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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turn of labor force is the first form of labor flow and then flows into it, which is a
manifestation of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tak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chooses the industria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5 to 2016 to measure the
industrial labor flow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the scale of cross industry labor flow. Based on the
outflow and inflow of the two types of data, it is used to reveal the capital and labor for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flux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labor force, the panel data
based on the dynamic change substitution elastic production function is used to test the industrial
labor force backflow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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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劳动力回流即劳动力先流出后流入，是劳动力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以工业
为例，选择 2005 年—2016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工业数据，以剔除跨行业劳动力流
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与人口数之比的年增长值衡量工业劳动力流动，基于流出、
流入两类数据，运用以揭示资本、劳动替代动态变化的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为基础的面板数
据对工业劳动力回流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探讨工业产业结构与工业劳动力回流机制。
1. 引言
2010 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东北尤为严重。东北经济断崖式下跌带来一系列
社会、经济问题，其中以劳动力流失最为显著，2000 年-2017 年，东北人口流失 200 多万。
经济增速下降与劳动力流失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因此，在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中国工业
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揭示工业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回流机制不仅有助于发挥市场因素
对劳动力回流决定性作用，更有助于增加产业政策设计的针对性，提高“供给侧改革”质量与
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2. 基于相对从业人数的工业劳动力省际流动度量
本文参考李扬、殷剑峰，沈坤荣等以就业比例测度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以剔除跨行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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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流动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与人口数之比的年增长值为衡量
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结合工业劳动流动指标具体数值绘制表 1。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数值
为负，工业劳动力流出；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数值为正，且人口数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从业人数降低时，工业劳动力流出；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数值为正，人口数增加或不变，工
业劳动力流入；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数值为正，人口数减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增
加或不变时，工业劳动力流入。
表1 工业劳动力流动状况
工业劳动力流动指标
指标数值为负，
即

当期工业从业人数

即

当期工业从业人数

当期 人口数

﹤

上期工业从业人数
上期 人口数

指标数值为正，
当期 人口数

﹥

上期工业从业人数
上期 人口数

讨论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工业从业人数降低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工业从业人数增加
工业从业人数不变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当期人口数=上期人口数

工业劳动力流动状况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3. 实证研究
3.1

基本模型

本文以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VES)为基础，推导工业劳动力流动基础方程。变替代弹性生
K
产函数(VES)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σKL = 1 + b ，揭示随要素投入变化，资本对劳动替代
L

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从而有助于解释劳动力回流的深层次原因。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形式
如下所示
Y = AK

a
1+c

[L + (

b

ac
1+c

) K]

1+c

⑵

表示工业产出， 表示综合技术水平， 表示工业资本要素投入， 表示工业劳动要素投
入， 表示规模报酬参数，
表示外生参数。根据替代变换，并根据泰勒展开式，得
到修正后的工业劳动力回流基础模型：
⑼
本文以剔除跨行业流动的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值，即差分形式衡量工业劳动力流动，
为保证模型平稳、合理，工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影响变量也应取差分形式。由基础模型与理
论分析可知，工业产出、工业工资、工业品价格、工业资本劳动比共同作用于工业劳动力流
动。工业产出直接作用于劳动力流入，工业产出对劳动力流入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工业工
资与工业品价格通过内生变量工业资本劳动比间接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工业工资、工业品价
格、工业资本劳动比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效果不确定。
3.2 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为保证数据连续性与指标一致性，本文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将劳动力流
动刻画的省际数据时间跨度定为 2004 年-2016 年，差分后研究期为 2005 年-2017 年，并以此
搜集资本劳动比、工资、产出等相关数据，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研究中运用 2005 年—2016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建立以工业产业结构、
工业资本劳动替代程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速、工业相对工资年增长值为解释变量的工业劳
动力流动模型。经过模型分析可知，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导致工业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低端
产业弱化与外迁地区、偏远地区流出，流入至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相对增速提高 1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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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即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1 单位，工业劳动力流入 0.053123 单位。工业劳动力流
入至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但劳动力流动效果存在巨大差异。其一，工业劳动力更倾
向于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快于经济增速 0.005646885，即发生
劳动力流入；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需快于经济增速 0.029747554，劳动力回流才显
著发生。其二，工业劳动力流入至东部沿海地区速率更高。东部沿海地区对工业劳动力吸纳
能力更强，同等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速率为中西部地区 2.82 倍。
而在低端产业弱化与转移地区，以产业结构转型为重要特征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显著慢于
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0.015845097。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等落后和过剩产能的淘汰导
致工业产业对部分地区的经济拉动与贡献减弱，导致此类行业从业人员转移至其他地区或行
业，呈现出工业劳动力持续流出，未能回流的态势。
偏远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于经济增速-0.001221982。部分地区工业比重较低，工业产
业无法吸纳新增工业劳动力就业；部分地区地方经济过分倚重采矿、能源等重化工业，产能
过剩凸显后，未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两类地区工业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与贡献持续
减弱，未能吸引工业劳动回流，加之东部沿海地区巨大的人力需求，地区工业劳动力仍持续
流出。
4. 结束语
我国工业劳动力流动趋势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吸引工业劳动力由中西
部地区、低端产业弱化与外迁地区、偏远地区流入。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工业
劳动力流向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工业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于经济增速 0.029747554 单位即发生工业劳动力回流，工业劳动力回流速率为 0.018838。但
同等情况下，工业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劳动力流入至东部沿海地区速率
更高。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低端产业弱化与外迁地区、偏远地区工业增加值相
对增速显著低于 0，工业劳动力未能回流。原因有三，其一，工业比重较低，无法吸纳新增
劳动力就业；其二，过分倚重采矿、能源等重化工业，产能过剩凸显后，未能顺利实现产业
结构升级转型；其三，电力、煤炭、钢铁等落后和过剩产能的淘汰导致工人失业，劳动力流
入其他行业、地区。三者都导致工业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与贡献持续减弱，未能吸引工业
劳动回流，加之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吸引劳动力能力较强，地区工业劳动力仍持续流
出。
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发挥工业产业结构等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回流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
加强供给侧管理，以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机制设计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与工业劳动力有
效流动。经济上升期，区域分割与市场作用的盲目性易导致产业建设一拥而上，区域间重复
布局，刺激劳动力回流；而经济下行期，工业产业的周期特征造成产能过剩与投资放缓，工
业劳动力减薪与失业，甚至再次流出。因此亟需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机制避免产业建设与劳
动力流动的重复性、盲目性，根据区域工业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中国制造 2025》
行动纲领，制定相应政策：针对劳动资源充裕区域，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劳动力回
流；针对工业基础良好区域，侧重淘汰落后产能与化解产品库存，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吸引
劳动力流入或回流；针对以金融、互联网等服务业为支柱产业区域，应着力于低端工业产业
外迁与转移，优化区域三次产业布局，促进工业劳动力转移至其他行业、地区。除此外，结
合劳动力回流特征，应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等配套产业政策设计，实现二三产业融合与产业链
条优化，增强工业劳动力回流黏性。并且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带动的劳动力回流有助于降低工
资与资本劳动比，实现技术进步与升级，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
形成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劳动力回流的正向循环。当然，以劳动力回流机制为
切入点，如何缩小地区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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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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