本文借鉴

Ｂａｒｏｎ＆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Ｃｌｏｇｇ＆Ｐｅｔｋｏｖａ．ｅｔｃ．（１９９２）、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２００２）［１９－２１］的中介效应检验和识别渠
道方法进行分析。由此，最终的五个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１）：ｌｎＬｔ＝ｃ１＋γ１ｌｎＹｔ＋δ１ｌｎＫｔ＋θ１ｌｎＩＰｔ＋μｔ
模型（２）：ｌｎＩＥｔ＝ｃ２＋ω１ｌｎＹｔ＋μｔ
模型（３）：ｌｎＬｔ＝ｃ３＋εｌｎＩＥｔ＋γ３ｌｎＹｔ＋δ３ｌｎＫｔ＋θ３ｌｎＩＰｔ＋μｔ
模型（４）：ｌｎＩＳｔ＝ｃ２＋ω２ｌｎＹｔ＋μｔ
模型（５）：ｌｎＬｔ＝ｃ４＋ηｌｎＩＳｔ＋γ４ｌｎＹｔ＋δ４ｌｎＫｔ＋θ４ｌｎＩＰｔ＋μｔ
其中，ｔ表示年份，Ｌ表示就业数量，Ｙ表示经济总产出，Ｋ为资本投入，ＩＥ为反映“产业—就业结构”

同时变动的变量；ＩＳ仅代表产业结构变动，ＩＰ表示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变动因素，γ①、δ、θ、ε和η分
别代表经济产出、资本投入、政策制度、“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ω代表“产业—

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产出的弹性变动大小，ｃ代表技术、管理等广义技术因素，μｔ为随机干扰项。
其中，模型（１）是为了验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总量与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与经典的道格

拉斯函数相反，Ｌ由解释变量变为被解释变量，由劳动力投入要素变为对劳动力的需求；此时，经济总
量Ｙ和资本投入Ｋ是就业规模的影响因素，对于它们的作用方向，已有研究验证了资本加深不利于就
业的增加（陆铭等，２０１１），［１］但对于经济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尚存在差异：有的认为经济拉动了就业
（陈安平、李勋来，２００４），［２２］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与就业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
就业（闻勇、薛军，２０１６；丁从明、陈仲常，２０１０）。［２３～２４］但从已有的理论分析和上面的公式推导来看，经
济对就业的影响应该为正（γ＞０），资本对就业的影响为负（δ＜０）。此外，依据道格拉斯函数的初始
形式和已有理论，就业同样会影响经济，对这种互为因果的变量直接进行回归会带来内生性问题，进

而导致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引入经济的滞后一期来解释当期的就业规模。除了资本和经济外，本文还

纳入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因素，并假设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促进就业增长。

模型（２）是探究“产业—就业结构”和经济产出变动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假设，保持其他条件
不变，经济总量增长有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由于这只是进行中介和渠道检验时的辅助

模型，因此不再要求全面和完整，只要验证两者间的关系即可。模型（４）亦同。
模型（３）是为了探究经济总量、“产业—就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这里我们假设，保持

其他条件不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和就业之间的主要渠道和中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

检验和识别渠道方法，将这两个因素同时放入一个模型中以解释就业变动，同时加入其它控制变量。

模型（４）和模型（５）则是为了验证产业结构变动是不是能够成为经济和就业之间的渠道和中介
变量而增加的两个模型。模型（４）是考察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我们亦假设在保持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经济总量增长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模型（５）则是第二个中介效应检验和识别渠道模型，
检验产业结构在经济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即假设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仅产业结构升级并

不是经济和就业之间的主要渠道和中介变量。

（二）方法和规则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在借鉴 Ｂａｒｏｎ＆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Ｃｌｏｇｇ＆Ｐｅｔｋｏｖａ．ｅｔｃ．（１９９２）、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０２）［１９～２１］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具体的规则如下。

如果在模型一和模型二的估计中，经济总量既对就业总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对“产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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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产业—就业结构”是不是经济影响就业的渠道和中介变量，要根据以

下三种情况来进行判断：

如果在模型三中，“产业—就业结构”变量显著，经济变量不显著，则说明“产业—就业结构”是经

济作用于就业的主要渠道和中介变量。

如果在模型三中，“产业—就业结构”和经济变量都是显著的，则说明两者对就业都有影响。“产

业—就业结构”是不是经济影响就业的主要渠道和中介变量，还要根据模型一和模型三中经济变量系

数的大小判断。如果系数相差较小，说明“产业—就业结构”不是经济影响就业的主要渠道和中介变

量；而如果系数相差很大，那么“产业—就业结构”仍是渠道和中介变量。

如果在模型三中，经济变量显著而“产业—就业结构”变量不显著，极有可能是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不是主要通过“产业—就业结构”这个渠道，也不是由其调节，而是通过其他机制作用。

同理，验证产业结构是不是经济影响就业的渠道和中介变量也是通过以上三种情况来判定，具体

的结果可根据模型一、模型四和模型五得出。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采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来看，模型一中，被解释变量Ｌ是反映就业的指标。就业弹性指标侧重于说明经济发展对就

业的吸纳能力，且直接由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决定，易受经济变动的影响；就业规模和就业增长率指标

则相对较好，既可以反映出就业总量的变动走势，又可以避免和经济变量的高度相关。但由于就业增

长率波动较大，在时序上不平稳，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最终选择就业规模这个指标反映就

业总量的状况。该指标的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上获取。
解释变量Ｙ表示经济状况，和就业指标对应，经济也选择总量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该

指标通过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可变价ＧＤＰ和１９７８＝１００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指数进行平减计算，得到
了消除物价影响后的不变价ＧＤＰ；另一个解释变量Ｋ代表资本投入，这里统一使用存量指标，用全社

会固定资本存量来反映，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其中，基准年的资本存量借用李国璋（２０１０）［２５］

的研究成果，即全国１９７８年的资本存量为６２０６．４５亿元（１９７８年价格）；固定资产新增投资额通过
１９７８＝１００的固定资产指数进行平减，资本折旧率选择王小鲁（２０００）［２６］所用的标准，即折旧率为

５％，并最终获得资本存量数值。
对于反映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变量ＩＰ，本文经过筛选后最终选择用“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占

城镇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这一指标”。由于就业政策和其影响不好量化，考虑到近年来就业优先的积

极就业政策重在鼓励创业且效果显著，私营、个体企业单位数量激增，跻身成为就业人员的“蓄水池”；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经济的占比逐步缩小，私营和个体经济的份额相应增加，与上一条政策

因素异曲同工。综合来看，“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是一个能较好替代

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变动影响的指标，具体计算是将城镇私营就业人员和个体就业人员加总，再除以

城镇就业人员数，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模型二中被解释变量ＩＥ是反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交叠影响，考虑到两者是同时变动且该指
标需要被纳入到模型中进行计算，本文最终选择“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两者的乘积来反映（本文称作“产业—就业结构”），因为两个数据均是持续增

加状态，两者的乘积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共同变动大小。即前期，当第三产业产

值占比和就业人员占比同时较小时，两者的乘积较小；而后随着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大，但就业人员

占比微增时，两者乘积增加的幅度有限；近年来在两者同时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产业—就业结构”值

呈现大幅度上升。如表２所示，该值最小为２８１．４３，最大可达到２１２８．４８，这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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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都不需要计算，直接根
据两者的原始数据相乘即可。

以上的变量在模型二、三、四、五中会重复出现，所选用的指标均一致，不再赘述。对于首次出现

在模型四中的ＩＳ变量，它反映的是产业结构变动，用“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表示。数据直接取
自中国统计年鉴。表２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年份：ｙｅａｒ １９９６．５ １１．１１ １９９６．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就业人员数（万人）：Ｌ ６４４５７．４５ １２５１６．８８ ６９３８５ ４０１５２ ７７４５１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Ｙ ３３３５０．６１ ３１８４２．０８ ２１２６２．８９ ３６７８．７０ １．１ｅ＋０５

资本存量：Ｋ ９０３７７．０３ １．０ｅ＋０５ ４６３７９．９７ ６２０６．４５ ３．７ｅ＋０５

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

就业人员的比重（人）：ＩＰ
１４．８１ １３．１４ １２．２７ ０．１６ ４６．９７

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ＩＳ ３５．８９ ７．９９ ３５．３０ ２２．３０ ５０．２０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比重乘积：ＩＥ
９６２．８０ ５０９．３６ ８９８．８０ ２８１．４３ ２１２８．４８

五、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是时间序列的计量回归分析，为了避免由时序不平稳和自相关等引起的“伪回归”和有

偏、无效回归，在进行具体的模型计量前需先通过平稳性、协整检验等。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验证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先对各数据进行ＡＤＦ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各个变量的原始值都
存在单位根，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但在二次差分后，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实现平稳，因此

这组变量均为二阶平稳，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

表３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ＡＤＦ值 ５％的临界值 Ｐ值 平稳性

经济总量 －０．２５４ －２．９６６ ０．９３２ 不平稳

△经济总量 －２．９７８ －３．５５６ ０．１３９ 不平稳

△△经济总量 －５．１２１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平稳

资本存量 ０．６８６ －２．９６６ ０．９９０ 不平稳

△资本存量 －２．５２３ －２．９６９ ０．１１０ 不平稳

△△资本存量 －３．９０５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２ 平稳

就业人员数 －０．５０５ －３．５５２ ０．９８３ 不平稳

△就业人员数 －２．７９３ －２．９６９ ０．０５９ 不平稳

△△就业人员数 －６．３２８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平稳

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占比 －１．９３１ －２．９７２ ０．３１８ 不平稳

△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占比 －２．４８１ －２．９７５ ０．１２０ 不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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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占比 －６．８２６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０．２９０ ２．９６６ ０．９７７ 不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３．１８６ －３．５６４ ０．０８７ 不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７．６１９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乘积 ４．５２６ －２．９６６ １．０００ 不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乘积 －１．９０６ －２．９６９ ０．３２９ 不平稳

△△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乘积 －８．４５３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平稳

　　注：以上各变量均在取对数后进入ＡＤＦ检验；其中，△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表示各变量的二阶差分

（二）协整检验

如果一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即可以直接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判定变量间长期的具体数量

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五个模型中的Ｍａｘ－ｌａｍｂｄａ统计量都比其５％水平上的临界值大，不能接
受“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而五个模型均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协整关系（见表４）。

表４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Ｊｕｓｅｌｉｕｓ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Ｍａｘ－ｌａｍｂｄａ统计量）
原假设 特征根 检验统计量的值 ５％的临界值

模型一
无协整关系 ０．６３ ３４．５４ ２８．１４

最多一个 ０．４２ １８．８７ ２２．００

模型二
无协整关系 ０．７０ ４３．５７ １５．６７

最多一个 ０．００３ ０．１０ ９．２４

模型三

无协整关系 ０．７５ ４８．１ ３４．４

最多一个 ０．６６ ３８．０７ ２８．１４

最多两个 ０．４４ ２０．２２ ２２．００

模型四

无协整关系 ０．７５ ４７．９９ ３４．４０

最多一个 ０．６３ ３４．９８ ２８．１４

最多两个 ０．５５ ２７．８４ ２２．００

最多三个 ０．２７ １０．８３ １５．６７

模型五
无协整关系 ０．４１ １９．１４ １５．６７

最多一个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９．２４

　　注：表示在５％显著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

（三）模型估计

如上所示，五个模型均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直接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依此对五个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ＯＬＳ），结果显示，模型均通过联合显著性，并且
拟合度较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见表５）。但通过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
可知，模型既存在异方差，也存在扰动项自相关，而这会导致参数的 ｔ检验（显著性）不准确。由于本
文运用中介和渠道验证法，对系数显著性，即ｔ检验结果非常敏感。所以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本文选用
尼威－韦斯特标准误法（“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估计法”）对ｔ检验进行修正。它可以通过改变标准误来解决
序列相关性问题，但是并不改变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系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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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ＯＬＳ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经济总量（取对数）的滞后一期
０．８９８ ０．５５８ ０．３６０ ０．２１８ ０．６４７

（０．３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２８２） （０．０１１） （０．２７２）

资本存量（取对数）
－０．７４７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６

（０．２６０）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６）

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取对数）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产业－就业结构”（取对数）
０．５０７

（０．１１９）

产业结构（取对数）
０．５３７

（０．１４５）

常数项
９．１０１ １．２２６ ８．４４８ １．４０９ ８．３２５

（０．２０９） （０．１６６）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２） （０．２７４）

样本量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调整后的Ｒ平方 ０．９２３ ０．９６９ ０．９４９ ０．９１３ ０．９４４

异方差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１

自相关 ０ ０ ０ ０ ０

　　注：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为标准误。模型１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

释变量为经济总量、资本存量和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模型２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就业结构”变量，解释变量为

经济总量；模型３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量、资本存量、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和“产业—就业

结构”变量；模型４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变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量；模型５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释变量为经

济总量、资本存量、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

由于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估计法对滞后阶数较为敏感，因此我们首先通过公式①计算得出适当的滞后阶

数，然后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另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滞后阶数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
检验，这里我们将每个模型增加１和２个滞后阶数，看到估计出的标准误的变化较小，表明模型估计
非常稳健（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展示）。由此，我们最终选用“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估计法”来进行修正
估计。

表６ 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经济总量（取对数）的滞后一期
０．８９８ ０．５５８ ０．３６０ ０．２１８ ０．６４７

（０．２７４） （０．０３９） （０．３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２９９）

资本存量（取对数）
－０．７４７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６

（０．２２２）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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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取对数）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６）

“产业－就业结构”（取对数）
０．５０７

（０．１７７）

产业结构（取对数）
０．５３７

（０．１８６）

常数项
９．１０１ １．２２６ ８．４４８ １．４０９ ８．３２５

（０．２４３） （０．３９１） （０．２９０） （０．２０９） （０．２３２）
样本量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７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为标准误。模型１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释变量

为经济总量、资本存量和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模型２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就业结构”变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

量；模型３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量、资本存量、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和“产业—就业结构”变

量；模型４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变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量；模型５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总量，解释变量为经济总量、

资本存量、就业政策—经济体制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

（四）经验研究的结果分析

结合中介效应检验和识别渠道规则，根据回归结果分析可知：

第一个中介和渠道检验中，表６中的模型一、二、三验证“产业—就业结构”变量是否是经济和就
业之间的渠道机制和中介变量。在模型一中，经济总量对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本存量提高不利

于对就业增加，符合我们的预期。同时，积极的就业政策—经济体制改善也是就业规模增加的显著原

因之一。模型二则较好地检验了经济总量对“产业—就业结构”改善的显著推力；因此，当模型三加入

了“产业—就业结构”因素时，经济变量不再显著，而“产业—就业结构”变量颇为显著，可以较好的说

明“产业—就业结构”是经济总量与就业规模之间的主要渠道变量和中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在纳

入“产业—就业结构”变量时，就业政策—经济体制这一变量也不再显著。这表明，积极的就业政策和

自由灵活的经济体制促进大量创业条件和机会，个体、私营单位大大改善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从

而带动整体就业态势的良好局面。

第二个中介和渠道检验中，模型一、四、五验证产业结构变量是否是经济和就业之间的渠道机制

和中介变量。在模型四验证了经济总量是产业结构改善的原因之一的基础上，模型五中，经济总量依

然显著且产业结构变量也显著，此时经济总量的系数０．６７４与模型一中的０．８９８相差较小，在统计上
也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变量对就业产生影响，但不是经济影响就业的主要渠道。

以上结论较好地佐证了我们的假说。事实上，如图７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高居不下，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增长率却始终低位徘徊，年均增长率为１％；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的增长率也始终维持在２％的较低水平上。这种情况下，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力（即就业弹
性）持续下跌，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维持在０．０３左右；因此有许多“高增长低就业”的声音相继发出。
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虽然我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增长率总体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年均增长率３％，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增长率增长更快，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年均增
长率高达４．２％。与此同时的总的就业弹性值有所回升，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力转好。可见，迟滞不前
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会阻碍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力，而齐头并进且快速改善的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却可以调整经济对就业岗位的带动，使其转小为大、转危为安。

六、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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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本身会带动就业增加。虽然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每一个百分点的增

长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依然带动就业增长，只是这种影响较小并逐渐减弱。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

引致需求，因此实现稳定就业首先要保证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产业—就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影响就业的渠道和中介，即经济主要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变

动来实现对就业的总的影响。当经济总量增长时，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就业结构也在改善，可以加速就

业总量的增加。因此，虽然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对就业的直接带动力会减弱，但快速增

加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和同步改善的就业结构弥补甚至扭转了本该减缓的拉动力，促进就业良好发

展。同样，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期间，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较慢改善和不一致性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目前，我国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就业结构上都与

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优化的空间依然充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税收、财政等政策，引导有利于

拉动就业的经济投入和产业布局调整，实现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联动机制。尤其是

在经济增长放缓期，通过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来拉动就业增长，如大力发展、改造

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纳入互联网技术，开拓和引领传统行业的就业新形态。此外，着力发展就业弹性

最大的第三产业，同时做好就业人员在产际间的转移工作，确保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

一致性。

产业结构本身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经济与就业之间的渠道和中介变量。因此，当学者们

解释经济与就业的不一致性时，不应当仅仅看到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加较

快的情况下，如若就业结构不能同步提高，也不能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尽

可能的为转岗职工提供精准的“一对一”帮扶，进行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充分挖掘已有的劳

动力资源，以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专业技术短板和跨行业门槛的需要，显得愈发重要。

私营、个体企业单位已经成为就业的“蓄水池”。《２０１５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
告》课题组指出，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每年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在１２００～１９００万人，２０１４年每户
私营企业可以带动１２．６个人就业，每个个体工商户能带动２．６人就业，私营和个体单位一共吸纳共
２．７３亿人，占到全国总的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其中以第三产业为主。因此，政府应继续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持续推进“双创”，即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同时加强对创新型中

小企业支持力度，通过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市场准入、就业服务等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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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环境。

此外，不能盲目乐观，在未来劳动力规模供给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尤其

是高精尖产业迅速崛起，劳动者的工资会上涨，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产出比提高，企业多会提高资本和

技术投入率，从而加大其对劳动力的替代，造成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减少。因此，政府应该未雨绸

缪，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同时对产业升级过程中“被下岗”的人员，政府也可以设定更多的安置路径和

方案，加强政策托底的能力。

在就业数量稳定的情况下，还应关注到就业的质量状况，尤其是农民工、大学生和非正规就业群

体的就业质量问题。政府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对劳动者的基本保护。在完善

劳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到每个劳动者的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做好劳动关系等

问题的处理工作，为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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