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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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2000—2015 年中国大陆 28 个省份的农产品进出口额等贸易数据和农产品生产性数据，基于
波特钻石模型，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实证表
明：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的价格效应强于其产生的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从而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产生了显著负影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最小；科研投入可以通过提高要素
配置效率和促进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而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种负向影响。基于此，采取有效措
施升级转换单一劳动力要素决定的低成本优势为“综合要素”决定的新竞争优势，是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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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已成为
加快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018 年“中央 1 号”文
件明确指出，加强农产品国际贸易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然而，近年来受农产品进口增速较快
的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2017 年农产品进口 1258.6 亿美元，出口 755.3 亿美元，贸易逆
①
差 50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4% 。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以后，我国虽然提高了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
减弱对美以大豆为首的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但是要显著改变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只有提高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才是根本之策。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1]，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
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相关数据显示，粮食作物劳动日工价由 2000 年的 10.0
②
元/日上升至 2015 年的 76.7 元/日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毋庸置疑，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
丧失已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形成挑战，这一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诸多学者担忧我国农产品竞争优
势为此将大幅度减弱[2,3]。
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容小视，有高度必要深入考察劳动力成
本上升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引出话题）
国内学者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并未获得一致结论。有趣
的是，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提升而并非降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4,5]。孙婷[6]研究
发现工资上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趋势。另有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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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上升并未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根本性影响[7,8]。那么，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的影响又如何呢？其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呢？以上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提
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对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实证测算及影响因素上。不少学者
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国内资源成本系数等指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衡量[9-11]，并
对其进行国际间、省份间和农产品类别间的实证比较[12-15]。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主要包括价格竞争力（成本
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两个方面[16,17]，即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因素均将显著作用于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李豫新、谢国娥等[18,19]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提出了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四大因素：农业
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求状况、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力和相关产业发展情况。谢汶莉、万金等[20,21]进一步
发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很大。此外，科研投入、结构演变、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可以通过间接影响
要素投入的多少而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22,23]。（相关研究梳理）
然而，鲜有文献探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实际上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内
在逻辑和因果关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通过影响农产品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使得农产品生产要素配置
结构发生变化[24]，实现其他要素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并逐渐倾向于向资本深化的方向发展[25]。而比较优势
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当要素配置结构发生变化时，农产品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动态变化[26]。另一方面，也
有观点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27,28]，推进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通过提升农产品质量
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简评）
总之，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论
证。笔者将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选取 2000-2015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提出选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全面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9]，农产品也不例外。对于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有必要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劳动力成
本上升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农产品成本和质量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其国际竞争力。
1.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价格效应
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呈现显著上升
趋势，这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及其价格变化密切相关。马晓河等[30]研究表明，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主要
是由投入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并非数量增加导致。因此，虽然投工强度在逐年减少[31]，作为生产成本的
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价格对农产品价格有着十分显著的直接影响[32]，这种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产生的“价
格效应”将会对农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33]，直接削弱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2.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要素替代效应
短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经营主体的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生产者会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减少对劳
动投入的过度依赖，选择更多的价格相对较低的生产要素；长期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生产者进行节约劳
动的技术创新，提高要素替代效率，对农产品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根据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在
家庭经营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相对禀赋变化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会促使农户调整生
产经营决策，实现相对廉价生产要素对相对昂贵生产要素的替代。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刺激农户改变生产
决策行为，对劳动、土地、机械、化肥等投入要素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重组与替代，这既降低了劳动投入
强度，又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此外，有研究表明，长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倒逼生产者从事节约劳动
的技术创新行为，刺激生产者研发新技术，引致有偏的技术进步[34,35]，进一步提升要素替代效率。由此可
见，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主要作用于农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进而提高其价格竞争
力。
3.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品替代效应
低技术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会导致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难以为继，这有利于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
提升农产品质量[36]。一直以来，我国农业倾向于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存在“大而不强”的痼疾，高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的农产品稀缺，国际竞争力较弱，只能获取产业链和价值链上较少的利益。劳动力成本上
升将促使生产者积极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利用高投入高产出的产品替代低投入低产出的产品，通过生产高
附加值产品来平衡生产成本的上升[37]。近年来，有关农产品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研究普遍指出[38]，我国农
产品比较优势正逐步由中低档质量的农产品向高附加值农产品转换。郭健等[39]在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主
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时发现，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稻谷、小麦等低附加值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比
例逐渐降低，蔬菜、油料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因此，长期来看，劳动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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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那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究竟如何，取决于三大效应的作用大小。但农业
不同于制造业，我国生产主体仍然是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这就使得农业发展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方面
机械代替劳动是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重要举措，但受制于地理环境和土地规模化的条件约束和技术约
束，部分地区难以实现彻底的机械化，导致机械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较弱；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显示，不同于
集体经济时代，当前兼业化背景下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和采纳程度并不高，现阶段农业技术扩散受到农户自
身对新技术的接触和认知等主观因素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有利于高附加值农产品的
生产，但受到创新研发和农业新技术推广的条件约束，农产品转换升级的速度仍然较慢。因此，虽然要素替
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可以通过影响价格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正向作用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然而，我国劳
动力成本上升产生的价格效应可能远远大于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说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负向影响。
从理论上讲，农业科研投入可以通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40]
。首先，科研投入有助于科研创新，通过逐步改善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其次，
科研投入在农业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上主要体现为更加先进技术水平的机械，使得机械替代劳动更加有
效，并不是简单同等生产水平上的替代；最后，科研投入有助于生产出科技含量更高的高附加值农产品，
加快农产品比较优势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假说 2：科研投入有助于增强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减弱劳动力成
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作用。

三、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衡量
（1）被解释变量。基于已有文献可知，衡量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很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及度量的准确性，笔者主要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和贸易竞争
力指数（TC）从宏观角度全面测度我国各地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RCA 指数将各地区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标准化，剔除了各地区总量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可以
较好地反映农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

X ia
RCAia 

X wa

X 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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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wt

其中， X ia 、 X wa 分别表示 i 地区和世界农产品的出口额； X it ， X wt 分别表示 i 地区和世界所有贸易
品的出口额。当 RCAia 位于[2.5，∞)、[1.25，2.5)和[0.85，1.25)，分别表示 i 地区农产品具有极强、很强和
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 RCAia 位于[0，0.85)，则表示 i 地区农产品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CA 指数用于测度地区农产品剔除进口比较优势以后的竞争优势。

CAia  RCAia   Mia Mit   Mwa Mwt  （2）

其中，Mia、Mwa 分别表示 i 地区和世界农产品的进口额，Mit、Mwt 分别表示 i 地区世界所有产品的进
口额。若 CAia 位于[0，∞)，表示农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若 CAia 位于(-∞，0），则表示农产品不具有国际
竞争力。
TC 指数作为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用于衡量农
产品的净出口竞争力。

TCia   X ia  M ia   X ia  M ia 

（3）

若 TCia 位于[-1，-0.6)、[-0.6，-0.3)和[-0.3，0)区间，分别对应表示农产品具有极大、较大和微弱的竞
争劣势；若 TCia 位于[0，0.3)、[0.3，0.6)和[0.6，1)，分别表示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微弱、较强和极强。
（2）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官方统计资料尚未对进城农民工及自我雇佣的农业从业人员报酬进行全面
地详细统计，也就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已有研究主要利用人工成本来选取替代变量。笔者参考肖皓等[32]
的研究及做法，具体采用“分行业就业人员和工资总额”的平均工资作为农业劳动力价格的代理变量，并
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相应价格平减。
（3）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研究，笔者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模型，选取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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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状况、农业经营主体条件和农业生产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及政府相关支持条件五个层面的控制变量。生产
要素条件主要包括土地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和化肥使用量。土地耕地面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耕
地的规模经营状况，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41]；农机总动力相较于难以
统计的农机使用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某地区农业机械化的程度；相较于有机肥，化肥投入在已有文献中使
用频率更高。农产品需求状况主要选取农林牧渔产值占 GDP 的比重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作为度量指标。农
业经营主体竞争力主要包括农村人力资本和劳均粮食产量指标。其中，选用各省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
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具体测算方法为：将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专以上分别以 1 年、
6 年、9 年、12 年、15 年和 17 年为权重进行计算[42]。农业生产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主要选取农村用电量和
水库总容量指标，两者均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政府相关支持条件采用农业财政支出度表示。
（4）调节变量。为检验本文假说 2，笔者引入的调节变量为农业科研投入变量。由于缺乏与各省农业
科研直接投入相关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笔者首先参考尹朝静等人的研究[43]，将
各省份研究与开发机构 R&D 经费内部总支出作为基础数据，再将其乘以各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得出各省的农业科研投入额，然后以 2000 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最终
得出各省份的农业实际科研投入额。
2.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为验证假说 1，笔者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AICit   0  1WAGEit   1CONTROLit   it

（4）

AIC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WAGE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农业劳动力成本，CONTROLit
表示表 1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若 1 为负并显著，则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降低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
而验证本文假说 1。
此外，为验证假说 2，需将科研投入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AICit   0  1WAGEit   2 ARDit   3WAGEit  ARDit   1CONTROLit   it

（5）

其中， ARDit 表示 i 地区第 t 年的农业科研投入， ARDit  WAGEit 为劳动力成本和农业科研投入的交
互项。若  2 显著为正，且  3 显著为正，则验证了本文假说 2。

四、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1.样本及数据说明
③
笔者采用中国大陆 28 个省份 （西藏、上海、海南部分数据不全，且农业产值占 GDP 比重不大，故
将其剔除）2000—2015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实证估计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影响。有关世界贸易的进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笔者依据 WTO
农业协议界定的农产品范围，包括 HS 编号为 01-24 章的农产品以及第 29、33、35、38、41、43、50、
51、52 和 53 章的部分产品。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其划分标准
与 UN COMTRADE 划分标准一致）。各省区农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部分缺
失数据根据相关地区统计年鉴予以补充；农业科研投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有关农业
生产的相关数据（土地经营规模、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等）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相关缺失数据根据地方统计年鉴进行补充。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1.300

1.159

0.068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

0.314

0.455

-0.826

0.980

贸易竞争指数(TC)

0.628

1.297

-2.353

7.169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AIC)

平均值

解释变量 劳动力成本(WAGE)

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控制变量 土地经营规模(LAND)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单位：百万公顷

单位：万元/年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7.425

1.723

1.153

0.389

6.888

5.608

3.403

0.174

14.425

农业机械拥有量(MACH)

农机总动力

2.860

2.675

0.186

13.353

化肥施用量(FERT)

单位：万吨

181.516

134.496

6.570

716.090

农 林 牧 渔 产 值 占 GDP 比 重
各省农林牧渔产值/各省 GDP 单位：%
(AGRI)
人均粮食占有量(CERE)
各省粮食产量/各省总人口数 单位：公斤/人

0.210

0.088

0.016

0.420

407.324

250.911

8.318

1.006

农村人力资本(EDUC)

单位：千万千瓦

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 单位：年

28.980 1 654.470
6.000

12.146

批注 [l12]: 括样本的取得，
情况分析，模型检验和结果
分析。如果样本及数据说明内
容较多，可单独作一部分。

劳均粮食产量(PROD)

单位：公斤/人

0.199

0.132

0.064

0.900

农村用电量(ELEC)

单位：亿千瓦时

58.240

80.328

0.004

409.922

水库总容量(RESE)

单位：亿立方米

232.359

189.071

农业财政支出(FINA)

单位：亿元

71.555
3.946

71.026
5.572

各省开发机构 R&D 经费内部总支出×各省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单位：亿元

调节变量 农业科研投入(ARD)

18.300 1 262.880
1.043
0 .0364

387.503
44.915

2.农产品竞争力测算结果分析
笔者分别采用 RCA 指数、TC 指数和 CA 指数对我国 2000—2015 年各省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测算（表 2）。由表 2 可知，2000—2015 年各省区农产品 RCA 指数、TC 指数和 CA 指数整
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各省区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弱。其中，2015 年大部分省区的 RCA 指数
减少至 0.8 以下，呈现出明显的比较劣势；2015 年 60%以上的省区农产品 TC 指数低于 0.3，且相较于 2000
年，部分省区农产品 TC 指数由正转为负，说明现阶段我国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微弱，且部分省区以进口
为主，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2000 年我国各省区农产品 CA 指数几乎全部为正，但是在 2015
年，大部分省区的农产品 CA 指数下降为负，这说明我国农产品显示性竞争优势已逐步转变为劣势。
表 2 2000 年与 2015 年我国各省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地区

RCA

TC

CA

2000 年

2015 年

2000 年

2015 年

2000 年

2015 年

北京

0.700 0

0.176 6

-0.330 0

-0.825 8

0.002 0

-0.348 0

天津

0.570 0

0.235 6

-0.002 0

-0.765 9

0.034 0

-0.997 7

（已省略）

……

……

……

……

……

……

新疆

6.720 0

0.756 9

0.980 0

0.396 4

6.520 0

0.471 3

3.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依次采用 RCA、TC 和 CA 三个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验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的影响。在进行估计前，笔者首先对三组回归分别进行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均在 1%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笔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 3）。（应简要交代，引出下文）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由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劳动力成本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即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降低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验证了本文
假说 1。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促进农户利用机械等资本密集型投入替代劳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在农
产品生产成本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决定了农产品总生产成本仍然会处于持续上涨的趋势，这在一定
程度上验证了马晓河[30]的结论，生产成本上涨主要源于要素价格的变化而非要素投入数量的变化。另外，
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促进要素的有效替代，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但这种替代程度仍然不高，受到地形
地貌、土地经营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不高、技术进步缓慢等条件的约束。再者，不同于制造业，劳动力
成本上升促进技术创新的倒逼机制效果并不是很佳，高附加值农产品的转换速度缓慢、比较优势的转换升
级还有待加强，农产品质量竞争力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价格效应要远大于要
素替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即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把“双刃剑”的负向作用要强于它的正向作用。因此，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消除发挥正向作用的约束条件，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
战。（呼应前述理论分析，对结果进行合理解释）
表3

WAGE

（已省略）

常数

RE

-0.131 0**

-0.109 3**

CA(模型 3)

FE

RE

-0.104 3***

-0.084 4***

FE

RE

-0.170 4**

-0.131 9**

(-2.67)

(-2.25)

(-6.79)

(-5.53)

(-2.49)

(-1.98)

……

……

……

……

……

……

-3.601 8***

huasman 检验
观测值

TC(模型 2)

FE

(-3.86)

-2.394 8***
(-3.00)

-0.612 0**
(-2.00)

60.21(0.00)
448

批注 [l14]: 呼应前述理论分
析，对结果进行合理解释。

劳动力成本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回归估计结果

RCA(模型 1)

变量

批注 [l13]: 数值分节。

448

0.151 6
(-0.58)

-3.152 6**
(-2.54)

38.82(0.00)
448

448

-1.618 4
(-1.49)

27.19(0.00)
448

448

批注 [l15]: 显著性水平用上
标！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其他控制变量分析。第一，农作物种植面积、机械总动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化肥使用量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和机械化水平越高，农产品国际
竞争力越大，而化肥施用过多反而不利于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第二，农林牧渔产值占 GDP 比重的回
归系数为 3.9851，人均粮食占有量回归系数为-0.0034，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林牧渔产值增加对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利，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却是负的，主要源于我国人口体量庞大，自给自足的粮食安
全政策下，我国并不具备太多土地密集型粮食作物的比较优势。第三，受教育程度变量与 RCA 指数显著
正相关，这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第四，农业财政支出回归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各省份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另外，发电量的系数显著
为正，水库总量的影响不显著，限于论文重点，对于控制变量，我们不做重点讨论。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
果与模型 1 结果基本一致，更加凸显了模型的稳健性。对于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回归结果笔者不再进行赘述。
（3）科研投入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检验科研投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作用关系
中的调节作用，笔者进一步将 ARD 作为调节变量纳入估计方程中，考察其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情况，
结果见表 4。模型 4 中，在控制了调节变量后，劳动力成本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作用有所加强，表
明科研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负向效应确实有一定抑制作用。模型 4 中，交互项 Wage×ARD 的回归系数
为正，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增加科研投入可以弱化劳动力成
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作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科研投入有助于农业技术创新，提高
机械以及其他要素对劳动的替代效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产品价格竞争力；此外，科研投入有利于高
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加快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转换升级，提高农产品质量竞争力。
4.劳动力成本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互为因果的内生性检验
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上述研究中已经得到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但并不
排除劳动力成本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钟甫宁将劳动力成本上升造
成的农产品竞争力下降问题称为一种“甜蜜的烦恼”，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
[37]
，而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因此，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向
④
作用于农业劳动力成本。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借鉴程晨[36]的研究，将各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劳动
力成本的工具变量。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但其调整一般主要是依据宏观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是一种相对外生的变量，因而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
将工具变量引入后笔者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5。
表4

科研投入的调节效应估计检验结果

模型 1

变量

模型 4

系数

t值

系数

模型 5
t值

系数

t值

WAGE

-0.131 0***

-2.67

-0.134 7***

-2.76

-0.098 2**

-1.89

LAND

0.324 5***

3.09

0.326 3***

3.12

0.306 0***

2.92

MACH

0.152 9

***

2.76

***

2.58

***

2.78

（已省略）

……

0.143 3

……

……

0.154 3

……

……

……

FINA

0.003 6***

4.15

0.003 6***

4.16

0.003 5***

4.00

ARD

─

─

0.017 7**

1.97

0.029 6***

2.75

WAGE×ARD

─

─

─

—

0.008 2**

1.97

-3.601 8***

-3.86

-3.172 5***

-3.33

-3.348 0***

-3.51

常数

448

观测值

448

44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
变量
WAGE

系数
-0.179 2***

（已省略）

……

常数

-4.082 0***

观测值

劳动力成本与国际竞争力互为因果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RCA(模型6)

448

TC(模型7)
系数

z值

-0.155 2***

-2.66
……

……
-1.151 1***

-3.92

44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CA(模型8)
z值
-7.39
……
-3.35

系数
-0.260 7***
……
-4.052 1***
448

z值
-2.77
……
-2.89

批注 [l16]: 标题尽量用中文
表达。

表 5 模型 6、7、8 的回归结果中，劳动力成本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792、-0.1552 和-0.2607，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与表 3 初步回归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且劳动力成本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有所提高，表明劳动
力成本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使基本回归模型低估了其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本
文之前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抑制作用在排除了两者之
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成立。
5.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笔者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东、
⑤
中、西部三个地区 。基于 2000—2015 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子样本数据，以 RCA 指数作为最终因
变量指标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从单个区域来看，核心变量劳动力成本与各控制变量对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与全国层面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证实了模型设定的稳健性。对比而言，可以发现劳动
力成本变动对不同区域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回归系数绝对值仅为
0.0801，而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高达 0.3628，说明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负向影响最小，西部地区最大。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更完善、科研水平
更强，农业生产率也就更高，使得其能够更大程度地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表6
变量
WAGE

东部

中部

系数
-0.080 1***

（已省略）

……

常数

-1.226 2**

观测值

东、中、西地区劳动力成本影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分区域估计结果

t值
-4.00

系数
-0.171 7**

……
-2.22

144

……
-9.192 5***

西部
t值
-2.07
……
-6.55

128

系数
-0.362 8***
……
-6.700 0***

t值
-2.98
……
-4.22

17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主要采用 2000—2015 年中国大陆 28 个省份的农产品进出口额等贸易数据及农业生产数据，基于
波特的钻石模型，运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实证表明：第一，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的价格效应强于其产生的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品替代效应，最终对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负向作用；第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作用在西部地区最明显，
东部地区最小；第三，科研投入有助于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来提升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挑战，必须加快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转
换升级，提升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加快土地流转，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全面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第二，加强对各省区的农业科研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依靠科技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第三，
提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水平，加快优质、高产新品种的培育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② 劳动日工价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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