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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视角，理论诠释了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性对
行业之间、要素之间和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缩小中

国行业收入差距，但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提高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

检验。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和时期异质性，中西部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

响效应与全国样本一致，但东部人工智能发展对行业收入差距、东部整体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影响不显

著，人工智能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阶段。进一步检验发现，劳动生产

率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或遮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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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差距缩小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指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到２０３５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收入差距缩小在宏观上表现为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在要素

分配上表现为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在个体分配上表现为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目前，中国居民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处于高位徘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缩小收入差

距任务艰巨［１］。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Ｕ”型演变趋势，技能溢价则不断扩大［２～３］。

技术进步作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主导因素之一，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人工智能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产生更为复杂的收入分配

效应，并且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非中性的技术进步，不能惠及所有部门、要素和群体，可能会加剧收入分

配失衡。郭凯明和王钰冰（２０２２）对中国分配结构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供需结构优化会提升中国劳
动收入份额，但如果新一代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替代劳动，将可能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也提升技

能溢价［３］。当下，中国正处于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阶段，关注人工智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

·１·



有现实意义。

已有大多数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会加剧收入分配失衡，Ｂｅｒｇ等（２０１６）将智能机器人
视为可以取代劳动力的资本，而资本分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引入机器人将增加资本份额，从而加剧

要素收入不平等［４］。Ｋｏｒｉｎｅｋ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１７）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会通过增加创新者盈余和提高
资本要素相对价格这两种渠道，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５］。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１）基于美国过去
４０年的工资结构变化研究，发现美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因为常规岗位的工资下降所致，自动化
技术提高了常规工作任务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６］。王林辉等（２０２０）通过分
解劳动收入差距变化和测算人工智能技术收入分配，证实人工智能扩大了高、低技术部门的劳动收入

差距［７］。余玲铮等（２０１９）基于企业截面数据，证实使用机器人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８］。黄旭

（２０２１）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纳入新古典生产函数，基于模型演绎推导，得出人工智能会扩大技能
溢价的结论 ［９］。

少部分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会扩大收入差距，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９）认为人工智能通过提高劳动
生产率，提高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和以往技术革命一样，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最终会增加国民福利，收

入不平等不会扩大 ［１０］。邓翔和黄志（２０１９）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收入差距
的影响是先扩大后缩小［１１］。金陈飞等（２０２０）基于浙江中小企业调查数据，证实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１２］。

人工智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仍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缺乏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本文对现

有文献的补充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视角，将人工智能对收入差距的多方面

影响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对其中的逻辑机理进行理论阐述，进而提出研究假设；第二，实证检验了

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与中国收

入差距之间的中介或遮掩作用，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收入分配治理提供了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的内涵与特征界定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是深层神经网络技术（ＤＮＮＳ），它通过机器学习增强了机器的感知和
决策能力，使机器具备“人脑”的功能，赋予了机器智能化算法和模型，因此，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具有自

主学习、自主决策和判断能力的智能自动化技术［１３］。从人工智能的内涵看人工智能有如下技术特

征：首先，人工智能是具有数据偏向的数字通用技术，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深层神经网络技术

可以实现对大型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与学习，如文本、图像、语音等，但它需要依赖大型数据集进行运

算和分析，数据与算法汇聚，大大提高了ＡＩ应用行业的生产效率和营销效率，从而扩大了 ＡＩ与非 ＡＩ
应用行业的收入差距。其次，人工智能是一种智能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特征使得 ＡＩ具有
人工替代性，其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将降低劳动就业率与工资率，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扩大要素

收入差距。再次，人工智能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ＩＣＴ），移动互联网、５Ｇ、云计算等为人工智能发展提
供了海量的数据和强大的算力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延伸，具有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属性，
从而对劳动力的冲击具有技能偏向性，增加技能溢价。

（二）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性与行业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是一种偏向数据、算法的通用性数字技术，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其对行业差距

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数据、算法的非竞争性催生了行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引致行业间的收

入差距扩大。数据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数据的经济价值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数据获得性越强的企

业将越有可能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缺乏数据的企业则处于竞争劣势；二是数据具有非竞争性，这使

得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如算法和软件）都是非竞争性的，一旦企业率先部署了新的数字技术，就可以

以零边际成本服务于不断增长的市场，从而快速获得规模经济。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汇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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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ＡＩ领先行业的生产率，促使ＡＩ应用企业和行业的市场力量不断增强，最终导致赢者为大的竞争格
局。典型事实是数据丰富的科技型企业或数据平台规模迅速扩大，如国内的三大科技巨头ＢＡＴ。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传统行业的渗透，可以提高传统落后部门的行业增长率，从而缩小行业差

距。首先，人工智能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提高行业供需匹配效率，提高了 ＡＩ
渗透率高的行业生产率，如医疗健康、金融和教育，这些曾被定义为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停滞的部门，随

着人工智能的技术介入和渗透，获得了生产率增长，“鲍莫尔成本病”将不复存在。未来五年，“ＡＩ＋”
将使教育业、零售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效率分别提高８２％、７４％、６４％和５８％［１４］。其次，５Ｇ、卫星成
像、传感器和无人机等技术在农业部门的应用，也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像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

融合，推动智慧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据此，提出如下

竞争性的研究假设。

Ｈ１ａ：人工智能发展通过提高ＡＩ领先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扩大行业收入差距。
Ｈ１ｂ：人工智能发展通过提高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２人工智能的资本偏向性与要素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是一种智能自动化技术，其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和程度会较以往的技术更为显著，从而在

要素收入分配上表现为劳动份额下降。已有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为不同的技术进步类型，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下降进行了机理阐释。一是从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外生技术进步，

可以增加有效劳动力，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由二者之间的替代弹性决定。其中，从资本增进型技术

进步的视角，认为自动化资本只能替代部分劳动，当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１时，劳动力收入份
额下降［１５］；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的视角，认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使“有效劳动力”增加，提高了劳

动的边际产出，当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１时，自动化技术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１６］。二是从任务

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自动化资本通过替代劳动，减少了

劳动力所从事的任务范围，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１７］。

从发展事实看，首先，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就业的负面冲击最显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基
于美国的数据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使制造业就业下降０１８到０３４个百分点，工资下降０２５到０５
个百分点［１８］。闫雪凌等（２０２０）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也证实使用工业机器人会显著减少就业
岗位［１９］。麦肯锡预测，到２０３０年，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将使制造业的操作类岗位减少５０％，岗
位需求下降速度为整体经济的两倍。其次，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会蔓延至服务业，如服务机器人被广

泛应用于餐饮、零售、金融等服务行业，不仅取代了低级认知类服务岗位，如工资或账务计算、人工客

服等岗位，还取代了高级认知类岗位，如医疗诊断（Ｘ光图像）、人事招聘（筛选申请人）等［２０］，人工智

能在服务业的应用催生了很多无人化商业模式，像亚马逊的无人超市和阿里巴巴的无人酒店等。

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等（２０２１）基于日本养老院的数据，证实机器人在护理行业的应用通过降低护理难度和护理
人员留任难度，从而降低了正规员工的工资［２１］。据此，提出假设Ｈ２。

Ｈ２：人工智能发展会降低中国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也降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收入
份额。

３人工智能的技能偏向性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的ＩＣＴ技术，具有技能偏向性，ＡＩ偏向于替代中等技能或低技能工人，从而强

化技能溢价，扩大技能型劳动者和非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理论上，人工智能技术对技能溢价的

影响取决于劳动者技能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匹配程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技能型劳动力是互补

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需要高技能工人完成对智能机器的发明、维护和操作，这提高了技能

型工人的需求和工资，目前，ＡＩ人才的薪酬溢价现象突出，２０１９年 ＡＩ人才需求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１７５
倍，人工智能岗位的平均薪酬溢价达８５％，其中高、中、低技能 ＡＩ岗位的溢价分别为５５％、９０％和
１１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降低了非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率，并
且由于非技能型劳动力存在技能升级慢和职业转换难的问题，从而面临更为严重的技术性失业，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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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资下降幅度更大，导致高低技能溢价上升。事实上，人工智能人才短缺也加剧了薪酬溢价，《人工

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显示，中国 ＡＩ人才缺口为３０万，人工智能行业人才供需比低
于０４，技能短缺加大了对ＡＩ人才的竞争，提高了ＡＩ人才的薪酬。基于此，得到研究假设Ｈ３。

Ｈ３：人工智能发展会提高技能溢价，扩大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图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检验人工智能发展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计量模型：

Ｙｉｔ＝α０＋α１ＡＩｉｔ＋α２Ｘｉｔ＋δｉ＋λ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Ｙｉｔ为收入差距，根据理论假设，Ｙｉｔ包括行业收入差
距（Ｇｉｎｉｉｔ）、劳动收入份额（Ｌｓｉｔ）、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Ｉｓｈｉｔ）、服务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Ｓｓｈｉｔ）和
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Ｐｒｅｍｉｔ），核心解释变量（ＡＩｉｔ）为各省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Ｘｉｔ为控制变量的向
量集，δｉ为省份固定效应，λｔ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干扰项。选取的研究样本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国
省级面板数据。

（二）指标设计与变量说明

１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用各地区的行业基尼系数（Ｇｉｎｉ）表示，即各省份１９个国民经济行业劳动者平均工

资的差距，计算公式为：Ｇｉｎｉ＝１２ｕ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ｐｉｐｊ｜ｗｉ－ｗｊ｜，ｕ为所有行业的平均收入，ｐｉ和ｐｊ分别为行业

ｉ和行业ｊ的就业人口占比，ｗｉ和ｗｊ分别为行业ｉ和行业ｊ的平均工资。同时也计算了各地区的行业泰

尔指数（Ｔｈｅｉ）用于稳健性检验，计算公式为Ｔｈｅｉ＝
ｎ

ｊ＝１
（
Ｎｊ
Ｎ）ｌｎ（

Ｎｊ
Ｎ／
Ｍｊ
Ｍ），Ｎｊ和Ｍｊ为ｊ行业的就业人口

和收入，Ｎ和Ｍ为总就业人口和总收入，ｎ为行业数［２２］。各地区劳动收入份额（Ｌｓ）选用ＧＤＰ扣除生产
税净额后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表示，即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固定生产折旧＋营业盈余）［２３］，服务
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Ｓｓｈ）和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Ｉｓｈ）则分别采用服务业行业工资总额占服
务业增加值比重，以及工业行业的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表示。各地区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

（Ｐｒｅｍ）选取技能劳动力占比最高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与非技能劳动力占比最高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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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平均工资之比。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中劳动

收入份额（Ｌｓ）指标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
２人工智能发展水平（ＡＩ）
目前人工智能的衡量指标多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ＩＦＲ）提供的机器人安装数量表示［１９］，但工

业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业部门，也有学者选用人工智能专利数量表示，通常以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词进

行专利量搜索，人工智能专利的定义较为随意［１１］。本文参考了国家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９年公
布的《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该报告归纳了在深度学习、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

视觉、智能驾驶、云计算和智能机器人等７个分支领域中人工智能专利的ＩＰＣ分类号，作者从国家知识
产权局手动收集并整理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各省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来表征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从人
工智能专利数量看，专利数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６４７５８，专利最多的省份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
江，基本符合各省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同时，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ＩＦＲ）获取了中国工业行业机器
人安装数量，并参照王文（２０２０）的做法，构造了各地区的机器人安装密度（Ｒｏｂｍ）作为人工智能的替
代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２４］。

３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模型回归包含如下变量：外商投资水平（ＦＤＩ）为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占

ＧＤＰ比重；对外贸易水平（Ｏｐｅｎ），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表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计算公式为（小学教育人数 ×６＋初中教育人数 ×９＋高中教育人数 ×１２＋大学文化程度人
数 ×１６）／６岁以上人口数；资本深化（Ｋｙ），用资本 －产出比表示，资本存量采用单豪杰（２００８）［２５］的算
法，并折算为１９７８年的不变价；研发投入强度（Ｒｄ），表示各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用各地区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占ＧＤＰ比重表示；人均ＧＤＰ（Ｒｇｄｐ），用各省份ＧＤＰ价格指数折算成２００４年为基期的不变
人均ＧＤＰ。相关数据来源于各期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
计年鉴》。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

表１　各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ｎｉ 行业基尼系数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０

Ｔｈｅｉ 行业泰尔指数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８

Ｌｓ 劳动收入份额（％） ０．５５９ ０．０５６ ０．４０１ ０．７０１

Ｉｓｈ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０．１９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６ ０．５５２

Ｓｓｈ 服务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１ ０．６５０

Ｐｒｅｍ 劳动者技能溢价 １．６５４ ０．４８１ ０．１６３ ４．８３４

核心解释

变量

ＡＩ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件） ２７５７．７４７ ６９５１．３１２ ０ ６４７５８

Ｒｏｂｍ 机器人安装密度（台／万人） ０．６７１ ０．９０３ ０ ５．６２３

控制变量

ＦＤＩ 外商投资水平（％）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７６３

Ｏｐｅｎ 对外贸易水平（％） ０．３２５ ０．３８１ ０．０１８ １．７１１

Ｅｄｕ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８．７７８ １．００３ ６．３７８ １２．５５５

ＫＹ 资本深化 ３．５０６ ４．８３０ ０．０１４ ３３．４２８

Ｒｄ 研发投入强度（％） １．４５４ １．０７０ ０．２００ ５．９５０

Ｒｇｄｐ 实际人均ＧＤＰ（元） １２５６７．３４ ６８３１．４３７ ３４９１．５５６ ３６１５４．４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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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减少异方差，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方程估计。表２模
型（１）为人工智能与行业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实证支持了人工智能发展会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假设
Ｈ１ｂ。现阶段人工智能对传统行业的广泛渗透，促进了落后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和销售量增长，总体上
表现为行业收入差距缩小。模型（２）～（４）为人工智能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回归表明人
工智能发展会显著降低中国整体和分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人工智能可能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和资

本的深化而降低劳动份额，验证了假说Ｈ２。模型（５）为人工智能与劳动者技能溢价的回归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发展显著增加了劳动者技能溢价，扩大了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验证了假

说Ｈ３。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Ｇｉｎｉ （２）ＬＳ （３）Ｉｓｈ （４）Ｓｓｈ （５）Ｐｒｅｍ

ＬＡＩ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２）

ＬＦＤＩ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３８３）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３６９）

ＬＥｄｕ
－００１２１ －０６６６２ －０１０６３ ００５１１ ０２１６５

（００２６７） （０１０２７）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７０１） （０４６３３）

ＬＫ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３７１）

ＬＲｄ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３６８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６４０）

ＬＲｇｄｐ
－００１０７ －０１１３５ －０２１４１ －００６６７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２４７） （０１５８０）

常数项
０１８７０ ３５１４１ ２５１４３ ０８４３８ ４８６３２

（００８９７） （０３３８５） （０２３８９） （０２２４７） （１５１７１）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组内Ｒ２ ０３０４ ０９２０ ０８２４ ０８５５ ０１８１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内生性处理

人工智能并非严格的外生变量，各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引导，或迫于本地区产业

智能化升级压力而产生的自选择行为，模型的内生性还可能来自反向因果，即人工智能与收入分配差

距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些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绩效，如劳动生产率或销售额，而自发选择采

用或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岗位的高薪酬溢价也激励更多高技

术人才投身于人工智能产业。为了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Ｉ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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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ＬＳ）进行ＩＶ估计，工具变量选取方法有两种：一是使用ＬＡＩ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作为ＬＡＩ的工具变
量；二是借鉴孙早、侯玉琳（２０２１）的做法，采用各省份光缆密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用
各省份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长度衡量［２６］。光纤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首选材料，光缆密度与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密切相关，但不能直接影响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

表３ＰａｎｅｌＡ为采用ＬＡＩ滞后一期和二期为ＬＡＩ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ＰａｎｅｌＢ为采用光缆密度（ＬＧＬ）
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１）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列（２）～（６）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①，两种工具

变量法均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ＬＡＩ显著正相关，弱化内生性问
题后，工具变量法结论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并且核心变量ＬＡＩ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值均有明显提升。

表３　ＩＶ－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ＰａｎｅｌＡ：ＡＩ滞后一期二期

一阶段回归 二阶段回归

变量 （１）ＬＡＩ （２）Ｇｉｎｉ （３）ＬＳ （４）Ｉｓｈ （５）Ｓｓｈ （６）Ｐｒｅｍ

ＬＡＩ
０２８４９

（００４９７）

Ｌ２ＡＩ
０１２６６

（００４８６）

ＬＡＩ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２３０ ０２１６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４７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组内Ｒ２ ０９２１ ０３７７ ０９７８ ０７４６ ０６３７ ０２２３

ＰａｎｅｌＢ：光缆密度

一阶段回归 二阶段回归

变量 （１）ＬＡＩ （２）Ｇｉｎｉ （３）ＬＳ （４）Ｉｓｈ （５）Ｓｓｈ （６）Ｐｒｅｍ

ＬＧＬ
０７０８９

（００７５５）

ＬＡＩ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２９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组内Ｒ２ ０９１８ ０３８８ ０８４８ ０６５０ ０４１４ ０４３４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ＰａｎｅｌＡ和ＰａｎｅｌＢ的第一阶段Ｆ统计
量分别为２１７５和８８１２，各模型第二阶段回归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的 Ｐ值均为０００００，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均超过１０％临界值，所有模型均通过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７·

　刘红英，朱琪：人工智能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吗———理论假说与省级证据

①为节省文章篇幅，表３仅列出了工具变量和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完整回归结果备索。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是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用各地区１９个国民经济行业
的泰尔指数（Ｔｈｅｉ）替换行业基尼系数，劳动收入份额的替代指标（ＬＳＳ）用劳动者报酬占 ＧＤＰ比重表
示，技能溢价的替代指标选用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与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之比表示，记为 Ｐａｙ。回
归结果如表３列（１）～（３），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人工智能显著缩小了行业收入差距，同时也降低了
劳动收入份额，并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其次是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沿用国内外学者的做法，用 ＩＦＲ提供的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构造
的各地区机器人安装密度（Ｒｏｂｍ）作为人工智能的替代指标，样本期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考虑到工业机
器人对服务业部门的劳动份额没有直接影响，故稳健性检验不再考虑分部门的情况。回归结果如表４
列（４）～（６）所示，与基准回归结论高度一致。

表４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Ｔｈｅｉ （２）ＬＳＳ （３）Ｐａｙ （４）Ｇｉｎｉ （５）Ｌｓ （６）Ｐｒｅｍ

ＬＲｏｂｍ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３３７）

ＬＡＩ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３０９）

ＬＦＤＩ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８５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４４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３５５）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０ ０１５２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３６９）

ＬＥｄｕ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５００ －０１２００ ０３９４６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６０１） （０７０３２）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７１９） （０４４５９）

ＬＫｙ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３３３）

ＬＲｄ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１２６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９７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６５４）

ＬＲｇｄｐ
－０００３１ －０１２０６ ０２３０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１５０５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２０５） （０２３９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４５） （０１５１７）

常数项
０３３４４ １７０５０ ０８５４０ ０１１９５ ２１２７７ ２０７９６

（０１２３７） （０１９６８） （２３０２６） （００５３６） （０２３４４） （１４６２７）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３９０ ３６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０４ ０９６７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６ ０９７８ ０４７０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四）异质性分析

１区域异质性检验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事实表明，ＡＩ企业、ＡＩ产业和 ＡＩ人才主要汇聚在东部地区，其中，京津冀、江

浙沪、粤港澳三地的ＡＩ企业占比分别为３０９８％、２６７０％和２５１７％，尤其是北京、深圳、上海、杭州、
广州成为引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城市，汇集了众多 ＡＩ巨头和 ＡＩ新创独角兽企业。相对于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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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中西部人工智能的渗透率较低。据此，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

区域异质性分析①。回归结果如表５，Ｃｈｏｗｔｅｓｔ显示，各分组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表５模型（１）回归
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显著缩小了行业收入差距，但在东部地区不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东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对行业渗透不均衡的特点更为突出，受人工智能影响行业收入差距

的正反机制作用，短期内无法判断影响的显著性。模型（２）～（４）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显
著降低了中西部总体及各部门的劳动份额，同时，也显著降低了东部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但对东部

整体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自动化技术主要冲击的是工业领域，以及劳

动密集型产业或低技能岗位，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可以有效平熨人工智能的负面冲击，

并且由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先优势，东部地区还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应，最终人工智能对东

部整体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不显著。模型（５）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均提高了东部、
中西部的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并且人工智能对东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地区，这与人工智能人才主要汇聚在东部地区的现实相符，东部ＡＩ人才数量占比高达６２７％。

表５　区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Ｇｉｎｉ （２）ＬＳ （３）Ｉｓｈ （４）Ｓｓｈ （５）Ｐｒｅｍ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ＬＡＩ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０９０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２６６）

ＬＦＤＩ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９４１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５４２）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２３００６９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０６４） （００４２２）

ＬＥｄｕ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９９６－０１８３４ ００４５２ －０２０７４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７５１ －２７５９５ １２０１７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２３６） （０１２２９） （００８４８） （０１８５１）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３９０） （００４７２） （０６９９４） （０６０３６）

ＬＫ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７－００２７１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８７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９７）

ＬＲｄ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２－００５６６－０１１３０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７２） （０１０９４） （００８６０）

ＬＲｇｄｐ
－００５４４００３５４ －００８０９－０１６０８－０１７７５－０２５２９－０１０４０ －００１９４－０５００８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１９９） （０２２６８） （０２５１７）

常数项
０７１９５－０２７２１１７２１０ ２２８８７ ２４５６６ ２６６１５ １９６７９ ０２４４５ １２１７５７ －０１９３６

（０１３６４） （００９４８） （０３６４０） （０３４２５） （０５７５１） （０２７４０） （０４１１７） （０１８９２） （２１１１２） （２３１１３）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６５ ２８５ １５４ ２６６ １６５ ２８５ １６５ ２８５ １６５ ２８５

组内Ｒ２ ０４９０ ０３９４ ０９７５ ０９８０ ０８４４ ０８６８ ０８９４ ０７２２ ０５８７ ０２２５

Ｃｈｏｗｔｅｓ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１４２）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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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英，朱琪：人工智能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吗———理论假说与省级证据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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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包括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１９
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



２时期异质性检验
对于人工智能发展高速和低速时期的划分，有的学者以２０１０年神经网络技术突破了机器学习对

量级数据集的训练和学习局限为界［２７］，还有学者以２０１１年德国提出的工业４０为界［１９］。从中国人

工智能专利发展事实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ＡＩ专利申请量增长了 ８２７５％，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增长了
４０３６１％，２０１１年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分水岭，据此，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划分为低速发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和高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６。Ｃｈｏｗｔｅｓｔ
显示，各分组存在显著的系数差异。模型（１）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其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
作用可能先缩小后扩大，虽然这一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这仍然意味着人工智能带来的部门生产率

差异所引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将可能成为主导效应。模型（２）～（４）表明，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低速时
期，其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以后，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中国

整体和分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模型（５）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无论是低速还是高速发展阶段，
对劳动者技能溢价的促进效应都是显著的，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影响效应有所减缓。

表６　时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Ｇｉｎｉ （２）ＬＳ （３）Ｉｓｈ （４）Ｓｓｈ （５）Ｐｒｅｍ

低速 高速 低速 高速 低速 高速 低速 高速 低速 高速

ＬＡＩ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２１９）

ＬＦＤＩ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４２０）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２６９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４９７）

ＬＥｄｕ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９８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５１９ －０１２２３ ０１９７８ ００２９２ －０５０１８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８２８） （０１３８５）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９５６） （０８３０８） （０５０４９）

ＬＫ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０８９－００５８７－００３５５ －００１９７－００３９６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７４） （０１３１１） （００５５３）

ＬＲｄ
－０００６８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５２６－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１４１９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４３） （０１１８６） （００７９３）

ＬＲｇｄｐ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７４４－０１７１０－０１２２０－０１７１４－０１２０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９２９２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３８３） （０３２７３） （０２１８１）

常数项
０２８９９ －０４３４９１７９１５ ２０７２０ １７５４６ ２１４９９ １７３４２ －０１３８０８８４２９ ２０５０３

（０１６４８） （０１３９６） （０３２０５） （０４３７４） （０３０４８） （０５８２３） （０３２４６） （０４００８） （２９４２７） （２３３１９）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１０ ２４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６０ ０３２３ ０２７２ ０９９１ ０８４６ ０７８７ ０９２４ ０６６２ ０１１７ ０１８０

Ｃｈｏｗｔｅｓ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９９）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五）进一步分析：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中可能起着中介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通过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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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或缩小收入差距，人工智能也可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同

样地，根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的研究，高技能自动化会降低劳动者技能溢价，而低技能自动
化会增加劳动者技能溢价，自动化技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劳动力工资［２８］。基于此，建立中

介效应模型，检验劳动生产率是否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中起到中介作用。

ｌｎＬＰｉｔ＝γ０＋γ１ｌｎＡＩｉｔ＋γ２Ｘｉｔ＋ｖｉ＋μｔ＋ε１ｉｔ （２）
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ＡＩｉｔ＋β２ｌｎＬＰｉｔ＋β３Ｘｉｔ＋φｉ＋ｔ＋ε２ｉｔ （３）

其中，ＬＰｉｔ为劳动生产率，采用罗长远和张军的做法，用名义ＧＤＰ与从业人员数之比表示，取自然对数
值，记为ＬＬＰ。Ｙｉｔ为收入差距，包含模型（１）～（５）中的被解释变量Ｇｉｎｉｉｔ、Ｌｓｉｔ、Ｉｓｈｉｔ、Ｓｓｈｉｔ和Ｐｒｅｍｉｔ。ｖｉ、φｉ
为省份固定效应，μｔ和ｔ为年份固定效应，ε１ｉｔ、ε２ｉｔ为随机干扰项，其他解释变量含义不变，完整的中介
效应模型包含模型（１）、（２）、（３）。基准回归已证实中介效应的第一步成立，模型（２）和（３）分别为中
介效应模型的第二、第三步。

表７列（１）为模型（２）的回归结果，人工智能发展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介效应的第二步成
立。列（２）～（６）为模型（３）的检验结果，中介变量劳动生产率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各模型
的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介机制成立，由于各模型的ＡＩ的系数仍然显
著，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劳动生产率起部分中介作用①。具体而言，列（３）～（５）中，间接效应
ｒ１β２与直接效应β１符号相同，表明劳动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即人工智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
低了中国整体和分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根据余玲铮等（２０１９）的研究，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率增长，从而表现为劳动份额下降［８］。列（２）和列（６）由于间接效应γ１β２与直接

效应β１符号相反，因此劳动生产率在模型中起到遮掩（或抑制）效应
［２９］
，列（２）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

行业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的遮掩效应，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扩大行业收入差距，从而抑制了

人工智能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同理，列（６）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低劳动者技能溢价水
平，通过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人工智能对劳动者技能溢价的扩大效应将减弱。由此，劳动生产率起着

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会通过中介或遮掩效应，分别降低劳动收入

份额，以及扩大行业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增长通过发挥遮掩效应，也会降低劳动者技能溢

价，缩小异质性技能的收入差距。总之，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中起

到显著的中介或遮掩作用。

表７　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ＬＬＰ （２）Ｇｉｎｉ （３）ＬＳ （４）Ｉｓｈ （５）Ｓｓｈ （６）Ｐｒｅｍ

ＬＡＩ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４）

ＬＬＰ
００１０５ －０２５２２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７５８ －０１８３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８２４）

ＬＦＤＩ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７６）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６４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４）

ＬＥｄｕ
０５４４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２１８３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７９８）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６９２） （０３５７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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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避免由于（ａｂ）样本内分布非正态均匀分布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还采用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计算了模型
（２）～（６）中介效应（ａｂ）的置信区间及其标准误，基本结论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存在，为节省篇幅，正
文部分未汇报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备索。



表７（续）

变量 （１）ＬＬＰ （２）Ｇｉｎｉ （３）ＬＳ （４）Ｉｓｈ （５）Ｓｓｈ （６）Ｐｒｅｍ

ＬＫｙ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５）

ＬＲｄ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５１７）

ＬＲｇｄｐ
１００８６ －００２３７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５３９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０５） （０１３９８）

常数项
－０５２８４ ０２１２１ ２４２２６ ２４８２８ ０８５２９ ２６４４２

（０５８８７） （００７８１） （０２７５３） （０２３６８） （０２２０３） （１２２９７）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组内Ｒ２ ０９８１ ０３２２ ０９５０ ０８２８ ０８６１ ０２５６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２１００３ －２５５１１ －１９４４８ －２１６８８ －２１５９４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０３１］

　　注：（）内数值代表标准误差，［］内数值代表Ｐ值；、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人工智能的内涵得出人工智能具有数据偏向、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特征，并从偏向性视角

阐释了人工智能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同时，采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主要结论为：第一，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整体和中西部地区的行业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地

区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受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差距的正反机制作用所致；第二，人工智

能发展显著降低了中国整体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东部整体和服务业部门劳动份额的

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东部人工智能发展较快，平熨了智能化技术的部分负面效应；第三，人工智能会

显著提高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在东部地区和人工智能低速发展时期，劳动者技能溢价效应更强；第

四，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通过发挥中介作用，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发挥遮掩作用，

减弱了人工智能对行业差距的缩小效应，也缓解了人工智能对劳动者技能溢价的扩大效应。

该研究结论为治理人工智能引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完善数据立法，加快数据开放，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实证表明人工智能会缩小行业差距，但

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会抑制这一效应，这可能意味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会扩大行业间的生产

率差异，从而扩大行业收入差距，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ＡＩ的数据偏向性，数据和算法汇聚引发了不公
平竞争，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因此政府需加强对数据的治理，当务之急，需完善数据立法，倡导数据

开放，在企业数据共享方面，应允许个人数据由一个平台合法迁移到另一个平台，营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对于政府拥有的国民税收、银行、教育、健康等公共数据，也应该通过立法共享给企业，以促进技术

创新。例如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法案》要求联邦机构必须以机器可读和开放的格式发布任何非敏感的

政府数据并使用开放许可协议。

第二，完善数据要素分配制度，增加劳动者报酬。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资本集约型技术，不可避免

地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减少，因此在初次分配范畴上增加劳动者报酬，需完善数据要素分配制度。埃

里克等（２０１９）在《激进市场》中测算，未来２０年，如果对数据劳动支付报酬，将使经济总量的９％由资
本所有者转移到劳动者，收入不平等将大幅削减［３０］。数据要素报酬分配的关键在于将数据划分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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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还是资本？数据要素分配首先需对数据的劳动属性进行界定，允许数据劳动通过参与生产过程获得

回报，以体现劳动价值。其次是对数据权属进行确权，消费者拥有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处置权和财产

权，有权通过有偿共享数据参与企业利润分配，获得数据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是完善数据交易市场，

便于数据加工、许可和转让等操作，促使数据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功能，在受益各方进行分配。

第三，增加人工智能适用性人才供给，提升普通劳动者数字技能，降低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首

先，针对人工智能人才匮乏导致的高薪酬溢价的情形，各类高校应从人才结构、岗位类型、知识和技能

要求等方面厘清ＡＩ人才岗位能力标准，区分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层次，建立匹配产业发展的各级
人才培养体系，并吸纳ＡＩ企业为高校提供场景实训或采取学徒制的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培养人工智
能适用性人才。其次，针对普通就业者缺乏数字技能造成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进行

普惠性的数字技能化培训，减弱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比如欧盟启动的欧洲新技能议程计

划，投资了２７０亿欧元用于提升民众的基本数字技能；新加坡政府推出的 Ｓｋｉｌｌｓ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项目，
为每位２５岁以上的居民提供５００新加坡元的数字技能培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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