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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
———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飞虎，晏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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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

门限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未达到第一门限值０８１３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为
显著的负向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跨过第一门限值０８１３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
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３９６５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下降，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中部地区的公共

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也均呈现出负向、正向与收敛效应；西部地区在跨越第二门限值后才产生显著的正

向效应，尚未表现出收敛效应。最后根据二者间的非线性双重结构变化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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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水平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年
的１７９％提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５７３５％，年均提高约１０３％，即平均每年有一千多万人口从乡村转移至
城市。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转移，更是人口市民化的过程。面对庞大规模的农村

转移人口，解决好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是实现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关键落脚点，也一直是政府民生保障

工程的优先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人口的大量转移与安置提

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生活保障。同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承担着稳定社会就业的

经济职能，例如在２００８年我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投放量占比约５４２５％，
是当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现今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新常态下，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

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在此形势下，政府部门在制定就业政策时是否依然能够如法炮制，通

过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就业，使其继续兼任社会就业的稳定器？显然，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

我国各地区政府部门制定就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本文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探究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为深入认识该问题提供经验依据与现实解释。

二、文献回顾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关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样本

·３２·



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大体而言，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正

向效应，持该观点的文献相对较多。卡恩（１９３１）是较早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一，其在《国内投资与
就业》一文中首先提出就业乘数概念，认为当净投资增加时，总就业增量将在初始就业增量的基础上

呈现乘数效应。凯恩斯（１９３６）在有效需求理论中认为失业问题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政
府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社会就业量，从理论上肯定了在市场

失灵时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在经验分析方面，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９７）是最早系统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对就业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基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观点，提出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水平与就业总量之间存在一个二次型曲线关系的研究假设，并以美国各州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的数
据为经验样本，基于Ｃ－Ｄ生产函数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定增长对就业总量具有短期的正
向边际影响率以及长期的显著累积效应。［１］Ｄｅｍｅｔｒｉａｄｅｓ、Ｍａｍｕｎｅａｓ（２０１０）以劳动力需求函数为基础构
造了一个结构化模型，对１９７２～１９９１年期间１２个ＯＥＣＤ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
会产生正向效应，其中短期效应比长期更为显著。［２］Ｄａｖｅｒｉ、Ｍａｆｆｅｚｚｏｌｉ（２００８）运用工资函数、劳动需求
函数和ＣＥＳ生产函数所构建的跨期模型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间关系予以分析，认为以征收资
本税的方式募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３］徐旭川、杨丽琳（２００６）通过向量自回归
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公共投资对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投资促进了第二、三

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但这种影响存在２期滞后。［４］苑德宇（２０１０）构建了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与劳动力
市场均衡就业量的动态关系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公路密度在短期内促进了就业增长，而普通中学数量

的增加在长期内表现出更大的挤入作用。［５］赵连阁等（２０１４）运用联立方程分析认为，提高环境基础设
施投资强度能够实现地区就业增长，尤其在工业污染较严重地区，环境治理投资的就业效应显著高于

其它地区。［６］刘超（２０１６）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对基础设施投
资的就业效应从多个角度和指标进行了研究，认为就我国总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的正效应高

于负效应，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７］

另一种观点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效应为负向。Ｒａｕｒｉｃｈ、Ｓｏｒｏｌｌａ（２００２）通过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发现，如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是以所得税的方式予以筹集，那么当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社

会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将会使就业率下降。［８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ａ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就美
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状况予以研究，发现其没有影响社会就业总量，但在不同的产业之间产生了结构

性的就业影响。［９］Ｋａｍｐｓ（２００５）利用２２个 ＯＥＣＤ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反映公共基础设施
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呈现出明显的负向效应。［１０］刘文等学者（２０１４）利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中
国２９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通过变截距模型与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固定资
产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未引起就业与之相应的大规模增加，

在某些省份甚至带来了负向影响。［１１］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研究结论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随着实证研究的逐渐深入与细化，持

第二种观点的文献逐渐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其中一些优秀成果很好地阐释了二者间的关系，推动了

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就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对具体情况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明确，在政策参

考意义上还可以有所加强，因此本文试图基于中国现实，运用能够反映多种情况变化的门限模型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根据实证结论给出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传统线性模型的待估参数具有稳定性，暗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稳态唯一的假定。

这种设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转换关系，即该

影响可能会随着某种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结构性变化，而这在现实经济现象中是比较普遍的。尽管有

些文献通过引入解释变量的二次项来弥补线性模型的不足，但这容易产生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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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探究研究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变化关系，本文构建了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提出的面板门限回
归模型（ＰＴＲ），［１２］以更细致地刻画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ＰＴＲ（Ｐａｎ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模型的一般函数形式如下：

ｙｉｔ＝ｕｉ＋δ１ｘｉｔＩ（ｑｉｔ≤γ）＋δ２ｘｉｔＩ（ｑｉｔ＞γ）＋εｉｔ （１）
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ｘｉｔ为解释变量，δ１、δ２为待估参数；ｑｉｔ表示门限变量；γ为门限值；Ｉ（·）表示指示

函数，当括号内式子成立则取１，反之取０；根据指示函数的取值，（１）式也可另写成如下简洁形式：
ｙｉｔ＝ｕｉ＋δ１ｘｉｔ＋εｉｔ，ｑｉｔ≤ｒ （２）
ｙｉｔ＝ｕｉ＋δ２ｘｉｔ＋εｉｔ，ｑｉｔ＞ｒ （３）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多重门限效应的函数形式，［１３］为本文刻画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与就业之间可能发生的多重结构变化关系提供了研究方法。由于具体门限数量和数值还有待后续的

门限效应检验，我们先假设存在Ｎ个门限值，模型设置如下：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ｕｉ＋β１１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ａｇｋｉｔ≤ｒ１）＋β１２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ｒ１＜ａｇｋｉｔ≤ｒ２）＋…＋β１ｎ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ｒｎ－１＜

ａｇｋｉｔ≤ｒｎ）＋β１（ｎ＋１）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ａｇｋｉｔ＞ｒｎ）＋β２ｌｎｘｊ，ｉｔ＋εｉｔ （４）
其中ｅｍｐｌｏ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即ｉ地区在第ｔ年从业人员数量；ａｇｋ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表

示ｉ地区第ｔ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γ１、γ２为特定的门限值；Ｉ（·）表示指示函数；ｘｊ，ｉｔ表示第ｊ个
控制变量的对数值，具体包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ｅｏｃｉｔ）、产业结构（ｓｃｉｔ）、贸易开放水平（ｔｒａｄｅｉｔ）、
受教育水平（ｅｄｕｉｔ）、技术进步（ｔｅｃｉｔ），ｕｉ表示个体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说明

在研究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时，以往多数文献通常选择投资流量与就业存量作为衡量指标，忽

略了就业存量是投资存量发挥累积效应的结果。为弥补此缺陷，本文选择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

量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ａｇｋｉｔ）的衡量指标。因此（４）式中的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被解释
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即各地区的就业量（ｅｍｐｌｏｙｉｔ）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ａｇｋｉｔ）；一类是门限变
量，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ａｇｋｉｔ）；一类是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衡量指标说明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各地区的就业量（ｅｍｐｌｏ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采用各省份年底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来表示。核心解

释变量是人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ａｇｋｉｔ）。公共基础设施的界定在广义上划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
与社会性基础设施，经济性基础设施是指水、电、燃气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邮政仓储等设施，社会性

基础设施是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在狭义上，公共基础设施单指经济性基础设施。由于前

者所涵盖的基础设施类型较为宽泛，同时经济性基础设施在我国投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本文的

公共基础设施专指经济性基础设施。

２门限变量的选取及测算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也随之处于不同水平。为给各地区就

业促进政策的制定提供具有决策意义的参考，本文选取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作为模型门限变

量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ａｇｋｉｔ的衡量指标，以研究各地区在不同的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水平
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在学术界，资本存量的衡量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

实物形式的存量来进行衡量，例如以运输里程、邮电业务量等作为统计指标；一种是以货币形式的存

量进行衡量，一般采用戈登·史密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５１）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由于实物形式
的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数据不全，本文采用后一种较为常用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各省份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ｋｉｔ＝ｋｉｔ－１（１－δｉｔ）＋Ｉｉｔ （５）
其中，ｋｉｔ表示ｉ地区第ｔ年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Ｉｉｔ表示 ｉ地区第 ｔ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流

量，δｉｔ是资本折旧率。由于具体研究对象和统计方法有所差异，现有文献在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时选择
的资本折旧率不尽相同，例如王小鲁等（２０００）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估算时采用的资本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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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１４］张军等（２００４）依照几何效率递减模式，采用的资本折旧率为９６％。［１５］金戈（２０１２）对基础
设施资本存量测算时，沿用张军等（２００４）的方法计算出我国基础设施的资本折旧率为９２％。［１６］由于
本文研究的公共基础设施范围与金戈（２０１２）基本一致，故采用９２％作为折旧率加以计算。另外，关
于基年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确定，多数学者通常将基年的资本形成额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

１０％来计算基年资本存量，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分行业的资本形成额数据，故本文采用分行业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分子，从而得到基年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这里我们选取２００３年作为公共基
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的基年。据此，本文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我国各地区公共基础
设施资本存量ｋｉｔ，并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折算。为使各地区的数据具有
可比性，通过人均化处理最终得到各地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ａｇｋｉｔ。
３控制变量选取
影响地区就业的因素很多，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如下影响就业的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ｅｏｃｉｔ）。国内生产总值向来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度量指标，故这里
采用各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

产业结构（ｓｃｉｔ）。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密切相关，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
需求不一样，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学者们通常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或非农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水平。不少研究成果表明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同时鉴于我

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提升以及其在城镇经济中的支撑地位，本文采用各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产业结构水平。

贸易开放程度（ｔｒａｄｅｉｔ）。理论上讲，贸易的开放与频繁往来通常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将
其列为控制变量之一。在选取贸易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时，多数学者采用进出口总额或者外商直接投资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

受教育水平（ｅｄｕｉｔ）。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当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根据我国学历层
次与学习年限的划分标准，计算方式如下：平均受教育年限 ＝（小学学历人数 ×６＋初中学历人数 ×９
＋高中学历人数×１２＋大专以上学历人数×１６）／六岁及以上人数。
技术进步（ｔｅｃｉｔ）。国内外多数文献采用专利数量来表征技术进步或者创新水平，故本文沿用通

用做法，采用各地区人均国内专利受理量作为衡量当地技术进步水平的指标。

市场化程度（ｍａｒｋｅｔｉｔ）。市场化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水平与效率，这里
采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将中国大陆３０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由于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数据缺失，暂无法准
确测算其实际投资额与资本存量，故未将其纳入。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宏观经济数据库（ＣＭＥＤ）。在数据预处理中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人均 ＧＤＰ
（ａｇｄｐｉｔ）进行折算，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各省份变量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观测值

ｅｍｐｌｏｙ １００１２３ ７７４６１７ ８７６３ ４９６８４９ ８３２１３ ３９０

ａｇｋ ２０９７ １１７４ ０４５６ ７５６２ １８７４ ３９０

ｅｏｃ １３７９ ０７４８ ０３６９ ３８５６ １１３４ ３９０

ｓｃ ０４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８６ ０７９７ ０３９６ ３９０

ｔｒａｄｅ ０３３１ ０４０５ ００３６ １７２１ ０１３５ ３９０

ｅｄｕ ８５６０ ０９６５ ６０４ １２０２８ ８４８７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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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 ８１８６ １２１５８ ０２３０ ７２ ３１９５ ３９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３７９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５３ ０７５５１ ０３８２４ ３９０

四、基于全国层面的面板门限模型回归分析

（一）门限效应检验与门限值的确定

为了检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转换关系，以及判定结构突变点的数目，

本文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分别以不存在单一、双重与三重门限为原假设来开展门限效应检验。表２报
告了在自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３００次时模型门限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从表可知，单一门限检验的Ｆ值
为３１９６３，Ｐ值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单一门限的原假设。双重门限检验的 Ｆ值为
８０３７，Ｐ值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双重门限的原假设。三重门限检验的Ｆ值为００００，Ｐ
值为０３５０，接受了不存在三重门限效应的原假设。由此可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存在双重门限效应。

表２ 门限效应检验

模型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临界值（１％） 临界值（５％） 临界值（１０％）

单一门限 ３１９６３ 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１４４５ １０４１６ ７６０７

双重门限 ８０３７ ００４３ ３００ １６４７２ ６７４４ ２８７８

三重门限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３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接下来，我们对所存在的门限值进行寻找。在寻找方式上，传统的网格搜索方法的计算工作量随

样本量的增加而呈几何式增长，耗时较长。在此，我们借鉴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提出的优化搜索方法，该方
法不仅能准确搜索到门限值且大幅降低计算次数，其基本原理是先搜索使模型残差平方和最小的第

一个门限值，然后固定住第一个门限值去搜索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的第二个门限值，再固定住第二个

门限值重新搜索第一个门限值，多次反复所得的稳定值为真实门限值。表３列出了通过优化搜索方
法寻找到的模型残差平方和最小时所对应的两个结构突变点，即门限估计值，结果显示第一门限值ｒ１
为０８１３，第二门限值ｒ２为３９６５，二者均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图１和图２分别绘制了第一个门限
值与第二个门限值的似然比函数检验结果，其中Ｙ轴表示似然比统计量ＬＲ，Ｘ轴表示门限变量值，虚
线表示５％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据门限检验原理，当 ＬＲ值为零时所对应的门限变量值即为门限
值，似然比函数图形象绘制出原始数据在５％显著性水平上的确存在两个结构突变点。结果表明，基
于中国大陆（除西藏）的样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会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出现非

线性结构转换的双重门限效应，结构突变点分别为０８１３万元／人与３９６５万元／人。

表３ 双重门限模型门限值的估计

模型 门限 估计值 置信区间（９５％）

双重门限
门限ｒ１ ０８１３ ［０７９５，４１１５］

门限ｒ２ ３９６５ ［０８９５，４１２２］

（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示卡方统计值为３６９９，Ｐ值小于１％，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表明使用固定

效应模型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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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检验结果，可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效应具有显著的双重门限特征，其门限值分别

为０８１３与３９６５，因而可以确定具体模型形式如公式（６）。这里使用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通过
组内去掉均值的动作将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从模型中加以排除，可以消除由于不可观测

的个体异质性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ｕｉｔ＋β１１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ａｇｋｉｔ≤０８１３）＋β１２ｌｎａｇｋｉｔ·Ｉ（０８１３＜ａｇｋｉｔ≤３９６５）＋β１３ｌｎａｇｋｉｔ·Ｉ

（ａｇｋｉｔ＞３９６５）＋β２ｌｎａ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ｓｃｉｔ＋β４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ｔ＋β５ｌｎｅｄｕ＋β６ｌｎｔｅｃ＋β７ｌｎｍａｒｋｅｔ＋εｉｔ （６）

表４ 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统计量

常数项 ３７１３ ０４２２ ８８０

ｌｎｅｏｃ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１ １１１

ｌｎｓｃ ０３９７ ００９２ ４３２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０ ３５６

ｌｎｅｄｕ １３８５ ０２１８ ６３５

ｌｎｔｅｃ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０ ６８５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２６７ ０１２５ ２１４

ｌｎａｇｋ（ａｇｋ≤０８１３） －０３１７ ００７０ －４５３

ｌｎａｇｋ（０８１３＜ａｇｋ≤３９６５） ０２１９ ００４１ ５３４

ｌｎａｇｋ（ａｇｋ＞３９６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２０６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１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９０，且统计值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

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对劳动力未能产生与之相匹配的需求增长，这与蔡窻等（２００４）、丁从明
等（２０１０）、陆铭等（２０１１）的研究结果相接近，［１７～１９］他们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
降，呈现高增长低就业的特征，即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增长。产业结构水平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对就业增长存在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０３９７，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城镇居
民就业的显著增长，这与以往多数研究成果的结论相一致；贸易开放程度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７１，统计值在１％水平显著。通常认为，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意味着地区间商品的交易往来更加
频繁，也由此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研究结果符合这一经验预期；受教育水平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系

数为１３８５，在１％水平显著。理论上讲，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能够从事更加复杂的劳动，
可选择的就业余地较大，抗失业风险的能力较强，例如高学历劳动者一般以自愿性、摩擦性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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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３７，统计值在１％的水平
显著，说明我国技术进步拉动了一批生产与服务行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就

业增长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６７，统计值在５％的水平显著，说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带来了劳动力资
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就业增长。

２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随着地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变化

而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双重门限特征。具体而言，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第一个门限值

０８１３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 １％的显著水平对就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其弹性系数为
－０３１７，即在其它变量不变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业量将平均下降 ０３１７个
百分点，这应该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的落后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从而形成对当地就业的挤

出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一个门限值，低于第二个门限值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

就业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此时影响系数为０２１９，即每提高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能够平均带
来０２１９％的就业增长。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二个门限值３９６５万元／人时，发现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影响系数由０２１９大幅下降至００３３。这说明，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能否有效带动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通常而言，在产业转

移中，如果产业承接地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企业基于生产成本与便利等因素考虑，会降低向该地区实

施产业转移的动力。此时地方政府即使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由于在短期内并不能明显改善基础

设施薄弱的现状，故仍然难以有效吸引产业聚集。虽然公共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对劳动力存在直接需

求，但该需求有限且不持续，在短期内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仍然会对就业呈现挤出效应。当地区公共基

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能够逐渐满足企业的生产要求时，此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进一步树立企

业的投资信心，向该地区实施产业转移的动力增强，产业的有效承接能够带来地区就业的显著增长。当

地区公共基础设施达到完善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企业生产要求时，企业在中短期内则无需担心该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有利于生产，此时地方政府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将不再成为吸引企业前来投资的

理由，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会侧重于考虑其它方面的因素。

（四）扩展分析

利用双重门限阀值可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三个门限区间：第一门限区间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

量较低水平的区间（ａｇｋ≤０８１３）、第二门限区间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中等水平的区间（０８１３＜
ａｇｋ≤３９６５）、第三门限区间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较高的区间（ａｇｋ＞３９６５）。表５列出了我国
大陆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处于不同门限区间的省级区域数量（除西藏），图３、图４分别列示了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１５
年各省份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水平，反映了我国各省份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变化概况。

表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不同门限区间的省级区域数量

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ａｇｋ≤０８１３ ０８１３＜ａｇｋ≤３９６５ ａｇｋ＞３９６５

就业效应 －０３１７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３ ７ ２３ ０

２００４ ７ ２３ ０

２００５ ６ ２４ ０

２００６ ３ ２６ １

２００７ １ ２８ １

２００８ ０ ２９ １

２００９ ０ ２７ ３

２０１０ ０ ２６ ４

２０１１ ０ ２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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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０ ２６ ４

２０１３ ０ ２６ ４

２０１４ ０ ２２ ８

２０１５ ０ ２０ １０

图３　２００３年各省份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状况①　　　　　图４　２０１５年各省份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状况

由表５和图３、图４可知：在２００３年，我国有７个省份处于第一门限区间，分别为黑龙江、河北、安
徽、河南、湖南、广西、甘肃，这些省份的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水平较低，普遍呈现公共基础设施

供给不足的状态；有２３个省份处于第二门限区间，分别为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随着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各省份逐渐跨过第一、二门限值，进入到人均公共基础

设施资本存量的中、高水平区域。２００８年，随着我国公共投资力度的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
速阶段，所有省份均己跨过第一门限值，普遍摆脱了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状况。至２０１１年，有２６
个省份处于中等水平区间，处于较高水平区间的省份有上海、天津、内蒙古、重庆，同时从前文的实证

结果来看，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

正向效应。而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期间，我国多数省份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该期间我国所实施的四万亿
投资刺激计划中，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的确起到了较大的保就业功能。

２０１５年，我国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经过多年的长期积累，跨过第二个门限值的省份己增为１０个，由
图４可知分别为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浙江、上海、福建、重庆、青海、宁夏，表明我国各省份公共基
础设施资本存量水平向高水平区间迈进的步伐加快。

在这段时期，广东省始终处于第二区间，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未发生区间变化，这似乎与

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但经查阅该省的人口数据后发现这应该与其是人口流入大省有关，尽管其总

量水平处于前列，但外来人口的迅速涌入拉低了其人均水平。北京、上海虽然也是外来人口不断流入

的重要地区，但其在历史上就是政治、经济重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底子比广东省更为扎实，且投资

力度一直保持较强的态势，因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并未实质影响到其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区间

位置的上升。还有部分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处于第三门限区间，如青海、宁夏，这与其人口数量偏

少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水平。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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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地图包括中国所属的海域及所有岛礁，即：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周边海

域，以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五、基于区域差异的门限回归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参差不齐。为检验

双重门限效应的稳健性，同时从区域层面进一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本文依照统计

局划分标准，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①，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各区域

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门限效应以及相应的影响效果。

表６ 基于区域层面的门限效应检验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Ｆ统计量 Ｐ值 门限值 Ｆ统计量 Ｐ值 门限值 Ｆ统计量 Ｐ值 门限值

Ⅰ １３６１３ ０００７ １２９８ ４４９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９３６ １６３８９ ０１４５ ２２８９

Ⅱ ９６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９
４１１５

２６２２ ００９３
１０８０
３１６８

９５７１ ００１５
０９１８
２１２６

Ⅲ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６中门限效应检验的统计 Ｐ值可知，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都显著拒绝了不存在双重门
限效应的原假设，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门限

值分别为２８０９、４１１５，中部地区的门限值分别为１０８０、３１６８，西部地区的门限值分别为 ０９１８、
２１２６。与基于全国样本所得的检验结果相比，各地区的双重门限效应检验是稳健的。之后采用固定
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分别对东、中、西区域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各地区随着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

量的变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略有差别，具体见表７。

表７ 基于区域层面的门限效应回归

变量 东部系数 中部系数 西部系数

ｌｎｅｏｃ
０１８２
（１４７）

０３１７
（１０２）

－０１５９
（０８３）

ｌｎｓｃ
０６２７

（３５２）
０４７９

（３０１）
０４１６

（２９３）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１６３

（２７１）
００９５

（２２６）
０１４７

（６４２）

ｌｎｅｄｕ
１１９３

（３１４）
０８０３

（４０３）
１２２５

（３５６）

ｌｎｔｅｃ
０１０３

（３３７）
００２０６
（０５３）

０１３１

（２９４）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３５１

（２７２）
０１７９

（２０２）
０２８３
（１３９）

ｌｎａｇｋ＿１
－００２１５

（－２４１）
－０２９１

（－５４３）
０１９８
（０６５）

ｌｎａｇｋ＿２
０２６１

（２４３）
０３５７

（５８１）
－００９２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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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９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１１个省份。



ｌｎａｇｋ＿３
００１３

（２６３）
００６１９
（０４５）

０１０３

（２９７）

常数项
３２７５

（３５２）
５９１２

（５３９）
４２６２

（６１２）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ｔ统计量；、、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在东部地区，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２８０９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
影响系数为－００２１５，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于２８０９万元／人而小于
４１１５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弹性系数提高到０２６１，在５％的水平显著。当公共基础
设施资本存量高于４１１５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弹性系数大幅下降至为００１３，在１％
的水平显著，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效应。在控制变量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未能有效带动就业；

东部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与市场化程度均对就业增长产

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中部地区，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１０８０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
影响系数为－０２９１，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于 １０８０万元／人而小于
３１６８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开始呈现正向效应，就业弹性系数提高到
０３５７，在１％的水平显著。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高于３１６８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
业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呈现收敛效应。另外，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贸易开放程

度、居民受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西部地区，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０９１８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
影响不显著。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于０９１８万元／人而小于２１２６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
投资的就业弹性系数为－００９２，在１％的水平显著。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高于２１２６万元／人
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０１０３在１％水平显著。由此可知，东、中
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均在第一门限区间呈现负向效应，在第二门限区间呈

现正向效应，在第三门限区间呈现收敛效应；而西部地区在第二门限区间呈现负向效应，在第三门限

区间才开始呈现正向效应，未表现出收敛效应，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总体偏

低，故其对就业增长尚未产生收敛效应。另外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贸易开

放程度、居民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均对西部地区的就业增长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为门限变量，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与就业增长之间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双重结构变化关系，即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会随

着资本存量的积累变化而对就业增长产生不同影响：在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处于低下水平时，通过

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对就业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积累至一定规

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较大地促进地区就业增长。当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达到较高水平时，继

续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不再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表现出收敛效应。从区域层

面来看，西部地区在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达到较高水平时才会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从侧面反映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够强，其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居民

受教育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贸易开放以及技术进步也是促进城镇居民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并非总是促进就业的灵丹妙药。政府在制定促进就业的短期政策时，不宜盲
目地通过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来拉动就业，而应参照当地公共基础设施的现有存量来做相关决

策。在现有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匮乏的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扭转长期以来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

平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挤出效应，故不宜将其作为短期刺激就业的政策，而应有计划地长期加强公共基础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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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入，摆脱其对当地就业的不利影响。在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中等的地区，可以发挥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在缓解失业、促进就业方面的功能，扩大其规模来提高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吸引私人投资项目

在当地落户发展。而在现有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充足的地区，若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来促进就

业将难以见效，甚至可能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私人投资对劳动力的吸附作用。

（２）扩大义务教育年限，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文化水平也日
益提高，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己提升至８５６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在１１年
以上，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受教育年限仍然以中等教育为主，尚存

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由于居民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尽快免费普及普通

高中与职业高中教育，将其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３）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现代服务业是城镇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多，２０１４年末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在我国
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首次超过４０％，进一步提升与优化服务业在经济格局中的比重与供给质量成为
保持城镇居民就业稳步上升的主要举措。其次，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随着我国

人口红利的逐渐褪去，用工成本呈不断攀升趋势，以往为我国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面临成本危机。对此，政府需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缓解融资困难、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强化服务协调意识、细化配套政策。

（４）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由于地缘位置等原因，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
始终不高。２０１５年，东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约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３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约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１％与１４６％，远低于东部地区水平，亟待加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在当前“一带
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我国中、西部地区应更加积极地对接战略布局，深入推进自由贸易区设立与建

设，扩大商品往来与人员交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

（５）落实科技创新政策，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从长远来讲，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力、实现就业可持
续增长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逐年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比
较，自主创新与开发能力仍然是短板，科技人员在成果创新与转化中未能享有与之付出相匹配的收

益。因而需进一步落实科技创新的各项激励政策，大幅提高科技成果的奖励标准，让创新主体在科技

成果转化的收入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以最大限度调动科技创新人员的热情。科技创新在促进产

业变革、催生新兴产业的同时，各级政府需松绑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束缚，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

促进新兴产业在市场优胜劣汰中发展壮大，为劳动者创造新的可持续就业空间。

参考文献：

［１］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ＤＡ．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
０４（１）：１９０－１９２．

［２］ＤｅｍｅｔｒｉａｄｅｓＰＯ，ＭａｍｕｎｅａｓＴＰ．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ｐ
ｉ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２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１１０（４６５）：６８７－７１２．

［３］ＤａｖｅｒｉＦ，ＭａｆｆｅｚｚｏｌｉＭ．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Ｊ］．
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３９１（４）：１３６１－１３７０．

［４］徐旭川，杨丽琳．公共投资就业效应的一个解释———基于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分析及其检验［Ｊ］．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１１）：９４－１０３．

［５］苑德宇．公共投资与区域就业变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Ｊ］．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１２（６）：５４－６２．

［６］赵连阁，钟搏，王学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５）：７０－８２．
［７］刘超．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Ｄ］．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８］ＲａｕｒｉｃｈＸ，ＡｍａｔＶ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Ｐｕｂ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９（２）：３４－３９．

·３３·

　杨飞虎，晏朝飞：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９］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Ｒｏｃａ－Ｓａｇａｌｅｓ．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Ｒｅ
ｇ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５４（１）：２３８－２５６．

［１０］ＫａｍｐｓＣ．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Ａ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２２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２（４）：５３３－５５８．

［１１］刘文，陈秋璇，尹宗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东、中、西部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省
际面板数据［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１（１２）：２７－３３．

［１２］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ｅｎＡＮｕｉｓ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ｕｌ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６，６４（２）：４１３

"

４３０．
［１３］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９，９３（２）：３４５
"

３６８．
［１４］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５］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１０）：３５－４４．
［１６］金戈．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４７（４）：４－１４＋１００．
［１７］蔡窻，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９）：１８－２５＋４７．
［１８］丁从明，陈仲常．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就业增加？［Ｊ］．南方经济，２０１０，（１）：４７－５８．
［１９］陆铭，欧海军．高增长与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１，（１２）：３－３１．

责任编辑、校对：张友双

Ｃ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

ＹＡＮＧＦｅｉ－ｈｕ，ＹａｎＣｈａｏ－ｆ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３ｔｏ２０１５，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ｏｃｋ
ｏｆ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ＭＢ８１３０Ｙｕａｎ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ｏｆ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ＭＢ８１３０
Ｙｕａｎｐ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ＭＢ３９６５０Ｙｕａｎ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ｇｉｎｓ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ｅｘｉｓｔｓ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ｈｏｗ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ｕｎｔｉｌ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ｎｅｌＤｏｕｂｌ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

·４３·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